
LaserNet 200 系列

鐵磁顆粒含量

顆粒計數和清潔等級

磨損顆粒分類

多功能磨粒分析儀

     LaserNet 200 系列多功能磨粒分析儀

不只是顆粒計數器。它還能分辨出污染物

(砂礫)和設備磨損顆粒(金屬)，判斷設備

磨損嚴重程度。另外，自動對磨損顆粒進

行分類和定量檢測，判斷設備磨損的機

理。

      可直接檢測高污染油樣，5,000,000

      顆粒/ml

      

      可直接檢測高黏度油樣(ISO 320)，

      不需要稀釋

      可直接檢測顏色很黑的油樣(烟炱含量

      2%發動機油)

      水和氣泡校正功能

 

產品功能

顆粒總數&清淨代碼

非金屬顆粒(沙粒/粉塵)

油離水

氣泡 / 水珠校正

磨損顆粒分類

鐵磁顆粒濃度

鐵磁顆粒總數

自動進樣器(升級可選)

和尺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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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Net 200 系列多功能磨粒分析儀通過直接成像技術實現對設備磨損及其油液

污染狀態的主動監控，能同時檢測油液污染度(清淨度，顆粒度)、磨粒分類和磁鐵

性顆粒濃度、數量級尺寸分佈等。主要分為以下幾個功能模塊：

顆粒技術功能

LNF能夠得到顆粒尺寸、總數和分佈信息，直接測定油液的污染度等級，相對於

傳統顆粒計數器，它擁有以下特點：

能分辨水珠和氣泡，以此判斷樣品除氣是否徹底，保證結果的準確性和穩定性

光源強度自動調節機制，可直接測定顏色很黑的油(如高烟炱含量的機油)

直接測定高污染度(5,000,000顆粒/毫升)油樣

內置ISO４４０６，NAS1638等污染度評價標準

支持用戶自定義污染度評價標準

磨粒識別與自動分類功能

基於直接成像技術，其內置的專家系統對捕獲到的磨粒或污染物顆粒的圖像進行

智能識別，進而實現了對磨粒進行自動分類(自動識別金屬磨粒與非金屬磨粒，金

屬磨粒：切削磨損、接觸 / 滑動磨損、疲勞磨損等；非金屬磨粒：纖維、氣泡、

水滴等)。

鐵磁性顆粒檢測

鐵磁性顆粒檢測時設備狀態監測的一項重要內容，LNF可內崁高靈敏磁力傳感

器，再進行顆粒計數和磨粒分類的同時，還能同時檢測鐵磁性顆粒濃度(ppm)以

及25um以上鐵磁性顆粒總數、尺寸分佈。

產品特點：

符合ASTMD7596標準

同一個油樣，最多能同時得到污染度、磨粒分類和鐵

磁性顆粒三方面檢測結果

測試速度快，每次檢測只需要4分鐘即可完成全部測試

操作簡單，對操作人員要求低

自動完成磨粒識別分類

內置設備資產管理及磨粒趨勢分析功能

連絡電話：(02) 8919-1488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顆粒計數、磨粒分類和鐵磁顆粒檢測

疲勞磨損 非金屬磨損

切削磨損 接觸/滑動磨損

鐵磁性顆粒數量

及尺寸分布

鐵磁性顆粒濃度

電感線圈

蠕動泵
廢液

磨粒圖像

4倍放大

樣品池

CCD光學系統

鐵譜磁線圈

LaserNet 230 工作圖

● 顆粒大小分布
● ISO 4406清淨代碼
● 顆粒圖像分布

切削
滑動
疲勞
非金屬
水滴

LaserNet 200 系列可同時進行顆粒計數和清淨代碼、磨粒自動分類和磁鐵顆粒檢測。

可選附件包括高通量自動進行系統ASP，這個系統可用於LaserNet 200各機型。
為大尺寸磨損顆粒建立警戒值非常具

有挑戰性，不像參數ISO清淨代碼、水

份、元素濃度和TAN(總酸值)，設備製

造商一般不提供相應警械值。每款設

備，不同尺寸磨損顆粒達到它自身的

動態平衡。當LaserNet 200系列多功

能磨粒分析儀檢測6個或更多同一取樣

點的樣品後，軟體會自動計算出此取

樣點各磨損類型(切削磨損、嚴重接觸

磨損、疲勞磨損)的推薦警戒值。

圖像可直接在LaserNet 200軟件中儲存和分析。這些

圖像可通過磨損類型分類，OilViewTM軟體也可得到

磨粒顆粒計數和尺寸分佈報告。

連絡電話：(02) 8919-1488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LaserNet 200 系列多功能磨粒分析儀樣品準備非

常簡單，黏度在320cSt以下的油樣可直接檢測，

不需要稀釋。當檢測不同黏度的樣品時，不需要

調整樣品流速。LaserNet 200系列多功能磨粒分

析儀用戶界面直觀，不需要校正，檢測速度快、

容易操作。

樣品準備 樣數據管理

LaserNet 200 系列多功能磨粒

分析儀數據直接傳輸到實驗室

LIMS系統中，也可以以text格式

輸 出 。 磨 損 圖 像 可 以 j p e g 或

b m p格 式 輸 出 。 如L a s e r N e t 

200系列加入Minilab系統，可傳

輸到OilView LIMS中，也可將數

據傳輸到AMS設備狀態管理軟體

中。

SpectroTrack是以瀏覽器/服務

器模式的LIMS系統。

SpectroTrack提供從取樣到出具

報告的整個過程，而且可以在系

統中進行設備資產管理和潤滑點

管理。

LaserNet 200系列連入

SpectroTrack LIMS管理系統

LaserNet 200系列連入AMS設備狀態

監測的OilView    LIMS管理軟體中TM

ASP自動進樣器

ASP是一種獨立的全自動進樣系統，實現了製樣、加樣及分析管路清洗

過程的自動化，有24個進樣位。ASP可加到現存的LaserNet 200系列各

型號中。主要特點包括：

全自動反向攪拌器

二級清洗系統

精準閥控制

連絡電話：(02) 8919-1488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L a s e r N e t  2 0 0 系 列 產 品 信 息

LaserNet 210顆粒計數器，需要SA1024配件包

和電腦

LaserNet 220多功能磨粒分析儀(含顆粒計數器和

智能鐵譜功能)，需要SA1024配件包和電腦

LaserNet 230多功能磨粒分析儀(含顆粒計數器和

智能鐵譜功能和鐵磁顆粒分析)，需要SA1026配

件包和電腦

LaserNet 210 / 220 標準配件包，含超音波清洗

劑

LaserNet 230 標準配件包，含超音波清洗劑

LaserNet 200 系列維修包

LaserNet 200 系列含Skydrol維修包

LNF顆粒計數驗證液，400ml

清洗溶劑(1加侖)

Skydrol套件(磷酸酯油)，適用於LaserNet 210和

LaserNet 220 (工廠安裝)

10ml 注射器，100個/包

ASP樣品瓶，120ml (4 oz)，50個/包

光譜認證樣品瓶，PET材質，120ml (4 oz)，50個

/包

溶劑過濾和分配器

LaserNet 200 系列自動選樣器

OilView LIMS軟件

OilView LIMS軟件中MinLab軟件入口

SpectroTrack系統管理軟體

包含齒輪箱油、發動機油、傳動油、液壓油及透

平油在內的各種礦物質及全合成潤滑油液，汽輪

機和鎦分燃料

顆粒計數：ISO 4406，NAS 1638，NAVAIR 01-

1A-17，SAE AS 4059，GOST，ASTM D6786，

HAL和用戶自定義總鐵磁濃度，ppm

鐵磁顆粒計數和尺寸分佈

油離水，ppm

烟炱：wt。%

智能鐵譜：磨粒分類及每種磨粒濃度，尺寸分佈

產品編號

配件及耗材

產品信息

SpectroLNF-Q210

SpectroLNF-Q220

SpectroLNF-Q230

SA1024

SA1026

LNF-909

LNF-910

LNF-509

LNF-545

P-10193

LNF-902

LNF-905

MHM-10605

鐵磁性顆粒檢測液，400ml

Skydrol套件(磷酸酯油)，適用於LaserNet 210和

LaserNet 220 (工廠安裝)

M99919

600-00008

A5051SF

ASP

A475101

750-00047

M90035

應用範圍

產品輸出

平均4分鐘/樣品

LSTM D7596

 

工作參數

符合標準

檢測時間

校準 無需校準；使用隨機驗證液進行校正

油樣消耗量 5-30ml，與黏度相關

清洗溶劑 通用型：

Electron-22

航空煤油

柴油

注意：低閃點溶劑 (異丙醇IPA、正已烷、正庚

烷、松香水、甲苯、汽油)需謹慎使用，而且不能

用於自動進樣器ASP中當使用Skydro l組件的時

後，只能使用IPA(高純異丙醇)或丙酮

環境要求 5-40C環境要求，10-80%相對濕度，無冷凝，

2000米海拔

O

工作參數

控制計算機 Windows 7，64位系統

工作電源

電源 LaserNet 200系統：240V，50Hz，10W

ASP：230，50Hz

機械參數

外觀尺寸 LaserNet 200系統：22.9 x 17.8 x 43.2 cm
ASP：55 x 62 x 52 cm

重量 LaserNet 200系統：12.2 kg
ASP：60 kg

運輸包裝尺寸

高*寬*長

LaserNet 200 Series：35.6 x 36.8 x 78.7 cm

                                           (14 in x 14.5 in x 31 in)
ASP：82 x 76 x 71 cm                                               

      (32 in x 30 in x 28 in)

運輸包裝重量 LaserNet 200 Series：12.2kg (27 lbs)                                         

ASP：60kg (130 lbs)                                                 

電器安全

CE Mark：EMC Directive (2004/108/EC)；RoHS，UL，CSA，ET

連絡電話：(02) 8919-1488 卓明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貿���有限公司

地  址：新北市新店�寶��235�133號7F-3

電  �：02-8919-1488

�  真：02-8919-1480

E-mail：tketeam1@ms15.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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