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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润滑剂和过滤器种类繁多，但质量各有不同。质量才是最终决定
的标准。

使用与应用相匹配的润滑剂来润滑机器，并使用合适的过滤器，
对于内燃机、液压组件、齿轮装置和轴承的运行部件的使用寿命
至关重要。

维特根集团润滑剂完全符合这些要求，并且为适合维特根集团机
器进行了优化。

润滑剂和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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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润滑剂和过滤器 — 为了保持机器的价值：
> 润滑剂与第一次加注的润滑剂兼容
> 为适合维特根集团机器进行了优化
> 确保机器最长的使用寿命
> 用于所有机器
> 与相应机型相匹配的过滤器和保养综合套包，包含所有所需
的过滤器、润滑剂和机油

确保机器有效性和长期降低保养成本的最佳选择。

备件及其它手册		
润滑剂和过滤器

本手册介绍了润滑剂和滤芯的基本知识。这里的信息和技巧
有助于您的维特根集团机器长期保持理想的工作状态。

优势 I  说明 I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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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润滑剂在维特根集团机器上有很多不同的作用。

维特根集团机油	

为了高性能发动机：机油是保护发动机并减小发动机载荷的润滑
剂。它的作用是避免金属部件之间的直接接触，尽量降低摩擦，
从而有效降低发动机的磨损。机油有助于对活塞进行密封和冷
却，从而促进压缩，改善发动机性能。	

润滑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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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为了高效的动力传输：齿轮油保护齿轮不被腐蚀，中和运行过程
中产生的酸，并防止出现斑蚀、拉毛（点式融化，导致在机械负
荷中分离）等常见损坏。对于机器零部件，如齿轮、轴承、摩擦
离合器或制动器等，也可	以保证其出色的平稳运行的特性。润滑
剂必须承受较大范围的温度波动、局部高压、冷凝、灰尘和磨
损。

维特根集团齿轮油

为了保护齿轮箱并使其顺滑地运行：液压油作为液压流体，确保
将液压动力从液压泵传递至发动机或油缸，尽量减少动力损失。
液压油还润滑活动零件，保护零件不被腐蚀，有助于排放液压系
统里的脏污。液压油必须抗老化并耐高压，还必须具有较高的润
湿和粘附能力。

维特根集团润滑脂

为了可靠的组件润滑：润滑脂用于滚柱轴承、滑动轴承、直线轴
承、滑动面、齿轮和齿轮段的持续润滑。油脂润滑能够确保较高
的防腐性并防止材料疲劳老化。即使在低温状态下润滑脂也必须
保持柔软的质地。同时，高温状态下也不能滴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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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添加剂

润滑剂通常由两种成分组成	基础油	和影响或产生某种特定润滑
性质的添加剂

添加剂是添加在基础油中的可溶于油的物质。通常情况下，当基
础油特性不足以满足操作需要时，即需添加添加剂，以使被润滑
部件在最大工作负荷下也能长期保持可操作性。

下面将介绍四种重要添加剂：请注意，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其它
添加剂。

清洁剂：活塞部位和其它高温组件上会在燃油燃烧过程中积聚油
漆或油碳形式的沉淀。清洁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或减少沉淀
产生，还可以清除燃油燃烧过程中产生的酸。

分散剂：分散剂可以防止或减少低温环境下油垢和沉淀的产生。

粘度指数改进剂：粘度指数改进剂可以提高和延伸油品的粘度，
从而改善粘温性能。使用粘度指数改进剂能够获得多级发动机
油。

润滑剂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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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泡剂：如果在油和空气界线处的气泡不破裂，则会产生泡沫。
防泡剂可以改变泡沫的表面张力，使气泡更容易破裂，从而减少
泡沫的形成。

添加剂可以降低磨损，提高防腐保护

如果凸轮轴和阀或液压式气门挺杆等机械组件在发动机里发生碰
触，则通常会导致损坏，特别是在高负荷情况下（斑蚀；极端情
况下发动机可能磨损）。为防止这种损坏，需要添加一种特殊添
加剂形成助滑剂薄层，防止组件之间摩擦。

燃油燃烧过程中产生的或燃油中含有的水和氧气等物质，明显增
大了造成腐蚀的风险。使用该添加剂可以在金属表面形成致密的
皮毛状防水层，以保护表面免遭腐蚀。

除上述添加剂外，还有许多其它添加剂。我们保证您可以随
时购买维特根集团机器所需的含添加剂的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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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粘度

机油和齿轮油并非适用所有应用。维特根集团机器需要具有最优
特性的高等级油品。

粘度和粘度指数

在润滑剂的介绍中，粘度可以被认为是液体的抗流变性质（润滑
剂流动特性）。油品的流动性越小，其粘度越高。粘度是受温度
影响的指数：在工作过程中，如果油品温度升高，粘度会同时下
降。不同油品的粘度变化不同。变化范围用粘度指数	(VI)	表示。	
VI	越高，油品温度升高时粘度的变化越小。	所谓的粘度指数改进
剂（添加剂）则可以影响该指数。

粘度和油温

粘度变化直接取决于温度，这里将提到油品的	VT	特性	
（粘度	—	温度特性）。因油温变化导致的粘度变化可以用对数	
曲线表示：随着温度的下降，粘度会不成比例地增大。

润滑剂基本信息

高粘度	>	低流动性	>	阻力大	
低粘度	>	高流动性	>	阻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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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 42
775 40
700 38
625 36
550 34
500 32
450 30
400 28
365 26
315 24
280 22
240 20
205 18
175 16
140 14
115 12
85 10
60 	 8
40 	 6
20 	 4
10 	 2

ISO	VG	等级
（液压油、	
齿轮油等）

SAE	
齿轮油
粘度等级

SAE	
机油
粘度等级

图表中对比了机油和齿轮油在	40°C	和	100°C	下的粘度		
(mm²/s)	。对于	SAE	标准的粘度，机油和齿轮油具有相同数	
值；而对于其它标准（添加剂、制造商标准，等），机油和齿轮
油的粘度值则不同。	许多购买者将	SAE	等级（例如，10W-40）
作为选择机油的决定性质量参数。

粘度与油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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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粘度和室外温度

我们希望油品粘度在整个温度范围内尽可能保持恒定以确保最佳	
的润滑性能。低粘度范围的发动机油有助于发动机在各种工况下	
常年平稳运行：从寒冷的冬季作业到炎热的夏季高温作业。

SAE	等级（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

许多购买者将	SAE	等级（例如，10W-40）作为选择机油的决定
性质量参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SAE	等级只是标准参考温度
下的粘度等级，不代表油品的性能。

环境温度对于正确选择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温度短暂降低至极
限值以下，则冷起动性能可能会受损。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磨
损，应在一段时间内使温度不超过极限值。

图表显示	SEA	等级	10W-40	机油（比较，图中高光部分）的推荐
应用范围。同时请与机器操作手册中发动机制造商的有关规定进
行比较。

润滑剂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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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标准和规范总览

规范用来选择合适的润滑油。为了描述不同发动机对润滑剂的其
它要求，有制造商制定的内部规范，还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的
规范等级。
> ACEA	(Association	des	Constructeurs	Européens	
d‘Automobiles;	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 API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美国石油协会)

另一方面，还有发动机制造商制定的规范
> Caterpillar	(如	CAT	ECF-1,	-2,	-3)
> Cummins	(如	CES	20081/78/7/6/2/1)
> Deutz	(如	DQC	IV-10	LA)
> Mercedes	Benz	(MB	228.51)
> MAN,	VW,	BMW	…

请查看操作手册或在线服务	www.partsandmore.net	了解您机
器应使用的油品。

润滑剂基本信息

一种润滑剂是否适用或可用，由制造商标准和/或	ACEA	和	
API	标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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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标准是美国市场的标准，具有三个等级：
> API	柴油发动机等级
> API	汽油发动机等级
> API	齿轮等级

API 标准的定义如下：

机油和齿轮油进行下列四个测试时需要使用	API	标准：
> 操作过程中油温升高
> 根据制造商建议检查换油周期
> 检查获得发动机性能的动力
> 环保标准

根据当前标准对油品不断进行测试和引进可以不断延长维特根集
团机器的保养周期。同时，还可以降低维护成本。

仅限在机油在此期间具有相应的负载能力且对油品特性（如，部
件润滑）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可行。

组织	
机构

发动机类型		
（C	=	柴油发动机		
S	=	汽油发动机）

功率等级	
（例如，I、	
I-4	PLUS、J）

发动机冲程数		
（如，4	冲程发
动机）

API- C I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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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机油

为便于保持随时符合各种标准和制造商规范，维特根集团为您准	
备了合适的发动机油	。

> 维特根集团机油 15W-40	
矿物油基多级机油：用于使用硫含量较高的燃油的市场（例
如，印度、中国、非洲、南美洲）。适用于排放等级在	Tier	3		
及以下没有尾气后处理的发动机。

> 维特根集团机油 10W-40	
低摩擦合成机油，使机油更换周期最长：用于使用硫含量较
高的燃油的市场（例如，印度、中国、非洲、南美洲）。适
用于排放等级在	Tier	3	及以下没有尾气后处理的发动机。

> 维特根集团机油低 SAPS 15W-40	
以优质矿物油为基础的机油：符合配备康明斯发动机的所有	
维特根机器的粘度要求。用于使用硫含量较低的燃油的市场	
（例如，欧洲）。适用于排放等级为	Tier	4	或相当于	Tier	4	
有尾气后处理的发动机。

> 维特根集团机油低 SAPS 10W-40 	
具备综合性能的低摩擦合成机油：与	15W-40	相比可节省达	
1%	燃油。用于使用硫含量较低的燃油的市场（例如，	
欧洲）。适用于排放等级为	Tier	4	或相当于	Tier	4	有尾气后
处理的发动机。

润滑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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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剂

冷却剂是各种物质的混合物，用于散热并因此保护组件。

> 维特根集团防冻液	
可防止腐蚀、过热和霜冻的维特根集团冷却液（不能用于	
09WR	(WR	200i)	或克磊镘机器）。

> 维特根集团防冻液 MB	
可防止腐蚀、过热和霜冻的维特根集团冷却液，适用于安装
在	09WR	(WR	200i)	梅赛德斯奔驰柴油发动机。

> 维特根集团防冻液克磊镘专用	
可防止腐蚀、过热和霜冻的维特根集团冷却液，适用于克磊
镘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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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液压油

最常用的液压油是在矿物油中添加相应的添加剂而成。液压油标	
准规定在	ISO	6743/4	标准的	HL、 HM	和	HV	条款中（在德国，	
HL、 HLP、 HVLP	相当于	DIN	51524	标准）。

维特根集团	HVLP	液压油含有的添加剂可以提高防腐保护，抗老
化，降低交叉摩擦区域的磨损，还可以改善粘温性能（较高的粘	
度指数）并抑制泡沫的形成。

> 维特根集团离合器油 HLP 32	
用于克磊镘离合器的液压油：适用于低温环境（亚寒带）。

> 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HVLP 32	
多级液压油：适用于低温环境（亚寒带）。

> 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HVLP 46	
多级液压油：适用于中等温度环境。

> 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HVLP 68	
多级液压油：适用于高温环境（亚热带、热带）。

润滑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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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生物降解液压油

> 维特根集团可生物降解液压油 HVLP 46	
可生物降解多级液压油：适用于中等温度环境。

> 维特根集团可生物降解液压油 HVLP 68	
可生物降解多级液压油：适用于高温环境（亚热带、	
热带）。作为抗燃液压油，它满足	MSHA（埃姆舍许可）	
的要求，因此适用于在地下使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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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液压油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将液压油分为多个粘度等级（参见第	11	
页	VG	等级图表）。

维特根集团多级液压油的特性曲线更加平坦，即受温度影响更
小。油温在	100°C	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粘度值比纯	HLP	液压
油更稳定。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HVLP	46	的粘度为	7.9。标准液压
油为	6.9。因此，与标准油相比，多级液压油在高温下具有更高
的粘性，从而提高了润滑。

维特根集团的	VG	100	液压油适用于室外温度较高的环境，例
如，热带地区。还有	VG	32	液压油，适用于室外温度长期较低	
的环境。

润滑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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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齿轮油

与 ACEA 相比，API 也是齿轮油的标准。API-GL-5（齿轮润滑
剂）标准是当前最严格的标准。下面列出的是不同规格的齿轮
油。

> 维特根集团齿轮油 85W-90	
用于维特根行走驱动的矿物油基齿轮油。不得用于维特根铣
刨鼓齿轮箱（2500	SM、4200	SM	除外）、悍马振动轴承和钢
轮驱动以及福格勒油泵分动齿轮箱和行走驱动。

> 维特根集团多功能齿轮油 VG 150	
用于克磊镘圆锥式破碎设备的矿物油基工业齿轮油。EP	添加
剂（极压）确保极好的耐磨保护。推荐用于克磊镘	MCO	9	
EVO	和	MCO	11	PRO	圆锥式破碎设备。

> 维特根集团多功能齿轮油 VG 220	
用于克磊镘圆锥式破碎设备的矿物油基工业齿轮油。EP	添加
剂（极压）确保极好的耐磨保护。

> 维特根集团特殊齿轮油	
特殊全合成多级齿轮油，用于福格勒泵分动齿轮箱和行走驱
动、悍马振动轴承和克磊镘行走驱动。它具有非常好的冷起
动性能并为轴承、齿轮等提供极好的耐磨保护，因此尤其适
用于高负荷应用。

润滑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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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特根集团特殊齿轮油压路机钢轮驱动	
用于悍马钢轮驱动的特殊全合成多级齿轮油。它具有非常好
的冷起动性能并为轴承、齿轮等提供极好的耐磨保护，因此
尤其适用于高负荷应用。

>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齿轮油 PGLP 150	
维特根独有全合成齿轮油，专为维特根铣刨鼓齿轮箱的高负
荷应用而设计。润滑油的高润湿性使其能够较好地附着在齿
轮上，从而保证良好的耐磨性。不得用于悍马振动轴承和钢
轮驱动。

>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齿轮油 PGLP 220	
维特根独有全合成齿轮油，专为维特根铣刨鼓齿轮箱、克磊
镘皮带和圆锥齿轮箱的高负荷应用而设计。润滑油的高润湿
性使其能够较好地附着在齿轮上，从而保证良好的耐磨性。
不得用于悍马振动轴承和钢轮驱动。

>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齿轮油 PGLP 460	
维特根独有全合成齿轮油，专为维特根热再生机和粘结剂撒
布机	S-Pack	粘合剂计量单元的高负荷应用而设计。润滑油的
高润湿性使其能够较好地附着在齿轮上，从而保证良好的耐
磨性。不得用于悍马振动轴承和钢轮驱动。

23

优势 I  说明 I  应用



维特根集团原厂

润滑脂

润滑脂是在基础油中加入增稠剂混合而成。增稠剂是以金属锂、
钙、铝、钡或钠为基础制成的特殊肥皂。

润滑脂中也加入了添加剂以防机器组件磨损和腐蚀。

润滑剂概述

基础油 +

增稠剂金属
皂：

> 锂

> 钙

> 铝

> 钡

> 钠

+

添加剂： 

> 防磨

> 防腐

> 抗老化

> 软化固体
= 润滑脂

不同添加剂赋予润滑脂不同的润滑特性。所以有众多润滑剂
可选：维特根集团向您提供最适合您机器的润滑剂。

24



润滑脂的作用和要求：
> 润滑性能：为滚柱轴承、滑动轴承、直线轴承、滑动面、齿
轮及齿轮段提供持续润滑

> 低温性能：在集中润滑系统中柔软、顺滑、可流动
> 高温性能：不能滴漏
> 与铰链等涂层兼容
> 密封兼容性：弹性物（橡胶等聚合物）不能变脆或变软
> 抗老化稳定性：许多轴承需要永久润滑

请注意：添加了不同增稠剂的润滑脂不可混合使用，否则会变干
而且不能为组件提供长久有效的润滑效果。

25

优势 I  说明 I  应用



维特根集团原厂

润滑脂

> 维特根集团多用途钼基润滑脂	
矿物油基润滑脂，用于润滑潮湿、不利环境下承载重负荷或
冲击负荷的轴承。适用于表面粗糙、混合摩擦的润滑点，或
作为总成润滑脂（例如，链销、车轮轴承）。不适用于滚珠
轴承或抛光表面。	
应用温度范围为	-25°C	至	+120°C。

>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润滑脂	
矿物油为基础的锂基复合润滑脂，具有良好的耐磨性。用于
离合器和维特根复拌机等。	
应用温度范围广泛，为	-20°C	至	+150°C（多级润滑脂）。

> 维特根集团滑动轴承和滚柱轴承润滑脂	
高性能聚脲润滑脂，具有极强的抗压性和良好的耐磨性。用
于润滑承载高热应力的福格勒滚柱轴承和滑动轴承。	
应用温度范围广泛，为	-25°C	至	+180°C（多级润滑脂）。

> 维特根集团动锥钼基润滑脂	
高粘度锂基复合润滑脂，用于润滑克磊镘圆锥式破碎设备。
二硫化钼	(MoS2)	润滑脂。用于承载高负荷的慢转轴承和螺
栓。不适用于滚珠轴承或抛光表面。	
应用温度范围为	-20°C	至	+150°C。

润滑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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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润滑脂克磊镘专用	
克磊镘筛分机安装座专用润滑脂。

> 维特根集团钢轮轴承润滑脂	
维特根独有润滑脂，用于润滑悍马钢轮轴承。格外抗压抗高
温。

> 维特根集团驱动轴承润滑脂	
特殊高性能润滑脂，用于润滑悍马驱动轴承。格外抗压防
水。

> 维特根集团伸缩套管润滑脂	
特殊高性能硅基润滑脂，用于润滑福格勒伸缩套管。

> 维特根集团低粘度润滑脂	
耐高温高性能低粘度润滑脂，具有卓越的抗磨损特性，用于
润滑福格勒螺旋分料器驱动。

> 维特根集团快换刀座润滑脂	
用于维特根快换刀座的润滑脂。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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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过滤是将杂质分离或清理的过程。

同时使用维特根集团原厂滤芯和润滑剂可以防止污染造成的损
坏，同时还可以提高机器的使用寿命。

维特根滤芯保证高品质

用于工程机械（尤其是重负荷工况下作业的机械）的滤芯必须完
全符合工况要求，如，根据工况定制。

实践证明，在维特根机器上使用劣质仿件或廉价滤芯时往往会导
致各种并发故障：
> 过滤纯度不高
> 对元件的保护减弱
> 缩短机器部件的使用寿命
> 运行的安全性受到威胁（机器停机）
> 可用性有限
> 寿命周期成本提高

过滤的作用和基本原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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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维特根集团滤芯具有极高品质：从机油滤芯到空气滤芯，均能达
到下图标展示的理想数值。

过滤能力强	—	使用寿命延长且工作成本降低

滤芯更换时（滤芯压差为	5	bar	时），维特根集团原厂滤芯已经
过滤掉更多污物。

> 见维特根集团液压油滤芯同类型示例

滤
芯
压
差
	(b
ar
)

纳污容量	(g	ISOMTD)

1

0

2

3

4

5

6

7

8

9

10

11

副厂滤芯

维特根集团原厂滤芯

过滤的作用和基本原理

高纳污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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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性能高	—	为组件提供可靠的保护且操作安全性高

维特根集团原厂滤芯的过滤性能远远高于劣质仿件的过滤性能。

> 见维特根集团液压油滤芯同类型示例

滤芯压差	(bar)

β	
值

过
滤
程
度
	%

0,01

50,0

75,0

90,010

98,0

99,0100

99,5

99,8

99,91000

95,0

维特根集团原厂滤芯

副厂滤芯

对于所有过滤器类型，决定性因素不仅是污物过滤能力，还
包括由此产生的压差。如果使用劣质仿件，堵塞程度会随污
物过滤量的增大而增大。

高过滤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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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空气过滤器

发动机能够安全工作需要三种物质：空气、机油和燃油。三种物
质分别有各自的独立回路系统，每个系统均必须装备过滤系统。

空气过滤器对助燃空气进行过滤，从而降低发动机组件被损坏的
风险。	与所有过滤器一样，根据发动机类型，只允许粒径在特定
值（单位为微米	(µm)）	范围内的污垢颗粒通过，以防损坏机器
部件。

一般来说，为减轻空气过滤器的负荷，维特根机器都装有预过滤
器。发动机空气的吸入量是选择预过滤器的一个关键因素。基本
上有两种过滤装置可以用于此目的：	带叶轮和旋风过滤器的预过
滤器。

过滤器概述

> 带叶轮的预过滤器：转子（叶
轮）由内燃机吸入的气流驱动。	
叶轮的高速运转产生极强的离心
力，这意味着即便是极为细微的
颗粒也会在离心力作用下通过壳
体上的开口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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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出口自旋恢复

2 > 旋风过滤器壳体

3 > IGV	涡流

4 > 吸入含粉尘空气

5 > 粉尘排出

6 > 过滤后的空气进入主过滤器

旋风过滤器

1

2

3

4

5

6

> 旋风过滤器：该预过滤器使吸
入的空气高速旋转从而将空气	
中粗糙的灰尘颗粒甩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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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空气过滤器

集尘器，用金属夹安装在主过滤器上，需要定期排空和清洁。

得益于其褶皱设计，主滤芯非常坚固。过滤器通过焊接在壳体上
的轴向横拉杆稳固地连接在密封座上。主空气过滤器的工作效率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使用的时间。如果滤芯更换过早，则说明还
未达到最佳容量。维特根机器上安装的高质量过滤器通常在达到
使用寿命的	10		-	15%	时工作效率最佳。换句话说，滤芯应当在	
清洁多次后且出现真空指示信号时再进行更换。

二级滤芯是羊毛结构的安全滤芯，可以确保在最小压力损失的情
况下有效存储最多污物。只有经过二级滤芯过滤后，才能保证进
入发动机的空气是最干净的空气。

过滤器概述

34



1 > 进气口

2 > 出气口

3 > 主滤芯（+	内部二级滤芯）

4 > 集尘器

助燃空气经过多达四个过滤元件过滤，包括预过滤器。维特
根机器应用于全球各地沙尘污染状况不同的工地，这要求各
个滤芯的工作效率必须高于平均水平。

2

1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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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机油过滤器

机油的作用是润滑并清洁阀门和活塞。基于此，机油本身必须过
滤干净。含污垢较多的机油会导致发动机重度损坏。使用机油滤
清器可以大大延长机油和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1 > 旁通阀

2 > 滤芯

3 > 中心管路

4 > 滤清器外壳

5 > 清洁侧止回阀

6 > 未过滤侧止回阀

7 > 密封

机油过滤器

过滤器概述

3

5

67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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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燃油粗滤/油水分离器

6 > 燃油主过滤器

7 > 喷油泵

燃油粗滤（油水分离器）和燃油过滤器

基于新的发动机技术和尾气排放标准，对燃油（柴油）的要求越	
来越高。燃烧过程中使用的燃油必须清洁且不含污物和水。所
以，油水分离器安装在燃油过滤器的上游，燃油在进入柴油泵之
前还要经过燃油过滤器过滤掉其中的细微颗粒。

机油和燃油回路

1 > 机油

2 > 机油过滤器

3 > 发动机

4 > 燃油

5

41

2

3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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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液压油过滤器

液压油过滤器因其在液压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而不同。对液压油
过滤器的不同要求体现在其不同的结构上。下面我们将介绍六种
不同类型的过滤器：

吸油过滤器的作用是防止液压泵吸入可快速导致泵突发故障的粗
粒杂质。

针对泵的高气蚀风险（由于气蚀峰值时产生的蒸汽气泡导致的微
米范围内的损坏），使用了过滤等级大于	25	µm	的相对粗的过滤
材料。	因此，吸油过滤器不适用于经济运行，因其不能确保组件
受到保护。除气蚀风险外，冷启动性能不佳是使用组合式过滤器
或补压过滤器取而代之的又一原因。

压力过滤器直接安装在泵（如，油缸功能泵，开路）的下游；应
当始终装有污染指示器。该类型的过滤器专门为系统压力和流量
而设计，主要工作之一是保护敏感组件（如，伺服阀）。

过滤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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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液压油箱

2 > 液压泵

3 > 压力过滤器

4 > 阀门

5 > 液压油缸

6 > 回油管路过滤器

压力过滤器不仅要承受系统中的最大压力，还必须吸收压力峰值。	
高度敏感液压组件的上游仅可以安装不带旁通阀的内联过滤器，	
在该位置滤芯要承受最大的压差负荷。相应地，过滤器外壳的设	
计也应使其能够承受最大的动态系统压力。

1

2

3

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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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液压油过滤器

回油过滤器位于回油管内，作为油管过滤器或油箱附加过滤器或	
安装在油箱内的过滤器，将流出系统返回油箱的液压油进行过
滤。

最大流量是正确选择过滤器尺寸的关键因素。这相当于液压油缸	
中活塞与活塞杆的面积比，也可大于液压泵产生的流量。

过滤器的液体出口高于液面（观察油箱内的液压油位）时油箱内	
就会出现泡沫，所以必须使油位高于出口。这可以通过在过滤器	
出口安装管（软管）或流量扩散器来实现。

呼吸过滤器：温度的变化和油缸或蓄压器的使用都会导致液压油	
箱中油位的波动。

随之产生的压差需要通过换气来补偿，这意味着空气中的污物可	
能会进入油箱。为确保呼吸滤芯有效防止气流中的污物进入，必	
须安装与系统中的过滤器过滤等级相同的呼吸滤芯。

过滤器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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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压过滤器直接安装在补油泵的出口，在液压油进入液压回路前	
对所需液压油进行过滤。所以液压系统中必须有足够量的液压
油。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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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

V1

RKM

维特根集团原厂

液压油过滤器

组合式过滤器（回油吸油过滤器）用在装有工作液压系统（液压
油缸）和液压驱动装置的移动装置上。其优点是将过滤器后的液
压油以	0.5	bar	的附加压力输送至驱动的补油泵中（下图中的		
6）：这将降低泵内发生气蚀的风险，并提供极佳的冷启动特
性。

为在补油泵连接处保持	0.5	bar	的预加压，不管在任何工况下都	
要保持回油量多于吸油量至少	10%。压力在	2.5	bar	以上时，液
压油直接从泄压阀（图片中	V2）进入油箱（闭合回路无旁通）。

过滤器概述

2

3

8

7

9

1

10

6 6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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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油箱

2 > 油缸

3 > 4	通/3	通阀

4 > 双向可调液压泵（闭合回路液压系统）

5 > 双向可调液压马达（闭合回路液压系统）

6 > 单向液压泵

7 > 内燃机

8 > 带旁通的冷却器

9 > 组合式过滤器

10 > 呼吸过滤器

如果来自静液压驱动和开路的回油都流经过滤器，则必须确保过
滤器处的回油压力不得超过允许的压力，以保护径向轴密封圈	
（考虑回油管路、油冷却器和泄压阀中损失的压力）。

上述液压过滤器应用于不同的施工，所以不同施工中应根据
其目的选用最适合的过滤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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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机器组件，如轴承、活塞、齿轮等，必然会受到磨损。

然而，润滑剂选用不当或燃烧介质过滤不佳（燃油和助燃空气中
有灰尘）也会导致组件损坏。

使用正确的润滑剂和过滤器将会使这一风险降至最低。	对于此处
显示的组件，使用错误的润滑剂和滤芯已经导致损坏和故障。

1 > 轴承内座圈损坏

2 > 内燃机衬垫损坏

3 > 齿轮内积聚的污垢导致磨损
和损坏

部件损坏

使用润滑剂前请查看操作手册中的相关规格。

4 > 铣刨齿轮箱齿面损坏

5 > 滚柱轴承腐蚀和污垢积聚

44



2

1

3

4 5

45

优势 I  说明 I  应用



维特根集团原厂

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HVLP	46

润滑图纸

维特根集团齿轮油		
85W-90	
（注意：对于	1810、1505	
	机型，应使用维特根集团高
性能齿轮油	PGLP	220）

维特根集团机油低	SAPS	15W-40

维特根集团防冻剂

冷铣刨机的润滑	
示例：	W	210i

46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齿轮油		
PGLP	220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齿轮油	
PGLP	220

维特根集团防冻剂

一般润滑：
维特根集团多用途二硫化钼润滑脂
铣刨鼓离合器：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润滑脂

由于可能进行技术更改，请始终与操作手册中的信息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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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润滑图纸

维特根集团齿轮油	85W-90

滑模摊铺机的润滑	
示例：	SP	1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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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齿轮油	85W-90

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HVLP	46

维特根集团防冻剂

维特根集团机油低	SAPS	15W-40

一般润滑：
维特根集团多用途二硫化钼润滑脂

由于可能进行技术更改，请始终与操作手册中的信息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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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维特根集团防冻剂	
（注意：对于	09WR	(WR	200i)，应使用维特根集团防冻剂	MB）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润滑脂

维特根集团机油低	SAPS	15W-40	
（（注意：对于	09WR	(WR	200i)，应使用维特根集团低		
SAPS	机油	10W-40）

润滑图纸

冷再生机的润滑	
示例：	WR	24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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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高性能齿轮油		
PGLP	150

维特根集团防冻剂

维特根集团齿轮油		
	85W-90

一般润滑：
维特根集团多用途二硫化钼润滑脂

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HVLP	46

由于可能进行技术更改，请始终与操作手册中的信息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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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HVLP	46

维特根集团特殊齿轮油

润滑图纸

摊铺机的润滑	
示例：	SUPER	1900-3i

52



维特根集团滑动轴承和滚柱轴承润滑脂

维特根集团机油低	SAPS	15W-40	/	10W-40

维特根集团防冻剂

由于可能进行技术更改，请始终与操作手册中的信息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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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维特根集团特殊齿轮油

维特根集团机油		
低	SAPS	15W-40

润滑图纸

压路机的润滑	
示例：	HD+	9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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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防冻剂

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HVLP	46

由于可能进行技术更改，请始终与操作手册中的信息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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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齿轮油	PGLP	220

维特根集团多用途二硫化钼润滑脂

维特根集团特殊齿轮油

润滑图纸

破碎设备的润滑	
示例：	MC	110Z	E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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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机油	10W-40	
（注：根据需求选用维特根集团		

低	SAPS	10W-40	机油）

维特根集团耦合器油	HLP	32

维特根集团液压油	HVLP	46

维特根集团克磊镘专用防冻剂

维特根集团高性能齿轮油	PGLP	220

由于可能进行技术更改，请始终与操作手册中的信息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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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集团原厂

快速获取维特根集团原厂润滑油和过滤器的方法

您可以访问我们的在线服务：www.partsandmore.net	查找适合
您机器的最佳产品。仅需几步，即可选择到合适的润滑油、滤芯和
过滤器及保养套包等产品	—	一目了然，且包括所有相关说明。

您一下单，我们便立即配送。在日常工作中有效地为您提供帮助的
理想工具。	

关于润滑剂和过滤器的订购信息请参见备件及其它目录或网站	
www.partsandmore.net。

润滑剂服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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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必使服务工作保持最新版本，即使在移动设
备上，以便查看维特根集团原厂润滑剂和滤芯：
www.partsandmor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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