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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突破性的改革,提供史上唯一自动化生
成的油品分析 

On-Site Analysis, Inc. 
云端服务, “实验室品质” 机油, 发动机冷
却液和 DEF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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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开始进入此行业 

•   通过实验识别问题 

•  1993年发展第一组“箱子实验室” 

•  2000年推出OSA2 

•  2009年推出OSA3  

•  2011年推出OSA 4  

•  已经销售近 2,000 台高科技分析仪给超过50个国家 

•  26年来在资料收集和自动化的油品检验流程发展上已投资超过

2300万美元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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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众所皆知的品牌都是我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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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的现场分析和维修,可以为高负荷
的矿场节省 

数千美元的成本以及避免发生不定期
的 

维修和停机时间 
 

.– Jon Rose, owner of Megatrol Inc. 

“我们的OSA部门每年处理超过3000个
样本,为重要的设备提供最即时的信息.
基础油的更换成为了过去的事情. OSA
服务人员是首屈一指的,始终提供最及

时，可靠的服务 和建议“ 
 
-Arron Heyrend, Reliability Engineer, Fairbanks Gold 

“我们在一个月内运行上750 次的测试,. 
OSA的 “微形实验室”是人性化的,快速和
值得信任的. 我强烈推荐他们的产品给任
何一家需要提供快速和一致性结果的公司,
这项产品能帮助他们进行预测性的服务. 
我很为OSA的团队感到骄傲，他们总把客

户的问题摆在第一位. 

 
– Tyler Anderson, Maintenance Engineer, Arch Coal  

推荐函  

“…首次使用的六个月中,我们匹配了设备（分析仪）
上节约的成本，证明它是真正可以快速回收成本的

投资…” 

* Source:  January 2012 article in Government Fleet Magazine 

“如果您正在寻找油品分析,现场分析公司,OSA是您唯一的选项. 
他们的设备是最好的,他们会150%为每一件他们销售出去的产品负责.

非常好的设备,非常好的团队!” 
– Joe Fraire, Minera Bo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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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是一个综合性的诊断工具  

•发动机油 

 
•变速箱润滑油 
 
•液压油 
 
•发电机润滑油 
 

•动力转向液 

 
•齿轮箱润滑油 
 
•工业润滑油 
 
•发动机冷却液和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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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磨损 –活塞,垫圈, 气缸,轴承,齿轮等. 

•硅胶 – 定时检查曲轴箱强制通风,过滤器,空滤的更换,或检查密封层. 

•氧化–油泥和漆面的构造关联.  

•冷却液泄漏 –导致发动机故障的主要原因之一. 

•燃料稀释–减少粘度会导致毁坏引擎. 

•粘性 –机油的流变能力和传动部件的润滑. 

•水 –在寒冷条件下的运行系统或冷却液的泄漏会产生凝结. 

•硝化–燃烧产生腐蚀性的副作用. 

•煤烟– (只限柴油)是影响机械性能和空气/燃料比的一个指标. 

•总基数 –碱性油储备（添加剂）用于中燃烧酸有助于维持油的使用寿命 

•微粒子数量-决定流体系统的清洁度. (只限微型实验室) 

 

 油品分析显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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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油品分析最主要的理由 

1. 不需花费数天乃至数周的时间等待实验结果. 

2. 送样成本低于外面的实验室. 

3. 提高零部件和维修服务收入. 

4. 在境内任何时间都可进行测试. 

5. 几乎没有故障事件产生. 

6. 减少计划外的修理，提高客户的生产力. 

7. 当维修车辆在服务场时,同时可以提供维修的机会. 

8. 提供远程进行,采矿数据和即时的“警报”能确认出被隐藏或新产生的问题. 

9. 提高客户忠诚度. 

10. 销售给客户最优秀的工具; 体现出竞争优势. 

11. 证实所需的维修, 建立客户的信誉. 

12. 加入油品分析在功能选项, 会提高常规销售的机会. 

13.   确实的质保索赔.  

如果油品分析是延长换油周期的重要关键，基于预防性维护的观
点,油品分析是不是最佳的选择? 



Introducing the OSA4 MicroLab®  Analy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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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OSA4 微型实验室® 

•  只有 95 磅. 高 24” X 宽24”  X 深21”  

•   OSA 是非常简便如同操作一台自动提款机. 

•  只要几分钟就能取得完整的油品分析诊断结果 

•  使用者能轻易地通过手册学到操作技术 

•  技师可进入,引擎,油槽容量,里程 或时数等不同的模式。 

•  输入车辆的数据 (或预先输入) 储存在OSA当中为将来的使用保留资料. 

•  一旦信息被输入到基础数据上,样本测试结果的趋势图将即时被存储以供未来跟踪。 

•  维护保养成本很低.  

我们从实验室取了采样分析,现在所有层次的服务人
员都可以进行诊断测试.  



 
 
光谱实验室:  仪器17’ X 22’ (374 平方英尺) 价

格至少是OSA4设备的价格的4倍.  (不包含场地费
用,培训验室技术员的分项采样,不同的仪器,收集
数据挡案,分析和填写诊断报告.)   

 
OSA4 微型实验室  
24” X 24” (4 平方英尺) 
• 无需培训技术人员 
• 无需分开样本 
• 无需租用大型场地 
• 没有人为疏失 
• 没有被误解的分析报告 
• 分析结果只要几分钟,不用长
时间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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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诊断测试 

  
• 运行测试非常简单, 报告结论会显示在OSA的屏幕上. 
• 大约12分钟, 分析报告就会显示在屏幕上, 可以影印纸质报告.采矿,数据和 曲线图的结果
会被下载到有密码保护的 网站www.LubeTrak.com,LubeTrak® 將会寄出”警告”邮件，针对
任何不寻常或严重的问题会提醒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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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样本#1柴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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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样本#2液压微粒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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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和清洁 

保养和清洁 
  
• 保养简便,每隔7-10天加入指定液体到分析器.  
• 保养不超过12分钟.偶尔样本报告会出现问题时OSA的软件会发出“提示”显
示需要使用间距工具来检测电极的的“差距”. .  

• 清洗方案取决于之前测试样品的污染程度.   
• 自动清洗循环系统会依据根据样本自型调整.当下一组样本开始准备执行时,棉

签会清洗电极板.清洁电极所需的时间不到十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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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且强大的技术支持 

 
  
OSA 提供以下的技术支持: 
  
• OSA将通过网络和或“更新”下载任何在市场上新的液体，添加剂，或设备到您的分析

仪. 任何有关操作上的问题请您联系OSA,我们会透过您的远程分析仪,排除故障和建议,或
进行远程支援. (注意: 超过 85%的技术问题都是有关软件和远程校正). 

• (大约10%的几率) OSA会运送零件和操作指示并说明如何安装.需要您寄回使用过的零件.
托运人提供OSA技术故障分析及未来可能的技术改进. 

• (大约5%的几率) 如果操作者安装所需的部分太复杂,我们会派遣经过认证的现场技术人员
来安装或OSA组织进行视频会议演示安装过程. OSA有现场技术人员驻扎在世界各地，所
以都会有人来协助技术问题. 各台机器都会配备操作手册,每个更换部件也会被送达安装
地点. 

 



                  

• OSA4 有能力: 
• 存储数据和网络连结 
• 完整的基础网页维护工具.  
• OSA全球服务器端口- 链接您的网站数据,共享不同据点的历史分析数据.  
• 当测试结果发现异常时,电子邮件 会发出“警报” .  
• LubeTrak®让您能发现趋势,追查任何单位或组件的状况,以发现不良的保养方法和

图表. www.LubeTrak.com  
• 可以很容易地生成管理设备和样品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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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存储和网络连结 

http://www.lubetrak.com/


                  

23 

追踪样品的历史 



快速的趋势图及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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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华美国公司大中华区总代理 
代理地区包括: 中国大陆, 香港,澳门,台湾 

中国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信息
园东路99号 610036 99  
www.hh-gltd.com    www.hhic.cn  

 
8300 McHard Rd, Houston, TX 77053 
  
P: 832 448 8100 | F: 832 448 8101   
W: www.hh-america.com 

  
 

 
 
 
 
 
 

宏华中国 
宏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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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A 
为您带来国家级实验室等级的标准,设定预防保养的

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