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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易得”PuraDNY 旁通机油过滤系统 

开创机油滤清一微米时代！  

更清洁 ！ 更环保 ！  



• 清洁机油中的固体、液体和气体污染杂质。 

• 同时补偿机油中的化学成本，保持化学平
衡。 

• 改变发动机的定时保养模式为实时保养模
式。 

• 延长机油更换周期4-5倍（以油田柴油机
为例）。 

• 产品投入低，回报高。  

• 远程实时监控机油质量变化。 
 

“清易得”PuraDNY 旁通机油过滤系统的优点 



“清易得”PuraDNY 旁通机油过滤系统的革命性进步 

PuraDNY过滤固体微粒小至1微米，而标准过滤器的只能过滤至25微米。 

标准过滤水平 
标准过滤水平 



• 传统的油液过滤装置是通过直接阻截或吸附油液中的颗粒
污染物，去除小颗粒碳质连同大于10微米固体。传统理论
认为 5微米左右的小颗粒是引起淤积堵塞故障的主要愿因，
ISO 4406标准采用5微米标准，但是最新研究表明油液中2

微米左右的油污处于悬浮状态，超过该尺寸后颗粒会开始
沉淀并“污染”发动机或液压系统，只有1微米或以下的固
体污染物，不会造成发动机或设备的磨损或堵塞故障。 

• 大量研究表明，除颗粒污染物外，发动机使用过程中机油
还产生大量的酸性液体和气体污染物，它们对机器的使用
寿命同样产生重大影响。 

• PuraDNY旁通机油过滤系统不但能过滤油液中小到1微米
的颗粒污染物，而且可以去除油液中的酸性液体，水分和
气体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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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易得”PuraDNY 旁通机油过滤系统的革命性进步 



“清易得”PuraDNY的安装 

安装前 安装后 

不改变设备原配机油过滤系统。 



机油失效的原因 
 
 在燃烧过程中氧化。 

 在高温的环境中被污染； 灰尘，二氧化硅，酸性物质,水,

燃油，乙二醇混入。 

 机油的化学添加剂失效。  

 

 “清易得”PuraDNY® 系统对机油特性的保护 
 
 去除固体杂质小至1微米。 

 去除有害的液态和气态污染物。 

 随时补充机油的添加剂。 
                                                                

 



“清易得”PuraDNY 过滤工艺 

在加热室捕集水，燃油，有害
气体，水蒸气， 并通过排气
口排出。 

机油通过长股棉可处理滤
芯,（含延时释放添加剂），
机油获得对损失的添加剂
的补充。之后如瀑布状流
下,蒸发机油内部分子之间
的空间。 

机油被重新吸回到发动
机或者液压装置中。 

第一步 

第二步 

第四步 

第五步 

出口管 

110 volts 加热元件 

机油缓慢进入系统,

速度接近  

6 - 8 gal/hr. 

通过（拥有专利的）工艺流
程去分解污染物，补偿机油
内化学成分, CGP®, 提高固
体的杂质的过滤效率，达到
过滤到1微米的杂质的要求。 

第三步 

多级高效的过滤系统； 

采用CGP®专利技术,自动添

加化学成分，保持机油的化学
平衡，使过滤能力最大化； 

保持机油润滑黏性。 

 



  

• 机油以  22升－30升 /小时的低速进入“清易
得”PuraDNY旁通过滤系统。 

• 机油进入装填紧密的长股棉滤芯介质层和一个
（拥有专利技术的）添加剂装置。 

• 过滤固体杂质到1微米以下。 
• 化学成分的补偿工艺（专利技术)，CGP®, 增加

固体杂质过滤能力和效率。 
• 机油内损失化学添加剂的延时释放补偿工艺。 
• 机油进入加热蒸发室, 水和燃油蒸气被蒸发排除。 
• 过滤和补偿后的清洁机油被输回发动机系统。 

“清易得”PuraDNY 的过滤流程 



可选择的 “清易得”PuraDNY® 系统的型号 

. 

 

 

 

根据运用的发动机和液压系统不同选择“清易得”PuraDNY系统的型号 

“清易
得”PuraDNY® 系统 

发动机 ENGINE OIL 

CAPACITY* 

液压 HYDRAULIC OIL 

CAPACITY 

PFT8 到 11.3 升（12 quarts跨脱） -N/A- 

PFT12 到 22.7 升（24 quarts) 56.7 升 (15 Gallons 加伦） 

PFT24 到 41.6 升 (44 quarts) 151.4升 （40 gallons) 

PFT40 到 94.6 升 (100 quarts) 378.5升 (100 gallons) 

PFT60 到 162.7 升 (172 quarts) 1892升 (500 gallons) 

TF-240 到 283.9 升 (300 quarts) 3785升 (1000 gallons) 

*更大的容积 ，也对应更大的CGP添加剂用量 



“清易得”PuraDNY 是唯一经历
了2个以上不同的第三方实验检测
机构检验并进行了实际路况累计里
程实验的发动机油外接过滤系统。 

 

美国能源部，爱德华国家实验室对
“清易得”PuraDNY system机油
过滤系统进行了为期３年的测试，
以评价起效果和经济可行性．测试
是按能源部FreedomCAR & 

Vehicle Technologies Program 的
程式进行,分别在３部四冲程柴油
发动机 Series 50 Detroit的车辆上; 

4部四冲程柴油发动机 Series 60 

Detroit车辆上; 1部安装Model 310

型号 Caterpillar engine发动机的车
辆上。 

  

美国能源部的实验证明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www1.eere.energy.gov/.../avta/pdfs/oilbypass/oilfilter_final_06.pdf 

报告链接URL 



美国能源部对“清易得”PuraDNY 

system机油过滤系统进行了为期３年的
测试，以评价起效果和经济可行性．测
试是按能源部FreedomCAR & Vehicle 

Technologies 

Program 的程式进行,分别在３部四冲程
柴油发动机 Series 50 

Detroit的车辆上; 4部四冲程柴油发动机 

Series 60 Detroit车辆上; 1部安装Model 

310型号 Caterpillar engine发动机的车
辆上, 

• 在１３万Miles 的累计行程实验中, 最

后结果显示大型客车减少机油更换
89%．ＳＵＶ减少机油更换86%.  

美国能源部的实验证明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美国能源部的实验证明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在158000公里 的累计行程实验中, 最后结果显示大型客车减少机油
更换89%． 

在159500 公里 的累计行程实验中,ＳＵＶ减少机油更换86%. 

www1.eere.energy.gov/.../avta/pdfs/oilbypass/oilfilter_final_06.pdf 

报告链接URL 



“清易得”PuraDNY 机油过滤系统的典型应用案例 



“清易得”PuraDNY 机油过滤系统在石油钻井发动机设备上的运用 

根据国际权威杂志Drilling Contractor报道, 世界
著名的钻井承包商 Nabors Industries 其子公司
Nabors Drilling International (NDIL) 公司，首先
在130多个陆上钻井，24个海上钻井平台上使用
“清易得”PuraDNY, 在安装457台PuraDNY机
油过滤系统后, 发现每年为此节约新机油的采购
和废机油的处理价值达到5百万美金. 这意味着每
年节约14,125,491升发动机润滑油.并且节约了
更换机油的人工5500小时, 另外对这些钻井分布
的24个当地国家来说，“清易得”PuraDNY的
应用达到显著的减碳降低污染排放的环保效益。 
 



http://www.drillingcontractor.org/preventive- maintenance- systems- drive- change- on- nabors- rig- 

engines- 19946 

报道链接URL 

“清易得”PuraDNY 机油过滤系统在 Nabors 石油钻井发动机设备上的运用的报道 



“清易得”PuraDNY 机油过滤系统在石油钻井发动机设备上的运用 

NDIL最初2009在钻井平台使用的CAT3512上评估“清易
得”PuraDNY系统（使用TF-240型号），开始是对用85加伦的

机油的发动机进行微孔过滤，后来通过多次运用后，发现用
PuraDNY过滤系统TF－240型号可以对总容量等于400多加仑的

多台发动机的机油进行精细过滤，而机油分析的结果显示换机油
的时间间隔可以从500小时提高到2500小时。他们还在国际上高
硫黄和低硫磺燃油条件下做了实验以确保安全。最后NDIL决定
对所有钻机的发动机全部装配“清易得”PuraDNY系统。 

接下来的2010年  Nabors在美国的子公司，Nabors Drilling USA 

(NDUSA) 安装了700多套“清易得”PuraDNY系统，将其发动
机更换机油的周期从1000小时延长到3000多小时。 

NDIL公司接下来一步是启用PuraDNY的油况监控传感器，就是

实现在发动机持续运转的情况下，对发动机机油的实时，全时监
控。 

NDIL和另一Nabors的子公司CANRIG合作，将PuraDNY的机油
监控传感系统和CANRIG拥有的网站www.mywells.com 结合起
来，使用其网上的实时油井数据搜集分配平台。  

 

http://www.mywells.com/


CANRIG拥有的网站www.mywells.com  

一个基于互联网浏览器的实时油井数据搜集分配平台 



NDIL走的3步曲 

使用“清易得”PuraDNY机油过滤系统，机
油分析，在每台发动机上配置油况感应器并
投入使用。这3步使NDIL的维修保养模式从一
般的预防行的维修保养模式发展为世界先进
水平的“条件设定维修模式CBM”。  

 

由于PuraDNY极好的经济性和环保效益，
NABORS集团很快决定全面推广，2012年已
经使用了 “清易得”PuraDNY机油过滤系统
在它分布全世界的1500多套设备中，并且决
定所有新的设备中都要安装PuraDNY. 
 

NDIL走的3步曲 



“清易得”PuraDNY 机油过滤系统让石油行业的观念
更新： 

传统的按时保养设备改变为实时保养。  

                                                   --- Siegfried Meissner   
                                                                          Nabors Drill International  

http://www.drillingcontractor.org/preventive- maintenance- systems- drive- change- on- nabors- rig- 

engines- 19946 

传统的按时保养流程理念 “清易得”PuraDNY实时保
养流程理念 



“清易得”PuraDNY 旁通机油过滤系统的在Helmerich& Payne的应用案例 

世界著名的H&P钻井公司也已经对900多台设备配套了
“清易得”PuraDNY旁通机油过滤系统。 

 

 

 

其他已经使用“清易得”PuraDNY旁通机油过滤系统
的世界级大型钻井公司包括 

 

Cactus Drilling     

 

Lewis Energy  

 
其他很多世界级钻井公司在“清易得”PuraDNY的成
本和环保效益的激励下都在纷纷跟进 



PuraDNY TF 240 安装在Cat 3512 发动机 上 

最大的过滤系统型号TF-240可以在钻井平台上7天24小时不间断
的工作，就是更换过滤系统滤芯的时候都不用停掉发动机。 



在天然气管道工业上的运用 

天然气管道工业也是需要发动机不停的运行的，一家
天燃气管道公司将PuraDNY使用在天然气管道的气
体压缩发动机－Cat 发动机和Waukesha发动机上，
在5年时间里，每次不间断运行4个月（2600小时）
才进行保养。而且在使用PuraDNY后，发动机大修
保养的周期延长了10000多小时。  
 



“在使用Pura DYN 机油过滤系统后,发动机从上次换机油到现在已经运行了4723

小时,您可以看见机油分析的结果, 机油仍然未被污染,不需要更换.我感觉很不错. 

我愿意向船船舶工业和推荐“清易得”PuraDNY ” ---- Simon Done, 

                                                                                 Second Engineer 

                                                                                  S/Y Mirabella V 

 

航海：更多的案例之帆船公司 S/Y Mirabella V 

帆船公司Yacht Mirabella V 使用 

MTU 2000 系列发动机 (机油100L oil 

sump capacity) , 安装了“清易
得”PuraDNY 过滤系统 TF-240 Model 

•  主发电机使用Northern Lights M6125 

engine (机油40L 

sump capacity) ,安装“清易得”PuraDNY

机油过滤系统PFT60 model后, 在发动机大
修前, 换机油的周期从300小时提高到4723

小时.  



•迈阿密废物处理公司 Miami-

Dade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GSA)已经在其
200多台垃圾车上安装“清易
得”PuraDNY PFT24  

•安装前每年机油的购买和维护
保养成本大约是 $54,200. 

•安装  “清易得”PuraDNY 系
统后, system 

installed, Miami-Dade  公司每
年200台卡车全部只需要花
$5400在机油的采购和维护上. 

“使用 “清易得”PuraDNY 后, 我们不仅仅是用油的成本减少了90%, 而
且当我们在更多的车辆上安装 Pura DYN后,成本每年还会更进一步降
低." 

— Ron Kleintop 

公司经理 

Miami-Dade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 

Fleet Service 

迈阿密,佛罗里达 

公用事业：更多案例之垃圾处理公司Miami Dade Waste Management Services 



• 全美最大的租车公司Avis Budget 

Group 在其300台大型公交车上使用“清
易得”PuraDNY. 

•哥伦比亚 SI99 Transmilenio Bus 

Company 公司使用 PFT-40 model型号,

配套在大型公交车OM449LA E11型发动
机上, 将换机油的间隔的行使距离从
10000公里提高到140000公里.  

• 另一家公交公司Voith Servo 

transmissions 使用“清易得”PuraDNY 

PFT-12 model 型号在其公交车上,将换机
油的间隔距离从30000公里提高到
210000公里. 

“在使用“清易得”PuraDNY后,我们立马看到其在车辆保养和环
境保护上的好处,于是决定将“清易得”PuraDNY作为我们所有车
公交车的标准配置. “清易得”PuraDNY system 将提高我们的
运输能力,降低我们的成本,并且降低我们车辆对环境污染.” 

Jerry Bernacki, 

副总裁 

Avis Budget Group (全美最大的租车公司) 

 

 

 

 

 

 

 

 

 

 

 

 

 

“在我们作了技术验证后, 结果如此卓越显著,所以我们决定从2006

起,在我们所有的车上安装 “清易得”PuraDNY” 

Victor Raul Martinez Palacio 

法定代表人Legal Representative  

SI99 S.A.公司 

波哥大, 哥伦比亚 

公交事业： 更多应用案例之大型公交车 



M/V SUNRISE车辆乘客混合渡船公司
在船上用“清易得”PuraDNY PFT60 

和2台 Detroit Series 60 

Engines发动机配套, 全套装置包含机油
分析感应,安全成功的将机油更换间隔
从250小时提高到3000小时.  

• 将发动机大修周期从15000小时提高
到67000多小时.  

“我们的渡船M/V SUNRISE是2002年造, 使用 “清易
得”PuraDNY 后, 我们的更换机油时间间隔从250小时
到3000小时. 这等于说,每年节约了价值$3210的354嗧机
油, 

另一艘渡轮M/V SOUTHERN CROSS, 在安装“清易
得”PuraDNY后, 其发动机运行已经超过65000小时还未
大修. 

“清易得”PuraDNY做得一点不差,是难得碰到的好产
品.!” 

Captain Bill Clark船长 

M/V Sunrise 

South Ferry Inc.公司 

Shelter 岛, NY纽约 

航运业：更多应用案例之渡船公司M/V Sunrise 



建筑公司Oxford Construction 

Company在其40多台卡车上使用了
“清易得”PuraDNY 主要配套 

Mack CAT 和 International DT 466 

engines发动机. 

“我的发动机在干净的机油下运行时间更长.这真是省钱,

我诚实的讲“清易得”PuraDNY 很可靠, 达到了厂方宣
传的效果. 这对我就是价值所在!” 

Jim Mason 

Preventive Maintenance Manager预防保养经理 

Oxford Construction company 公司 

Albany, GA佐治亚州 

建筑业：更多应用案例之载重卡车Oxford Construction Company 

不使用“清易
得”PuraDNY 

使用“清易
得”PuraDNY 

每年更换机油的次数 ６ １ 

机油更换之间行使的里
程数(Miles) 

8,000 50,000 

每年机油的使用量(以每
次换机油需要10嗧计) 

23,400 400 

对节约价值的估计,(购
买新机油和维修保养成
本)  

53% 



爱得华国家实验室的清理项目，需要去除在４０
年前,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核电厂研发项目产生的

４公顷的埋入地下的铀废物，挖掘机在铁拱结构
的放辐射大殿内进行． 

• 3 台Gradall XL-5200 挖掘机，发动机是 

5.9L 6冲程的Cummins 6BTA5.9 engine.配套
“清易得”PuraDNY机油过滤系统 PFT-40 

model 型号， 在发动机和液压装上． 

“我们用配有高效过滤机油的挖掘机原因是我们
必须减少换机油的工作．“清易得”PuraDNY 

系统可以让我们放心,因为它可以过滤废物杂质
达到１微米以下．这样我们就不用在持续使用机
器过程中安排经常更换机油．” 

Dr. Thor Zollinger博士 

Senior Consulting Engineer 高级工程师 

Idaho Cleanup Project 清理项目 

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爱得华国家实验室 

特殊用途： 更多应用案例之爱得华国家实验室Idaho National Laboratory (INL) 



在美国能源部的测试结果进一步引导“清易得”PuraDNY system 在军事设备应用上的实地测试．结果
“清易得”PuraDNY 获得了美国国防部的第一个合同，来自于部门Foreign Military Sales (a G2G sales 

service for defense services and Supplies). 

国防部外国军火销售部门 

• 安装在集装箱货运卡车 M915 and M916  

• 成为工厂原厂配置． 

•成为爆炸物清除快速反应车辆 

 (JERRV)的机油过滤系统的标准配置 

 

• 

对于军队 

•主要作用是减少机油更换，人工和实
战环境下的停车待工时间. 

• 安全的延长机油的寿命和更换间隔，
持续减少成本. 

•减少机油军需物资的运输.  

军事：更多应用案例之军队运用Military 



下面是使用和不使用“清易得”PuraDNY两个采矿公司数据的对比 

采矿业：更多的应用案例之采矿业 

不使用PuraDNY 使用PuraDNY 

平均更换机油的时
间（小时) 

250 625 

每小时耗费燃油
（燃烧作工效率） 

51.5嗧／小时 48嗧/小时 



• 世界最大的联合收割机制造商John Deere 

森林事业部正在它的树木收割机上使用
PuraDNY的PFT-40型号，主要供应给俄罗
斯的战略伙伴Investlesprom 公司 

• 芬兰的Joensuu制造厂把PuraDNY机油过
滤系统作为其制造设备的原厂配置． 

•在艰难环境下,经常使用的high-sulfur燃油
会产生副产品污染机油，而在这种情况下
“清易得”PuraDNY能更好的保护发动
机． 

林业：更多的应用之森林和建筑业Forestry & Construction 



密西根物流及时供应公司
Michigan just-in-time 自１９
９９年,在其一百多辆集装箱

货车和２３０辆拖车上安装
“清易得”PuraDNY 

systems 自那之后，从没发
生与机油相关的发动机事故． 

货车正常换机油要求是30,000 

miles但是安装PuraDNY  
系统后一直到100,000 miles都
不要因为油质问题而更换机油. 

•机油分析确认直到发动机内
其他零件需要维修了,机油都
还是好的.   

““清易得”PuraDNY 制造产品很好的保证了
降低车辆运行的机油成本. 同时我们发现对
燃油的消耗也有帮助，我们测量发现其可以
持续保持在节约燃油２％到３％的水平.  

 Ross Hare 

Hare Express, Inc.公司 

Troy, Michigan密西根 

运输业：更多的应用案例之集装箱重载货车Over The Road Trucks 



 
优化延长机油需要排尽更换的间隔. 
减少做机油分析的次数. 
提供机油的”实时”监控。 
更加精确地监控四个指标 

温度 
黏稠性 
密度 
电解质的衡定 

FPS 

集成 

流体性质传感器 (FPS)  



Deere 条件性维护程序 

“清易得”PuraDNY system系统提供给 Deere & Co. 零售商被称为 Deere’s 

CBM Program程序的一部分，就是一个根据发动机事故根本原因而建立的发
动机维护前摄的模式． 

常见的问题 

• 91% 的泵因为污

染而在４０００小
时左右更换． 

• 48%的轴承因为

杂质和润滑性差而
损坏． 

•在摄氏７０之上,

每上升１０度,机油
寿命降低一半．  

•  50%以下的操作
设备达到清洁要求 

杰出的解决方案－外接过
滤系统 

• 多层次的高效外接过滤
系统 

• 对发动机实行实时的维
护保养． 

• 去除固态和液态的污染 

• 缓释性的补偿添加剂以
保持严格的ＴＴＢＮ水平 

• 严格保持机油的润滑黏
性 

• 化学补偿工艺流程 

CGP®, 

将过滤性最大化提高. 

• 和原厂的过滤装置联合
使用． 

安全地延长换机油的间
隔． 



联系我们 

宏华美国有限公司 

电话: 001-832-448-8100 

传真: 001-832-448-8101 

 

联系人: Luke Ling  

电话:     001-832-448-8100 转215 

邮件:     luke.ling@hh-america.com 

SKPYE: luke.ling 

   

             Echo Qiao 

电话:     001-832-448-8100转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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