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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说明 & 安全注意 

GP3525 通常配备一个整体式 HPU，并通过肾回路与系统的油箱连接。循环抽油通常是从油箱的低位抽

出，然后返回到同一油箱的油面或顶部。GP3525 可有效去除污染物（如固体/软颗粒）、自由水、乳化水和

漆膜。这些污染物被保留在 GPO3525 滤芯内。 

本手册提供正确安装及操作指导。集亿思智慧科技（南京）有限公司（下称“集亿思”）不对该设备的正

确安装是否符合国家、地方或其他任何规范承担任何责任。如果在安装过程中忽视规范/标准，将存在人身伤

害和/或设备损坏的危险。在使用 GP3525 之前，确保所有必要的安全隔离就位，包括电气和液压隔离，并完

全减压。不遵守这一预防措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生命危险！ 

只有合格的电气/机械人员，在充分熟悉并了解本设备相关操作及涉及的危险后，才可以安装、调试、操

作或维修本设备。在继续之前，请阅读并理解本手册和其他适用手册的全部内容。不遵守这一预防措施可能

会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或生命危险！ 

 

安全须知 ！！ 

这是安全警报符号。当您在机器或本手册中看到此符号时，

请警惕可能造成的人身伤害。遵循此符号强调的预防措施和安全

操作规程。  

这是服务警报符号。当您在机器上或本手册中看到此符号

时，请注意有用的维修提示。遵循预防措施、安全操作规程和必

要的维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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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系统调试、运行或维护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内容。 

1.1  安装前 

始终将 GP3525 定位在水平面上。GP3525-F 型号可以用螺栓固定在地面或其他平面上。 

GP3525-W 型号可以用螺栓固定在墙壁或舱壁上。请使用设备指定的螺栓预留孔。 

只使用匹配的液压配件、油管和软管。这些直径必须等于或大于 GP3525 上的吸入和排出端口，以防

止损坏泵和设备。 

避免强烈的振动直接转移到设备和连接处。如果存在强烈的振动，使用软管连接，并考虑使用灵活的

底座、垫板、墙壁或甲板支架来减少振动传递。 

如果 GP3525 放置在储层正常液位以下，可以考虑使用球阀来隔离吸力。 

GP3525 用于离线“肾循环”液体清洗。在将流体返回到油箱之前，该装置通过可选的传感器对流体进行

清洗和监测。回流不能安装球阀。请使用单向阀/较低设置，例如 0.2 bar 单向阀或回流高于油箱液位。 

严禁将设备与全流量/压力流体回路连接，否则可能损坏设备和/或系统，并可能对人员造成伤害。 

GP3525 必须向上垂直安装，排气阀安装在顶部。 

GP3525 顶部预留最小间隙为 300mm，正面小于 800mm，以便后期对设备进行正常维保。 

当 GP3525 的排出侧出现反压，应使用单向逆止阀来防止这种情况，范围为 0.2 - 0.5bar。 

 

连接的设备必须接地！这点非常重要！ 

电力驱动的 GP3525 通过电机连接接地。只使用整体接地连接的连接/插头。 

GP3525 应与正在维修的机器底盘接地。该设备通常配置为 110、220 或 415VAC。请检查你的

GP3525 的电机铭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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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调试前 

在调试之前，检查设备是否有故障，或由于运输造成的损坏。 

将系统流体注入 GP3525 装置的油泵内，以提高吸收率。将配件、软管/油管连接到吸入和排出端口上。

检查所有连接是否正确组装和拧紧。 

检查吸入和排出球阀是否处于开启状态。此外，GP3525 外壳上的球阀和塞孔以及泵的压力侧都被关

闭。回程上没有安装球阀。 

确保电源线、插头等没有损坏，不会造成电击的危险。如果您的 GP3525 系列机组由三相电源供电，在

启动时检查电机旋转方向。面对风扇盖时，电机风扇应顺时针旋转。每次设备移动到新位置时都要检查。单

相电压设备无须检查。电气连接工作只能由具备有相关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 

1.2.1 GP3525 滤芯罐体容许参数 

⚫ 外壳的最大压力:7 bar / 101 psi 

⚫ 最佳工作压力 1.5 至 3 bar / 22 至 44 psi 

- 流体粘度范围 32 至 150 cSt 

⚫ 最佳工作压力 3 至 5 bar / 44 至 73 psi 

- 流体粘度范围 150 至 320 cSt 

⚫ 最大流体温度:100°C / 212°F 

⚫ 最低流体温度:0°C / 32°F 

※ 超过 80°C 的温度将增加泵和 GP3525 所用泵筒壳体中所有密封件的更换频率。 

1.2.2 齿轮泵的最大极限 

GP3525-F/W 型号都配备一个齿轮泵。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磨损，必须使用原厂备件。 

最大进口压力相当于 15m 或 1.5 bar 的重力压力。 

最高温度限制为 80°C(或 110°C 较短的时间。超过 80°C 的温度将减少泵密封的使用寿命)。 

作为标准配置，该泵有一个固定的 3.5 bar 安全阀。GP3525C 型号没有泵和电机，所以在堵头处可以找

到一个 7 bar 的安全阀。不要篡改这个设置。 

最好将泵与需清洗的油箱置于同一水平面上。如果管道密封，无泄漏，最大吸入升程为 5m @ 32cSt。

在首次启动前给泵充油。 

 



                              集亿思智慧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啄木鸟 GP3000 产品手册                 2022.07 Rev.1 

 6 / 15 

 

1.2.3 保护装置 

检查或操作装置时，必须按照相关工作规则和规定穿戴个人防护装备。 

GP3525 装置上的氟橡胶密封件由氟橡胶制成。当用手接触这些氟橡胶密封件时，务必使用合适的橡

胶手套。氟橡胶密封件有毒，如果暴露在高温下，接触会有危险。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切勿在没有适当橡

胶手套的情况下操作！无保护状态接触可能会危及生命！ 

 

服务 & 维保 

本手册和机器上的所有安全警告和说明必须遵守。 

确保这台机器的操作人员是称职的，并阅读和理解本操作手册。 

确保流体和化学产品的处理参考材料安全数据表(MSDS)2097304-27 

如果安全标签和信息标签丢失或损坏，应立即更换。 

每次使用前都要仔细检查设备。修理任何损坏或故障的部件。特别注意液压软管和电气电缆。 

储存易燃液体，远离火灾隐患。确保机器没有积聚的污垢、油脂和碎片。 

定期维护是必要的，以确保 GP3525 继续安全运行。 

在对 GP3525 进行维修时，确保机组降压，不能意外启动。吸入和排出阀必须关闭。应关闭设备并隔

离电源。 

维修时，请确保 GP3525 的滤芯罐体外壳已减压。 

按照工作区域的有关规则和条例处置废弃的 GPO1525 滤芯和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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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P3525 设备简介 

GP3525 过滤系统的紧凑设计可根据您的需要进行定制。该系统的目的是让小容量液压油和润滑油也始

终保持最佳润滑和动力传递性能。通过油液流动使润滑系统和油液本身始终保持清洁，从而降低成本。 

灵活多变的组合方案，案例示图 

GP3525 型号可以是地板/甲板安装或墙壁/舱壁安装。 

C 型号提供没有齿轮泵和电动机。 

所有单位来没有按钮采样和视觉流量指示器。请参阅第 10 页了解更多细节。 

GP3525 GP3525C-F GP3525C-W 

  

 

1.4 紧固设备螺栓 

如果选择非墙壁固定，请将设备固定在甲板、地板或合适的角钢支架上。 

GP3525-F 指定有 4 颗 M6 螺栓孔，供液和回液可以在侧面或在底座 F 模块托盘的顶部。供油和返回侧

接口尺寸根据流量和粘度 cSt 确定。永远不要减少供油和返回侧的截面尺寸。返回接口旁边标有“T”。 

对于-W 型号，墙体支架连接到主壳体夹钳上。配置为 GP3525C-W 时，侧面 M8 为 GP3525-W，背面

M6 为 GP3525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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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选配件 

 ⚫ 不锈钢按压式取样阀（G 1/4”）                                ⚫ 可视流动指示窗（G 1/4”） 

 

 

 

1.6  尺寸（mm）和接口 

 

接口 说明 视图 符号/标识 尺寸 

A 泵抽吸入口 左视 Pump G 3/8”BSP 

ABBSPBSP  B 回油口➔油箱 右视 “T” G 1/4”BSP 

C 可选回油口 后视 “T” G 1/4”BSP 

D 放油口，堵头 右视 “P” G 1/4”BSP 

E 顶塞 左视 - G 1/4”BSP 

F 安全阀 1，在泵内 左视 - 3.5 Bar 

 H 安全阀 2，处于关闭状态 后视 “Y” 7 Bar 

J 压力表 0~10Bar 正视 “G 1/4” G 1/4”BSP 

K 地面固定螺栓，M64 正视 - M6 

L 挂壁螺栓，M84 右视 - M8 

 

左视 后视 右视 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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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 

连接供油和回油装置 

首先，确保本手册第 1 节已被充分阅读和理解。本手册中给出的信息适用于任何设备的尺寸和配置，但

高容量设备上较大的吸入和排出流体连接除外。 

供给线 

从润滑系统到 GP3525 装置的供应管线应该尽可能短，以确保齿轮泵的最佳性能。无论在需要的地方如

何使用柔性软管，首选油管连接，以避免直接振动到 GP3525 装置的螺纹连接上。 

液体吸入 

从储液层的吸入口连接时，应尽量远离储液层上的回流 GP3525 流体接头，以确保获得最佳效果。 

最低流体连接器 

在 GP3525 装置上，吸回管路使用最小 12L 或 G3/8”连接(粘度取决于油管/软管的内径不小于 9mm) 

流体返回到储层 

液体应不受限制地回流到储层。如果液体中含有空气，那么回流应高于液面。如果液体中没有空气，则

可返回到液体中。应尽量避免回流管线上的反压力。 

 

 

 

 

 

一般的流体连接 

避免“冷”液体直接回流到热的机器表面，如齿轮箱。记住不同的温度。尽可能使用匹配的液压配件和适

配器。避免使用螺纹密封胶带。仔细检查 GP3525 滤芯罐体与外部的 v 钳是否适当拧紧（缝隙＜3mm）。 

 用磷酸酯油将流体连接到油箱上 

在采用磷酸酯基油的系统油箱中，吸油接头通常应该位于油箱最低点以上 20 - 30cm 的位置。该型油经

GP3525 装置过滤后，会从油库中吸收水分和污染物。如果有多余的自由水，首先考虑排干。 

开始 

启动 GP3525 装置时，确保所有球阀(如果有的话)都打开，并从 GP3525 外壳顶部排出任何困住的空

气。操作 20 分钟后重复此过程，并确保连接处没有泄漏。返回时没有球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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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液体供应到 GP3525 装置的连接示意图 

到目前为止，您已经阅读了警告部分并理解

了限制。你还可以在 GP3525 周围的金属卡件上

找到类似右图所示的标记。任何可视流量指示器

都应该放在设备的出口“T”上。 

在盒外壳上的标记包含禁止、原理图、位

置，厂家信息和参考资料，使用前阅读手册的快

速访问信息。也可扫描二维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

众号需求帮助。 

2.2  液体供应仅连接到 GP3525 外壳示意图 

原理图是最佳实践指南。GP3525 装置的工作原理就像一个肾脏，在运行中保持液压和润滑油系统的最

佳性能。 

本示意图为 GP3525 -F & -W 模型和 GP3525C 模型。 

 

 

 

 

 

 

 

 

 

 

 

 

 

 

 

GP3525C GP3525 

GP3525 GP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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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接通电源，首次开机 

如果机组装有控制面板，则在检查机组的供油情况后即可启动。如果一切正常，打开流体供应上的球

阀。插入电源线并按下起动机上的“启动”按钮。 

如果 GP3525 装置没有控制面板或电机保护开关，请按照以下指南将电机连接到您的电力系统。 

您会在电机上的电线盒盖子内侧找到这些原理图符号。电机侧面的标牌显示电机规格。 

D / 三角配置应用于较低电压 

Y / 星型配置，适用于更高的电压范围 

只有具备电工资格的专业人员才可进行电气连接。 

配置电动马达接线端子，3 相电控制 

 

配置电动马达接线端子，单相电控制 

 

 

 

 

 

 

 

 

对于单相，A 接线法是 GP3525 装置的常规选择。电动机有 4 极、6 极或 8 极。电机轴承预润滑约

40000 小时的运行时间。 

 

 

三角接线 星形接线 

三角接线 

220V 单相电 

Cb：电容 

A  

电机正转 

B 

电机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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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三相电装置，旋转方向 

在第一次启动或 GP3525 装置断开或重新定位时，必须检查三相装

置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从上面看电机风扇时，风扇应按图示顺时针旋

转(CW)。 

如果电机在错误的方向旋转，可能会发生损坏泵和机组将不能正确

地泵流体。转动方向可以通过交换两根电源线的位置来改变。只有具备

资质的专业人员才可进行这些操作。 

单相电机连接不需要检查正确的旋转方向。 

单相电连接设备在 GP3525 滤芯罐体加压时不要重新启动。如果停机，在用泵重新启动电动机之前释放

压力，因为这可以避免导致电容器故障。 

如果您的电源不稳定，有电涌，请考虑使用 3 相电设备。 

3.  调试 

在进行调试阶段之前，必须阅读并正确理解第 1 和第 2 部分内容。 

- 接通电源，供、回软管/油管连接到系统储液器后，GP3525 机组即可启动。 

- 确保 GPO3525 滤芯已经安装到滤芯罐体中。当关闭外壳 v 型卡箍时，拧紧到 7-9 Nm。 

- 返回侧没有球阀 

- 现在可以启动该装置，让泵开始循环流体。开/关控制将取决于不同型号设备的具体配置。 

- 在泵初始启动时，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使流体压力在 GP3525 滤罐壳体内形成，并从排放侧流出回到流 

体储层。 

- 大多数情况下，GP3525 会自动排空压力。然而，如果需要，将任何空气从 GP3525 罐顶部排出，直到有

流体流出。使用适当的容器/吸收垫，以避免在排压过程中任何不必要的溢出。完成后关闭排放阀。根据流

体粘度的不同，在运行 20 分钟后可能需要重复此过程。 

- 设备压力可通过 0 - 10 bar 范围的压力表读取。这是位于底部的圆筒。最大限制为 7bar。请阅读关于限制 

的章节 1.2.1。 

- 正常工作压力取决于流体粘度、电机转速和泵的尺寸。典型的 ISOVG32~46 是 1.5 bar 到 3 bar。 

- 按照 4.2 节中的说明更改 GPO3525 滤芯。 

 

电机风扇顺时针旋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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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与维保 

GP3525 将清洁润滑油和液压流体系统到一个极高的水平，大大超过设备制造商的要求。保持流体和系

统的高清洁度可以减少机械磨损、控制问题和故障，节省操作人员计划外维护和更换流体的时间和费用。 

 

为了确保流体清洁水平的提高和维护，请确保 GP3525 装置 24 小时运行。 

GP3525 外壳采用高质量的 316 不锈钢制造，同时创新的模块化设计简化了服务和减少空间需求。

GPO3525 滤芯和 GP3525 外壳密封的寿命取决于流体类型和温度。设备维修间隔时间将取决于初始流体系

统的清洁度和现有的污染源。滤芯应该每年更换一次。 

每隔一段时间，当盖子从外壳上取下时，都应该检查密封件。如果 O 形圈密封变硬、变形或损坏，必须

更换。 

 
只能只用原厂备件。使用非真正的备件将使保修失效，并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

故障，从而给机器和系统带来风险。 

 

4.1  GP3525 壳体及单元的使用周期 

维保周期 单次维保 年度维保 30000 小时维保 

GP3525 滤罐/整机 

• 检查盖子密封。 

• 检查底部旋塞的 

O 形圈密封 

• 清洁设备 

• 检查电源 

• 电源线 

• 最新的变化 

• GPO3525 滤芯 

• 检查电源 

• 电源线 

• 更换轴封 

• 齿轮泵。 

• 检查电机轴承是否有噪音 

• 检查电源 

• 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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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更换滤芯流程 

 

 

 

 

 

 

 

 

 

 

 

 

 

 

 

 

 

步骤 1 停机、排空油液 

停机，并隔离一切与设备

相关连接。排空油液，确

认压力表为 0 Bar。 

步骤 2 打开、取出滤芯 

打开 v 型卡箍，从外壳上

拆卸盖子。摇动侧面以释

放龙头。用螺丝刀将滤芯

从槽中取出。 

步骤 3 确认、更换 

佩戴手套检查密封。如果

密封件变硬、变形或损

坏，请更换密封件。 

更换 GPO3525 新滤芯。 

步骤 4 紧固、确保压力 

将盖子与插销插入筒体中

心，使盖子与下套管之间

的间隙≤3mm 并密封。 

组装 v 型卡箍并拧紧到 7-

9Nm 扭矩或用 T 型手柄

拧紧。 

步骤 5 关闭阀组 

关闭 GP3525 外壳上的排

出阀和 T 型卡箍。打开供

应源并启动泵，检查压

力。根据当地法规，以安

全和负责任的方式处理废

弃滤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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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O3525 滤芯  

GPO3525 滤芯清洗 GP3525 设备内的润滑油和液压油。通过将流体净化到不饱和状态，提高了操作

可靠性，并减缓油品劣化。                      

⚫ 微粒过滤可降至 0.1μm 

⚫ 适用于矿物和合成流体 

⚫ 液压，润滑油和齿轮应用 

⚫ 智能有效的维护系统 

⚫ 降低运维成本 

⚫ 延长设备寿命 

⚫ 最小化流体氧化 

⚫ 减轻和减少漆膜 

⚫ 增加生产正常运行时间 

⚫ 减少流体变化 

⚫ 环保 

⚫ 易于维修 

⚫ 占用空间小 

⚫ 100%可回收材料 

毛重 1.15kg 

尺寸 235mm  φ 150mm 

流速 0.5L/m VG32cSt 液体 

纳污容量 ≥2kg 

水吸附量 850ml 

流体温度 0℃~100℃ 

材料 PP 

 

通过清除保持健康的液体： 

⚫ 细菌 

⚫ 水(游离和乳化) 

⚫ 氧化产品(污泥和树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