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NCOPIM
公司简介

ENCOPIM的使命是：根据客户对其产品在测试和质量控制方面的
实际需求，向客户提供成套的订制方案。

经过多年深入的专业研发和在R+D领域连续不断的研发投
入，ENCOPIM有了在电子、软件和机械控制方面的独有技术，使
得ENCOPIM能提供有创意的解决方案和超值服务。

ENCOPIM在成套测试设备的研发、制造、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
处于领先地位。服务领域涉及多个行业：汽车、铁路、飞机、航
天、防御、能源、大学和实验室、建筑和土木工程、电子、印刷
等等。

主要客户名单:

AIMME, AIRIC, ALCATEL, ALKO, AMPER, ANTOLIN, APPLUS, ARAI, 
AUTOMÓDULOS, AVANZIT, AYATS, AYRA, BATZ, BITRON, CAERI, 
CAF-CETEST, CAPP, CEFA, CELSA, CETIEV, CIDEM, CIE, CITEAN, 
CONTINENTAL, CSIC, CTM, DERBI, DOGA, DONGFENG NISSAN, 
DYTSA, ECOTECNIA, EPT, ESMETRO, EXPERT, FAURECIA, FAW, FAW-
R&D, FAW-VW, FAWAY JOHNSON CONTROLS, FP, FICO, FLEX’n’GATE, 
FRAPE BEHR, GEELY, GENERAL ELECTRIC, GERVALL, GESTAMP, GKN, 
GREAT WALL MOTOR, GUTMAR, HEWLETT PACKARD, HUTCHINSON, 
IDIADA, IMALTUNA, INASMET, INDRA ESPACIO,  IND. RECAMBIO, 
INSIT, JOFEMAR, JOHN DEERE, LA MAGDALENA, LADICIM, LEAR, 
MAGNA-INTIER, MAIER, MIKALOR, MONDRAGÓN, MUELLES Y 
BALLESTAS HISPANO ALEMANAS, NAST, NEAPCO, NICOLÁS CORREA, 
NISSAN, OETIKER, PEGUFORM, RAILTECH, SAR–REYSER, SDS, 
SENSOFAR, SIEMENS, SKF, SMVIC, SOGEFI, SOLBLANK, SUFETRA, 
TRELLEBORG, TRETY, TSINGHUA UNIVERSITY, TUBSA, TÜV SÜD, 
UPC, VALEO, VÁLVULAS ARCO, VENTURE, VW-SEAT, VW-SH, WILLI-
EL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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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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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和软件
电动伺服系统
液压伺服系统
气动伺服系统
SPC 伺服气缸
SPC-HC 伺服气缸-热冷型
环境测试设备集成
被动安全 – 碰撞
DITS 动态碰撞测试系统
R12-PPL 行人保护腿型测试
HITM 头部碰撞测试设备
被动安全
SBA 座椅安全带锚固点测试设备
SIRC 侧门倾入顶盖静压
HDA 高动能发射器
座椅
SSS 座椅静态强度试验台
颠簸蠕动
汽车驾乘系统
踏板和踏板集成
内饰件
驻车制动
仪表板和控制面板
汽车门碰测试
转向系统
动力传动系统
多电机测试系统
变速箱
轴和节 – 强度和耐久
疲劳
耐久
准静态
轴和节 – 噪音和振动
Audit-knock
先进的NVH
护套
动力传动系统
流体测试
制动管
燃油过滤器
航空和国防液压设备测试
风扇动平衡
调速器
门窗测试（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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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PIM软件的主要特点:

• 软 件 可 在 多 种 操 作 系 统 下 安 装 运 行 （ 如 
Windows，Mac，Linux …）并且界面易于操作；应用面广
泛：从简单的数据采集到多轴疲劳试验，复制输入记录工作
状态（RTEST）；从静态单轴测试（RTEST）到动态重复测试
（RTEST-UITS）。同时进行多个试验，按需要指定传感器和
作动器进行工作。

• 试验文件，用户能够容易地设定、保存、恢复、复制试验文
件，包括试验设备的设置、试验条件和试验结果。

• 3级密码防护（管理员、工程师、操作员）。
• 用户可以自己进行标定校准。对于每个模拟输入和输出信

号，校准功能可以提供3次方的多项式校准曲线，对所属的
传感器和驱动信号进行校准。

• 对于每个输入输出信号，用户能够自定义名称、单位和换算
公式。

• 安全限值。
• 对于测试设备和试验项目的每个模拟输入，程序有

Chebyshev和Butterworth过滤设置。
• 各种控制算法：包括标准和串级PID。对于串级PID，可以像

单个PID 参数那样，选择外部或内部环路的传感器进行控
制。

• 手动操作模式可选。
• 离线数据分析，可以按照图片、CSV或其他格式进行输出。
• 标准报告版本可以按照用户指定的格式进行输出。

控制系统和软件

ENCOPIM专有的实时闭环数字伺服控制器，配合用于疲劳、态或
多轴试验的标准版（RTEST）管理软件，或用于材料、零部件、
总成件以及系统测试的碰撞测试订制版（RTEST-UITS）管理软
件，适用于多种驱动技术：电动伺服、液压伺服、气动伺服。
控制器有三种结构可供选择：直立柜式、矮柜式和小型（台式电
脑）。

ENCOPIM的控制系统提供模块化拓扑结构，实现了集成各个控制
系统，并能适应于每个用户的具体需求。
数十个执行器、变频器、传感器元件通过总线能够各自独立或完
全同步地进行试验，或者按不同集群进行自由组合执行相同的或
不同的试验。

如果将来有扩展需求，用户只需重装软件，就能很容易地将更多
的作动器、变频器或传感器连接到现有的系统。
除了模块化和可扩展配置的优势以外，布线简单是另外一个关键
优势。

采样和控制速率取决于通道数量；数据采集抽样和极限，项目和
峰值检测速率可达10kHz，控制循环更新可达5kHz。

两种总线可供选择：
 - SCE-CAT: 伺服控制器 Ether-CAT，和 
 - SCP-NET: 伺服控制器 PROFINE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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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EST-UITS 软件的特点:
• 设备坐标系（MCS）转换成样车坐标系（CCS），也可以反过

来
• 可以从既有的数据库输入撞击点坐标
• 自动位置修正
• 触发系统可以集成外接装备，如气囊，灯光系统，摄像机，

外置测速仪或环境仓
• 撞击点的数据库保存
• 表面角度扫描
• 由设备直接读取撞击坐标
• 环境温度修正
• 撞击器数据库
• 定位系统，安全系统对碰撞
• 撞击历史记录
• 无线电遥控器上可查看坐标信息
• 导向试验准备，确保相关数据输入无遗漏

控制系统和软件

RTEST 软件的特点:

• 信号可以组建虚拟控制通道
• 特定顺序用于激活/切断电源
• 结构设置里可以为特定试验装置的配置来选择传感器和驱动

器
• 能级交叉可用
• 详细定义项目，阶段和标准的数据存储
• 能够在试验结束后或出现错误时切断电源
• 周期信号的屏蔽•设置试验程序
• 能够对信号以及信号的过渡过程持续时间进行视图转换
• 标准：满足条件的触发作用
• 各种试验信号：静态实验的斜坡率，周期波（正弦、三角

波、方波、梯形波或用户设定）以及现场采集信号（来源于
实际或模拟）的数据文件。

• 信号编辑功能：常规或NLAC•（ENCOPIM非线性适应控制算
法）。NLAC•是一种全新的具有革新性的控制算法，专门针
对于非线性系统，用于在峰峰值和相位差内，按照命令信号
进行最小偏差的循环往复疲劳试验。迭代修正响应是一个实
时的过程，任何由于干扰或样件退化造成的偏差都会得到自
动校正。这意味着系统有自学习功能，无论样件的刚度在试
验过程中有怎样的变化，都能够在命令信号和实际信号之间
实质上抑制相移，连续自适应来贴近命令信号。

• 阈值功能
• 警报有三个不同级别，七种形式（包括跟踪）
• 不同形式的图表在线数据显示：(i) 实时曲线（例如，力或

位移对时间）；(ii) X-Y曲线（例如，力对位移）；(iii) 
每个循环周期的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平均值图表，以
及 (iv) 能级交叉可视化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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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电动伺服技术，与传统的液压伺服系统相比较，具备
更有效能，免维护，清洁，以及低噪音等优势。

可应用于线性的，扭转或旋转载荷：
• 线性载荷采用滚珠丝杠或直线电机（永磁同步直线电

机）。
• 扭转扭力采用扭力马达（高杆永磁同步电动机）。
• 旋转低杆异步（三相鼠笼型）或同步（永磁）高功率密

度电机。

通过这些电机（发电机）的四象限运行与变频器（IGBT功率
半导体）组合：
• 扭转疲劳测试时，施加在循环周期里载荷增加部分的能量
（储备为样件的弹性变形）在循环周期的载荷降低部分得到
恢复，因此和液压伺服技术相比，可以预期节省高达80%的电
能消耗。
• 旋转多电机测试系统通过常规直流连接，使得能量在电动
机和发电机之间交换耦合。以这种方式，实现能源节约，线
馈入缓解，线谐波减少。

电动伺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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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伺服系统

ENCOPIM以交钥匙的方式提供订制的单轴或多轴液压伺服系
统，除伺服控制器和软件外，还包括用于试验的所有部件和
工具：
普通的线性液压驱动器或具有静压轴承的线性液压驱动器，
扭矩液压驱动器，2-3级的比例阀和伺服阀 ，阀组，液压动
力装置，压力传感器，位置传感器，测试平台，装载支架，
球头和万向节，等等。

气动伺服系统

SPC 伺服气动缸

ENCOPIM的SPC（伺服气动缸）为标准件气动驱动（气缸和半回
转驱动）及气阀装置，由常规空气在标准运行压力下（通常为6 
bar）进行动力推动，装配传感器（位移、推力、扭矩、角度、
等），由伺服控制器进行高频控制。

SPC-HC 伺服气动缸- 热冷型

ENCOPIM的SPC-HC（高低温型）伺服气动缸配置了特殊加热装
置，能够在-40至+90°C，温度变化率约1 K/分钟的环境仓内工
作。

ENCOPIM的伺服控制器采用了ENCOPIM研发的非线性自适应控
制算法NLAC，使得气动伺服设备的控制精度可达到液压伺服
设备的控制精度等级，但采用的却是价格更便宜，并能在现
货市场采购到的气动驱动装置和电阀门，配置好的小型VB（
阀盒）结构。
标准型号流量参数见下表。

标准型号 流量

VB 100 100 ln/min
VB 350 350 ln/min
VB 700 700 ln/min

VB 1400 1400 ln/min
VB 2000 2000 ln/min

额定 / 最大压力: 6 / 10 bar
运行环境: +5…+40 •C 无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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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测试集成

用户定制环境箱，用于和需要环境控制的试验配套。试验设
备的控制系统监控环境箱的控制功能，为一套完整集成的方
案。
多种参数控制，适用于不同的应用：
- 环境控制试验（热处理，保存，冷冻，凝结，加热，周期
测试高低温，热冲击或快速降温）。
- 温度与湿度控制测试（环境箱）
- 人造光综合测试（红外线，紫外线，日光的完整光谱）

以下环境箱类型可供选择：

紧凑型环境箱
每个整体环境箱，单独设计各类型试验适用的测试平台。适
用于各种集成的可能性，数量和温度范围，以及优化内部的
空气流通，冷却性能和内部工具。
选项：高热梯度，门锁系统，观察窗，wall-through 
holes，排气系统，加固盘，低温阀门用于独立模块中的高冷
却梯度和冷却系统。
判定样件的污垢和腐蚀指标的特殊试验可能需要以下环境
箱：
- 泥浆测试环境箱，用于测试样件浸没在酸性或碱性的泥浆
里。
- 盐水环境箱，用于测试样件在不同温度范围内，浸泡在不
同浓度的氯化钠溶液里。

模块环境箱
步入式环境箱，通过自承重板，能够拆卸，扩展以及移动到其他
位置。这些环境箱，具备各种厚度的壁板，底座类型，开启门，
以及基于测试以及冷却/加热的需求的其他配件。
选项：观测窗孔，观察窗，压力平衡阀，wall-through holes，
室内照明，排气系统，以及安全警报。

冷-热发生器需要或不需要湿度控制
用于需要进一步冷却，加热和/或湿度控制的环境箱，ENCOPIM
可以安装通过管路连接到现有设备上的便携式加热/气候传递装
置。
为每一个特定案例，针对可变的绝热软管，ENCOPIM 提供抽气和

送气管路的设计，从而优化热损失。

紧凑 模块

温度范围 -70 -- +180 ºC -60 -- +85 ºC

相对湿度范围 10 -- 98% 15 -- 98%

内部空间体积 100 -- 12000 l > 1200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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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S 动态碰撞测试系统

ENCOPIM的动态碰撞测试系统（DITS）适用于汽车被动安全测
试，满足欧洲、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的强制执行法
规的要求，还包括NCAP试验程序，以及主动式机舱盖行人保护探
测以及误触碰测试。DITS还可用于内饰R&D测试（还可按照用户
要求定制特殊尺寸和参数以及不同的碰撞块）。

设备定位移动的标准参数尺寸调整范围见下表。

汽车被动安全的多功能碰撞试验系统，可用于车内乘员和行
人保护试验。

被动安全-碰撞

∆Y还有500mm步进可选。 ∆X 和 ∆Z可按用户要求进行尺寸调整。

∆X ∆Y ∆Z ΘZ ΘY1 ΘX2 ΘY2 ΘX3 ΘZ4

2100 
mm

2900 
… 

9900 
mm

2300
... 

2600 
mm

360º
-10º up 
+90º 
down

±180º ±135º ±180º ±90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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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安全-碰撞

FMH-C紧凑版和FMH-E高能量模块

自由飞行头型（FMH）模块有两种规格供选择：
FMH-C：紧凑版（长度320mm）满足FMVSS 201U FMH 的试验要求；
FMH-E：高能量（长度800mm）除了满足201U，还能适用于PP行人
保护头型试验。

FMH-C
紧凑版

FMH-E
高能量

最大质量 7 kg

最大速度 25 km/h 42 km/h

最大撞击动能 120 J 250 J

速度精度 < 0.1 km/h

PPBB & PP-HDA 高动态发射模块 

行人保护和胸块（PPBB）以及重型版本的行人保护高动态发射
（PP-HDA）模块，可以执行自由飞行测试，也可以执行导向撞击
测试。
PPBB模块用于以下试验：
• PP EC631/2009 和 NCAP (小腿模块撞击保险杠测试，大腿

模块撞击保险杠和发动机盖边缘测试，头型撞击发动机盖和
挡风玻璃测试)， 

• PS-GTR 柔性腿型碰撞块 (FlexPLI)，
• R12 Annex 4 和 FMVSS 203 （胸块撞击转向操作系统）
• R12 Annex 5 （头像撞击转向系统），
• R17, R25 & R80 Annex 6 头型（直线）撞击座椅和头枕，
• FMVSS 222 §5.3.1. 头型（校车）， 
• FMVSS 222 §5.3.2. 膝部模块（校车），
• R95 Annex 8（头型和胸块）

除以上提到的测试和法规要求，PP-HDA还可以用于以下测试：
• 主动发动机盖弹起行人保护和误触碰PDI-1
• 主动发动机盖弹起行人保护和误触碰PDI-1
• 主动发动机盖误触碰（钢球，小鸟，足球，篮球，木棍，小

动物）

PPBB PP-HDA

自由飞行/导向撞击的碰撞块最大质量 40 / 43.65 kg

最大速度 45 km/h 61 km/h

最大撞击动能 1300 J 2100 J

无需试打的撞击速度精度 < 0.15 km/h < 0.201 km/h

导向撞击试验的碰撞块透深 ≤ 420 mm

导轨开隙 335 mm
1) For EC/GTR regulatory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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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安全-碰撞

EM 防抛模块

防抛（EM）模块适用于FMVSS 226试验。精密的设计确保了深入
样车内部空间的机械臂，整个长度的几何外围尺寸小于头型外围
尺寸。

EM模块的参数：

碰撞块机架加头型质量 18 ±0.03 kg

最大撞击速度 25 km/h

撞击速度精度（当速度在16-20km/h这个常用测试范围之内
时），无需试打

< 0.1 km/h

从零位开始的行程 > 500 mm

100kg，400mm伸出时的偏差
EM模块安装在ENCOPIM DITS 结构上，处于工作位置

< 8 mm

摩擦力的动态系数 µk < 0.05

PH 模块

摆锤头碰（PH）模块用于测试汽车的内饰部件，如仪表板，控制
面板，座椅（椅背和头枕），车门，梁柱和顶棚，以及其他部
件，模拟乘客头部撞击，适用法规如ECE R221 Annex 4和FMVSS 
201。

PH 模块参数：

最大速度 32 km/h

最大动能 180 J

撞击速度精度，无需试打（倾斜撞击角度 > 40 • 时） < 0.1 km/h

确定头碰区域时，摆锤长度的调整范围 736 – 1000 mm

碰撞时，摆锤长度的调整范围 736 – 840 mm

LI 模块

直线冲击（LI）模块用于汽车内饰部件测试，适用法规如：ECE 
R25，R17，R80，Annex 6，R95 Annex 8和FMVSS 222。

LI模块参数：

最大质量 7 kg

最大速度 32 km/h

最大撞击动能 180 J

撞击速度精度，无需试打 < 0.1 km/h

碰撞块透深 280 mm 

集成于设备上的位置传感器测量精度 < ±0.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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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2-PPL 

TR12和行人保护腿型（R12-PPL）撞击测试系统，主要用于R12（
撞击转向机构时的驾驶员保护试验），行人保护腿型，以及座椅
和头枕的直线撞击，对于主要做这些试验的用户来说，相比投资
一整套DITS结构，R12-PPL更经济。同时，R12-PPL还可用于内部
R&D试验。

R12-PPL 标准配置的尺寸调节范围：

被动安全-碰撞

ΔX (选项) ΔY (选项) ΔZ θY

2000 mm 2400 mm 450 - 
2000 mm

10º up 
-90º down

HITM

ENCOPIM的头部撞击设备（HITM）有摆锤头碰（PH）和直线撞击
（LI）各自独立成台两种结构，也可以两台组成一套设备。

HITM标准配置的尺寸调节范围：

ΔX ΔY ΔZ θZ θY (仅限于 LI)

450 mm 900 mm 410 mm ±45º 10º up 
-90º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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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安全

SBA 座椅安全带固定点试验台

座椅安全带固定点测试系统（SBA），有电动伺服和液压伺服两
种方案可供选择。适用于ECE R14和FMVSS 225，以及在配置了适
当装置以后，也可用于ECE R11，FMVSS 207，FMVSS 222试验。验
证座椅安全带，ISOFIX以及ISOFIX顶部固定点的性能。

用于腰带和肩带的
驱动缸

电动伺服 100 液压伺服 63/36

不同速度时的最大静态
以及动态拉力

56 kN static 
35 kN @ 500 mm/s

40 kN static 
35.2 kN @ 50 mm/s 

33.1 kN @ 100 mm/s 
24.7 kN @ 200 mm/s 
10.7 kN @ 300 mm/s 
1.5 kN @ 350 mm/s

最大行程
800 mm 

1000 mm on request

力传感器性能 Rated force: ±50 kN; accuracy class: 0.1

位置测量精度 ≤0.05 mm

用于 ISOFIX & 惯性
力的驱动缸

电动伺服 63 液压伺服 50/36

不同速度时的最大静态
以及动态拉力

14.8 kN 
from 0 (static) 

up to 500 mm/s

18 kN static 
16.0 kN @ 50 mm/s 
15.6kN @ 100 mm/s 
13.8 kN @ 200 mm/s 
10.8 kN @ 300 mm/s 
6.6 kN @ 400 mm/s

最大行程 800 mm

力传感器性能 Rated force: ±25 kN; accuracy class: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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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C 车门挤压顶盖静压

液压伺服或电动伺服的车门挤压和顶盖静压设备，用于评估整车
或车身的结构性能，装饰板或异形板，测量例如车顶，边梁和
门，保险杠等部件的力偏折特性。适用于FMVSS 214（静态侧面
碰撞）和216（顶盖抗压）等法规试验。

HDA高动能发射器

ENCOPIM的HDA高动能发射器，可用于高载荷碰撞试验，也适用于
先进的侧向碰撞模拟车载滑车试验。

电动伺服 液压伺服

额定力值 250 kN 165 kN

行程 600 mm 1000 mm

速度 0-13 mm/s 0-150 mm/s

从基座开始的高度调
节范围

625-2400 mm 1000-2000 mm

被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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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座椅静态强度试验台

座椅静态强度试验台采用伺服电动技术，用于评估座椅，座椅
锚固点以及头枕的结构强度和刚度试验，适用标准有：ECE R17
，ECE R25和ECE R80，以及FMVSS TP 202a。

JOUNCE & SQUIRM 颠簸蠕动

伺服气动设备用于测试座椅的“进和出”以及“颠簸和蠕动”耐
疲劳度测试。

汽车座椅

椅背额定/最大静力矩
3000 / 4500 Nm

额定 >3500 up to 75º

椅背力矩最大量值（通常当形变角度约20 º达
到3000 Nm时）

120 Nm/s

后部力传感器性能（从H点到R290mm）
Rated force 25 kN

Performance 0.03%-

躯干参考线角度范围（椅背和头型） 0° (垂直) – 75°

椅背锁止后移角度 15°

头枕以及高度保持力,额定/最大静态力 2000 / 2500 N

头部力传感器特性
额定力 2.5 kN

静态侧限力 2.5 kN
精度 0.03%

从H点沿躯干参考线，头型执行器的中线位移 580 – 1000 mm

头型球面顶端沿躯干参考线纵向位移 -190 (向后) – +410 mm

H点在X向上的定位范围 300 mm

工作台的中心线在Y向上的定位范围,侧向台
相对于中间固定

280 – 840 mm

H点在Z方向的定位范围 170 - 75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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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驾驶系统

踏板和踏板总成

根据生产商的标准，气动伺服设备能够在常温和极端气温条件
下，对离合器、刹车、油门踏板，包括踏板总成的强度和刚度，
耐疲劳和功效比进行评估。

内饰件

机械手测试系统用于评估内饰件的强度和刚度，疲劳和耐久，如
遮阳板，空气扩散器，仪表板等。
此系统能够放置于环境箱内工作。

温度范围 -40~ +90 ºC

耐久测试系统（气动伺服）

刹车踏板额定静态力 压/拉 2.8 / 2.5 kN

离合器踏板额定静态力 压/拉 1.7 / 1.5 kN

油门踏板额定静态力 压/拉 1.0 / 0.9 kN

冲程 250 mm

静态测试系统（电动伺服）

踏板最大力 ±4.7 kN

冲程 44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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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驾驶系统

驻车制动

该测试系统采用气动伺服技术，对手制动和电子驻车系统，包括
手柄和控制按钮，初级和二级拉索（两者均布置于车内）或制动
钳马达等，进行强度、疲劳耐久试验，可在常温下，或放置于环
境箱内，在极限温度下进行试验。

仪表板和主面板

气动伺服设备在常温和极限气温条件下，对仪表板和主面板，还
包括对其它部件，例如：手套盒门板、出风口、按钮、把手等，
进行结构力度和硬度，以及耐冲击程度进行评估测试。

设备和仪器对可变的动态行程（流程和降压），空调系统的出风
口气密度（渗透测量）及除霜管进行评估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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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门的碰撞测试

气动伺服设备对门系统的推力（折叠和推拉）、后备箱和引擎
盖，其他部件如：铰链、机械连接、固定器、锁定装置等，在常
温或极度气候条件下的评估。

电动伺服和液压伺服设备用于分析传动系统的摩擦力和动态情
况，评估结构强度和刚度，对转向系统或转向部件，如转向柱和
齿条，在常温或极限温度条件下进行ECU可靠性（包括CAN bus连
接检查）疲劳耐久测试。

电动伺服和气动伺服设备用于评估结构强度和刚度，对转向锁进
行疲劳耐久测试，适用标准有：ECE R116，ECE R16，ECE R18和
R62。

转向系统

速度范围 0.5 ~ 3 m/s

温度范围 -40 ~ +85 °C

最大静态转矩 50 & 500 Nm

额定动转矩 30 & 200 Nm

额定转动速度 25 & 35 min-1

钥匙额定行程 60 mm

转矩 5 Nm

角度 ±170°

外部尺寸 W3300xD1200xH16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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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电机测试系统

变压器向4象限运行的电机供电，多电机驱动以及中心供电和公
共母线DC与IGBT变频器连接，能量能够在电机（电动机和发电
机）之间交换，而且能反馈可再生能源到供电系统。

变速箱性能

倾斜平台用于评估变速箱机械效率、在离合时的瞬时反应特性
等。

传动系统

最大转动速度 ±16000 rpm

额定扭矩 typically up to ±5000 Nm

最大转动速度 ±2000 rpm

额定扭矩 ±55 Nm

长度补偿轴范围 150 mm

中轴角度（1和2）模拟汽车转动（ΘX） -52º to +52º

从地板到试验台面高度 800 mm

从地板到传动轴中心高度 12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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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伺服版 EB-2 EB-3 EB-4

最大连续转矩 （S1 duty） ±3.5 kNm ±5 kNm ±7 kNm

最大动态扭矩振幅
通常5 Hz 正弦

±4.9 kNm ±7 kNm ±9.9 kNm

Short time peak torque ±5.7 kNm ±8.1 kNm ±11.4 kNm

角度行程
±∞º

两个方向连续旋转

最大连续转矩时的最大角速度 840 º/s

最大动态角度振幅
通常最大动态扭矩 正弦

±25º @ 5 Hz
±45º @ 2.9 Hz

液压伺服版 （用于 21 MPa 入口压力） HA HB-1 HB-2

最大静态（受限于控制系统）/ 动态扭矩 ±5 / ±~5 kNm ±4 / ±3.2 kNm

角度行程 ±140º ±50º

伺服阀额定流量 1x 75 l/min 1x 75 l/min 2x 75 l/min

最大动态角度振幅
通常到最大动态扭矩振幅 正弦

±25º @ 1.1 Hz
±45º @ 0.6 Hz

±25º @ 1.8 Hz
±45º @ 1 Hz

±25º @ 3.6 Hz
±45º @ 2.0 Hz

两个版本的共同参数

节的角度调节
（扭矩测量部分）

0 -- +60º

节的关节中心调节，轮缘到枢轴
（扭矩测量部分）

50 -- 300 mm

横向（水平）调节 –振动- 
（中心支撑部分）

0 -- 400 mm

样件中心线高度，从底座/地面 375 / 1100 mm

传动系统

轴和节-力和耐久

电动伺服设备用于装配有CVJ（等速节）和万向节的半轴和传动
轴的试验。

疲劳

自动闭环控制的伺服电动机或伺服液压缸（用户可自行选
择），执行扭转疲劳和静态试验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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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系统

基于4方原理，并配备ENCOPIM旋转扭矩驱动机，用于再现驱动轴
实际在车辆上的工作情况。试验台的设计带来了极大的灵活性，
可以配置各种测试需求，能够同时测试多达4个轴和8个连接节。
该试验台可以按照要求装备在摩擦损失补偿系统上，用于补偿连
接节和和试验台的变速箱，这两者的内部转矩损失，确保转矩作
用在所有样件上的一致性。

耐久 

标准 重型

样件最大旋转速度 ±2500 rpm

样件最大扭矩

±2000 Nm
up to 950 rpm 
or ±2200 Nm 
up to 868 rpm

±4000 Nm 
up to 475 rpm

通过样件的最大额定功率 200 kW

样件扭转角度
±∞º

两个方向连续旋转

样件最大扭转角度倾斜 36º/s 18º/s

最大颠簸位移（悬架） -200 to +300 mm 

额定转向角度 0 – 55º 

样件长度纵向调节（50mm轮缘枢
轴，轮缘-轮缘）

400 – 1100 mm

连接节摆动中心调节范围（轮缘-枢
轴）

50 – 300 mm

颠簸位移的横向调节 Forward movement 0...+150 mm

从地板到样件中线高度 950 & 1250 mm

轴和节-力和耐久

准静态

样件最大转矩 17 kNm

样件最大旋转速度 220 rpm

通过样件的最大功率
95 kW up to 150 rpm
50 kW up to 200 rpm 

转向角度和实际扭矩造成的样件和从动轴的最
大扭矩损失

6% 样件 
& 

6% 从动轴

样件的角度行程
±∞ º

两个方向连续旋转

样件的最大转矩角速度
250º/min

峰值 300º/min @ 20 rpm

FJ关节角度调节 0 – +60 º

FJ颠簸（悬架）位移 500 mm

FJ上的节中心调节（轮缘-枢轴） 50 – 300 mm

PJ上的样件纵向调节范围 350 – 1400 mm

从地板到样件中线高度 约 1200 mm

基于ENCOPIM的旋转转矩驱动器，用于低速时的高转矩，并用
于进行完全静止测试：
高转矩 – 大角度的低速测试；拉出部分（动态自拆卸）测
试，以及静态强度和刚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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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系统

轴和节- 噪音和振动

用于评估在旋转扭矩下，以及转向机构角度和悬挂颠簸时的噪音
和振动。

Audit-Knock

先进的NVH振动噪音测试

标准 重型

最大旋转速度（由控制系统设定） ±350 rpm ±600 rpm

最大转矩（由控制系统设定） ±300 Nm ±470 Nm

摆动角度 - 5° to 55° - 5° to 55°

摆动的制动力矩 ≥ 150 Nm ≥ 250 Nm

样件长度调整的锁紧力 ±1200 N ±1200 N

规格 性能

样件额定旋转速度 ±2000 rpm 加速度 
500 rpm/s

样件额定转矩（静态）) ±2000 Nm

样件的扭转角度 180º Gradient 
180º/s

通过样件的最大额定功率 200 kW

轴激励 ±5 mm ±0.1 mm @ 30 Hz

移动节轴的位置范围 ±50 mm ±10 mm @ 1 Hz

径向位移 -55 to 255 mm Velocity 
100 mm/s

摆动角度 -5º to 55º Velocity 
20 º/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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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系统

护套

在高低温环境或在室温条件下，耐久试验复制转向角度和移动节
轴向运动。

样件最大旋转速度 ±2500 rpm

样件最大扭矩 ±25 Nm

通过每个样件的最大额定功率 4 kW

样件最大重量 15 kg

摆动角范围（跳进部分） 
动态摆动角范围（跳进部分）响应

-5º to +60º
±23º @ 0.5 Hz

振动位移范围（驾驶部）
动态振动位移响应

0 -- 250 mm
±60 mm @ 0.5 Hz

样件长度纵向调节范围（轮缘-轮缘） 300 -- 1250 mm

节摆动中心调节（轴-轮缘） 30 -- 300 mm

动态跳进响应 ±20 mm @ 0.5 Hz

从地板到样件最低点中心线高度 Approx. 900 mm

样件中线高度 190 mm

外界环境温度（侧向轴护套）

样件最大旋转速度 ±2500 rpm

样件最大扭矩 S1 / S6 duty ±200 / ±300 Nm

通过每个样件的最大额定功率 20 kW

最大摆动角度（固定节和接入节） -5 -- +55º

最大摆动力矩（固定节和接入节） ±400 Nm

摆动角的最大速度 – 准静态时 2 º/s

固定节动态摆动角性能 ±15º @ 0.5 Hz

接入节动态摆动角性能 ±15º @ 0.5 Hz

接入节动态轴运转状态

   轮缘到中轴的自动调节距离（准静态） 25 to 200 mm

   动态响应 ±20 mm @ 2 Hz

   反应轴最大力值 ±3500 N

样件长度纵向调节范围（轮缘-轮缘） 300 -- 600 mm

节摆动中心调节（轴-轮缘） 25 – 200 mm

额定温度范围 -50 – +150 ºC

从地板到低/高轴的高度 1010 / 1550 mm

热-冷（侧向轴护套）

最大旋转速度
8000 rpm

Optional 12000 rpm

最大旋转速度下的驱动转矩
15 Nm @ 8000 rpm

Optional 7 Nm @ 12000 rpm

节角度范围 0 -- +25º

节连接中心调整，从轮缘到轴 50 -- 300 mm

样件长度纵向调节，从轮缘到轴 ≈450 – 1500 mm

最大旋转质量（样件+工具） 
ISO1940/1 平衡特性

10 kg & 
G16 for 8.000 rpm 

G6.3 for option 12000 rpm

独立槽内的最高温度（连续工作状态下） 200 ºC

从地板到样件中心线高度 Approx. 1000 mm

高速热型（推进式轴护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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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总成和变速箱试验

PTO 旋转扭矩四方试验台案例

陆地车辆多轴分动箱；旋转扭矩和轴向载荷试验台案例

传动系统

驱动和制动额定功率 444 & 288/280/165 kW

驱动和制动额定转速 1800 min-1

额定输入扭矩 2400 Nm

外形尺寸 W5600xD3 700xH2300 mm

驱动额定功率 72 kW

驱动额定转速 1800 min-1

驱动额定输入扭矩 400 Nm

额定内部扭矩 15000 Nm

外形尺寸 W5200xD2600xH1500 mm

驱动和制动额定功率 66 & 43 / 37 / 23 / 18 kW

驱动和制动额定转速 1800 min-1

额定输入扭矩 350 Nm

外形尺寸 W5400xD2800xH1800 mm

动力输出装置（PTO）; 旋转扭矩和轴向载荷试验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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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软管

高温下的弯曲度

燃料过滤器

对燃料系统，环境系统，阀，制动软管，散热器等，通过液
态和气态两种方式评估可变的动态行程（流程和降压），流
动的密闭性（渗漏测量），内压能量和压力脉冲疲劳耐久，
结合或不结合额外的机械装载（力和扭矩）以及热量加载（
极端气候情况）的设备。

流体测试

热盘DOT 4 爆破和压力脉冲

发动机额定功率 2.2 kW @ 1500 min-1

最大频率 2 Hz

振幅范围 40 ~ 250 mm

水箱容积 500 l

外部尺寸 W1500xD1500xH2500 mm

最大压力 70 bar

额定流量 1.4 l/min

流体测试 DOT 4

盘温度 up to 250 °C

额定压力
700 bar 爆破 
250 bar 脉冲

额定倾斜度 220 bar/s

频率 up to 40 cycles/min

外形尺寸 W1700xD740xH26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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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飞机以及军用汽车 的液压装置，动力单元，阀，面板，
结构强度和刚度，压力爆破和压力脉冲的疲劳耐久测试。

航空液压装置测试

液体测试 SKYDROL

爆破压测试 420 bar / 3 min

耐压测试 315 bar / 3 min

疲劳压测试 210 bar

极限载荷测试范围 -73 / +40 kN

限定载荷范围 -49 / +27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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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扇动平衡

转动平衡设备在水平位置（如电风扇）一体化单独或装配工作的
失衡更正操作。

最大速度 3500 min-1

额定初始不平衡 400 g·mm

精度 2 g·mm

最大周期时间 18 s

外形尺寸 W3100xD1200xH2900 mm

调速器

门窗测试（建筑）

转动速度调节器（限速器）调节及控制机械（如起重机试验使用
标准：EN 81）

限速器直径范围 200 ~ 300 mm

最大速度 3 m/s

外形尺寸 W1500xD1400xH2800 mm

建筑门窗的疲劳耐久测试，适用标准如：EN 1191和1935。

最大力值 1 kN

最大速度 0.5 m/s

最大加速度 1 m/s2

试件最大重量 4000 N

试件最大尺寸 W2500xH20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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