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惠博
INSPEKT 系列万能试验机

持续创新的公司
德国惠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致力于在材料试验

子、机械等相关领域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此外，我们

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我们持续不断的创新使我们

邀请许多材料试验、电子及机械等领域的专家为公司

在材料试验领域成为专家级的领导者，我们所提

提供顾问服务。这一切都保证了我们产品的不断创新

供的产品和服务覆盖材料试验、硬度测试、几何

和发展。

数据检测、软件、旧设备的改造升级等领域。此
外，我们还可依据客户要求提供相关的工程设计、

德国惠博不仅关注于具体产品的创新，我们还坚持在

项目管理、研讨会等综合配套的系统解决方案。

商业模式、组织结构、营销策略等各个方面推陈出新。
这一切创新工作使惠博从单纯的材料试验机制造商发

德国惠博已经并正在不断的和全球范围内的顶级

展成为能为客户在材料试验及相关领域提供全方位服

科研机构以及有科研能力的公司共建各类型材料

务的全球化企业。

实验室。这不仅增加了我们的研发力量，也让我
们的产品质量在各种苛刻的要求下得到了验证。
德国惠博自身拥有强大的研发队伍。我们的硬件，
软件工程师普遍拥有世界顶级大学的硕士和博士
学位，即使是最前沿的组装工程师也普遍拥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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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本土化的组织

客户认可的合作伙伴
德国惠博一直将提升客户满意度作为自己最为重要

德国惠博在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都有自己的客户。客

德国惠博在欧洲、北美洲以及亚洲等世界各主要国

的使命。我们正在而且将持续不断地投入各种资源

户业务领域涵盖飞机、轮船、汽车、钢铁、军工、机械、

家和地区拥有自己的分公司、销售代表处或者是联

来保持并进一步提升一直以来客户对于我们的认可

纺织、化工、科研等不同行业类型。众多世界五百强

络处。我们已建成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服务网络，

和满意程度。

企业如宝马、大众汽车、空客、西门子，顶级科研机

这将使我们在全球已有的三千多家客户和所有相关

构如德国材料试验中心、科隆大学等等早已成为我们

行业的意向客户得到快捷的咨询回复和机动的现场

产品的使用者和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服务。

我们不断提升全球 24 小时快速反应的效率

我们尊重本土文化，习俗，商业法律法规
我们聘请本土员工
我们建立适合于本土商业发展的企业文化
这一切都使我们在全球有能力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

我们不断在全球各地增加零配件仓库 , 保证

德国惠博在全球化运作的同时也不断在全球细分市

客户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需要的服务

场精耕细作，用本土化的理念引导公司行为。

产品及服务。

我们不间断的软件和数据库更新服务将
持续提升客户操作的安全性、灵活性以
及有效性。

2

3

综合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德国品质的缔造者

德国惠博一直不断的加大研发的投入力度，这让我

德国惠博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高品质的产品。

德国惠博不仅拥有了 ISO 相关的各项认证，而且我们

们不仅为客户提供适应常规及标准的材料试验机，

当我们把产品交付给客户使用时，我们同时也把一

拥有德国校准机构（DKD）所认证的实验室。这意味

还可以依据客户的特殊使用要求，结合客户实际情

份放心和信任传递出去。

着我们能在制造安装环节上对产品进行 DKD 所要求

况，提供综合的系统解决方案。

的一切检测并对通过检测的产品提供 DKD 的校准证
我们对生产流程进行最为严格的控制，以确保每一

书。

从纺织品到钢筋混凝土，从一块橡皮到一套办公家

步都符合 ISO 9001 的系统要求；我们每季度都会

具，我们的材料试验相关产品都可以对其做出精确

为员工安排与产品品质相关的培训，每个员工的日

德国惠博视确保产品安全性和环保性为自己的重要社

的检测。我们的产品目前在金属、化工、纸张、食

常工作都会接受公司实施的与品质相关的考核；我

会责任。我们的产品在设计制造过程中充分考虑了生

品、纺织、汽车、建材、家具等各基本工业领域都

们对每一个供应商都会实地考察，帮助他们改进生

产者和未来使用者的安全，我们要求对自己和供应商

有成熟的应用；在拉伸测试，压缩测试、交变载荷

产工艺和流程，以确保我们得到最优的产品。

提供的任何产品都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目前，惠博

测试、粘连测试、蠕变测试等上千种应用方面都拥

已经成为行业内公认的安全和环保的代名词。

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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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级服务的执行者
德国惠博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为完善的综合服

系统的操作指导不仅包括机械、电子方面的各类注意

务，确保我们提供给您的测试设备可以全天候正常

事项，更有我们为您精心制定的测试软件的使用培训。

运作。为此，我们选择了最为优秀的人员加入到服

我们还向客户推荐额外的后期培训（大概 8 周之后），

务部门并对他们进行了完善的培训。我们的服务包

根据实例，解答客户在实际操作系统中遇到的问题。

括技术咨询、制定应用方案、安装、设备校准、维
护以及培训等。

此外，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您到惠博总部
来亲身体验我们的运作系统，接触不同类型的设备，

在全球任一地方，惠博的专业人员都会帮您将测试

彻底熟悉了解它们。

系统安装在您的场地，并保证其开始正常运行。我
们还可根据您的需求为您设计安装方案，以及提供
设备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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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KT 台式系列
INSEPKT TABLE BLUE 系列产品技术规格

时尚的外形，卓越的品质
型号

Inspekt mini 3kN

Inspekt table BLUE 05

Inspekt table BLUE 10

Inspekt table BLUE 20

术于一身，其优异的结构设计，先进的高速智能化电

货号

10-008-008

10-030-007

10-030-107

10-030-207

控系统，优质的应用软件都引领了当今材料力学试验

最大容量

3 kN

5 kN

10kN

20kN

试验速度

0.05 – 1300 mm/min

0.01 – 1000 mm/min

0.01 – 500 mm/min

0.01 – 250 mm/min

载荷框架是该仪器设计精华之体现，在材料和零件测

返回速度

1300 mm/min

1000 mm/min

500 mm/min

250 mm/min

试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性。同时，全铝质外壳护套更

速度精度

INSPEKT 台 式 系 列 电 子 万 能 试 验 机 集 多 种 精 良 技

的发展方向。

加彰显其时尚，高档的特征。

0.1%

载荷测量范围

0.8%-100%( 符合 EN 10002-2, ASTM E4, DIN EN ISO 7500 标准 )

载荷测量精度

0.5% ( 示值 )
+/- 60.000 码在 50Hz 的主频 ( 标准 ) / +/- 400 .000 码在 4Hz 的主频

载荷分辨力
横梁测试最大宽度值

105mm( 试验深度 )

420 mm

横梁移动最大位移量

850mm

1100 mm

位置测量

位移编码器增量测量位移，可自动保存位移位置
< 1µm

位置分辨率

USB 2.0 - Interface or LAN

软件接口

50Hz (standard)/500Hz( 需配板卡 )

数据传输速率
控制器

一个板卡插槽可连接模
拟 / 数字输入 / 输出
接口

115/230 VAC; 0,5/0,7 kVA, 50/60 Hz, 5- 40°C, 20- 80 % humidity

电源系统
外形尺寸 BxDxH
重量
噪声

两个板卡插槽可连接模拟 / 数字输入 / 输出接口，用于测量载荷、应力等指标，
外接装置输入为 +/-10V

(380x500x1200) mm

(685x550x1420) mm

(685x550x1420) mm

(685x550x1420) mm

45kg

100 kg

100 kg

130 kg

max. 65 dB

注：如客户需特殊尺寸的试验机支架，可直接与德国惠博公司技术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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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KT 台式系列
INSEPKT TABLE 系列产品技术规格

时尚的外形，卓越的品质
德 国 惠 博 INSPEKT TABLE 系 列 电 子 万 能 试 验
机在确保机器性能指标的前提下，也充分考虑到了

型号

Inspekt table
5kN

货号

10-030-000

设计，德国惠博始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无论从产品

试验速度

品质到设备外观均堪称完美的材料试验机。

返回速度

高硬度钢横梁，可确保
试验机的刚性指标

全铝合金丝杠护套设计，
尽显设备高档于时尚

电子万能试验
机操作台

数控控制面板
可无需电脑即对试验机
进行操作控制

急停开关
用于保障试验过程的安
全性

嵌入式控制器设计，可
根据实际操作环境进行
任意安装

Inspekt table
20kN

Inspekt table
50kN-1

Inspekt table
50kN

Inspekt table
100kN

Inspekt table
250kN

10-030-100

10-030-200

10-030-500

10-031-002

10-031-102

10-031-252

5kN

10kN

20kN

50kN

50kN

100kN

250kN

300W

0.01 - 2000
mm/min

/

/

/

/

0.01 - 600
mm/min
0.01 - 2000
mm/min

0.01 - 200
mm/min

900W

0.01 - 1200
mm/min
0.01 - 2000
mm/min

/

0.01 - 800
mm/min

0.01 - 400
mm/min

0.01 - 175
mm/min

300W

2000 mm/min

1200 mm/min

600 mm/min

200 mm/min

/

/

/

900W

/

2000 mm/
min

2000 mm/
min

/

800 mm/
min

400 mm/min

175 mm/
min

最大容量

时尚元素。所有系列产品均通过专业设计师的精心

Inspekt table
10kN

0.1%

速度精度
载荷测量范围

0.4%-100%( 符合 EN 10002-2, ASTM E4, DIN EN ISO 7500 标准 )

载荷测量精度

0.5% ( 示值 )
±180.000 码在 50Hz 的主频 ( 标准 )

载荷分辨力
位置测量

位移编码器增量测量位移，可自动保存位移位置

位置分辨率

0.01 µm

<1 µm

横梁测试最大宽度值

420 mm

510 mm

衡量移动最大位移量

1100 mm

1100 mm
USB 2.0 - Interface or LAN

软件接口

50Hz / 400Hz （配单独板卡）

数据传输速率
控制器
300W
电源系统

大空间储物台，可为操
作人员创造最大程度的
便捷条件
自调节螺栓，可自调水
平，无需专用地基

900W

外形尺寸 BxDxH
重量

预留两个板卡插槽可连接模拟 / 数字输入 / 输出接口，用于测量载荷、应力等指标，外接装置输入为
+/-10V
115/230 VAC, 0.7 kVA, 50/60 Hz, 5- 40°C, 20- 80 %
/
humidity
115/230 VAC, 1.5 kVA, 50/60 Hz, 5- 40°C, 20- 80 % humidity
880 mm x 670mm x 1580
mm

685 mm x 550mm x 1420 mm
100kg

130kg

150kg

320kg

400kg

880 mm x
670mm x
2250 mm
570kg

注：1. Inspekt Table 系列材料试验机加宽型标准支架最大试验宽度为：610mm; 750mm; 1040mm
2. Inspekt Table 系列材料试验机加高型标准支架最大试验高度为：1350mm; 1600mm
3. 如客户需特殊尺寸的试验机支架，可直接与德国惠博公司技术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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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KT 立式系列
INSEPKT STAND 电子万能试验机技术规格

钢质丝杠护套设计，确保设
备能在恶劣场合安全操作
横梁上下限位开关，用以
保护横梁在进行移动过程
中的设备及人员安全要求

坚固的框架，稳定的系统

型号

Inspekt 100

Inspekt 150

Inspekt 200

Inspekt 250

Inspekt 300

Inspekt 400

Inspekt 600

Inspekt
1000

INSPEKT 立 式 系 列 万 能 试 验 机 采 用 高 强 度 的 钢

货号

10-003-000

10-003-015

10-003-020

10-003-025

10-003-030

10-005-000

10-005-030

10-005-060

结构设计，由滚珠丝杠和四个合金钢夹板来导向

最大容量

100 kN

150 kN

200 kN

250 kN

300 kN

400 kN

600 kN

1000 kN

支撑柱运动方向，动力源所采用的高性能伺服电

试验速度

0.01 – 1000
0.005 – 500
0.005 – 600
0.002 – 450
0.001 – 250
0.001 – 250
0.001 – 200
0.001 – 200
mm/mi
mm/min
mm/min
mm/min
mm/min
mm/min
mm/min
mm/min
（无级调速） （无级调速） （无级调速） （无级调速） （无级调速） （无级调速） （无级调速） （无级调速）

时 的 机 架 强 度 和 形 变 指 标。INSPEKT 系 列 万 能

返回速度

1000 mm/min

试验机所具有的强大的可选功能和设备可以提供

横梁测试最
大宽度值

610mm

750mm

850mm

衡量移动最
大位移量

1100mm

1320mm

1320mm

机系统可在最大程度上提升进行大载荷材料试验

任何您所需要的测试方法。

高硬度钢横梁，可确保
试验机的刚性指标

提供简易型或数字式控
制面板，可无需电脑即
对试验机进行操作控制

宽大的测试空间，可向操
作人员提供足够的试验空
间以进行各项材料试验项
目，并可根据实际要求灵
活扩展试验空间
急停开关
用于保障试验过程的安
全性
高精度控制器，采用高
防尘等级设计可适应任
意操作环境要求

600 mm/min

450 mm/min

250 mm/min

250 mm/min

200 mm/min

速度精度

0.1%

载荷范围

0.4%-100%( 符合 EN 10002-2, ASTM E4, DIN EN ISO 7500 标准 )

载荷精度

0.5% ( 示值 )

位置测量
位置分辨率

位移传感器增量测量位移，可自动保存位移位置
0.02 µm

0.015µm

0.015µm

0.01µm

0.01µm

0.005µm

0.003µm

50Hz / 500Hz （配单独板卡）

数据传输率

六通道输入、输出接口、用于测量载荷、应力等指标、外接装置输入为 +/-10V
3P/PE/400V/ 50Hz / (TN- Net) 4,0kW, 4m 电缆 , 5- 40°C, 20- 80 % 湿度

电源系统

主机 : (1250x900x2450)
外形尺寸
wxdxh

主机 :(1080x700x2150) mm

mm

控制器 :(600x900x750) mm

控制器 : (600x900x750)
mm

噪音

0,003µm

RS 232

软件接口

重量

200 mm/min

+/- 120.000 码在 50Hz 的主频 ( 标准 )

载荷分辨力

控制器
LabMaster 专业操作软件

500 mm/min

主机 :
1050 kg
控制器 :
90 kg

主机 :
主机 :
1080 kg
1100 kg
控制器 :
控制器 :
90 kg
90 kg

主机 :
1100 kg
控制器 :
90 kg

主机 :
100 kg
控制器 :
90 kg

主机 :
2050 kg
控制器 :
90 kg

主机 :
2300 kg
控制器 :
90 kg

主机 :
(1400x900x2
450) mm
控制器 :
(600x900x7
50) mm
主机 :
3300 kg
控制器 :
90 kg

max. 65 dB

注：1. Inspekt 系列材料试验机加宽型标准支架最大试验宽度为：750mm; 1040mm
2. Inspekt 系列材料试验机加高型标准支架最大试验宽度为：1350mm; 1600mm
3. 如客户需特殊尺寸的试验机支架，可直接与德国惠博公司技术部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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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数控面板

高精度闭环控制器

极具人性化设计的人机对
话数控面板

高精度闭环控制器以确保
测试结果的准确、有效

INSPEKT TABLE 系 列 材 料 试 验 机 机 架 上 装 有

采用高精度，高响应控制器，能有效进行人机对

设计时尚的数控面板，通过软件完成试验设定后，
可通过数控面板的按键（不必通过计算机）启动

紧急停机按钮试验过程
中进行非正常停机

话及系统等测控功能。通过 ±180,000 码高分辨
力载荷控制模块可确保试验力的准确性。

和停止试验，并设有功能键可进行试验控制，操
作灵活方便。

参数设定及数据采集区
通过超大液晶屏可非常
方便的设定试验参数及
数据采集
十字头升降导航旋钮
通过旋转导航旋钮，操
作人员可非常简便快捷
的进行十字头的升降动
作控制

复合功能键区
提供三个复合功能键

操作控制区
操作人员可通过数控面
板上的控制键进行例如
上、下置夹具的夹持、
释放控制；全自动引伸
计的开启、闭合控制等
操作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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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KT 系 列 电 子 万 能 材 料 试 验 机 控 制 器 是 以

“硬材料”试验软件，应用于金属、工程塑

EDC120(222) 控制模块为基础开发的试验机专用控

料等

制单元。具有高精度及高响应性，信号放大和数模

“混凝土材料”试验软件，应用于建材比如

转换器线性误差为 0.01 %（常规）。

水泥块的试验

试验数据直接在显示屏上显示；控制指令由复合功

计算机试验软件直接对控制器的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

能键输入；通过控制器内装的基本数据分析处理程

进行操控。计算机连接打印机后，可以输出试验曲线图。

序，连接打印机后即可输出表格式控制和测量数据。

另外，控制器上的串行接口可在故障分析或版本升

带有横梁位移传感器输入通道，数字式矩形信号最

级时提供通讯支持。技术人员在现场用手提电脑直

大频率 8 MHz。可有效保证横梁位移的测试精度。

接与控制器进行通讯时，无需任何附件或更换内存

用户还可以选用如下的“内嵌”试验应用软件：

EPROM。控制器的底层系统软件的版本更新只需通

“软性材料”试验软件，应用于比如橡

过接口 RS232 就可刷新完成。

胶，塑料，食品等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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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全系列电子引伸计
MFA-2 电子引伸计

德国惠博认识到材料试验机软件系统的先
进与否直接决定了整个试验设备的质量，

最大变形量：2mm (3mm 可选 )

我们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开发

线性误差： 0.05%

了 LabMaster 系 统 软 件， 并 且 24 小

示值误差（读数值）：0.2%

时 不 间 断 的 对 我 们 的 数 据 库 进 行 维 护。

全量程误差：0.1%

LabMaster 软 件 以 专 业 材 料 试 验 为 基 础

指示误差：0.5μm

开发，系统内置了强大的分析程序。

测量标距：25, 30, 50mm

Mini MFA2 电子引伸计

LabMaster 系统特点

最大变形量：2mm (3mm 可选 )

1. 采用 Interbase 数据库软件

线性误差： 0.05%

2. 菜单结构简明清晰，易于操作人

示值误差（读数值）：0.2%

员使用

全量程误差：0.1%

3. 可提供多套测试项目标准

指示误差：0.5μm

4. 可自由编辑测试程序

测量标距：15-100mm

5. 客户可定制测试结果
6. 软件系统可输出测试结果，各统
计值及实时测试数据同步到 Excel
或 ASCII 文件

LabMaster 其它功能
1. 现有的数据库结构可以与其他数
据库或数据结构文件实现简单的数
据转换，例如 LIMS, MS Access

得到测试结果和对数据进行实时分

最大变形量：25mm

析的数据库结构

线性误差： 0.25%

动返回初始位置。通过横向测量装置，可轻松进行横向测试。
精度等级：1 级 EN ISO 9513（0.5 级可选）
测量标距：10-300mm
示值误差（读数值）：0.5%
指示误差：1.5μm

3. 可对用户的使用权限管理

全量程误差：0.1%

4. 可执行网络打印协议（适用于

指示误差：1.5μm

MFN-A-D 4/30mm
双量程大行程电子引伸计

测量标距：25-250mm

MFN-A-D 4/30mm 双量程大行程电子引伸计采用数字测

PDF）

7. 结构完美和使用简单的用户界面

对，结果趋势分析（质量保证工具）

完成断裂试验后，全自动电子引伸计的夹臂可自动打开并自

示值误差（读数值）: 0.5%

最大化估算）

5. 可对一个试验系列中多种测试做

于 10mm 的试验检测项目，初始测量标距可自动趋近，当

2. 多种功能融于一体

6. 可依据实时数据对结果作出修正

应用都可以定制

MFA 25 电子引伸计

1. 有利于软件设置，调整测试方法，

（高数，例如求导，积分，最小化

4. 用户界面从完全进入到单一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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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Master 独特性能

5. 允许使用者改进测试方法

而便于用户操作

MFL 300-B 全自动大量程电子引伸计主要用于初始标距大

测量原理：光增量测量法

2. 可应用公式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

3. 使用滤波函数组成大的数据集从

MFL-300-B 横向电子引伸计

8. 在 ASCII 输出的实时数据为其他
程序进一步使用

量系统，其夹臂可电动开启和闭合，其主要用于屈服点测试，

MFQ-H 横向电子引伸计

在材料断裂后引伸计仍可继续跟踪测试。

最大变形量：6mm

精度等级：1 级 EN ISO 9513（0.5 级可选）

9. 允许用区块编程改进复杂试验

示值误差（读数值）：0.2%

10. 可依据测试结果输出多类型图表

全量程误差：0.05%

11. 开放性源代码，有利于各种特殊

指示误差：0.6μm

测试的程序调整和选择

测量原理：数字式测量
测量标距：0-4-300mm
示值误差（读数值）：0.2%（0.5% 从 4mm 以上）

标准测量宽度：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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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夹具

高温炉和环境箱
高温炉
HTO-08

货号
应用

炉内温升至 900 ℃

外部 :D:275mm; H:405mm

外形尺寸

2. 楔形夹具：用于棒材以及板材的拉伸试验应
用，带有自夹持系统，通过手柄释放 / 收紧

内腔 :D:100mm;H:210mm

开孔

顶部 底部 ø80mm 或定制

重量

20kg

功率

2.3KW 每温区

环境箱
货号

TH2700

TK29

温度范围

-70℃ - 280℃

-80℃ - 350℃

夹具安装孔

上下两个夹具安装孔，当环境箱在进行整体从测试空间移进或
移出时 , 安装的夹具必须先卸除
加热 : 通过环形加热棒对循环风进行加热

加热 / 制冷

使得上下平推液压油缸始终处于同步位置，
可确保测试材料的同轴性。最大载荷：100KN-1000KN.

炉内温升至 1200 ℃

外部 :D:264mm;H:350mm

内腔 :D:100mm; H:300mm

夹面，夹面可通过弹簧机构保持夹紧状态
3. 液压平推夹具：采用双通道双向耦合系统，

炉内温升至 1000 ℃

3 温区控制，控制测量精度：+/- 1-2 K

加热系统

木质材料以及钢化塑料等材料进行刚性测试

STE-12-HR/210

环行炉（铰链炉），3 加热温区，采用炉丝加热

温度范围

1. 三点弯曲夹具：对玻璃，陶瓷，复合材料，

STE-12

制冷 : 采用液氮方式对被测试样进行冷却处理
调节控制器 : 自优化温度调节控制器（2KW 220V）
可通过控制面板上的温度设定器进行温度预设

有效测试空间（mm）

220×230×580

450×650×1000

4. 撕裂试验夹具：用于纺织物丝带等拉伸，撕裂试验

重量

40kg

5. 对剪型夹具：主要用于进行橡胶及高弹性材料的拉伸试验测试

系统

一套环境试验箱，一套温度控制器

外备材料

液态氮

6. 平推式楔形夹具
7. 气动夹具

可在 Inspekt 各系列材料试验机上进行 -70℃到 280℃的环境温度范围内的拉伸、压
缩和弯曲试验。温度可扩展至 :-80℃到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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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
双空间高温万能材料试验机

压力测试

20

90 度撕裂试验

管道压力试验

压力测试

管道测量

加宽型材料试验机

生产线型加载试验

高低温材料试验

双传感器材料试验

水平加载试验

双空间高温万能材料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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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具及附件图例

电子引伸计图例

MFA 2

MFA-25

MFQ-H2
22

Mini MFA-2
三点弯曲夹具

平推式楔形夹具

气动夹具

楔形夹具

撕裂试验夹具

液压平推夹具

MFl-300

MFN-A-D 4/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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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德国惠博材料测试公司北京办事处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乙 108 号
北美国际商务中心 C 座 220
邮编：100101
电话：86 10 6481 4528
传真：86 10 6481 4511

德国惠博材料测试公司上海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威宁路 458 弄 8 号 602
邮编：200050
电话：86 21 3255 9513
传真：86 21 3255 9531
邮箱：info@hegewald.cn
网址：www.hegewald.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