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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恒科技成立于2002 年，源自浙江大学，现已发展成一家国际化的高科技

企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十多年来，亿恒科技在可靠性试

验与测量、分析系统相关领域上积极投入。目前，亿恒科技的旗舰产品振

动控制器已占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并远销欧州、北美、日本、韩国以及

中东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亿恒科技生产的 MIMO 多轴振动控制系统更是填补

了国内技术空白，打破了欧美的出口限制。近年来，亿恒科技更是大力发

展液压振动试验系统、测试测量系统，以卓越的技术与服务，获得了国内

外客户的信赖与支持。 

亿恒科技已成功的为国内外的航空、航天、兵器、船舶、汽车、电子以及

教育科研等行业客户提供了性能卓越的可靠性试验与测量、分析的设备与完

整解决方案。我们期待与您在可靠性试验与测量，液压振动台，阻尼悬架

试验系统，振动控制器，数据采集、模态分析、传感器校准等领域共同取

得进步。亿恒科技研发与制造中心位于美丽西子湖畔的杭州，热忱欢迎您

的光临！

公司简介

专业 亿恒科技为广大用户提供可靠性测量与试验、分析的完整解决方案和设备，

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 机电领域产品的可靠性设计、试验和测量的理论和完整解决方案。为您

解决在振动、冲击、跌落、高低温、砂尘、盐雾、太阳辐射等各种环境试

验中遇到的难题；

● 电液伺服试验系统，包括：单轴液压振动台，多轴液压振动台，阻尼悬

架试验系统等。液压振动台的推力覆盖1吨到100吨级，满足您的不同需求； 

● 振动控制系统，包括：多点多轴(MIMO)振动控制器，Super系列振动控

制器，试验算法有：随机、正弦、混合试验、冲击、冲击响应谱、地震波

模拟、道路谱模拟、力限控制、超高斯控制等；

● 数据采集和动态信号分析系统，包括：1000 通道的数据采集、信号分析、

模态分析、传感器校准、振动台/冲击台检定、声压分析、声功率分析、声

强分析等；

研发
拥有优秀的专业研发团队， 

致力于不断的技术创新。

生产
所有产品的制造与生产都在

严密的监控管理下进行。

质检
所有产品设备都经过严格的

质量管理与检验体系。

设计
精良的设计，以提供高效能

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销售
以客户满意为宗旨并提供

及时的服务。

DAQ & DAS

MIMO & DAQ

Vibration Controller

ECON Calibration System

理念

共创未来

亿恒科技的成功和声誉源自其卓尔不凡的品质。优秀的品质，来自不断的

创新。我们将坚持以负责的态度，不断的技术创新与全方位的周全服务来

维系和秉承!

亿恒科技非常重视来自客户的需求和建议，以客户满意为宗旨。我们始终

坚信；唯有以客户需求为技术的创新方向，并以客户建议为产品的改进方向，

方能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持续领先。亿恒科技期待与您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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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恒科技 Premax 多通道振动控制与测试仪器将

PXI 总线和千兆以太网技术紧密结合，集成了多

种数据采集卡、信号输出卡，并配有嵌入式实时

处理系统和机载板卡 DSP，采用多 DSP 并行处理技

术和分布式模块化设计，构成了强大的数据实时

分析处理系统。

Premax 多通道振动控制与测试仪器根据实况需要

可配置输入、输出硬件模块和分析软件模块，构

建出一个性能卓越的输入高达 1024 通道的测试分

析平台，并且 1024 个通道的数据同步采集与传输。

产品还可应用于多输入单输出（MISO）振动控制、

多输入多输出（MIMO）振动控制。

Premax 多通道振动控制与测试仪器为航空、航天

工程、兵器、汽车工程、土木工程以及工业测试

等领域提供了测试计量、分析处理、状态监测以

及产品环境试验等手段。

多通道振动控制与测试仪器

■高适应性
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通过不同种类数据采集卡、输出

卡的灵活搭配和选择合适的软件模块，构建所需的测试

分析系统，以满足不同用途的需求。

■实时性
基于分布式的系统结构，采用嵌入式 PXI 控制实时计算

系统以及 QNX 实时操作系统，通过多 DSP 并行处理和高

速传输进行数据记录和实时信号分析。

■易扩展
通过 PXI 总线和千兆以太网，可从标配 16 个通道扩展至

成百上千个并行通道，性能稳定可靠。

■多功能
数据采集、实时信号分析、多输入单输出振动控制和多

输入多输出振动控制、模态试验、状态监测等。

■高精度
每块板卡有一个 32 位浮点 DSP，每一个输入通道都有 24 

位分辨率的 ADC，以及低噪音的设计工艺，能达到 120dB 

动态范围，有效地保证了控制的高精度。

■高可靠性
采用先进的 PXI 总线结构，可靠性高，更适用于工业现

场，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

MIMO & DAQ

多通道振动控制与测试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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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通道数据采集与分析

PREMAX 具有方便的可扩展性，如果您考虑仪器更新方式并不是重新购置，

而是考虑在现有软硬件基础上进行扩展更新，那么 PREMAX 是最理想的基本系统。

多通道振动控制与测试仪器

型号

MI-8008 MI-8014 MI-8018

插槽数 8 14 18

尺寸 46×30.4×20 49.5×47.3×20 49.5×47.3×20

重量 <13.2Kg <16Kg <22Kg

电源 88-264V（47/63Hz）

功耗 <200W <300W <400W

互联方式 单机（支持以太网并联）

几类板卡的简要介绍

型号 PXI-1204

功能 模拟信号采集

通道数 4

耦合方式 AC/DC单端，AC/DC差分，IEPE（TEDS）

抗混滤波 每通道独立的模拟抗混叠滤波器及
160dB/Oct数字滤波器

最高采样率 204.8kHz

分辨率 24 Bit

电压范围 ±10 V

动态范围 110dB

型号 PXI-2204

功能 模拟信号输出

通道数 4

分辨率 24 Bit

电压范围 ±10  V

动态范围 110dB

信号类型

直流、正弦、方波、三角波、 
脉冲、正弦扫频、白噪声、粉红噪声、 

脉冲随机、伪随机、爆破随机、 
成形随机、正弦叠加

型号 PXI-3232

功能 数字I/O，多设备采样同步

位数 32位数字I/O

输入类型 5V TTL

同步口数量 2个（1个输入，1个输出）

接口类型 数字口：SCSI-36， 
同步口：6芯，LEMO

PXI-1204是高性能的数据采集输入卡，支持

IEPE或电压型传感器输入，输入接口板拥有

4个模拟量输入通道，每个通道均有独立的

24位 ADC，可实现204.8kHz的同步数据采集，

卡内集成 300MHz运算速度的高速浮点DSP，

可保证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处理。

PXI-2204 是高性能的模拟信号输出卡，

输出接口板拥有 4 个模拟信号源，每个

通道有独立的 24 位 DAC。正弦信号频率

范围高达 20kHz。各通道可实现信号的同

步输出。卡内集成 300MHz 运算速度的高

速浮点 DSP，可实现多种信号源的输出。

PXI-3232是高性能的数字I/O板卡，拥有

32位独立的数字I/O，每8个通道一组。可

设置信号为输入或输出类型。卡内同时集

成了一个同步输入、输出口，用于多台

PREMAX的扩展同步采样，以实现具有成百

上千个并行通道的大型数据采集。

型号 PXI-1508

功能 应变信号采集

通道数 8

桥路类型 全桥，半桥和1/4桥

输入阻抗 ＞1MΩ

电压范围 ±10VPEAK

输入带宽 DC-40KHz

供桥电压 2、5、10VDC

分辨率 24位模数转换器（ADC)

PXI-1508是高性能的应变输入卡，输入接口

板拥有8个模拟量输入通道，每个通道均有

独立的24位 ADC，支持应变信号的采集与分

析，包括应力，应变，扭矩弯矩等，可进行

阶次域和频域的分析，所有可分析的功能和

普通输入通道信号一致，可实现全桥、半桥

和1/4桥桥路类型，可保证信号的实时采集、

分析处理。

PXI-1404是高性能的转速输入卡，输入接口

板拥有4个模拟量输入通道，支持转速脉冲

输入，光电脉冲输入，每个通道均有独立的

24 位 ADC，可实现 48kHz的同步数据采集，

卡内集成 300MHz运算速度的告诉浮点DSP，

可保证转速脉冲信号的输入采集。

PXI-1308C是高性能的温度输入卡，输入接口

板拥有8个模拟量输入通道，每个通道有独

立的24位 ADC,可通过热电偶传感器采集温

度信号，分析数据随温度的变化趋势。可实

现最高 4374Hz采样率，多种连接模式，以实

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处理。 

型号 PXI-1404

功能 转速脉冲输入，光电脉冲输入

通道数 4

每转脉冲数 1~10000

测量范围 最大150000RPM（1个脉冲/转）

触发 高电平，低电平

采样频率 48kHz

转速精度 0.02%

最小脉冲
宽度 0.05ms

型号 PXI-1308R

通道类型 每个模块包含8个热电阻通道

采样频率 总采样4374Hz

输入模式 三线或四线制

平均帧数 1~100k

热电阻 PT100

输入阻抗 20MΩ

动态范围 ＞100dB

安全性 具有过压保护（30V）、自动冷端补偿

型号 PXI-1308C

通道类型 每个模块包含8个热电偶通道

采样频率 总采样4374Hz

输入模式 差分

热电偶 J、K、E、T、N、B、R、S型等

平均帧数 1~100k

输入阻抗 20MΩ

动态范围 ＞100dB

安全性 具有过压保护（30V）、自动冷端补偿

PXI-1308R是高性能的温度输入卡，输入接口

板拥有8个模拟量输入通道，每个通道有独

立的24位 ADC,可通过热电阻传感器采集温

度信号，分析数据随温度的变化趋势。可实

现最高 4374Hz采样率，多种连接模式，以实

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处理。 

1000 通道数据记录与分析 MIMO 结构模态试验 振动噪声测试分析（NVH） 工业装备状态监测

模拟信号输出卡

数据采集输入卡

数字 I/O 卡

应变输入卡

转速输入卡

温度输入热电阻卡温度输入热电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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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通道振动控制与测试仪器

多输入单输出（MISO）振动控制器

Premax MISO 振动控制器是基于PXI总线

结构的大型振动控制器，具备多输入单输

出振动控制功能，专门针对大中型振动试

验开发，仪器使用网线连接实现远距离控

制，可根据您的需求配置多达 64个输入

通道，在进行振动控制的同时，实时监测

试件上各点的振动情况，帮助您轻松完成

振动试验与测试分析。

Premax MISO 振动控制器具有完善的控制

功能，能实现正弦、谐振搜索与驻留、随机、

正弦加随机、随机加随机、正弦加随机加

随机、典型冲击、冲击响应谱、瞬态冲击

（地震波模拟）、道路谱模拟、随机冲击、

多正弦控制等十二大功能，还具有峭度控

制、谐波失真度检测、通道限制谱控制、

步进正弦、冲击信号的冲击响应谱分析、

支持 TEDS 传感器等辅助功能，能模拟道

路运输、地震、设备运行等各类振动环境，

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兵器、土木建筑、

机械工程、车辆工程、科学研究等领域。

多输入多输出（MIMO）振动控制器，基于 PXI 总线结构，采用多 DSP 并行处理技术和分布式模块化设计，

实现多输入多输出、多激励单轴、多激励多轴等多种方式的振动控制。通过研究多台同步 / 异步和多轴向

振动控制理论与技术，研发了矩阵解耦、对角优先矩阵补偿、偏相干技术、复数外差法等高效优质的算法，

并结合 10 多年积累的闭环检查、系统辨识及自适应控制等多项先进技术，实现了 MIMO 正弦、随机、典

型冲击、瞬态冲击（地震波模拟）及道路谱模拟等振动控制技术。

多输入多输出（MIMO）振动控制器适用于电动 / 液压振动台的控制，您可按需求选用输出驱动模块、输入

采集模块，实现多达 16 个驱动通道、最多 64 个输入通道。完善的控制及辅助功能，将助您顺利完成多输

入多输出振动试验。

多输入多输出（MIMO）振动控制器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兵器、土木建筑、机械工程、车辆工程、科学

研究等领域，特别适用于结构较大产品（或系统）的振动环境模拟试验，如验证火箭、导弹、航天飞行器

部件、运输车辆及土木建筑等产品或系统的振动可靠性能及抗震性能。

亿恒科技的多输入单输出（MISO）振动控制器，基于 PXI 总线和实时操作系统结构，采用多 DSP 并行处

理技术和分布式模块化设计，保证了控制系统的实时与高效，能及时、快速地响应试验系统的瞬态变化，

确保控制的稳定性和高精度。系统采用低噪声硬件设计技术、高精度浮点数字滤波技术和 24 位分辨率的

ADC/DAC，系统的控制动态范围达 90dB，信噪比大于 100dB。

多输入多输出（MIMO）振动控制器

■可同时控制 2-16 个振动台 ；

■单台可多达 64 个输入通道 ；

■基于 PXI 总线和实时操作系统，采用多 DSP 并行处

理技术，控制实时性高 ；

■通过千兆以太网，实现远程控制 ；

■随机、正弦、典型冲击、瞬态冲击（地震波模拟）、

道路谱模拟 5 大功能 ；

■ 120dB 动态范围，随机控制动态范围大于 90dB ；

■正弦控制频率范围到 5000Hz ；

■易扩展，基于 PXI 总线，单台可扩展到 64 个输入通道 ；

■全功能，十二大控制功能加上峭度控制、通道限制谱控制、谐波失真度监测等多个辅助功能 ；

■随机试验可控范围到 18750Hz，分析谱线可达 6400 线 ；

■采用网线连接，可实现远距离实时控制 ；

■在实验完成后自动生成 WORD 或 PDF 格式的专业测试报告 ；

■自适应矩阵控制 ；

■正弦试验采用分段辨识技术，辨识精度高 ；

■基于 PXI 总线结构，网线连接具有断线重连功能且不丢

失数据，可靠性高 ；

■开环检测、有效值中断、超限谱线、驱动限制、振动台

限制、急停按钮等，安全性高 ；

■软件运行在 Windows 操作系统，图形化界面，操作简便；

■不需要任何特殊板卡或驱动软件，使用任何一台电脑，

插入网线即可开始试验 ；

■专业的测试报告可在实验完成后自动生成 ；

主要功能

主要特性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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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的二次开发接口
支持外部控制和数据导出（以自动化组件 COM 的形式实

现，提供 Windows 标准的 ActiveX 接口），很容易通过

LabView、VB、VC、CSharp、Delphi 等常用的编程语言

进行二次开发，扩展、开发专用软件。

AVANT 数据采集与分析仪是一款性能优异的数据采

集和信号分析综合平台，集成了最新 DSP 并行处

理技术、低噪声设计技术和高速数据传输技术，

采用高速 USB2.0 接口保证了连接 PC 的方便性以

及高速数据传输。它将综合数据采集和实时信号

分析的任务，在采集和分析计算任务时不依赖于

计算机，最大限度的利用了内置的多 DSP 并行计

算技术，在进行全面、精确分析的同时，保证了

分析运算的实时性。

AVANT 数据采集与分析仪具有丰富的测试分析功

能 , 多达 16 个同步输入通道和 4 个信号源输出 ,

能完成各种测试与分析任务。例如数据采集与信

号分析、数据记录、振动噪声综合测试、结构试

验模态分析、设备运行状态监测、声学倍频程分析、

声强与声功率测试、冲击测量与冲击响应谱分析、

旋转机械阶比分析等。AVANT 数据采集与分析仪同

时配备了专业的模块化软件，帮助测试工程师更

高效快捷地获得测试结果，并自动生成测试报告。

■并行同步数据采集
所有通道的数据采集都是并行同步的，每个通道的采样

频率可高达 204.8kHz。

■实时处理
独立于计算机，基于多 DSP 并行运算处理技术，您可以

实时地在屏幕上看到测量的数据以及分析的结果。

■高精确度与准确性
每个输入通道都使用独立的 24 位分辨率的 ADC、低噪声

硬件设计、以及内置模拟抗混叠和数字滤波器，有效地

保证了分析的高精度。

■自动生成报告
用户可自定义测试报告的内容，并利用 Word、PDF 或直接打印

的方式自动生成测试报告。

■强大的功能与灵活性
AVANT 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测试平台，可以完成多项复杂任务。

在同一硬件平台上，配置不同的应用软件，能完成多种分析任务，

以满足您的不同测试分析需要。

■操作简便
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图形化界面，操作简单、便捷。测试参数

设置严谨、丰富，即插即用的USB2.0 接口保证其能够实时与计算机

进行高速数据传输。

■携带方便
低于5千克的重量，外壳坚固，加上连续海量的数据记录功能，使

您可以轻松的携带它到各种现场或实验室。AVANT可以在车辆、飞

机和任何工业环境下进行方便高效的数据记录。

振动、噪声测试测量仪器

数据采集与分析仪

DAQ &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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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分析功能

振动、噪声测试测量仪器

以 AVANT 数据采集与分析仪为核心的动态信号采

集分析系统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专业测试与分析

平台，软件具有数据采集与实时信号分析、数据

记录与离线分析、声学分析、阶比分析、模态数

据采集、冲击与冲击响应谱分析、积分与微分、

高低通滤波等多种测试分析功能，能够高质量的

完成航空、航天、船舶、汽车、电力、电子、机械、

力学、化工等行业中的振动、噪声、冲击等各类

动态信号的测量与分析。

AVANT 数据采集与分析仪是一个多用途、多任务的

分析平台，通过选择不同通道数的机型和不同功

能的分析软件，完成从现场到实验室的多种数据

采集与信号分析任务。

AVANT 数据采集与分析仪按与电脑的连接方式可分

为分体式与一体式。分体式数据采集与分析仪包

括 4、8、16 输入通道的 3 个型号，适合于实验室

环境。一体式数据采集与分析仪包括 4、8 输入通

道的 2 个型号，带 10.4 英寸的触摸屏且配置了电

池，十分适合于现场测试。

●模态数据采集

该功能适用于力锤或激振器激励的模态试

验，按模态试验以及测试点的序号自动对

信号的存储文件进行命名，对试验数据进

行存储管理。丰富的触发功能和各种可调

节的窗，使获取信号的数据更加便捷、有

效。为在激振器激励情况下获得最佳的频

响函数估计结果，AVANT数据采集与分析

仪提供了正弦扫频、白噪声以及成形随机

等多种信号源，而且就干扰信号模式的不

同，有多种频响估计方法可供选择使用。

所获得的频响函数文件支持多种通用模态

分析软件，供您进行后续的结构模态分析。

●数据采集与信号分析

根据时域、频域分析要求，完成自相关、

互相关、快速傅立叶变换、自功率谱、互

功率谱、概率统计以及频响函数等估计，

配合丰富的平均、加窗、重叠以及触发功

能，使您的测试测量工作更加精确、有效。

同时，可以多种形式观察测试结果，如轨

迹图、波德图、极坐标图、瀑布图和缩略

图等。

●数据记录与离线分析

可提供超过 8 MB/s的数据传输速率，实

现长时间无缝传输并记录所有通道的原始

测量数据，将其存储于计算机硬盘。当回

到办公室或实验室时，您可以对所记录的

数据进行回放，效果如同实时再现，并做

进一步的分析。

离线分析模式是一种调用记录在硬盘的

原始测量数据、查看并实现多种时域、频

域分析的功能，能实现频谱细化、特征值

提取等特殊分析要求。在脱机情况下计

算机就可以完成所有任务，这种模式对于

将现场数据带回实验室进行后续分析是

非常有效的。

●声学分析
声学分析功能提供了从现场到实验室的声

压分析和声功率分析，满足声级计IEC 

61672标准、JJG 188-2002 检定规程，声

压法测声功率 GB/T 6882-2008 的要求。

可提供符合 ANSI S1.11-2004 标准的1/n 

倍频程滤波器功能，以及 A、B、C、D 和

线性的计权方式。

●阶比分析

阶比分析是旋转机械振动信号分析和故

障诊断的重要技术之一，是对旋转角度的

采样信号进行频谱分析的方法。其关键是

实现振动信号的等角度阶比采样，即采样

率的调整要与参考轴转速的变化一致。高

效的数字重采样技术提供了更好的跟踪

性能，可以追踪转速快速变化时的情况。

阶比分析范围最高可达 320 阶，并且每

一阶的分辨率可达到1/32。

型号

MI-7004/7008/7016 MI-7004I MI-7008D

输出通道（信号源） 1/2/4 1 1

输入通道 4/8/16 4 8

滤波 独立模拟抗混叠滤波器、独立 160 dB/Oct 数字滤波器

输入电压范围 ±10VPEAK

耦合方式 DC, AC, IEPE, TEDS（可选）

IC 恒流源 内置，IEPE 供电电源为 +24V/+4mA

分 辨 率 24 位模数转换器（ADC）

动态范围 120dB

通道匹配 相位 <0.5 度 , 幅值 <±0.05dB（DC ～ 21 kHz）

采样频率 204.8kHz/102.4kHz ，每个通道同步并行采样

分析谱线 高达 12800 线

支持的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XP/Windows 7/Windows 8

电源 18-24VDC

是否带显示屏 否 是，10.4 英寸触摸屏 是，10.4 英寸触摸屏

是否带电池 否 , 需定制 是，续航时间大于 5 小时 是，续航时间大于 4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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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噪声测试测量仪器

测试分析功能

●二次开发包

二次开发包以自动化组件(COM)的形式实

现，提供 Windows 标准的 ActiveX 接口，

可 以 在 支 持 ActiveX 的 编 程 环 境

（LabView、VB、VC、CSharp、Delphi 等 ）

中使用。

用户可在自己开发的客户界面程序中，调

用开发包提供的接口设置试验参数，通过

接口提供的命令和事件与数据采集仪通

讯，控制整个数据采集和分析过程。

●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是电力电子测试系统的常用仪

器，能够实现各种波形和频率信号的输出。

系统对该功能进行了集成，可以提供的信

号类型有：直流、正弦、方波、三角波、

脉冲、正弦扫频、白噪声、脉冲随机、伪

随机、爆破随机、正弦叠加、成形随机等。

方便地设置这些信号源的幅值和频率范围，

用于提供外部设备所需的各种信号，如用

于模态激振器的驱动信号。

●信号计算器

您可以使用程序自带的信号计算器对采集

到的信号或符合格式要求的导入信号进

行多种数学运算，如信号间的加、减、乘、

除等，也可以进行快速傅立叶变换、逆变

换以及功率谱等的计算。此外，还可以对

时域信号进行积分或微分计算等。

●虚拟通道

虚拟通道功能允许您实现同时显示原始信

号、积分或微分计算后信号的功能，方便

您查看不同的物理量，还可以将计算后的

信号作为新增加的通道信号进行时频分

析。比如将一个通道的加速度、速度、位

移信号同时显示出来，而且还可以将加速

度、速度、位移信号作为三个通道的信号

分别进行时频分析。映射方式包括原始

信号、一次积分、二次积分、一次微分、

二次微分。

●测试报告 

支持一键快速生成 word格式或 PDF格式

测试报告功能，通过点击报告生成按钮就

可以得到当前的测试结果，提供从基本的

测试功能描述到具体的测试设置参数和

相应的测试时域和频域曲线，一应俱全。

并方便地按不同测试报告规范进行修改，

可直接打印、打印预览和在线发送。

●冲击响应谱分析

冲击响应是指系统受到冲击作用时，其运

动量随时间变化的历程。冲击是一种非稳

态的瞬态过程，是比一般振动更为复杂的

一种现象。在工程中冲击响应测量的目的

不是用于研究冲击波形本身，而是用于研

究系统受到冲击作用的效果，当然，前提

是波形能得到精确捕捉。冲击响应谱分析

在衡量冲击作用的效果，估计冲击对结构

的损伤是十分有用。

●冲击损坏边界分析

该测试方法严格参照 ASTM D3332-99 标

准，以此来寻找产品的临界速度变化量和

临界加速度，从而进一步确定产品的冲击

易碎性，最终避免产品在长途运输中出现

损坏。冲击损坏边界测试，为您进行产品

的坚固性和包装的合理性提供了改进的有

利依据。

●动刚度分析

通过锤击法或激振器激励法，实测得到结

构的时域、FFT、频响、相干及动刚度等

曲线，方便您分析其动刚度特性，进而找

出提高其动刚度的方法，进行合理地结构

动态设计，并最终消除结构中的薄弱环节，

实现增强其抗振与抗冲击的能力。

●冲击测量分析

产品在加工、运输以及使用过程中常会受

到各种瞬态冲击载荷，冲击可能引起产品

结构以及性能的损坏甚至失效。因此，冲

击试验已成为检验和暴露产品研制过程中

存在的设计问题和加工缺陷的环境模拟

试验项目之一。高性能的采样技术提供了

瞬态波形的精确捕捉，采用ISO、MIL-

STD-810 标准进行分析；也可以利用自定

义标准，对不确定的冲击事件进行分析。

●脉冲分析

各种机械设备或工业现场在受到未知复

杂干扰源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各种故障问

题。通常经过诊断发现这些设备会产生非

理想或随机脉冲波形，采用脉冲分析的方

法，方便您进行瞬态脉冲捕捉，进而求出

其脉冲持续时间、峰值以及速度变化量，

方便您作进一步的故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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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理放大器】

振动、噪声测试测量仪器

●适用于 IEPE 型、电荷型、TEDS 型加速度传感器信号输入

●信号放大、高低通滤波、一次积分、二次积分功能

●适用于高质量的现场试验及计量检定工作

●配合数据采集仪进行振动测量

应用领域

亿恒科技调理放大器，集信号传输、调理、滤波以及放大功能于一体。

内置恒流源，支持任何（进口或国产）通用型内置电路型压电加速度

传感器，还支持 IEEE 1451.4-TEDS 标准的传感器。完善的高低通滤波、

积分功能，可以胜任多种场合下的信号前端调理放大工作。

不同于传统旋钮式模拟调理放大器，使用亿恒科技调理放大器可以方

便地利用仪器面板上的薄膜按键进行相关参数的设置，整个参数设置

过程均采用菜单式操作，灵活简便，您可通过液晶显示屏实时观察设

置过程、参数和相关数据。

该调理放大器支持串行控制接口（RS-232）与计算机进行连接，应用

软件运行于 Windows 操作系统下，通过计算机通讯对调理放大器进行

参数设置，以实现长距离试验操控要求。同时，多台调理放大器可以

进行并联组合，通过单台 PC 机即可进行控制，从而实现大规模的测试

应用。

■数字式参数设置，操作方便直观 ；

■输入、输出通道采用 BNC 接口，连接快速、可靠 ；

■良好的可扩展性，可根据您的需要配置不同的通道数

（单台 1-4 个）；

■支持电荷、IEPE 型传感器输入，还支持 TEDS 类型

传感器 ；

■多级低通、高通滤波器 ；

■可由计算机通过串行控制接口（RS-232）进行设定参数，

单台 PC 机即可控制多台调理放大器 ；

■设计紧凑坚固，可内置电池供电，使调理放大器适用于

现场和实验室测试 ；

前面

高通滤波器衰减能力

一次积分二次积分

低通滤波器衰减能力

后面

型号 MI-2004

通道数 1~4 通道

耦合方式 电荷、IEPE、TEDS（可选）

最大输入 106 pC (peak)（电荷型）、±10V (peak)（IEPE 型）

灵敏度 0.0001~9999 pC/Unit、0.0001~9999 mV/Unit

准确度 加速度 ：1%，速度 ：2%，位移 ：3%

谐波失真 < 0.001%（Vin=1 V, 1000Hz, 0dB, 5 次谐波失真度）

增益 电荷 ：-40~80dB ；IEPE ：-20~60dB

频率范围 加速度 ：0.1 Hz ~ 100 kHz ；速度 ：1.0 Hz ~ 10 kHz ；位移 ：1.0 Hz ~ 1 kHz

滤波 高通（0.1Hz, 1Hz, 3Hz 或 10Hz）；低通（0.1, 1, 3, 10, 30 或 100 kHz）

噪声 IEPE 输入≤ 10 uV，电荷输入≤ 10 fC （折合到输入端）

供电 电池供电（4 通道典型值 4 小时）或外部直流输入供电（18-24VDC）

界面显示 192 × 64 像素液晶屏，背光灯可开关

尺寸 309mm × 189mm × 116mm ( 长 × 宽 × 高 )

重量 约 4.5 kg（4 通道，含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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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测量分析仪】

冲击测量分析仪是一种专用的冲击波形捕捉和分析平

台，专用于一般冲击和高冲击环境下的冲击事件捕捉、

测量和分析，一般与冲击试验机、冲击响应谱试验机或

包装跌落试验机配合完成冲击试验或包装跌落试验。

它能够满足国标、国军标、ISO、MIL-STD-810等测试标准，

是冲击环境试验和测量分析的专业工具。

它最高采样率可达1MHz，实现精准、快速的冲击波形

捕捉能力；具有加速度、持续时间、速度变化量分析等

基本冲击分析功能；具有数据记录功能，为冲击试验提

供可靠的记录和报告；通过冲击响应谱（SRS）分析，

对于冲击脉冲和实际系统的潜在损伤进行有效的评估。

此外，辅助的力变形、冲击响应时域计算、FFT分析等

可以了解冲击试验结果的更多细节。

振动、噪声测试测量仪器

■满足国标、国军标、ISO、MIL-STD-810 及用户自定义等测试标准 ；

■最高采样率 1MHz，最大加速度范围 100,000g ；

■功能完善，涵盖 ：冲击测量分析、冲击响应谱、脉冲分析、损坏边界测试，还可进行冲击数据记录与回放，容差

分析和 Pass/Fail 校验，带高低通滤波功能 ；

■强大的辅助功能 ：力变形分析、冲击响应时域计算、FFT 分析等 ；

■通道采用 BNC 接口，方便可靠 ；

■通道可直接接入电压、IEPE、电荷、TEDS 型传感器 ；

■采用 USB 2.0 接口，方便与计算机连接 ；

■自动生成专业的 WORD 或 PDF 格式测试报告，也可直接打印报告 ；

产品特点

■经典冲击波形瞬态捕捉与分析，如半正弦、梯形波、后峰锯齿波等的测量与分析 ；

■冲击响应谱分析，有专用于冲击响应谱试验机的分析功能，还有对任意冲击波形的冲击响应谱分析功能 ；

■脉冲分析，用于不确定冲击事件的采集与分析 ；

■脉冲波形记录与回放，能将脉冲波形记录下来，回到实验室后再进行离线分析 ；

■容差分析和 Pass/Fail 校验，软件界面实时显示曲线超差情况 ；

■严格参照 ASTM D3332-99 标准的损坏边界测试功能，用于寻找产品的临界速度变化量和临界加速度，从而进一

步确定产品的冲击易碎性，最终避免产品在长途运输中出现损坏。

应用领域

型号 MI-5202 （通用型） MI-5104/5108 （高冲击型）

输入通道数
2 个输入通道

支持电压、IEPE、电荷信号直接输入

4 或 8 个输入通道

支持电压、IEPE 信号直接接入
采样频率 高至 192 kHz 高至 1 MHz

ADC 分辨率 24 位 16 位

动态范围 110dB 80dB
谐波失真 <-95dB <-70dB
信噪比 >95dB >70dB

电压范围 -10VPEAK~+10 VPEAK

耦合方式 AC，DC，IEPE（内置 IEPE 恒流源），TEDS，单端 / 差分
频率精度 0.01%

脉宽 窄至 0.5ms 窄至 0.1ms
加速度量程 高至 100,000g
支持标准 国标，国军标，ISO，MIL-STD-810, 用户自定义
外部触发 支持

输出通道数 1 个电压输出通道，仅用于仪器校准
电压范围 -10VPEAK~+10 V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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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控制器采用先进的分布式结构体系，闭环控

制由 DSP 处理器实现，PC 机独立于控制环之外，

保证了控制系统的实时性、高效率，能及时、快

速地响应试验系统的变化。硬件采用主频高达

300MHz 的 32 位浮点 DSP 处理器、24 位分辨率的

ADC/DAC，配合高精度浮点数字滤波和硬件电路的

低噪声设计技术，动态范围大于 120dB，信噪比大

于 100dB。振动控制器可适用于电动、液压振动台

的控制，具有完整系列的振动试验功能，能使振

动台实现各种振动环境的模拟，如模拟产品在运

输过程中所经历的复杂振动环境等，令测试工程

师轻松评估外部激励与振动环境对测试产品造成

的影响。

振动控制器

■高可靠性与高精度
闭环控制由 DSP 处理器实现，PC 机独立于控制环之外，

确保控制系统的实时与高效性，及时、快速地响应试验系

统的变化，确保控制的可靠性。

每一个输入通道都有 24 位分辨率的 ADC、低噪声硬件设

计以及内置模拟抗混叠和 160dB/Oct 数字抗混叠滤波器，

有效地保证了控制的高精度。

■高安全性
控制信号的开环检测、有效值中断、超限谱线检查、驱动

限制、振动台限制、急停按钮等 20 多项安全性检查与互

锁设置，最大程度保证了测试人员、测试件以及振动台设

备的安全性。

通道有效值 /峰值中断功能，不管是控制通道还是监测通

道，每个输入通道均可独立设置不同的中断值。在试验控

制过程中，一旦有输入量超出中断值，试验立即中断，有

效保护振动台系统和试验件免受损坏。

■操作简便
—PC 软件基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图形化界面，简单易学；

—丰富的窗口、光标类型，字体、颜色等都能方便修改；

—正弦功能有 AVD 窗口，可同时显示加速度、速度和位移

的扫频谱；

—专业的试验报告可在试验完成后自动生成，格式支持

WORD、PDF 及直接打印；

—采用 USB2.0 接口技术，方便与计算机通讯；

■强大的功能
十二大功能：具有正弦、谐振搜索与驻留、随机、正弦加

随机、随机加随机、正弦加随机加随机、典型冲击、冲击

响应谱、瞬态冲击（地震波模拟）、道路谱模拟、随机冲击、

多正弦控制等十二大功能。

特制功能：同时，为了适应多样的应用场合，亿恒科技还

研发了峭度控制、通道限制谱控制、步进正弦、冲击信号

的冲击响应谱分析、支持 TEDS 传感器等功能，可满足客户

的不同需求。

■高性能
随机控制动态范围大于 90dB ；

正弦可控频率范围可至 10000Hz，随机可控频率范围可至

18750Hz ；

随机试验分析谱线数可达 6400 线；

■输入耦合的方便性
BNC 接口的输入通道，即插即拔；

振动控制器具有多种信号调理和输入耦合方式，每个通道 

都配置了独立的电压和电荷放大器，可支持 IEPE、电压、

电荷以及 TEDS 传感器。

振动控制器
Vibration Controller

型号

 VT-9002 VT-9008 VT-9016

输入通道 2个通道 8个通道 16通道

输出通道 1 个驱动通道 1个驱动通道、1个COLA通道

抗混叠滤波 每通道独立的模拟抗混叠滤波器及160dB/Oct数字滤波器

电压量程 ±0.1 VPEAK、±1 VPEAK、±10 VPEAK ,输入保护±36VPEAK

ADC/DAC分辨率 24位

动态范围 >120dB

信噪比 >100dB

信号调理 电压、IEPE、电荷、TEDS （可选） 电压、IEPE、TEDS （可选）

控制类型 随机、正弦、典型冲击、谐振搜索与驻留
正弦、谐振搜索与驻留、随机、正弦加随机、随机加随机、正弦加随机加随机、典型冲击、

冲击响应谱、瞬态冲击（地震波模拟）、道路谱模拟、随机冲击、多正弦控制

15100341412W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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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9002

15100341412Wmax

Ratlng:DC9-16V

VT-9002

15100341412W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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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9002

15100341412Wmax

Ratlng:DC9-16V

VT-9002

15100341412Wmax

Ratlng:DC9-16V

VT-9002

15100341412Wmax

Ratlng:DC9-16V

VT-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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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功能 新增软件功能

振动控制器

冲击响应谱通过结构系统对冲击载荷的

响应来描述冲击。冲击响应谱试验已成为

检验和暴露产品研制过程中存在的设计

问题和加工缺陷的环境模拟试验项目之

一。冲击响应谱功能根据设置的冲击响应

谱目标谱，通过小波综合方法，自动生成

相应的时域波形，并基于传递特性进行

闭环控制。

产品在加工、运输以及使用过程中常会受

到各种瞬态冲击载荷，冲击可能引起产品

结构以及性能的损坏甚至失效。为确定

产品在使用和运输过程中经受冲击的适

应性，有必要在实验室中进行产品的模

拟冲击试验。典型冲击试验功能采用传

递函数均衡的方法进行闭环控制，支持

各种脉冲类型的模拟。

在连续宽带高斯随机信号上可叠加多达

12 个窄带高斯随机信号实现随机加随机

控制。每个窄带谱可设置独立的谱形、

带宽，每个窄带随机信号可独立地打开

或关闭，宽带随机可独立地打开或关闭。

随机加随机控制还具有专门用于可靠性

强化试验的峭度控制功能。

在连续宽带高斯随机信号上可叠加多达

12 个窄带高斯随机信号和12个正弦信

号实现正弦加随机加随机控制。每个窄

带谱和正弦扫频谱都可设置独立的形状，

并支持在宽带随机谱的频段外叠加正弦

的控制功能。每个窄带随机信号和正弦

信号可独立地打开或关闭，宽带随机可

独立地打开或关闭。

●正弦加随机加随机控制(SRoR)

功能与SoR和RoR兼容。

●随机加随机控制 (RoR)
随机窄带参数

支持的随机窄带数量：1到12个

随机窄带控制方式：对数扫频、线性扫频、驻留

窄带谱：每个可设置单独的谱形、带宽

扫频： 带宽、扫频方向、扫频速率、扫频频率范围都可

以定义

目标谱合成： 宽带随机和窄带随机相加，或宽带随机

和窄带随机中的最大值

●典型冲击 (Classical Shock)
支持的脉冲类型： 半正弦波、前峰锯齿波、后峰锯齿波、

三角波、矩形波、梯形波、钟形波

脉冲持续时间：从0.5 ms到3,000 ms可设置

帧 大 小：最大32768

满足标准： MIL-STD-810（美军标）、ISO 标准、IEC 

60068-2-27、MIL-STD-202用户自定义试验

标准

脉冲间隔：可设置            

运行模式：自动、手动

脉冲反向： 可在试验过程中随时操作脉冲反向，也可以

在计划表中设置，另外，目标谱可定义为负

向脉冲

●正弦加随机控制 (SoR)
在连续宽带高斯随机信号上可叠加1 到

12个正弦信号实现正弦加随机控制，每

个正弦扫频谱可设置独立的形状，正弦

信号叠加类型可以是驻留或扫频，可用常

数或变化的加速度、速度和位移量定义

参考谱，并且支持在宽带随机谱的频段

外叠加正弦信号的控制功能。每个正弦

信号可独立地打开或关闭，宽带随机也

可独立地打开或关闭。

正弦窄带参数

正弦扫频或定频：支持，频率可设置为分析频宽内任

一段或一点

扫频方式：对数扫频、线性扫频，扫频速率可设置

扫频方向：向上、向下扫频

正弦爆破：设置正弦信号开启和关闭的持续时间

支持GJB 150A 规定的在宽带随机谱频段外叠加正弦

的控制功能

●正弦控制 (Sine)
正弦控制功能提供正弦扫频、定频试验

的闭环控制，采用跟踪滤波器技术，利用

振动反馈信号对正弦幅值进行调整，能

快速响应系统的非线性变化。目标谱具有

自动计算交越点，恒值谱快速设置的功

能，支持分段定义扫频率和压缩率。计划

表可定义扫频范围、扫频方向、扫频速率、

扫频次数或时间，定频频率、定频时间或

周期数。

控制策略：单通道、加权平均、最大值、最小值控制

分析频宽：1Hz~5000Hz，高频可扩展至10000Hz，低频

可扩展至0.01Hz

分析谱线：512、1024、2048、4096

扫频方式：对数扫频、线性扫频

闭环时间：5ms（典型值）

波形失真度：＜0.3%

控制动态范围：＞95dB

频率示值误差：＜0.01%

谐波失真度： 可通过扫频得到全频段的谐波失真度

曲线，直观地显示出信号波形畸变的程

度，谐波阶次可设定，每个输入通道分

别计算

步进正弦：实现以一定频率间隔，依次驻留的功能

利用正弦扫频振动试验的方式，在定义的

频率范围内进行扫频，采用相位与 Q（质

量因子）值或幅值比判断相结合的方法，

查找试验件的谐振频率。还可在找到的谐

振频率处进行驻留试验，检验试验件的可

靠性与稳定性。另外，也可设置谐振跟踪

驻留的方式，跟踪谐振频率的变化，使试

验件始终保持在共振状态。

●谐振搜索与驻留控制 (RSTD)

定义谐振搜索对象： 任意两输入通道或控制信号与

任意通道间的传递特性

频率锁定驻留条件： Q（质量因子）值、幅值比

频率锁定驻留条件： 达到规定的时间或周期数、幅值

比漂移率

谐振跟踪驻留条件： 达到规定的时间或周期数； 

谐振频率偏移量（频率Hz或百分率）； 

幅值比漂移率（总偏移率dB）

●随机控制 (Random)
随机控制采用传递函数均衡方法，连续输出

高斯随机信号，快速执行实时精确的闭环控

制，内置的自适应控制算法可对系统的非线

性变化做出迅速反应。随机控制还提供专门

用于可靠性强化试验的峭度控制功能。

频率范围：0~4680Hz，可扩展到18750Hz

分析谱线： 100、200、400、800、1600、3200线，

         可扩展至6400线

目标谱：可编辑，或导入实测数据，自动计算交越点，

       交越点数目不限制

导入作为目标谱的实测数据的格式： 

      二进制、txt文本、Excel文本、最大值、最小值

控制策略：单通道、加权平均、最大值、最小值控制

自由度数：4~1200

Sigma 剪切：从2 到6 可调

控制动态范围：>90dB

闭环时间：100ms（典型值）

控制精度：±1dB

●冲击响应谱 (SRS)
冲击响应类型： 最大正值、最大负值、最大绝对值

倍频分辨率：1/1、1/3、1/6、1/12、1/24、1/48

阻尼比：0.001~0.999999

小波窗类型：正弦窗、指数窗、矩形窗或汉宁窗

信号持续时间：可设置

小波优化： 根据设置的误差范围自动优化或手动优化使

合成的冲击响应谱接近设置的目标为负向脉

冲

■正弦、谐振搜索与驻留

■随机、正弦加随机、随机加随机、正弦加随机加随机

■典型冲击、冲击响应谱

■瞬态冲击（地震波模拟）、道路谱模拟

■随机冲击

■峭度控制

■谐波失真度检测

■多正选控制

■通道限制谱控制

■冲击响应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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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功能

振动控制器

瞬态冲击控制可以在实验室的振动台系

统上模拟一些实测的瞬态冲击，如地震、

火工品瞬态和其它高频冲击、路面颠簸

和跌落冲击等。它基于传递函数更新的自

适应控制，能快速响应系统的非线性变

化。可输出规则波形或实测数据的目标波

形，包括 Bellcore 标准的地震波。实测

数据可通过比例系数调整波形的幅值和

极性，也可直接修改某些数据点的幅值，

还能对波形进行截取。

随机冲击控制可以在实验室的振动台上

模拟如炮振冲击、行驶中的汽车受到的冲

击等，相比单纯的随机试验、冲击试验或

正弦加随机、随机加随机混合试验模拟，

都更接近试验件所承受的真实环境激励。

●随机冲击 Vibro-Shock
驱动信号：目标谱量级裁剪后的高斯随机信号

频率范围：0~4680Hz，可扩展到18750Hz

分析谱线： 100、200、400、800、1600、3200线，可扩展

至6400线

自由度数：4~1200

脉冲间隔：可定义

帧大小：256到16384

●通道限制谱控制 Notching
通道限制谱控制用于对监测通道的幅值谱

进行限制，帮助用户在试验过程中有效地

保护试验试件的安全。当控制信号与参考

谱相匹配时，试件上某些点却可能由于共

振而发生很大的振动。通道限制谱控制可

以对任意监测通道的振动量级设定辅助

参考曲线，最大程度保护试件不受损坏。

限制谱以表格形式编辑，量级单位与该监

测通道的输入量一致，可以是加速度、速

度、位移、力等。

●峭度控制 Kurtosis
传统的随机振动控制只能提供幅值分布

为高斯分布的随机振动激励信号，而实际

中很多产品的振动环境呈现出较明显的超

高斯分布特征。根据现代振动疲劳损伤

理论，累积疲劳损伤主要由大于2σ(σ为

标准差 )的应力峰所造成，因此超高斯随

机振动环境对产品的疲劳缺陷表现出很高

的激发效力。峭度控制功能能产生超高斯

随机激励信号，进行可靠性强化试验，通

过施加强化应力快速有效地激发出产品设

计和工艺方面的潜在缺陷。

峭度值：≥3

波形编辑器功能： 

波形类型： 正弦、白噪声、哨叫、 

限带随机或导入的实测信号

数字重采样：从20Hz到48kHz 

数据编辑：数据复制、删除、剪切、粘贴衔接

数据衔接：是否重叠，是否加窗

波形补偿： 去加速度直流、去速度直流、 

高通滤波、低通滤波

●道路谱模拟 FDR-LTH
从测试产品的实际使用和运输过程所经

历的真实振动环境中采集长时间历程信

号作为振动测试目标谱，在振动台可承

受范围内，道路谱模拟控制能够在实验

室内准确再现产品实际所承受的振动激

励环境。

预试验：控制器提供小量级信号控制，以

获得系统振动控制响应的预览，帮助测

试工程师预先确定响应信号等级，并粗

略地了解系统的传递特性。

通道有效值 /峰值中断功能：不管是控

制通道还是监测通道，每个输入通道均

可独立设置中断阈值。在试验控制过程

中，一旦有输入量超出中断阈值，试验过

程立即中断，有效保护振动台系统和被测

对象避免损坏。

控制信号开环检测、有效值中断、超限谱

线检查、驱动限制、振动台限制、急停按

钮等 20多项安全性检查与互锁设置，最

大程度保证了测试人员、测试件以及振

动台设备的安全性。

●试验安全性 Security

●冲击响应谱分析 SRS Analysis
典型冲击和瞬态冲击功能中具有冲击响

应谱分析功能。冲击响应谱分析类型有

最大正值、最大负值和最大绝对值，支

持 1、1/3th、1/6th、1/12th、1/24th、

1/48th 倍频分辨率，可对每个输入信号

进行冲击响应谱分析。

多正弦控制技术采用多个带有独立数字

跟踪滤波器的正弦控制环，使多个正弦

分量在测试频率范围内同时扫频来激励

所有谐振点控制。

驱动信号：提供模拟质量的正弦叠加信号

跟踪滤波：各分量独立设置滤波频率，比例带

          宽 7~100% 或固定带宽1~500Hz

驻留时间：支持 8个分量的频率点同时进行驻

         留试验

支持的目标波形：正弦、拍波、哨叫、白噪声、实测数据

支持实测数据导入重采样：从20Hz到48kHz

帧大小：最大32768

支持的导入数据格式： 二进制、文本、UFF、Excel、亿恒

波形编辑器生成的数据

补偿方式：不补偿、去直流、高通滤波

●瞬态冲击（地震波模拟） FDR-TTH ●多正弦试验 Multi-Sin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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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振动传感器、测振仪的首次或

例行周期检定 / 校准。

●  精确检定 / 校准各类加速度、速度、位

移传感器和测振仪，例如电压式、电荷

式、IEPE 式、TEDS 式等。

●  ISO 16063-21:2003 Methods for the calibration of vibration and shock 

transducers  Part 21:Vibration calibration by comparison to a reference transducer

●  GB/T 20485.21-2007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 21 部分 ：振动比较法校准

●  JJG 134-2003 磁电式速度传感器检定规程

●  JJG 233-2008 压电加速度计检定规程

●  JJG 676-2000 工作测振仪检定规程

●  JJG 644-2003 振动位移传感器检定规程

亿恒科技振动传感器、测振仪检定 / 校准系统以

ECI-9108 程控检定 /校准仪为核心，提供标准振动

台、标准传感器、高精度调理放大器与计算机，构

成完善的检定 /校准系统。系统采用专业的振动传

感器、测振仪检定 /校准软件，您可以定制检定 /

校准过程，系统自动完成对振动传感器、测振仪的

检定 /校准，直至生成您所需的检定 /校准报告。

■精确检定 / 校准各类加速度、速度、位移传感器和测振仪，例如电压式、电荷式、IEPE 式、TEDS 式等 ；

■快速而准确地对振动传感器进行灵敏度、幅值频响、相位频响、幅值线性度及横向灵敏度比的校准 ；

■比较法校准，满足国际标准 ISO 16063-21 的要求 ；

■频率范围 ：0.1Hz-10kHz，依赖于所使用的标准振动台、标准传感器 ；

■低扩展不确定度，例如在 160Hz 参考频率、100 m/s2 参考加速度下，扩展不确定度 <1% ；

■ 频率响应支持正弦扫频法、步进正弦法、随机激励法等检定 / 校准方法 ；

■专业的检定 / 校准软件自动实现标准振动台振动的闭环控制，用户自主设置检定 / 校准过程，系统自动完成整

个检定 / 校准过程，软件实时监测与诊断检定 / 校准过程 ；

■检定 / 校准结束时，自动生成详细的检定 / 校准报告，内容包括灵敏度、幅值线性度和频率响应特性曲线等 ；

■提供“替代法”检定 / 校准功能，抵消大部分由于振动台失真和测量仪器误差引起的不确定度分量 ；

适用对象

○参考灵敏度——可设置的参考频率，如 160Hz、80Hz 或任选 0.1Hz-10kHz 频率范围内的任一频率点

○频率响应—— 可同时得到幅频特性和相频特性，共 3 个测试方法可选 ：

●  正弦扫频法 ：可自定义正弦扫频谱图，频率范围 1Hz-10kHz ；分析线数最大 4096 线 ； 

可选择线性或对数扫频方式，自定义扫频率。

●  步进正弦法 ：可自定义检定频率、量级值、驻留时间等，在 0.1Hz-10kHz 频率范围内最多可设置 4096 个离散点。

●  随机激励法（FFT 法）：可通过设定白噪声的频宽、有效值、采样频率、采样点数和运行时间等，快速完成频率响应

的测定过程。

○幅值线性度——在参考频率点下，可自定义设置 7-32 个加速度测试量级值，进行幅值线性度的测定。

○横向灵敏度比——可设置参考频率点、参考量级及驻留时间。

检定项目

依据国家标准及检定规程

【振动传感器、测振仪检定/校准系统】

振动传感器、测振仪检定 / 校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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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台、冲击台计量检定系统】 【冲击传感器检定/校准系统】

亿恒科技专为计量机构研发了用于振动/冲击试验系

统计量检定的专业系统，也可以用于对振动/冲击试

验系统性能指标的测定。该系统以亿恒科技的AVANT 

数据采集与分析仪为核心，配合振动台/冲击台计量

检定专用软件，连同多只单向加速度计、一只三向加

速度计组合而成。高度自动专业化的振动台/冲击台

计量检定软件，严格按照相关规程规定的计量方法， 

同时也兼顾了专业人员的操作灵活性，可以快速准确

地完成检定工作。

亿恒科技冲击传感器检定 /校准系统以 AVANT冲击

测量分析仪为核心，提供标准冲击台、标准传感器、

高精度调理放大器与计算机，构成完善的检定/校准

系统，采用背靠背或肩并肩比较法自动完成待检定/

校准冲击传感器的检定/校准。

JJG 189-1997 机械式振动试验台检定规程

JJG 190-1997 电动式振动试验台检定规程

JJG 497-2000 碰撞试验台检定规程

JJG 541-2005 落体式冲击试验台检定规程

ISO 16063-22:2005 Methods for the calibration of vibration and shock transducers – Part 22: Shock calibration by comparison 
to a reference transducer

GB/T 20485.22-2008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方法 第 22 部分 ：冲击比较法校准

JJG 2072-1990 冲击加速度计量器具

JJG 948-1999 数字式电动振动试验系统检定规程

JJG 1000-2005 电动水平振动试验台检定规程

JJG 638-90 液压式振动试验台检定规程

依据规程 依据的标准或检定规程

■专用的计量检定软件，根据用户定制的过程自动完成检定过程 ；

■ 功能全面，可对机械式、电动式、液压式的振动台，冲击台，碰撞台进行检定，完成频率示值误差、谐波失真度、

幅值均匀性、横向振动比、幅值示值误差及稳定性、动态范围、频率响应、功率谱密度、控制精度、扫频定振

精度、波形允差、冲击速度变化量等 30 多项检定项目，并自动计算及保存结果 ；

■ 可定制检定项目，每个检定项目的目标数值可编辑，步骤可编辑 ；

■ 检定报告包含原始记录报告和检定结果报告，客户需要原始数据、检定结果或界面图片都能方便得到 ；

■典型的系统不确定度 <3%，与配置的标准冲击传感器与标准冲击台有关 ；

■冲击加速度测量范围 ：15g-10000g，依赖于配置的标准冲击传感器与标准冲击台的加速度测量范围 ；

■  脉冲宽度测量范围 ：100μs 至 40ms，依赖于配置的标准冲击传感器与标准冲击台的频率范围 ；

■适用于冲击传感器的首次和例行周期检定 / 校准 ；

系统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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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类型 功能简介

Modal Genius-330 普通几何建模功能；时频域测试数据的显示与属性修改；SIMO 单参考点模态参数整体辨识，频响函数综

合；时域 ODS、频域 ODS、模态振型三位运动仿真；

Modal Genius-350 拥有 Modal Genius-330 的所有功能；高级几何模型的建模功能；MAC 模态置信判定准则；

Modal Genius-380 拥有 Modal Genius-350 的所有功能；几何模型的导入、导出；MIMO 多参考点模态参数整体辨识，频响

函数综合；CMIF 模态指示函数；

试验模态测试系统 

■随着工程结构的日益复杂，如车辆等大型复杂系统的结构设计已不是仅靠经验就能满足人们在振动与噪声方面的苛刻要

求。

■在大型复杂结构的雏形设计阶段需要获得结构精确的动力学特性，虽然借助于有限元分析软件不失为一种经济实用的方

法，但是当一个结构是由上千个各具功效且材质各异的零部件组合而成时，不可否认模态试验将成为获取结构动力学

特性的最佳手段之一。

■该系统为您提供完善的MISO、MIMO模态试验测试解决方案，与模态分析软件实现无缝连接，将大为简化您的试验工作。

系统配置

数采仪器

模态软件

配件

Premax MI-8008/8014/8018

Modal Genius-350/380

激振器、传感器

■该系统对力锤或激振器激励的模态试验都适用。

■按模态试验以及测试点的序号自动对信号的存储文件进行命名，方便您对试验数据进行存储管理。

■丰富的触发功能和各种可调节的窗，使获取信号的数据更加便捷、有效。

■为在激振器激励情况下获得最佳的频响函数估计结果，我们不仅为您提供了正弦扫频、白噪声以及猝发随机等多种信号

源，而且就干扰信号模式的不同，有多种频响估计方法可供选择使用。

■所获得的频响函数文件支持Modal Genius等多种模态分析软件，供您进行后续的结构模态分析。

系统配置

数采仪器

模态软件

配件

AVANT MI-7008/7016/7008I

Modal Genius-350/380

力锤 /激振器、传感器

通用模态试验系统

多点激励多点响应（MIMO）模态试验系统

模态分析软件 Modal Genius 功能介绍

Modal Genius 以导入单参考点或多参考点测试数据为基础，首先对模态频率和阻尼进行最优估计，继而获取频

响函数的留数信息，最终分析得到留数振型、单位质量振型和 MAC 图。Modal Genius 的核心算法是正交多项

式频响函数整体拟合方法。

■几何建模 ：点、线、面、捕捉、移动、复制等基础建模功能，拉伸与旋转、几何模型导入与导出（支持 STL、STS

格式）等高级建模功能 ；

■模态参数识别：全频段 SIMO（Single Input Multiple Output）单参考点整体模态参数辨识方法，全频段  MIMO（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多参考点整体模态参数辨识方法，MAC（Modal Assurance Criterion）模态判定准则图，

CMIF ；

■振型仿真 ：时域 ODS（Operating Deflection Shapes）三维运动仿真功能，频域 ODS（Operating Deflection 

Shapes）三维运动仿真功能，模态振型三维运动仿真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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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恒科技可靠性试验与测量、分析设备】

亿恒科技一贯秉承“创新数据采集与振动控制技术”

同时，也在不懈地追求产品的“高品质、高可靠性”。

这不仅是亿恒科技的企业责任，也是亿恒科技向用

户传达的一份郑重承诺。

因此，为了确保和维持产品出厂前的可靠性性能，

亿恒科技所有产品均通过国家标准环境试验，包括

磁电兼容试验、温 / 湿度试验、振动 / 冲击试验、

老化试验、包装运输试验等等。这些试验确保亿恒

科技产品在环境较为恶劣的条件下可靠地运行，让

用户安心。

【亿恒试验中心—杭州赛博力学环境试验有限公司】

公司实力

场地——拥有独立宽敞的试验场所和办公、休息空间；    设备——配套完整，功能齐全；

技术——与浙江大学、美国QUANTA实验室等技术合作；    团队——注重团队协作，富有经验和创新精神的队伍；

服务——以诚信为守则，以客户满意为宗旨，让客户宾至如归；

公正：保证第三方公正底纹，保证检测工作不受干扰，维护国家、企业、消费者的合法权利；

科学：所有检测工作都按专业规范进行；

准确：严格控制质量管理体系，保证数据准确可靠；

高效：依靠高素质的员工、先进的设备、有效的管理，及时为客户提供检测服务；

诚信：为客户提供最优良的服务，对客户的技术机密、所有权、检测结果严格保密。

服务承诺

试验项目

机械力学试验类

■振动试验          ■冲击试验         ■包装运输试验

综合试验类

■振动 / 温度 / 湿度综合试验          ■ HALT 试验                    ■地震模拟试验            ■可靠性试验

其他项目

■振动、噪声特性检测                   ■振动传感器、测振仪检定 / 校准                          ■振动台、冲击台计量检定   ■技术服务  

气候环境试验类

■温湿度试验               ■烟雾试验                           ■低气压试验

已于 2013 年 8 月 15 日现场评审并通过了 CNAS 机构认证步入式高低温交变湿热试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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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液伺服振动试验系统 / 包装运输试验评价系统

振动试验是产品研发试验和验证的有效手段。面对大推力、低频率和大位移的振动试验需求，电液伺服振

动试验系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亿恒科技基于多年的振动实验经验和先进技术的积累，提供性能可靠性高，

为实验室环境下的振动模拟提供了可靠的和高性价比的产品方案选择。

电液伺服振动试验系统的优势
大推力 ：从几吨到几百吨，满足不同试验的需求 ；

低频率 ：频率可达到 0.1Hz-400Hz ；

大位移 ：位移可达到 ±200mm ；

多自由度 ：从垂直或水平的单自由度试验，到三轴六自由度试验 ；

采用德国技术，系统可靠性高。

结合先进的振动控制器及伺服控制器
实现更准确、更可靠的控制

HVS 系列电液伺服振动试验系统应用案例

完善的定制服务
亿恒科技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定制多种非标系列的垂

直或水平方向试验系统，多轴向多自由度振动试验系统，

以及台面、夹具等。

飞行器着陆撞击模拟系统

6 轴向液压振动试验台

6 轴向座椅试验机

道路硬路耐磨试验装置

汽车 4 轮整车振动试验系统

汽车 6 轴向曲柄试验机

汽车安全带试验机

汽车碰撞试验机汽车驱动柄试验机 汽车转向装置试验机

液压激震器液压蓄能器压力试验机

主动减震器

HVS



本系统用于研究半主动阻尼器的动力学性能，对其非线
性输入-输出关系进行标定。系统采集悬架的位移（速度
由位移信号微分求得）、加速度以及半主动阻尼器的阻
尼力信号，通过计算求得半主动阻尼器的最优控制信
号，实现对悬架簧上质量振动特性的半主动控制。系统
采用液压加载方式，最大推力30kN，加载频率0.1～
50Hz，最大加速度2g，最大速度1.2m/s，位移 200mm 
p-p。悬架簧上质量最大负载500kg（通过在悬架两边添
加质量块，实现200，250，300，350，400，450，500kg 多
级负载）。液压激振器输入波型为正弦波，三角波，随机
信号，实测数据等；系统可测试在不同加载形式下悬架
系统簧上质量的振动特性。

负载

立柱导杆

力传感器

磁流变阻
尼器

液压缸体

台架底座

位移传感器

正弦推力

加载频率

额定加速度

额定速度

额定位移

30 kN~200kN
0.1～400 Hz
2 g~10 g

1.2 m/s
200 mm p-p

负  载
通过在悬架两边添加质量块，实现200，250，300，350，
400 kg 五级负载（质量块可根据要求调整）

传感器
1个力传感器，2个加速度传感器，
2个LVDT位移传感器（速度由位移信号微分求得）

总体尺寸(W×D×H)

悬架质量

760 × 640 × 2360 mm

200 kg

电源电压

工作环境

三相380V，50-60Hz

温度0-40摄氏度，湿度≤80%

阻尼悬架试验系统

HVS

37 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