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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恒科技是中国领先、全球知名的可靠性测量与试验系统提供商，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从力学环境试验到测试测量及校准的全套解决方案和系统设备。
亿恒科技成立于2002年，总部坐落于美丽的杭州。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亿恒
科技已经发展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技术企业。目前已拥
有一座5000平米的研发大楼，拥有嘉兴亿恒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制造基地，从事振
动台生产与制造等业务。
亿恒科技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院士工作站，通过了ISO9001等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并拥有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我们已经为国内外超过10,000多家客户提供优质
可靠的设备及完善的解决方案。
    
振动试验系统
电动振动台、液压振动台、振动控制仪、MIMO振动控制仪等
计量校准系统
低频振动传感器校准系统、中频振动传感器校准系统、振动台/冲击台检定系统，
动态力校准系统等
工业机器人性能检测系统
工业机器人性能检测和校准系统、工业机器人动力学辨识系统、工业机器人可靠
性试验系统等
测试测量系统
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模态测试与分析系统、冲击测量系统、电荷放大器等

亿恒科技秉承“务实进取，精益求精，诚信合作，开放共赢”的理念，团队充满梦
想，充满活力。我们坚信成功和声誉来自卓越的产品质量和合作共赢的客户关系，
我们期待与您的共同成长！

杭州亿恒科技有限公司 Econ Technologies Co., Ltd

了解更多产品信息
请关注亿恒科技
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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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亿恒科技提供的计量系列产品，采用高精度、高可靠性的硬件，搭配专业的计量软件，为客户提供计量校准的
整套解决方案。我们的振动台频率可下限至0.002Hz，上限至20kHz，满足全频段传感器的校准需求。系统支
持开环和闭环两种控制模式，可根据用户需求选用多种不同的校准方法，适用于各类振动传感器的校准。依据
现行国家规程和计量标准，结合用户实际需求开发高效的软件，检定和校准过程灵活便捷，并可自行定制报告
内容格式,支持PDF,word导出。

□ 低频振动传感器校准系统 

□ 中频振动传感器校准系统

□ 振动台/冲击台计量检定系统 

□ 动态力传感器校准系统

□ 便携式传感器校准仪

□ 基桩动测仪标定系统

□ 轴承测振仪校准系统

□ 冲击传感器检定/校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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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力传感器校准系统振动台/冲击台计量检定系统

振动台/冲击台计量检定系统

振动台冲击台计量检定依据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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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2015   《标准振动台检定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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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G 638-2015   《液压式振动试验系统检定规程》
JJG 94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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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力传感器校准系统

力可以分为静态力和动态力。相应的，力传感器也有两方面的特性，即静态特性和动态特性。静态特性一般是
指传感器对于固定力值的一种响应，动态特性是指传感器对于随时间变化的输人量的响应特性。动态力测试场
合有很多，例如：航天技术中对火箭和导弹在发射过程中动态推力的测试,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发动机的动态推
力,各种火炮弹道动态力的测试等。
             
校准项目：动态灵敏度及误差、相位差、线性度

用激光测振仪或高精度参考标准传感器测量质量块顶面多点的加速度，并通过有限元分析获得等效加速度，实
现对动态力值的准确复现。传感器校准过程开环、闭环、自适应开闭环三种控制模式，自动高精度校准，直至
校准结果显示和报告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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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采集与分析仪
计算机

调理放大器

待检试验系统

振动台

控制加
速度计

测量加
速度计

调理放大器

功率放大器

振动控制器

直线轴承

配重

力传感器

高度调节机构

台架

标准力源

加速度传感器

超宽频率段  5-2000Hz
             推力范围广   20-50kN
谐波失真度      <2%
             



基桩动测仪标定系统便携式传感器校准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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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传感器校准仪

ECS-1028集成了参考加速度传感器，功率放大器，激振器及振动控制系统，以其体积小，重量轻的优势，为
现场传感器校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仪器支持IEPE、电压、电荷三种类型的传感器校准，具有完整系统保护
功能，同时ECS-1028的闭环控制保证了振动校准的精度。仪器还支持校准结果的USB导出功能，且仪器内置锂
电池，续航能力可达6h。

系统参数指标:
频率范围 5~10kHz
最大幅值加速度 10g pk
最大幅值速度 226mm/s
最大幅值位移 1.8mm p-p

基桩动测仪标定系统

参照《JJG 930-1998 基桩动态测量仪检定规程》，采用振动比较法，提供正弦步进或扫频激励，系统自动规
划校准流程，基桩动测仪同步采集标准振动信号，并输入标定系统，通过比较分析运算，标定基桩动测仪的加
速度、速度、动态力、动应变的参考灵敏度、频率响应特性、幅值非线性度、时间/频率示值误差等。

系统特点：
1.      频率范围：1Hz~20kHz，依赖于标准振动台和标准传感器
2.      系统提供多种数据处理接口，适配不同厂家的低应变基桩检测仪和高应变基桩检测仪
3.      可检定低应变加速度计、高应变加速度计、高应变应力环、低应变速度计、力传感器等
4.      专业检定/校准软件、自动化校准流程规划、自动指标计算、自动校准结果输出

最大负载 800g (1g pk)
加速度（20~2kHz）±2%
速度（20~500Hz） ±3%
位移（20~150Hz） ±3%
频率示值（5~10kHz） ±0.1%

幅值线性度 ＜1%
尺寸 327*282*218mm
重量 8.6kg
传感器夹具的螺纹孔 M5
谐波失真度（100g负载，20~2kHz）<5%，最高到5g pk

动应变检定装置原理图

频率计

信号采集器

显示控制器

动态分析仪

交流电压表

信号发生器

动测仪

工具式应
变传感器

标准加速
度传感器

标准振动台

C K

适调放大器

适配器

功放

01

02

03

动测仪的加速度系统
参考灵敏度检定原理图

电压表

信号采集器

显示控制器

适调放大器

适配器

频率计

信号分析仪

功放 信号发生器

标准加
速度计

传感器

动测仪

标准
振动台



冲击传感器检定/校准系统轴承测振仪校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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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测振仪校准系统

轴承的质量与设备的正常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了保证轴承的质量，必须对轴承成品进行检测，轴承测振仪
校准采用振动比较法进行测量校准。

加速度型轴承振动测量功能是测量滚动轴承振动加速度值的专用检测软件，检测系统由加速度计及安装套筒、
轴承振动测量仪电箱、轴承驱动装置、轴承安装芯轴和轴向、径向推力器等部件组成。测量时由驱动装置提供
稳定、可靠的轴承振动激励，对转速、芯轴跳动、轴向推力器压力差等有一定的约束条件。

冲击传感器检定/校准系统

冲击传感器检定/校准系统以MI-5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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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特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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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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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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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适用于冲击传感器的首次和例行周期检定/校准。

驱动装置 轴向推力器

轴承振动比较法校准原理图

轴承 推力头

被校传感器

轴承振动测量仪电箱

校准用加速度计套筒

芯轴

适调放大器

动态分析仪

标准传感器输出 标准振动测量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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