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汽车行业
全方位综合测试



选择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一起规划您的汽车测试技术

在汽车供应链的所有要素中，对于涉及到车辆行驶所需的各种零部件及油
漆的质量控制时，需要格外谨慎。同时，也需要格外注意应对颠簸。

无论您身处汽车制造行业的哪个位置，都必须加快您的汽车测试解决方
案，以设计出有吸引力的车型。 毕竟这是质量与设计齐飞的时代。

为了确保零件、组件和涂层符合用途，需要进行大量测试。

而且像汽车制造这样依赖众多供应链的行业，如果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会显著影响整体制造进程。尤其是在当今大环境下，一个供应链的问题就
可能导致项目停滞，让您不得不寻找替代方案。

作为您的汽车测试合作伙伴，工业物理希望能与您并驾齐驱——帮助并指
导您为客户打造安全且畅销的车型。



与大多数测试供应商不同，工业物理拥有广泛的品牌家族，能为您提供涵盖整个
汽车领域的解决方案。 无论您身在何处，无论您是 OEM、一级、二级或三级组
织，我们都能为您提供帮助与支持。

无论您需要镀层涂层还是组件测试设备，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无论您需要显
微硬度计、光泽度仪、冲击试验机还是油漆固化解决方案，在质量测试解决方案
方面，工业物理都遥遥领先。

您可能知道我们旗下的专业测试品牌，如：Ray Ran、TQC Sheen、Testing 
Machines Inc.（TMI）或 Systech Illinois希仕代。

然而，这些品牌都属于一个大家庭——工业物理。 作为您的全球汽车测试和检测
合作伙伴，我们的设备可用于汽车行业内各细分行业的各类应用及测试，我们能
为您提供前所未有的全方位解决方案。

您可以将本指南视为您的全方位汽车测试概览。 在瞬息万变的行业中，如何驾驭
制造业，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在本手册中，工业物理将为您一一罗列。



准备，起步，测试！

在汽车制造与测试中，无论是组件处理
测试，或是电子配件、油漆涂层及材料
的测试，都至关重要。因此，工业物理
编写了本手册，帮助您克服在处理汽车
测试问题时需要考虑的障碍。

在本手册中，您将找到有关以下方面的
见解和建议：

·可持续性倡议
·原材料挑战
·汽车行业的未来
·自动化的影响
·我们的综合测试方案

所以，坐下来，放松，准备全速前
进，工业物理将带您踏上测试元素
的旅程，让您创造出终极车辆。

如果您想直接与工业物理团队讨论
我们的任何测试解决方案，欢迎直
接联系我们。我们的专业团队非常
乐意与您讨论您的具体需求。

 联系我们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contact/


Click here or press enter for the accessibility optimised version

为前方的绿色道路做好准备



推动可持续发展是汽车行业所有层级的核心组成部分。

这是工业物理在与客户交流中得到的强烈感受——而经过进一
步调研，我们发现了更多关于可持续创新是如何影响各行各业
的包装、材料和产品质量控制的信息。

在这里，你可以查看工业物理的可持续发展调研报告！

您知道吗，有71%的受访者表示，在处理

可持续问题时，质量控制是最难的？

尤其在汽车领域，可持续发展计划正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不同的
功能。

根据您在供应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您受到的影响和需要做出
的具体反应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客户要求更环保、更节能的汽车，
供应商需要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wp-content/uploads/2022/05/2022%E5%85%A8%E7%90%83%E5%8F%AF%E6%8C%81%E7%BB%AD%E5%8C%85%E8%A3%85%E5%B1%95%E6%9C%9B-%E5%B7%A5%E4%B8%9A%E7%89%A9%E7%90%86-2022.3.pdf


让我们以一家汽车涂料制造商为例，他们希望使用低溶剂涂料，以便在油墨和涂料行业内产生更环
保的影响。而这，也给汽车涂料测试带来了巨大影响。

无论是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使用溶剂，还是限制使用二辛酸酯的欧洲立法——消费者态度的转变、行
业技术和立法的变革，这种种因素正在为涂料制造商描绘一个新的未来——工业物理探索了这些趋
势将如何影响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各行业测试。在我们的指南“油墨和涂料的演变”中，您可以查
看相关信息。

但对于汽车制造商而言，可持续发展不仅仅等同于使用低溶剂涂料或使用更环保的材料，而是着
眼于更大前景——比如解决因测试和制造而发生的环境问题。

为了真正产生积极的环保作用，制造商需要考虑测试应用系统的使用，并寻求在测试过程中使用
更可持续的方法。

制造商正被迫探索新的方法来减少整个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而使用低耗的测试系统是支持能
源环保的一个好方法。

随着汽车行业的大型企业扩大产品范围并建造新工厂，我们看到减少碳排放的承诺正在实现，这
突出表明，不仅仅是汽车的结构在调整，建造方法也同样重要。

单击此处，在线阅读工业物理“油墨与涂料演变”指南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wp-content/uploads/2022/03/%E6%B2%B9%E5%A2%A8%E5%92%8C%E6%B6%82%E6%96%99%E7%9A%84%E6%BC%94%E5%8F%98-CN-220608.pdf


完善测试伙伴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与工业物理这样的测试公司合作会有所帮助。我们能够
发现您独特的汽车测试需求，并提供解决方案，帮助您在整个过程中
减少能耗。

比如TQC Sheen CurveX 4 炉温跟踪仪这样的解决方案，它为油漆固化
烘箱提供易于使用的高质量温度数据记录，允许用户量化涂层固化过
程中所需的能量。这在许多行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使我们的客户能
够大幅降低能耗。不仅从环境的角度来看非常重要，而且在与当前的
能源危机作斗争时尤其重要，这场能源危机正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数十
亿美元的企业损失——尤其是对欧洲的影响。

事实上，通过使用TQC Sheen CurveX炉温跟踪仪解决方案，可以降低
三分之二的能耗！点击此处，了解更多。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tqc-sheen-curvex-4-oven-logger-kit/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tqc-sheen-curvex-4-oven-logger-kit/


围绕电动汽车的创新

电动汽车是汽车界最大的话题之一，尤其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
看。行业内的这种转变显然会对测试产生巨大影响。

正如我们所知，作为日常汽车的最大变革之一，所有层次的生产和制
造都必须改变。任何形式的中断都会增加对信任的需求——对工业物
理这样的测试合作伙伴的信任。

伴随着可持续性的发展，拥有合适的测试合作伙伴来提供正确的解决
方案至关重要。 而这就是工业物理存在的意义。

与工业物理联系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industries/%e6%b1%bd%e8%bd%a6/


Click here or press enter for the accessibility optimised version

原材料
面临哪些障碍？



原材料的挑战在汽车行业普遍存在。从供应链问题，到定价挑战，到测试约束，再到性能问题......都存在着一系列障碍。

制造一辆汽车需要如此多不同的零件、组件和材料，因此在旅程的不同阶段会出现挑战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现在，由于各种经济趋
势、政治挑战、生态事件和与流行病相关的问题，"道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崎岖不平。

而且，根据您在制造与测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您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影响。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测试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定价挑战

由于多变的经济环境，原材料价格在供应链的各个领域都在快速变化。以轮胎工业为例——合成橡胶和炭黑（它们合起来约占轮胎
材料的50%）是使用石油制造的。但随着原油价格的上涨，合成橡胶价格可能会大幅上涨。

事实上，在过去五年中，合成橡胶的成本已经上涨了25%以上。虽然天然橡胶的成本低于合成橡胶，但由于增长所需的环境条件，
只有在少数几个国家才能生产。因此，供应链中断将迫使世界各地的轮胎制造商使用更多的合成橡胶——这是一种更昂贵但迫不得
已的选择。

与原材料相关的成本问题在我们的研究报告 "2022年全球可持续包装展望" 中有所体现。事实上，69%的受访者认为材料成本增加是
生产的主要障碍。此外，通货膨胀使供应商和制造商越来越难以管理生产链各个方面的成本。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wp-content/uploads/2022/05/2022%E5%85%A8%E7%90%83%E5%8F%AF%E6%8C%81%E7%BB%AD%E5%8C%85%E8%A3%85%E5%B1%95%E6%9C%9B-%E5%B7%A5%E4%B8%9A%E7%89%A9%E7%90%86-2022.3.pdf


"创新" 增加了对强大测试的需求

如前所述，汽车行业正在快速创新。随着新材料的引
入，这无疑会影响测试。简单地说，每一种新设计和新
材料在引入时都会有更高的故障率。

无论是出于环境、美学、创新还是功能目的，都必须谨
慎处理材料的变化。我们可能会讨论一种用于座椅的新
型泡沫或一种新型复合材料以减轻车辆的整体重量，但
无论具体细节如何，结果都是一样的——需要进行更多
的测试。首先，在生产前在研发环境中进行测试，然后
在使用新材料或新元件后进行适当的质量检查。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汽车制造商都需要依赖现有的测试
方法和设备，或者如果它们不够，则需要建立新的解决
方案——这是一个必须详尽的过程。



引入新的测试方法并非易事——在我们的报告中，我们发现测试标准和现有
测试方法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的可行性是质量控制人员面临的主要障碍。

虽然我们的报告主要关注与可持续包装相关的创新，但围绕测试标准的研究
结果引起了普遍关注。 53% 的人表示新标准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对创新产生最
大的影响，而 38% 的人表示新的测试技术将成为变革的巨大推动力。

在工业物理，我们不仅热衷于提供设备，而且通过与组织合作发现支持创新
的解决方案，投资于我们所服务行业的未来。我们努力做到这一点，从不在
质量上妥协，同时始终确保客户品牌和产品的完整性。

在我们的报告《2022年可持续包装全球展望》中
了解创新中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wp-content/uploads/2022/05/2022%E5%85%A8%E7%90%83%E5%8F%AF%E6%8C%81%E7%BB%AD%E5%8C%85%E8%A3%85%E5%B1%95%E6%9C%9B-%E5%B7%A5%E4%B8%9A%E7%89%A9%E7%90%86-2022.3.pdf


供应链放缓

众所周知，供应链和采购挑战在过去几年中影响了许多行业。在此艰难时期，
汽车行业一直是受大量审查的对象。

此外，芯片短缺仍然是汽车行业非常现实的问题。原材料采购挑战正在造成破
坏——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报告中，59% 的受访者认为原材料采购在可预见
的未来将是一个挑战。

采购限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许多方面，您属于汽车供应链的哪一层在
很大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 3 级供应商无法采购最小的部件，那么这
可能会完全停止或关闭 OEM 整车的生产。

因此，供应链不同层级的供应商可能被迫寻找替代或更便宜的供应商，以满足
最后期限并降低成本。 这使得您对值得信赖的测试和检验合作伙伴的投资变得
更加重要。 拥有一个您信任的人，一个致力于确保品牌完整性的人，在探索新
领域时更为关键。

与我们联系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contact/


自动化驱动变革



自动化推动汽车行业的真正变革

可以公平地说，影响整个汽车领域生产和测试的最大因素之一是自动
化。在供应链的各个层面，自动化都可以提高效率、可重复性并提高
易用性。

众所周知，自动化解决方案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并显着降低成
本。 但在您的职能范围内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对于供应链各级的许多制造商来说，很难找到具备执行重复测试程序
所需技能的工人。 因此，如果测试可以自动化，这项投资可以从根本
上节省资金。

除此之外，如果测试由于过程的性质而过于复杂而无法运行，则可以
采购更好更快的测试设备来解决这些问题。



与现有系统集成——这是否加快了测试速度？

随着自动化的发展，许多测试设备现在都有了一种新的自动化替
代方案——让我们以实验室涂布机为例。 从历史上看，汽车制造
商在将涂料应用于车辆时必须依赖人为影响。

但是现在——借助像 TQC Sheen 自动涂布机这样的先进技术——
这种应用可以实现自动化。 结果是，人为应用带来的错误风险消
失了。

借助自动化解决方案，用户可以将涂布机设置到所需的参数水
平，以实现更加一致和稳定的方法，并真正确定恒定的速度、下
压力和基材等——对最终结果非常重要的因素。 根据汽车涂料的
粘度，这可能会产生很大的不同。

在访问改进数据的同时节省时间

除了许多已实现自动化的大型测试设备及系统外，现在，工业物理还
提供许多自动化配件和组件。

以 TQC Sheen LinQ 连接系统为例——这样的组件可以彻底改变测试
检查的方式。 TQC Sheen LinQ 是一种通信工具，允许用户将工业物
理的测试系统连接到用户自己的软件。而这个组件可以用来放大各种
不同测试的过程。

您需要执行许多不同的测试技术，以确保汽车涂层的质量。利用这个
组件可以彻底改变您在广泛的应用程序中进行测试的方法。

LinQ 允许您将我们的仪器（例如 TQC Sheen 自动涂布机）直接连接
到您自己的软件。然后，您的软件就能够控制涂布机的设置，并根据
您的规格自动进行调整！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tqc-sheen-automatic-film-applicator-standard/
https://industrialphysics.com/product/linq-system/


自动化如何改变您的流程？

最终，这让您有机会减少等待的时间，这意味着您可以专注于重要的
部分——分析结果。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让您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和资源，而且还提供了一
个集成的数据连接，可以让您识别汽车制造过程测试中的故障点。

如果使用 LinQ，则可以轻松识别准确的故障点。

例如，如果您想确定基板上的划痕问题，LinQ 等自动化技术可让您跟
踪划痕、遵循模式、发现更多划痕出现的位置，并最终确定精确的故
障点。

访问这样的数据可以让您集中精力，并做出更重要的决策。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关于 TQC Sheen LinQ 的信息！

https://industrialphysics.com/product/linq-system/


材料和组件测试
确保所有汽车零件都符合要求



Speedy 现场快速试验机先进的万能材料试验机

工业物理旗下UTS品牌提供了一系列台式及落地式万能材料试验机来
执行高级材料测试。比如 UTS DSTM 50-100 kN 台式万能材料试验
机，非常适合汽车领域的一系列原材料测试。

UTS的万能材料试验机还可使用我们新的 Dragonfly UTS 软件进行操
作，这是一款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新一代软件平台！

UTS LCH Speedy是一款便携台式液压驱动的拉力机。适用于汽车行
业的点焊测试，能够进行压缩测试、强度测试、拉伸测试。

Speedy拉力机功能强大、方便使用。这得益于配备了灵活多样的夹
具和固定装置。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s/?_sft_product_tag=uts-zh-hans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uts-lch-speedy/


洛氏硬度计 显微硬度测试系统

硬度测试对于确保使汽车的各种材料和部件的强度和耐用性至关重
要。 工业物理旗下材料测试品牌 UTS 提供先进的洛氏硬度计，例如 
UTS Tru Blue II！

设备使用最新的电子控制装置和高精度力值传感器，这将提供高度准
确的力测量数据。可移动的夹具允许支撑异形和较大的重型零件。

我们的 UTS Tru-Blue Micro VT 显微硬度测试系统是工业物理提供
的众多显微硬度解决方案之一。

耐用性、精度和易用性使我们的维氏和努氏硬度测量系统在测试
金属和合金部件时发挥作用 - 使您能够测试强度、验证热处理，
并确保您的材料按预期运行。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uts-tru-blue-micro-vt/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uts-true-blue-ii-rockwell/


落锤冲击试验机 熔体流动指数仪（熔融指数仪）

冲击测试是汽车行业的核心应用之一。

工业物理旗下英国 Ray-Ran 全新的仪器化落锤冲击试验机提供了
简单的测试方法，可以使用力和速度传感器来确定材料的冲击损
伤和阻力。

Ray Ran MFR300 熔融指数仪采用全新板载微处理器技术，配备易
于使用的触摸屏，功能齐全，使您能够快速有效地验证和测量样
品材料。MFR300 熔融指数仪是满足汽车行业内部QA、QC和研发
要求的完美合作伙伴。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rayran-instrumented-falling-weight-impact-tester/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rayran-mfr300/


涂层测试
了解我们广泛的涂层测试解决方案



TQC Sheen Cureview 梯度烘箱 TQC Sheen Coatmaster 光热法涂层测厚仪

工业物理旗下荷兰TQC Sheen灵活的梯度烘箱允许您将玻璃床上的
测试板加热到各种温度曲线。

无需预热、面板前后固化以及易于访问的测试面板，这是满足您汽
车需求的完美固化工具。

确保汽车涂层的厚度至关重要。

TQC Sheen Coatmaster 光热法涂层测厚仪是非接触式涂层测厚
仪，凭借其光热法（ATO）测量技术，可在涂覆后立即测量涂层厚
度 - 您可以在湿的和固化/干燥的粉末和油漆上使用它！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tqc-sheen-cureview/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tqc-sheen-coatmaster-flex/


TQC Sheen CurveX 4 炉温跟踪仪 TQC Sheen 光泽度仪

TQC Sheen CurveX 4 炉温记录仪套件可让您精确测量工业烘箱中
油漆固化的精确时间和温度。

使用我们的解决方案节省时间、资源和能源！

TQC Sheen 光泽度计适用于汽车零件，有两种不同的型号。

Sologloss 光泽度计可在从哑光到有光泽的任何表面上进行测量，而 
Polygloss 光泽度计可在高光泽表面上实现更好的多角度的表面光泽
度测量。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tqc-sheen-glossmeter/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tqc-sheen-curvex-4-oven-logger-kit/


TQC Sheen PGX+接触角测试仪

PGX+便携式接触角测试仪执行表面动态测试的理想仪器。该仪器测
量标准液体的动态和静态接触角。在测试期间，在测试期间，该装置
连接到计算机。测试结果可以深入了解表面的污染程度、附着力、表
面能和可印刷性，是测试汽车挡风玻璃的理想方案。

在我们丰富的应用中发现更多解决方案，点击此处！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product/tqc-sheen-pgx-pocket-goniometer/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industries/%e6%b1%bd%e8%b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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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物理

在工业物理，我们为世界各地的制造商、生产线和实验室提供包
装、产品和材料测试和检验解决方案。 我们的宗旨是保护客户品牌
和产品的完整性。

对我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为您提供测试设备，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
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为您服务。

无论您有什么需求，我们都会与您合作，为您的业务找到合适的解
决方案。 我们有完整的专家团队为您提供支持。

当涉及到整个汽车供应链的测试时，找我们就对了！

我们提供全套解决方案，涵盖广泛的测试要求，满足您的要求。

正是我们不断学习、创新和完善自己的内在愿景，使我们能够为各行各
业的企业提供尽可能高质量的测试和检验解决方案。

我们的专家遍布世界各地。通过我们的集体专业知识，我们能够满足客
户的独特需求。

与工业物理合作，守护您的一车一轮。

我们的宗旨是保护客户品牌
和产品的完整性。

与工业物理联系，获取更多方案与资讯：

联系我们

https://industrialphysics.com/campaign/get-in-touch-automotive-expert/?utm_source=leadmagnet&utm_medium=turtl&utm_campaign=automotive_nov22


无论您身在世界何处，我们的专家都会随时为您提供支持——无论您的需
求是什么。 我们知道让合适的人准备好提供帮助至关重要、 提供优质快速
的服务以确保您的仪器能够尽快启动和运行至关重要。 从安装到校准、维
修和预防性维护，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我们有多种实用的选择来支持全球企业的需求。 通过提供各种工厂、现场
和远程服务选项，您可以选择适合您的服务。此外，我们还提供全面的培
训和专门的支持，以便您可以充分利用您的机器。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我们如何为您提供帮助的信息，请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我们的服务

我们相信，为您提供高质量的测试仪器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在为保持业务运行的技术提供服务时，快速、高效和真正可靠是
至关重要的。

我们致力于为您提供服务，确保您的需求在您与我们合作的每一步中得到充
分支持——从采购到安装，再到持续维护。

我们深知，在为保持业务运行的技术提供服务时，快速、高效和真正可靠是
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服务专家团队遍布全球各地。 此外，在亚太，我们有
专业售后服务团队，为您提供完备的本地化服务。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的
专家都会随时为您提供支持。 

https://industrialphysics.cn/cont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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