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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工业领域内的主要测试设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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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先的工业测试系统

工业物理的仪器设备可适用于绝大多数工
业领域的行业，以执行各种标准和定制测
试程序。

我们可以帮助您了解样品及材料的特性；
可以提供现代工业所需的精确环境试验条
件；也可以提供工业领域的气体分析仪器
和密封检漏设备。

更多工业领域应用测试方案
敬请关注工业物理。

我们是工业物理

工业物理 (Industrial Physics) 是世界领先的测试、测量及检测设备制造商。我
们的品牌在超过75个国家设有销售网点，产品主要用于测量和分析材料的物理
性能，广泛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国防、电子等诸多行业领域。

工业物理中国成立于2015年，其在华全资子公司为希仕代仪器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负责工业物理旗下所有品牌在大中国区的业务。工业物理中国位于上
海市浦东新区盛荣路88弄1号楼803室，设有会客厅及专业测试设备实验室，
欢迎您随时参观交流。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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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支持工业领域各行业的检测？

无论您所处汽车、钢铁、航空、建筑，或其他工业行业；无论您是 OEM，还
是处于供应链的二级或三级，我们都可以为您提供用于质量控制、在线检测，
及研发的测试和检测仪器。 以下是工业物理能为您提供支持的部分测试类型：

• 拉伸、压缩测试

• 硬度测试

• 腐蚀试验

• 聚合物原材料评估测试

• 冲击试验

• 高低温测试

• 表面及涂层测试

• 聚合物试样制备

• 泄漏测试

• 在线气体及水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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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工业物理在工业领域的应用

拉伸、压缩测试

UTS 万能材料试验机
自 1964 年以来，行业领先的 UTS 品牌为您对各种零件、组件和测试样品的拉伸（拉力测试）、压缩和
弯曲测试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控制。UTS有超过50年的试验机研发和制造历史，开创了第一个自动数据采
集和还原系统，能够在不需要操作员参与的情况下连续测试多个样品。

这些流行的软件控制设备有多种型号——从 5 kN (550 lbf) 的小力值拉力
试验机，到 2,000 kN (450,000 lbf) 的伺服液压系统。 我们将帮助您满足

7.8FT

并超越各种产品和测试场景的国际标准要求。

UTS DTM 台式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UTS 操作便捷的台式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非常强大 - 产生从 2.5 kN 到 
100 kN 的力。 单柱和双柱的设计是许多材料类型的理想选择。设备
支持高度和宽度的定制与修改，还可提供定制化夹具，以满足您的操
作需求。

UTS DFM 落地式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
如果您有大型零件、组件、或是更坚固的材料需要测试，那么 UTS 的
落地式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是您的不二选择。 它们可以测量从 100kN 
到 600kN 的力，可选择各种载荷满足您的特定测试要求。

UTS DHFM 液压万能材料试验机
对于更高强度的测试应用，UTS 提供坚固耐用的 DHFM 液压万能材
料试验机。300KN到2000KN的载荷覆盖范围能够满足大多数客户的
测试需求，在航空航天、汽车和钢铁、建筑等行业得到广泛的应
用 。设备配备先进的PC控制以及数据采集功能，确保精确稳定的试
验需求。

UTS LCH Speedy 现场快速试验机
专为航空航天及汽车行业打造，UTS 广受欢迎的“Speedy”系列现场
快速试验机是便携台式液压驱动的拉力试验机，用于检测以各种方式
焊接、拧紧、焊合、粘合或紧固的任何部位及部件，便于使用者进行
特定的力学测试。它可以轻松地对各种样品进行类似的破坏性测试，
额定测试力高达 150 kN (33,000 L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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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y-Ran X100 台式万能试验机
Ray-Ran X100 是紧凑轻便的万能试验机，全电脑控制，搭载精密交流伺服驱
动系统。 1kN的载荷非常适合大容量、低力测试应用，例如纸张或包装材料。 
设备提供适用于测试高伸长率材料的标准和长行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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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伸、压缩测试

Ray-Ran 万能材料试验机
工业物理旗下材料测试品牌英国 Ray-Ran 提供多款单柱/双柱万能试验机，均配备高精度力值传感器，通过
数字交流伺服和无刷伺服电机进行精密十字头控制，提供免维护操作。设备均具有高精度控制和准确度的全
数字测试系统，包括测试方法的自动计算机控制，操作简单。

UTS Tru-Blue II 洛氏硬度计
Tru-Blue II 洛氏硬度计使用创新的数字控制和高精度力值传感器，为您提供精确
的力测量。 设备符合或超越 ASTM E-18 和 ISO 6508 等国际标准，提供可移动的
夹具允许支撑异形和较大的重型零件。作为可选功能，True-Blue Ⅱ洛氏硬度计
也可以测量布氏和维氏硬度。

UTS Tru-Blue μVT 显微硬度测试系统
Tru-Blue μVT (MicroVT) 是最先进的半自动显微硬度测试系统。设备可测量从 10g 
到 1000g (1kg) 的维氏 (HV) 和努氏 (HK) 硬度值。全数字编程和控制与高质量光学
元件相结合，使每个用户都能快速轻松地进行测试。我们的仪器可为您提供准确且
可重复的结果。

UTS  Tru-Blue  样品切割机
Tru-Blue  切割机提供坚固、强大且易于使用的台式切割系统。设备配备耐腐蚀的
金属盖板、强大的 3 kW 电机及 57 升再循环冷却液罐。设备可作为独立仪器使
用，也可与全新的UTS Tru-Blue μVT 显微硬度测试系统一起使用。为切割用于
显微硬度测试的样品材料提供高效工具。

UTS  Tru-Blue 样品镶嵌机
UTS 提供坚固、强大且易于使用的台式镶嵌系统，可让您镶嵌金属和合金样品。
设备快速且易于使用，提供准确且可重复的结果。设备可搭配全新的UTS Tru-
Blue μVT 显微硬度测试系统，满足您的显微硬度测试需求。

UTS  Tru-Blue 研磨抛光机
Tru-Blue系列磨抛机是一款台式磨抛系统，采用双盘设计，允许在一个磨抛盘上
进行粗磨，并在另一个磨抛盘上进行最终抛光。两个磨抛盘都提供供水喷口，您
可以轻松设置可变的正向/反向磨盘转速。使用Tru-Blue系列磨抛机，您将拥有完
美的工具来制备所选样品的表面，以便在对关键零件和组件进行显微硬度测试时
获得准确且可重复的结果。

Ray-Ran X250 单立柱台式万能试验机
Ray-Ran X250 单立柱台式万能试验机，可实现高达 3kN 载荷的高效材料测
试。设备采用全电脑控制，精密交流伺服驱动系统。 得益于高精度力值传感
器，精度优于±0.5%，低至力值传感器容量的 1/1000。

Ray-Ran  X350 双柱万能试验机
X350 万能试验机是 Ray-Ran 电子材料试验机产品系列中的中档机型。占地面
积小的双柱机具有 5kN 到 20kN 的范围，适用于全球所有行业的材料测试、
产品测试、研发和质量控制应用。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全自动控制的测试
系统，控制精度高，操作简单，测试结果准确。 

设备在小于20kN的范围内可根据不同的标准的材料进行撕裂、摩擦、拉伸、
弯曲、剥离、剪切等各项力学试验。

Ray-Ran X500 双柱高力值万能试验机
X500 万能试验机是 Ray-Ran 电子材料试验机产品系列中最大的型号。占地
面积小的双柱机具有 5kN 到 100kN 的范围，用于全球所有行业的材料测
试、产品测试、研发和质量控制应用。

设备可满足各种生产试验要求，可靠性高，易于操作，在小于100kN的范围
内根据不同的标准的材料进行撕裂、摩擦、拉伸、弯曲、剥离、剪切等各项
力学试验。 

硬度测试

UTS Tru-Blue 系列硬度测试系统及配套制样设备
UTS Tru-Blue 系列硬度测试系统以质量、可靠性和易用性而闻名。以近30年的悠久历史为后盾，UTS 可确
保提供符合行业标准的功能和质量性能。无论您身处何种行业，需要测试何种零件或组件，我们都能为您提
供优秀的硬度或显微硬度测试系统。 此外，们还提供从硬度块到样品制备设备的完整配件系列——这对于
显微硬度测试应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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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O SX100 高效台式切割机
LECO 高效台式切割机 SX100M 是许多材料应用的理想解决方案，包括棒材、铸
件、紧固件、碳化钨、复合材料、电子元件、焊接件等。设备带有10英寸 (250毫
米) 的切割轮和带有集成电子机械制动系统的 2.2 千瓦电动机，最大样本切割直径
约为2.75英寸。

LECO MSX250 自动切割机
LECO MSX250 系列自动切割机非常适合于中型汽车、陶瓷和复合材料部件的金相试
样切割。自动脉冲切割进刀速率与负载控制结合使切割时间更加合理，设备标配10
或12英寸 (200或250毫米) 切割片和功率为 4 千瓦的驱动电动机。

LECO MSX305A 立式切割机
LECO MSX305A 系列立式切割机采用自动振荡和伺服脉冲原理切割，针对诸如淬
火零件的样品或通过硬化处理的工具钢、渗碳部件等等。其标配手动可调Y轴方向
移动占台，可提供简单示样品位置以便进行多截面平行行切割。MSX305A 具备一
个强大功率 7.5 千瓦的驱动电机和牢固的钢结构。

LECO PR36 单/双样品压力镶嵌机
LECO PR36 压力镶嵌机能够实现单样品和双样品同时镶嵌。设备轻便、小巧，并
提供高效、耐用的压力镶嵌。坚固的模具围栏装置能够保证样品的装配和取出非常
简单和安全，另外快速样品加热和冷却缩短了运行时间。全自动单循环操作（加
压、加热、冷却），使得操作者能够空出时间从事其他的工作。

LECO PX400/500 高级自动磨抛机
LECO PX400/500 系列高级研磨抛光机强调易用性，适用于制备平稳试样表面，同
时非常适合试样的显微硬度测试或显微结构分析。设备采用最新技术设计，通过多
项创新及用户友好功能，提供高效、安全、可靠、洁净的研磨抛光解决方案。

LECO SS1000 双盘磨抛机
LECO SS1000 双盘磨抛机采用8英寸200毫米双磨抛盘设计，是低或中等磨抛工作
量的实验室的理想选择。磨抛底座可作为一个手动独立使用单元，或与磨抛头半组
成成为一套半自动样品制备的磨抛机。强劲的 373 瓦电动机同时驱动 8英寸磨抛
盘。添加磨抛头组件和自动加液器（可选）极大限度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工作量。

硬度测试配套 - 金相制样设备

LECO LCB3100 布氏硬度计
LECO LCB3100 布氏硬度计采用先进的测压单元技术，使之成为通用和现行易于
使用的布氏硬度计之一。操作是通过一个用户容易掌握使用的触摸屏，通过取消
旋钮的使用，取而代之使用重量的堆积来消除错误，只需在操作面板上的简单的
选择负载，无需操作者后续介入。

LECO LCR500 洛氏硬度计
LECO力可 LCR500 系列洛式硬度计适用于大工作量、高精度、高重复性的实验室
硬度测量。LCR500 系列可提供兼具模拟型及数字型的选择，配备空载以及轻载荷
布氏功能，以满足实验室特定的应用需求。同时，触摸屏式操作面板可以直观显示
硬度值计算表，方便测量结果的计算。

LECO AMH55 维氏硬度计
LECO力可 AMH55 维氏硬度计支持高效准确的显微和宏观维氏全自动、半自动硬
度测试，精简配置，非常适用于：案例深度分析、涂层硬度、表面分析、粉末金
属、焊接轮廓、紧固件、脱碳。AMH55 支持用于微压痕和宏观/维氏硬度测试的
所有标准负载。符合ASTM E-384的微观/宏观硬度测试。

LECO LM248 显微硬度计
LECO力可 LM248 系列显微硬度测试系统采用双压头、先进的全彩色触摸屏显示
器，并可同时配备高达四的目镜，具备各种先进特点，可以满足您的实验室预算
和需求。设备负载范围从1gf 到2000 gf，配备自动硬度转换，符合ASTM E140和
SAE J417。

LECO LM810 显微硬度计
LECO力可 LM810 系列显微硬度测试系统配备先进的全彩色触摸屏显示，断裂韧
性值（KC），同时配备多达三个目镜，轻负载型号可选。负载范围从1gf 到2000 
gf，提供自动（AT）和手动转塔型号。其自动硬度转换，符合ASTM E140和SAE 
J417。

硬度测试

LECO 硬度测试系统
LECO 始创于1936年，总部位于美国密歇根州。发展至今，LECO 已形成多元化的实验室分析仪器产品线，
拥有在无机、有机、金相、光谱和飞行时间质谱领域多种产品，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各行业。LECO 提供多
种硬度测试系统，极大限度地提高您的检测量，并为各种表面硬度的测量提供了方便简便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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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蚀试验

C&W 盐雾腐蚀试验箱
C&W 盐雾腐蚀试验箱广泛用于整个行业内的组件和涂层测试板测试。 箱
体配备精密有机玻璃喷雾器，无障碍喷雾，可确保腔内精确集雾。 其带整
体过滤系统的移动式外部盐溶液储罐和充足的 114 升容量，可为您提供长
达两周的连续运行。

C&W 循环腐蚀试验箱
C&W循环腐蚀试验箱（CCT 箱）是为了满足现代工业对环境试验条件的要
求而设计。特殊配方的阻燃玻璃纤维增强聚酯 (GRP) 机柜具有高耐化学性
和耐温性。箱体配备高湿度内部加湿系统，98% RH，带自动液位控制装
置。此外，我们提供带有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控制面板的湿式或干式密
封选项。

聚合物原材料评估测试

熔融指数测试
熔体流动速率 (MFR) 是给定聚合物流动特性的量度。 工业物理 Ray-Ran 品牌熔融指数仪可专门用于测试方
法 A、B、C 及密度测试是否符合 ASTM D1238、ASTM D3364、ISO 1133、DIN 53735 等国际标准。

MFR 100
标配的填充和清洁工具

MFR 200
提供 220-240V 50hz 和

110-120V 60hz、10amp 的型号

MFR 300
采用光学旋转编码器

配备最新的 Techni-Test 软件

密度梯度试验
Ray-Ran DGA 自动三柱及六柱密度梯度仪采用微处理器系统控制，可迅
速准确地计算出试样的密度，使用最新的线性编码器技术，可以更准确
地测量出样品在柱中相对标准玻璃浮子的位置。仪器上提供了一套含有
可调速的蠕动泵的自动灌装系统，以保持配置梯度的精确。根据使用的
频率和时间长短，柱子的密度梯度分布可以保持稳定多达40周。

冲击试验

冲击试验是使用从设定高度下降的受控重量来测量材料的抗冲击性的单点测试。 它可以定义为开始并继续
断裂直到试样断裂所需的动能。Ray-Ran 提供多种冲击试验仪器，以快速有效地检验材料的抗冲击性能。

Ray-Ran IMT 摆锤冲击试验机
摆锤冲击试验机通过运用悬臂梁、简支梁和拉伸等方法，使用内置的微
处理器技术来测量断裂样条所需的能量。它在塑料、复合材料、陶瓷和
有色金属上创造了奇迹。设备冲击速度范围是1.5米/秒-3.8米/秒，冲击能
量范围可达50焦耳，符合 Izod、夏比和拉伸冲击测试的国际测试标准。

Ray-Ran NC 自动铣口机
Ray-Ran自动铣口机可在冲击试验样条上铣口，铣切精确。 它们符合或
超过国际标准的要求，包括 ISO 179、ISO 180 和 ASTM D256 和 
D6110。减振导轨系统保证了铣口的精度，样品摆放槽可以最多一次摆
放16个，4mm厚的样品，用约20秒就可以精确地完成铣切。

Ray-Ran FDT 落镖冲击试验机
Ray-Ran 落镖冲击试验机用于测定塑料薄膜、纸张或复合片材等柔性材
料破裂时的能量。专业设计的试样的夹持装置和镖头的释放装置，可以
准确无误地重复执行每次测试。标准的可调整的下落高度为 660mm–
1500mm，符合 ASTM D1709 方法 A&B 和 ISO 7765 标准。

Ray-Ran 仪器化落锤冲击试验机
可测定用于材料和部件评估的试样（如管道、板材、层压板、复合材
料、陶瓷和有色金属等）在断裂或破裂时所需的能量，提供实时数据以
计算样品受到的冲击能量和深度。

利用气动和电动功能，该设备用途极为广泛。机器配备2米可变落差高度
系统，可达到最大冲击速度6.26 m/s和8.1 m/s。最大冲击能量范围从
314J 到1100J，即使是最坚硬的材料也可以轻松测试。

设备符合 ASTM D7136、 D3763-02、 ISO 6603 等国际标准，是汽车、
航空航天、建筑行业及科研院校的理想仪器。

此外，Ray-Ran 也提供非仪器化版本的落锤冲击测试仪，非常适合按照 
ISO 6603 等国际标准对样品进行严重失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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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温试验

Ray-Ran HDV 热变形/维卡软化点测试仪
Ray-Ran 先进的热变形/维卡软化点测试仪利用微处理器技术，能准
确地确定热塑料试样的热变形和维卡软化点特征，保证了结果的准
确性和重复性。设备可以同时进行2 或 4 或 6个样品测试。

Ray-Ran ESC 环境应力开裂仪
ESC 环境应力开裂仪用于乙烯塑料样品应力开裂指数的测试。产品
设计按照ASTM D1693国际测试标准，该设备操作简便、高效。集
成的恒温浴装有数字温度控制器，可以精确地控制恒温浴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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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及涂层测试  

工业产品及零部件通常使用多种工艺和基材，且在不同的工厂进行生产和涂漆。 不可避免地，您的产品
的整体外观可能会受到影响。 工业物理旗下荷兰 TQC Sheen 可提供广泛的油漆、涂层及表面分析测试，
为您优化工业产品及零配件的外观和性能标准。

TQC Sheen Coatmaster 膜厚分析仪
Coatmaster 膜厚分析仪凭借其光热法 (ATO) 测量技术，可在涂覆
后立即测量涂层厚度，实现非接触快速测量金属、橡胶、陶瓷、
玻璃、塑料和木材等基材的涂层厚度。 它可用于湿和固化/干燥的
粉末和油漆。携带方便、安全可靠、轻松测量复杂工件、无需严
格控制测量角度和距离也是其独特的优势。

TQC Sheen 光泽度仪
可在任何平面上快速准确地测量光泽度，包括纸张、油漆、塑料
或木材。提供 60˚ 型号及 20˚，60˚，85˚三角度型号。

TQC Sheen 机械划痕试验机
设备以恒定速度 (每秒3-4 cm) 操作滑块和测试臂提升机构。配备
一只1mm的碳化钨球头针，可以很容易地拆下进行检查和更换，
同时确保安全、长效的使用寿命。配备100g至2kg (0-20N) 的砝
码附加重量。对于更硬的涂层，可选最大10kg的附加重量附件。

TQC Sheen 杯突试验仪
TQC Sheen 杯突测试仪用于测试、评估钢板上色漆、清漆等涂层
在特定条件下的抗开裂和/或者抗剥离的能力。压头以 0.01 – 
0.70 mm/s 的速度移动，完整行程可达 0 - 12 mm。

TQC Sheen 粉末涂层测厚仪
TQC Sheen 粉末涂层厚度分析仪是利用光热法对薄膜厚度进行非
接触、无破坏性测量的仪器。符合标准DIN EN 15042-2。这台轻
巧稳健的仪器可快速精准地测量在金属和MDF底材上粉末涂层在
固化前后的厚度。测量系统由传感器和显示器组成。

聚合物试样制备

通过测试您的塑料及聚合物材料的性能，您就会知道它们是否适合所需用途、是否符合或有望超
过您所追求的国家和国际标准。

Ray-Ran 手动 / 气动样品冲切机和切割模具
使用 Ray-Ran 的定制切割模具，可以毫不费力地产生高达 50kN 
的力，以切割最大厚度为 8mm 的塑料、纸张和板材。

Ray-Ran CNC 3轴仿形切割机
是简单样品制备和 3D 原型制作的最佳设备。设备可切割高达
100mm 厚的硬质致密聚合物片材、层压板、以及在天然气和
水工业中使用的聚乙烯和聚丙烯管道。

Ray-Ran 试样注塑成型设备
Ray-Ran 试样成型设备专门设计用于生产各种实验室试样，如
彩色基板、拉伸和冲击试样以及机械试验程序所需的小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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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真空衰减
• 堵塞检测
• 溢流测试

TME Integra Flex 检漏仪
用于在线泄漏检测或实验室台式测试的紧凑型检漏仪。 专为 
OEM、工业集成和自动泄漏检测系统市场而开发。 测试单元专为
适应坚固的工业制造工艺线而设计。设备可用的型号，从全真空
到正压范围可高达100 psig。您可以依靠它轻松检测无孔、柔性
和刚性产品的泄漏：

• 压力/真空衰减
• 堵塞测试

TME Worker Integra 检漏仪 
一款创新的 1-4 路台式高分辨率 (低至 0.0001 psig) 泄漏检测仪
器，具有可重复的定量结果。 

• 压力/真空衰减
• 堵塞测试
• 溢流测试
• IP 67 等效

TME  定制夹具 
并非所有泄漏测试都需要定制夹具，但如果您需要，我们会为您
提供保障。工业物理拥有 50 年的经验，可帮助工业领域客户克服
最具挑战性的夹具应用。

从概念到验证，我们熟练的工程师将在整个设计、构建和测试验
证过程中倾听您的意见，并与您合作。

泄漏测试 

我们提供高度准确和可靠的泄漏及流量检测解决方案，以满足大多数国际测试标准。

TME Solution 密封性测试仪

TME Solution是一个可以同时测试1通道到4通道，或者按照顺序
进行测漏/测速的高分率仪器，设备提供可重现、可靠灵敏的结果，
包含多种检测模式：

在线气体及水分分析

冶金、电子、化工等行业对高纯气体拥有大量需求，为了保证气体产品的质量，
必须严格控制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微量杂质的含量，这就对在线、离线气体分析
仪的检测灵敏度、测量精度、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国 Systech 
Illinois 希仕代有30余年的传感器研发、生产和应用经验，是全球微量氧和水检测
领域的技术和质量的领导者。

Systech Illinois EC900 在线微量氧分析仪
EC900 系列过程氧分析仪能在最苛刻的操作环境中，依然为您提供无与伦比的准
确性、可靠性及灵活性。设备使用经过特殊设计的电化学传感器，能在绝大多数
工业气体中实现氧气的测量。

Systech Illinois EC91 防爆认证微量氧分析仪
EC91 型微量氧分析仪可以检测从0.1ppm到%级含量的氧浓度，可应用于多种气体
和大气检测。设备为防爆本质安全型，可应用于所有危险区域。其外壳采用了高强
度聚酯材料，防护等级达到IP65。

Systech Illinois EC92 D/IS 便携微量氧分析仪
EC92DIS便携氧分析仪适用于危险区域，它通过Eex ia IIC T4 - Zone 0 (ATEX)防爆
认证。燃料电池传感器无需日常维护，可使用空气或者标准气体进行校准。可用
来测量低至1ppm到百分比的氧含量，适用于大多数工业气体和气氛。

Systech Illinois PM700 机械顺磁氧分析仪
LECO PR36 压力镶嵌机能够实现单样品和双样品同时镶嵌。设备轻便、小巧，并
提供高效、耐用的压力镶嵌。坚固的模具围栏装置能够保证样品的装配和取出非
常简单和安全，另外快速样品加热和冷却缩短了运行时间。全自动单循环操作
（加压、加热、冷却），使得操作者能够空出时间从事其他的工作。

Systech Illinois ZR800 氧化锆氧分析仪
ZR800 氧化锆氧分析仪配备高纯度、高密度、性能稳定的氧化锆陶瓷传感器。通
过高速微处理器的转换及线性化，能够极快地将数值结果显示在LED屏幕上。设
备量程范围宽，可以满足0.1ppm到100%的氧含量测试要求。

Systech Illinois MM500 微量水分析仪
微量水分析仪又称“露点仪”，主要用于分析增压空气中的水分含量。Systech 
Illinois 希仕代 MM500 系列微量水分析仪采用电解法测试原理，配备高品质的五
氧化二磷（P2O5）测水量探头，给过程环境带来了灵活性。

工业物理  工业领域物理性能检测方案  更多精彩，敬请访问  industrialphysics.cn



其他工业领域检测设备及方案

TQC Sheen 摆杆硬度计
TQC Sheen 摆杆硬度计有很多独特之处，它根据ISO 1522标准所描
述的Konig科尼格和Persoz珀萨兹法来测量硬度值。摆针在不同软
硬度表面的上摆幅不同，可通过摆动的阻尼时间来计算硬度。

TQC Sheen 炉温跟踪仪
为您提供用于油漆固化炉的高质量温度数据记录，而且非常易于使
用。记录仪有6个通道，总存储量为250000个测量点。测量、分析
级别和报告选项可完全自定义，为您提供有关固化过程质量的定制
信息。

Quality By Vision 滤油器360°无损封口检测器
SEAM360 是一种安全、快速、准确、无损的滤油器二重卷封检测
系统。适用于各种规格的滤油器检测。设备采用360度扫描全检，
避免单点检测的局限性，极大提高了检测效率并实现无损化检测。

TQC Sheen CureView 梯度烘箱
CureView 梯度烘箱设置灵活，用户可以将玻璃床上的测试板加热
到各种温度曲线，在环境温度+5˚C至350˚C之间变化。热源是32个
红外卤素加热器，可以单独控制，并允许设置任何形式的温度梯
度，从抛物线状梯度、上升或下降斜坡或多个温度模块变化。

TQC Sheen 粘度计系列
针对不同的应用范围，TQC Sheen 提供广泛的粘度计产品线，包括
旋转粘度计、凝胶强度测试仪、锥板粘度计、克雷布斯粘度计。四
大粘度测试类型，全范围涵盖。先进，耐用，且范围广泛，是可重
复性及再现性的终极目标，可满足您在粘度测试方面的各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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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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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的专家都会随时
为您提供支持。从安装到校准、维修和
预防性维护，我们都为您提供服务。工
业物理始终是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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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测试和检验合作伙伴

无论您身在何处、从事何种行业，无论
您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您正在寻找最高
质量的测试和检验解决方案来确保您的
工业产品的质量，工业物理团队就在这
里，为您提供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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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与工业物理合作期间，我们感受到积极与热情。工业物
理技术专家总能第一时间相应并答复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采购订单能够很快得到确认和处理。发货及运输时间非
常精确，我们总能在下订单后的几天内准时收到我们的货物。
货物的包装也很到位，我们订购的货物始终保持细致的包装，
从未有过任何破损。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与工业物理的合作关系顺利且富有成
效。希望未来也一如既往；希望我们能够完成更多的合作。"

Inteszt Kft. 

18 19工业物理  工业领域物理性能检测方案  更多精彩，敬请访问  industrialphysics.cn



联系我们

有关工业物理如何支持您的独特需求，了解更多
相关信息，欢迎联系工业物理。

www.industrialphysics.cn 

Industrial Physics 工业物理

电话：400 821 0694

邮箱：info.china@industrialphysics.com

网址：www.industrialphysic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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