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TS 高温高周疲劳(HCF)试验标准解决方案
充分设计与验证，加快实现高温材料力学性能试验

多年以来，行业内领先的研究专家信

赖MTS系统公司以及MTS优秀的产品

和服务，先进的系统集成能力和专家

为广大客户提供了一套又一套高性能

高温材料力学测试系统。然而，配

置、集成并且操作这些复杂的高温材

料力学性能测试系统是耗时费力，昂

贵而且高风险的工作，特别是对于新

建试验室，由于缺乏经验，更是如

此。

为了帮助这些试验室来应对这些挑

战，MTS系统公司将现有产品进行了

组合，推出了所谓“标准化”的解决

方案，旨在为广大客户提供经济、低

风险的高温材料力学测试系统(最高 

1000°C)，让试验室快速建立测试能

力，并且信心十足。

基于MTS材料力学测试的实践经

验，MTS高温高周疲劳(HCF)标准解决

方案包含了满足ASTM E466-07试验标

准的所有内容。利用该解决方案，试

验室可以快速拥有满足ASTM E466-07

试验标准的测试能力，该解决方案适

用于金属圆棒型样件，一般长度范围

为100～150mm，标距段部分直径为

3.8～10mm，根据选配的高温炉和夹

具会有所不同，测试的温度范围为

300°至1000°C。

 » 满足ASTM E466, BSI 3518-3, 

DIN  EN6072以及ISO 1099试

验标准；

 » 以极低的风险增强高温材料力

学性能试验能力；

 » 简单易用的高周疲劳系统，无

缝集成试验设置与运行过程；

 » 利用预定义的MTS TestSuiteTM

试验模板改善测试的效率；

 » 建立通用的高温测试应用平

台；

 » 基于MTS系统公司数十年的材

料力学测试应用经验和领先的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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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 高温高周疲劳(HCF)试验标准解决方案适用于高精度重复完成300°至1000°C

条件下的高周疲劳试验应用。该解决方案包含了若干高质量的部件，无缝集成在一

起，并且经过验证能够满足ASTM E466-07标准的要求，其中温度性能满足ASTM 

E606-04e1的标准要求。任何试验室利用该标准解决方案就可以快速实现试验任

务，试验结果可靠，值得信赖。

MTS 高温高周疲劳(HCF)试验标准解决方案中包含了一套紧凑易用的高温疲劳试验

子系统，全功能的MTS TestSuiteTM试验应用软件和试验模板，高性能的MTS 

Landmark®电液伺服力学性能测试载荷框架、多功能的FlexTest®数字控制器、清洁

安静的SilentFloTM液压动力源。

MTS 高温高周疲劳(HCF)试验标准解决方案包括的高温子系统同样也由若干高质量

的MTS产品组成，包括MTS 653.04型三区加热高温炉、MTS 646型液压助力夹具以

及高温延长杆。该子系统也可以单独购买，由MTS的售后服务工程师在客户现场安

装，有经验的客户也可以选择自行安装，MTS系统公司提供了视频手册指导用户的

安装过程。

MTS 370型加载框架

高性能的MTS 370型加载框架具有极

佳的刚度，轻质量十字头横梁集成电

液伺服作动缸具有极高的固有频率特

性，精确加工的立柱保证了设备对中

性。疲劳级作动缸以及平滑无冲击电

液伺服阀块具有控制精度高，运行可

靠的优点。

MTS对中系统

在载荷框架上集成安装了紧凑小巧的

对中环，利用具有应变片布置的对中

样件，数据采集系统以及软件，可以

快速实现载荷框架加载线的调整，满

足最严苛的工业标准的要求。

MTS 661型载荷传感器

疲劳级载荷传感器具有高输出、低噪

声、低温漂等特性，采用特别的绕线

技术减少了信号噪声，具有低迟滞、

长效稳定的优点。

MTS TestSuite MPE试验应用软件

作为功能强大而又灵活的MTS 

TestSuite MPE试验应用软件，能够

实现从试验定义、试验运行、数据分

更快部署，更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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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到报告生产的完整过程。其中的

ADV HCF软件模板包含了满足ASTM

标准的试验过程以及报告模板，可以

实现最高60Hz加载频率的高周疲劳测

试。这个预先设置好的试验模板还包

含了试验温度的自动设定，改善温度

梯度精度。

MTS FlexTest 控制器

易于扩展，灵活适用的MTS FlexTest

数字控制器具有高速的闭环控制能

力，包括指令信号发生、反馈信号调

理、测量数据采集等完整的功能，适

用于各种各样的材料力学性能试验、

结构试验等。

MTS SilentFlo液压动力源

MTS SilentFlo 系列静音液压动力源

是整个力学性能试验行业的标准，其

低噪声的设置无需隔离油源间，节约

了建设成本。该产品能够持续不断地

为电液伺服试验系统提供动力，可靠

的性能满足长时间工作的要求。



高温高周疲劳试验高温子系统

MTS 653.04型高温炉

 » 三区独立加温控制；

 » 最高温度可达1400°C (2550°F) 

(非测试环境)；

 » 满足样件温度最高1000°C 

(1800°F)的测试应用；

 » 经久耐用低维护特性的隔热装

置，降低热损耗；

 » 蚌壳式开启关闭方式简化试验设

置过程，确保样件与高温炉的对

中特性，加快样件的更换过程；

 » 外壳采用不锈钢材质；

MTS 409型温度控制器

 » 独立的温度控制器，具有三段控

制三段显示功能；

MTS 646型液压夹具包含高温延长杆

 » 热端夹具适用最高样件温度为

1000°C (1800°F)，最低温度为

一般常温；

 » 动态载荷能力为66kN@700°C,  

9 kN @1000°C；

 » 可选择螺纹样件形式或者凸台式

样件形式；

 » 改进的冷却回路确保设备的安

全；

 » 紧凑经济的液压夹具控制器，可

选择框架集成型产品；

温度梯度确认附件

 » 采用K型热电偶；

 » 预先安装热电偶的样件；

 » 热电偶数据采集系统，与电脑之

间连接来评估样件的温度梯度分

布；

加温性能

 » 一般工作温度范围为300°C 至

1000°C，圆棒型样件。若温度低于

300°C则不确保性能；

 » 温度梯度为标距段内±1%；

 » 温度控制精度为标距段内±1%；

 » 从一般常温升温至1000°C的所需时

间为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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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产品参数若发生变化恕不另行通知。

MTS、FlexTest、Landamrk是MTS系统公司的注册商
标，MTS TestSuite、SilentFlo是MTS系统公司的商标，这
些商标在美国境内注册，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受到法律保
护。RTM No. 21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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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不同等级的安装支持  

合理适用的高温测试系统需要正确实现测试设备的集成和安装，为了帮助不同的试验

室充分有信心地完成高温高周疲劳测试任务，MTS系统公司可以提供三个不同等级的

安装支持工作。 

等级1

MTS系统公司将负责标准设备的全部安

装工作，并且进行必要的设备功能检

查，确保高温子系统正确工作。

多功能的高温测试平台

MTS高温高周疲劳(HCF)试验标准解决方案不仅经过验证能够满足ASTM E466-07试

验标准需求，还可以用于完成几种不同类型的高温试验，试验需要在标准配置上做些

许改动。

等级2

在等级1的工作基础之上，MTS的技术

人员将负责验证温度性能，验证工作采

用标准的镍基合金样件(由MTS供货)。

等级3

在等级2的工作基础之上，再次增加对

标准方案的定制化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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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额外的试验类型

高温拉伸
高温蠕变
高温蠕变疲劳 
高温预制裂纹

MTS高温高周疲劳(HCF)试验标准解决方案无需做任何改动
即可满足这些试验，适用样件为金属棒状样件，样件长度为
100～375mm，样件缩颈部分直径为5～12mm。

高温压缩 需要根据测试要求选择合适的高温炉以及工装，请联系MTS
系统公司的业务代表讨论细节并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高温断裂力学 
(J1c、JR曲线以及疲劳裂纹扩展)

需要根据测试要求选择合适的高温炉以及引伸计等，请联系
MTS系统公司的业务代表讨论细节并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热-机械疲劳耦合 需要选择正确的感应加热子系统和引伸计，请联系MTS系统
公司的业务代表以讨论细节并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适用额外的样件形式与尺寸

缺口样件 MTS高温高周疲劳(HCF)试验标准解决方案可以适用此
类样件的试验，需要针对夹具做些许改动并且定制MTS 
TestSuite的试验模板。请联系MTS系统公司的业务代表了
解细节并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平板样件 MTS高温高周疲劳(HCF)试验标准解决方案可以适用此类样
件的试验，请联系MTS系统公司的业务代表了解细节并选择
合适的解决方案。

硬度偏软的材料样件 MTS高温高周疲劳(HCF)试验标准解决方案可以适用此类样
件的试验，请联系MTS系统公司的业务代表了解细节并选择
合适的解决方案。

小尺寸样件 MTS高温高周疲劳(HCF)试验标准解决方案可以适用此类样
件的试验，需要定制夹具并选择合适的引伸计，请联系MTS
系统公司的业务代表了解细节并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