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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ertain.

MTS DuraGlide® 液压作动缸产品
工程设计以高性能，长寿命、高效率为先



作为无与伦比的测试技术与工程应用专家，MTS

系统公司提供可靠、耐用、节能的测试用液压作动

缸产品家族，为测试应用而生，满足各种需求。



3

试验数据的精度、可靠性和试验的可重复性与试验系统所使用的电液伺服液

压作动缸性能息息相关。这也是众多试验专家坚持使用MTS DuraGlide液压

作动缸产品完成试验应用的原因。

每一天，在全球各地，试验工程师使用MTS线性作动缸或者扭转作动缸产品

来完成各类材料、结构件、部件的力学测试。这些作动缸产品帮助广大用户

实现各种应用，从高动态特性的时间历程数据回放，到准静态拟动力蠕变试

验，无论是极小的载荷还是超大载荷的加载应用，MTS DuraGlide液压作动

缸产品是最佳的选择。

作为试验应用的专家，MTS 的液压作动缸产品是满足测试精度及可靠性需求

的不二选择。MTS的工程师使用特供的材料、独有的热处理加工工艺，尽量

降低了作动缸本身的内摩擦力，最大化产品的可靠性，减少磨损，同时也节

约了能源。所有MTS液压作动缸产品均为疲劳级产品，满足长期疲劳试验需

要，其容错设计特性满足绝大多数用户的使用需求，满足高标准的可靠性要

求，使持续运行时间更长。

试验工程师还可以利用MTS的专家服务和产品，将实验室建设得更加绿色、

清洁、安全、安静、可靠。MTS可根据用户的实验室需求提供各类液压动力

系统产品。

高性能

MTS系统公司对工程设计、零件加工

以及制造近乎严苛的态度，保证了液

压作动缸产品无与伦比的性能与质

量，满足了试验系统的要求。MTS的

液压作动缸产品全程提供卓越的保真

度，并具有优异的施加和协调多通

道、多轴向载荷的能力。用户可以依

赖这些持久的容错性设计，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完成一个又一个试

验。

可靠

所有MTS的液压作动缸产品均为疲劳

级产品，专为实现数百万周次的循环

加载应用而设计。换而言之，MTS液

压作动缸产品在试验过程中不会出现

产品本体结构失效的现象。用户对

MTS的产品可以充满信心，MTS 

DuraGlide液压作动缸可满足长寿

命、持续工作的需要，降低总体成

本。MTS主动预报式的再制造计划以

及液压产品保养服务可以进一步延长

作动缸产品的使用寿命。

节能

MTS液压作动缸产品针对最大化试验

效率而进行了工程化设计，尽量避免

摩擦，减少内泄漏流量，降低热损，

从而降低了总体能耗。最小化液压油

路泄油的流量，避免使用吸油泵，不

用担心气液混合的现象，进一步降低

了能耗成本。

成为MTS的合作伙伴，用户可以享有

专业化的系统集成与咨询专家服务，

帮助试验系统更加有效地运作。

高性能疲劳级液压作动缸，是测试应用的理想产品



为何作动缸不尽相同？

市场上的液压作动缸产品琳琅满目，但是只有少数适用于载荷与

运动的高保真复现。 许多实验室经理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而不

得不选择了低质量液压作动缸产品。这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尽管

降低了采购成本，但是从实验室长期运营的角度来看，其付出的

总体成本远超预期。当使用的液压作动缸并不是针对试验应用而

专门设计，此起彼伏的问题带来了更高的运营和维修成本，例

如，无法达到预期的试验频率，试验数据畸形，缺乏对侧向载荷

的容错设计引起频繁出现的漏油现象，最终无法达到疲劳试验所

需要的循环次数，不得不重新采购新的产品。在使用MTS的液压

作动缸产品时，可靠性变高，使用寿命延长，能耗变小，从而节

约了采购成本。

细节决定成败

先进的设计理念让MTS的产品如此与众不同，成为

全球广大用户进行各类动、静态试验加载的首选。

采用MTS SureCoat®处理工艺*的活塞杆，寿命较传

统工艺延长了10倍以上。

活塞杆端头具有可替换特种钢制柱头，可以快速替换并

且根据公制英制尺寸要求进行切换。

整体端盖轴承设计将高承受力聚合物活塞杆轴承直接与

端盖集成在一起，具有较高的抗侧向力能力和优异的耐

磨特性。用户也可以选择静压支撑端盖产品来应对较大

的侧向载荷条件下的高速运动应用。

一体双出杆形式的活塞杆设计，拉伸和压缩载荷对

称。MTS独有的喷丸处理技术相对于传统工艺增长了产

品寿命10倍以上。

大油口设计支持最高340lpm(90gpm)的额定流量，可以

根据需要选择一系列不同额定流量的液压伺服阀，满足

精确控制与性能水平之间的平衡。 

预应力的聚四氟乙烯活塞密封提供正向密封并且降低摩

擦力。

油垫缓冲保护作动缸端盖免受高速度应用情形下，活塞杆

对端盖的冲击

MTS的专利技术，活塞杆密封件具有长寿命、低摩擦和

卓越的性能，满足高频小位移应用需求。

*标准244G2作动缸具有该特性，201G2作动缸为选项



5MTS作动缸 适用于 活塞杆形式
额定载荷能力范围

(依型号不同) 特性及优势

244系列 » 动态部件疲劳测试

» 结构疲劳测试

» 车辆耐久测试

双出杆 15 kN - 1000 kN 
(3.3 kip - 220 kip)

» 广泛适用于动态载荷生成，具有较高可靠性

» 采用MTS SureCoat处理工艺的活塞杆寿命较
传统工艺延长了10倍以上

» 标准配置可以使用TemposonicsTM线性位移
传感器或者LVDT型位移传感器

» MTS的专利技术密封设计具有卓越的性能和
较长的寿命

» MTS 聚合物端盖轴承减少了摩擦和热损耗

» 液压油垫缓冲保护端盖

201系列 » 航空结构加载试验

» 大载荷低频长行程的土木
结构试验

单出杆 拉伸 
32 kN -1775 kN 

(7.0 kip - 400 kip) 
压缩 

63 kN - 2595 kN 
(14.0 kip - 590 kip)

» 性价比最佳的液压伺服闭环控制加载产品

» 疲劳级预应力紧固连接，聚合物端盖延长寿
命减少磨损

» 低摩擦密封，低于1%的摩擦系数提供了最
佳能效

» 标准配置有油垫缓冲

» 可选MTS SureCoat活塞杆处理工艺

242系列 » 部件疲劳试验

» 结构件共振点扫频

» 模态分析

双出杆 2.7 kN - 14.7 kN 
(0.6 kip - 3.3 kip) 

» 可以配置各种MTS标准伺服阀

» 非金属材质端盖轴承，具有较高的抗侧向载
荷能力和优异的耐磨性能

» 采用低压密封圈确保了较低的摩擦力和尽可
能少的泄漏现象

248系列 » 垂向振动试验，例如MTS 
320型轮胎耦合道路模拟器

» 高频的弹性体试验

双出杆 10 kN - 250 kN 
(2.2 kip - 55.0 kip)

» 静压支撑端盖轴承产品来应对较大的侧向载
荷条件下的高速运动应用

» 大直径活塞杆，一体设计具有较高的强度和
水平刚度

» 液压油垫缓冲保护端盖，适用于全行程高
频应用

215系列
(扭转)

» 对材料、轴类部件、联轴
器等进行扭转测试

动态扭矩范围 
226 Nm～11,300 Nm 

(2000 lbf-in - 100,000 lbf-in)

» 电液伺服闭合回路控制重载扭矩加载

» 重载滚动轴承低摩擦长寿命，可承受较大的
径向力

» 精确加工非金属端盖降低摩擦力，不存在死
区和间隙

» 等幅值工作端面，实现性能的平衡控制

216系列
(扭转)

» 对材料、轴类部件、联轴
器等进行扭转测试

» 比215系列产品能够提供
更大的扭矩，同时保持优
越品质

动态扭矩范围 
22,597 N-m ～82,479 N-m 

(200,000 lbf-in -  730,000 lbf-in)

» 电液伺服闭合回路控制重载扭矩加载

» 重载滚动轴承和双叶片转子，可承受较大的
径向力和轴向力

» 精确加工转子和定子，不存在死区和间隙

» 等幅值工作端面，实现性能的平衡控制

寻找符合试验需求的理想作动缸

请根据试验需求从MTS提供的各种型号液压作动缸选择合适的那一款，例如
244型液压作动缸适用于高频位移和载荷的加载应用，而201型液压作动缸适用
于静态、准静态到低频加载应用，重载旋转作动缸则被广泛应用于扭矩生成的
试验场合。



加快疲劳试验速度的关键

低失真度加载试验的作动缸产品 

在闭合回路测试系统应用中，作动缸的保真度其实决定了加载试验的速度，

只有较低失真度的加载作动缸产品才能够让试验运行得更快更好。

常见的问题 – 信号失真与噪声

信号失真或者噪声往往对后续的数据

处理带来很多误差。有些时候，很小

的信号失真也能带来较大的计算误

差，增大了试验结果的不确定性。信

号失真往往无法复现，因此，很难在

后续数据处理中进行修正。

MTS液压作动缸产品针对试验应用专

门设计，最小化信号失真，针对各种

情形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算法革新

算法的革新为加快试验速度，带来了

显著的效益。首先，控制回路中的前

向通道优化环节(FLO)针对伺服阀指

令进行优化，能够有效增强通道的稳

定性。然后，载荷谱自由化(PSO)功

能能够根据当前试验运行的情况自动

调整每一行载荷谱的转移时间，让试

验运行尽可能快，同时又保持在允许

的误差范围内。

接下来，就是改变世界的革新技

术，MTS针对多通道加载的耦合现象

开发的交叉耦合补偿(CCC)算法能够

自动补偿所有作动缸之间相互交叉干

扰的耦合现象，既不会失去试验精度

也不会为试验样件带来不正确的应变

现象。

利用交叉耦合补偿(CCC)算法，不需

要人工辨别或者输入通道与通道直接

的耦合信息，通过简单的辨识过程就

能够自动识别相互之间的关联，利用

这一技术可以有效提高试验速度达4

倍甚至更多。

失真原因 MTS解决办法

轴承间隙，样件与系统的共振 采用MTS的旋转基座与球铰，螺旋垫圈等产品消除间隙

不正确安装传感器 满行程内置Temposonic线性位移传感器或者LVDT线性位移传感器

不正确接地 咨询液压动力系统工程师

不正确屏蔽 咨询液压动力系统工程师

实验室的电气噪声 咨询液压动力系统工程师

作动缸粘滞 整体端盖轴承设计，聚四氟乙烯活塞密封，MTS专利技术的活塞杆密封

系统不稳定 软件算法的革新，例如前向通道优化环节(FLO)，载荷谱自由化(PSO)，交叉耦合补偿(CC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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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久耐用的部件 

全套MTS液压作动缸产品包含了各种部件，选择正确的部件组合成为最佳的

试验系统，满足对试验结果可重复、高质量的要求。

线性差分式位移传感器 

MTS 244G2系列液压作动缸采用标准

线性差分式位移传感器(LVDT)，根据

MTS的质量要求，供应商提供的位移

传感器具有较高的精度和线性度。

TEMPOSONICS®线性位移传感器 

这种位移传感器由MTS系统公司开

发，基于磁滞效应的原理，是一种非

接触式的位置测量技术。由于采用了

非接触测量技术，减少了磨损，增强

了耐久性和可重复性。Temposonic

位移传感器满足ASTM E2309规范定

义的A级精度性能。 

载荷传感器

高精度的MTS载荷传感器具有低质量

高刚度设计，易于系统集成。

安装附件

具有不同的作动缸安装形式，例如平

板基座、球铰、旋转基座等。 

旋转基座

这种球铰通过预应力消除间隙，是一

种可调间隙的机械结构。

螺旋垫圈

作动缸、紧固件以及载荷传感器直接

消除间隙的必要附件之一。 

伺服阀

高精度的MTS电液伺服阀具有较高的

流量、较快的系统响应、较低的失真

度性能，满足试验数据的高保真要

求。

作动缸平板基座

尽管很多试验都要求作动缸在一定范

围内可以摆动以消除侧向力，但是很

多时候也要求将作动缸紧固安装于反

力架。MTS的平板基座可以适用不同

的作动缸型号，例如垂向加载、地震

模拟或者水平悬臂梁式的安装，都需

要使用到这种平板基座。不过，需要

当心这种安装形式下，侧向载荷对作

动缸以及样件的影响。

紧耦合蓄能器

蓄能器是一种液压管路的储能元件，

可以补充瞬间流量。

压伺服分油器(HSM)

MTS 液压伺服分油器(HSM)是对当前

试验进行二次压力控制的关键部件。

液压动力源(HPU)

MTS SilentFloTM系列静音油源提供了

清洁、高效、安静的试验动力，其紧

凑型设计使得占地面积小，可以直接

安装于试验场地之内，不需要独立的

油源间。

试验解决方案、服务与支持的先行者

MTS系统公司被誉为业内领先的试验

解决方案、服务与支持供应商，帮助

广大用户对所研发的产品性能更加有

信心。以MTS优质的电液伺服产品为

核心，帮助试验专家获取高质量的试

验结果。

MTS系统公司拥有业内人数最多，专

业能力最强的技术支持与服务咨询团

队。这个团队，对试验系统进行全生

命周期的管理与维护，帮助全球用户

更加有效地利用试验系统，提高生产

效率，延长持续工作时间，使您的投

资获得最大回报。

MTS也能够为广大起步阶段的用户提

供更丰富的支持与服务，例如实验室

规划，液压系统的安装与布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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