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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certain.

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力源 
高效、可靠的试验动力之源



可信赖的动力之源，源于业内领先的电液伺服测试系统的供应

商，以创造高效、安全的液压驱动测试系统。MTS的液压动力

源不仅安静，高效，并且能有效增强试验系统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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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过去数十年的电液伺服系统应用经验与专业知识，MTS SilentFlo 515系

列液压动力源(HPU)能够有效帮助用户延长系统使用寿命，提高实验室整体

效率并且降低运维成本。

高效节能

针对前一代产品，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力源(HPU)在节能方
面做出了巨大改进，比旧型号节约
高达8%的能耗。液压动力源的冷却
循环也通过优化设计，降低了冷却
系统所需要的能耗。

可靠的性能

为了让液压动力源更容易操作和维
护，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
力源减少了不必要的部件，例如浪
涌抑制器、旁通回路等等。为了改
进性能，全新设计了可调管路结构，
降低出口压力脉动，全新的压力控
制装置可以让输出压力更加稳定。

以专业知识为动力

实验室的整体效率

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力源
与原有的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
全面兼容，易于扩展，保护用户的
投资。新旧液压动力源通过联通管
路连接，电器接口完全相互兼容，
智能化的监控与管理系统管理所有
动力源，提供全面的功能信息，预
防不确定的停机事件，让实验室的
管理更加高效。



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力源具

有优异的热交换效率，每个泵组模块具

有单独的可清洗油滤，保持系统的清

洁。这种油滤系统设计可以减少不必要

的能量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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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 SilentFlo 系列液压动力源产品以安静、清洁、可靠闻名于世，保证用
户灵活、高效率地开展力学性能试验。MTS SilentFlo 系列液压动力源特别
适用于需要持续极端工作的电液伺服应用环境，年复一年均可正常运行。

特性：

 » 易使用的直观界面

 » TÜV认证* 

 » 高效节能

 » 集成冷却装置

 » 远程监控能力

*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产品族

由德国莱茵TÜV集团，国家认可测试实

验室(NRTL)认证。“cTUVus mark”

认证测试标准符合美国与加拿大国内标

准，符合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和加拿大标准委员会(SCC)的

要求。

安全第一

自动内锁(Interlock)保障系统的安
全，防止意外损害的发生，例如油
源超温、液面过高/过低等故障状
态。用户还可以设置相应的超限极
值，让系统报警或者关机。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力源封闭式
外壳隔离了内部高温，不仅避免试
验员的意外伤害，还省去了昂贵的
油源间的散热系统。

安静、清洁、紧凑

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力源
具有不同的型号，其噪声值在58
～72dB(A)之间，与传统的液压动力
源相比降低了有30dB(A)之多。经设
计改进，操作环境更加清洁，流程
更加简洁。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
动力源占地面积小，紧凑的设计可
以出入标准的开门尺寸。安静、清
洁、紧凑，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
动力源可以直接布置在试验场地之
内，不需要建设额外的油源间，也
节约了管路成本。

Model 515.180

Model 515.150/120

Model 515.90

Model 515.60

Model 515.30/20

Model 515.11/07

SilentFlo 515产品家族

高效节能

MTS SilentFlo 系列液压动力源能够
节约宝贵能源。采用可变流量径向
阻塞泵，即使需要调低流量输出，
也可确保液压动力源高效运行。创
新设计的冷却水系统维持液压动力
源的合理工作温度，具有节温器设
计的冷却循环水系统最小化冷却循
环系统的消耗。

远程监控

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力源
配置有集成化信息监控装置，便于
液压动力源的控制与状态信息显
示。MTS Echo产品健康监控系统能
够远程显示系统的工作状态，无论
是在控制间、办公室还是家里，利
用智能终端即可实现系统状态监
视。对于单一的液压动力源，利用
远程控制终端(RHMI)装置就可以在
用户指定的任意位置操作液压动力
源，其具有统一的图形界面，完整
的信息显示和功能操作包括系统应
急停(E-Stop)。利用这些装置，试
验操作员不需要离开试验现场到液
压油源间来查看液压油源的工作状
态和改变设置，在远程就可以方便
地实现所有功能，极大提高了效率。



满足持续发展的需要

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具有不同的额定流量标准产品可供选择，最高

额定流量可达681lpm (180gpm)。这些液压动力源产品具有美观的工业设

计，强大的性能，受到众多力学实验室的青睐。

易于集成

最早的SilentFlo系列产品于1998年面

市，仍然可与现在的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力源全面兼容。对早

期产品仅需进行些许的升级改造，

全新的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

动力源产品就可以与原有的液压动

力源组合起来构成完整的动力系

统，并且可以跟随持续发展的试验

需求进行扩展。 

完全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为了满足用户在将来几十年变化的需

求，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提

供最简便的扩展方式来增强流量。或

者通过增加泵组模块，或者通过直接

增加液压动力源，满足持续发展的试

验需要。MTS的专业工程师帮助用户

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满足当前与未

来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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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维护和操作

易维护的工业设计

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力源

运行起来安静，易于维护，并且比

之前设备更矮因此更易于操作。对

比前一代产品，采用全新热塑工艺

的外壳具有更好的噪声隔离功能，

更加轻质，具有空气弹簧支撑的外

壳更容易开启。

易于操作

超轻质的封盖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开

启，当系统加压工作的时候封盖则被

锁定，侧面板也可以快速拆卸，以便

于工程师开展维修升级工作。



冷却系统的选择

液压动力系统的冷却系统是保障系统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MTS SilentFlo 

515系列液压动力源具有高效率的冷却系统，可以根据需要配置水冷或者风冷

热交换器。

515.180 水冷式，厂房供水

515.180 水冷式，冷凝塔供水

515.180 风冷式

风冷配置

在气候相对温和的环境中，采用风

冷装置是比较节约能源的方

法。MTS的标准配置中，可以选择

采用风冷的液压动力源，并且提供

风冷装置。风冷装置需要单独的三

相供电，安装于户外，工作温度范

围为-7˚～40˚C (20˚～104˚F)。需要

注意，风冷装置需要安装于距离液

压动力源9m的范围内。

水冷装置，厂房供水

这种冷却配置是最常见的系统配

置。如果采用市政供水，在液压动

力源中最好配置有节温器，这样当

液压动力源关机的时候，节温器会

自动停止冷却水。不过，这种节温

器需要冷却水的入口压力略高，以

维持所需冷却水的流量需求。

水冷装置，冷凝塔供水

冷凝塔冷却水与液压油源之间构成

冷却系统的闭合回路。MTS的工程

师可以帮助用户估算所需的冷凝塔

功率，并且确定冷凝塔的具体类型：

 » 自制冷系统

 » 冷凝塔，闭式

 » 冷凝塔，开式

 » 冷凝塔，间接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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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试验效率和精确性

液压动力系统与管路的设计会极大影响实验室的工作效率。MTS系统公司具

有最宽泛的系统应用经验，针对客户的试验需求可以提供多种解决方案，并

且最小化能源的消耗。如何安全地开启、暂停、重启动或者关闭液压动力

源？对于那些不可预期的意外，如何减少对试验系统本身的不利影响？如何

获取正确的试验结果？MTS系统公司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包括液压动力系统本

身，还具有合适的远程监控与健康管理装置，可以有效预防液压系统和管路

系统故障，让整个实验室始终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

最优的动力生成

MTS Echo®产品健康监控系统能够远
程显示系统的工作状态，无论是在控
制间、办公室还是家里，利用智能终
端即可实现系统状态监视，能够尽早
地发现潜在风险防止不测的发生。

管理能耗

配合MTS液压动力系统管理系统，用
户可以有效管理日常的能耗，延长设
备的寿命。无论是单一液压动力源还
是多油源组合系统，这套管理系统能
够远程监控每个泵组的工作。多油源
管理系统最多可以管理八个液压动力
源的组合，如果超过这一数量，则需
要定制开发。

监视系统状态

根据液压油源配置的不同，MTS提供
不同的选项用于系统状态的监视，包
括现场油样传感器技术，MTS例行检
查服务以及MTS Echo产品健康监控
系统等。这些技术手段能够远程监视
液压系统的状态，保持系统的最佳性
能。

查看实验室运行

MTS Echo智能试验室能够让用户随
时随地了解实验室的情况，具有跟
踪试验状态、监控试验设备等功
能。利用移动智能终端，授权的人
员就可以通过安全可控的数据传
输，远程了解试验设备状态。

MTS Echo智能试验室具有如下的
功能：

 » 远程设备监控，随时随地了解试验

设备的状态

 » 性能监控 准确预报试验设备状态，

精确维护与更新

 » 试验跟踪 让任务委托方在线跟踪试

验的进展

 » 在线服务资源 管理软件升级与产品

信息



515.60～515.180技术指标

工作压力：21 MPa (3000 psi)   

可变流量径向柱塞泵   

滤芯：全流量回油滤芯

最高工作环境温度：40°C (104°F)

最低工作环境温度：5°C (40°F)

  Model 515.60  Model 515.90 Model 515.120 Model 515.150  Model 515.180

额定流量(60Hz) 227 lpm (60 gpm)  340 lpm (90 gpm)  454 lpm (120 gpm) 567 lpm (150 gpm)  681 lpm (180 gpm)

额定流量(50Hz) 200 lpm (53.2 gpm) 300 lpm (80 gpm) 400 lpm (106.4 gpm) 500 lpm (133 gpm)  600 lpm (160 gpm)

噪声水平 68 dB (A)  68 dB (A) 70 dB (A) 71 dB (A)  72 dB (A)

油箱容量 1,211 L (320 gal) 1,211 L (320 gal) 2,188 L (578 gal) 2,188 L (578 gal)  2,188 L (578 gal)

设备尺寸

 深 103.4 cm (40.7 in) 103.4 cm (40.7 in) 103.4 cm (40.7 in) 103.4 cm (40.7 in)  103.4 cm (40.7 in)

 高 199.4 cm (78.5 in) 199.4 cm (78.5 in) 199.4 cm (78.5 in) 199.4 cm (78.5 in)  199.4 cm (78.5 in)

 宽 287.0 cm (113.0 in) 287.0 cm (113.0 in) 430.5 cm (169.5 in) 430.5 cm (169.5 in)  430.5 cm (169.5 in)

满油状态最大质量 2,835 kg (6,250 lb) 3,289 kg (7,250 lb) 4,876 kg (10,750 lb) 5,330 kg (11,750 lb)  5,783 kg (12,750 lb)

电机功率 45 KW (60 Hp)  45 KW (60 Hp) 45 KW (60 Hp) 45 KW (60 Hp)  45 KW (60 Hp)

 泵组与电机数量 2, max of 3   3  4, max of 6  5, max of 6   6

*噪声水平的测量结果根据设备所处环境不同会有出入，此处噪声水平是在自由空场环境进行的测量。
技术参数指标若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对任何指标若有质疑，请联系MTS系统公司。

MTS 515.60 – 515.180 选项

电气标准(工厂安装)

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支持

全球各种电气标准，标准电压范围

380～575V AC，50Hz或者60Hz，在

订货时需要明确说明电气标准。

高压滤芯 

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具有

标准的回油滤芯以及冷却设置，用

户还可以在油源出口增加高压滤芯。

风冷装置(工厂安装) 

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标准

配置水冷系统，如果需要更加环保

的风冷装置，则需要在订货时指定。

联通装置 

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的

515.60～515.180型号可以配置多油

源模块(最多16块)，将多台液压动

力源并联构成单套液压动力系统。

液压动力源的并联装置包括必要的

管路和阀门组合，将多台液压动力

源的油箱联通。联通多台油源之间

的管路需要根据现场的情况定制。

蓄能器

在515.20和515.30型液压动力源中，

可以增加高压蓄能器来平抑管理的压

力波动。

按需供油(ROD) 

为了节约功耗和冷却水的消耗，建

议配置按需供油(ROD)功能。所谓按

需供油，就是液压动力源会根据流

量的需求，自动决定开启或者关闭

不同的泵组以满足试验的流量需求

镜像 

大尺寸的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

力源可以配置镜像型油源，标准型

产品为左手型产品，配置右手型产

品则需要将面板、油路出口等完全

镜像。

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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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60～515.180型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

液压动力源 ¨	515.60 (三工位两模块)

  ¨	515.90 (三工位三模块)

  ¨	515.90S-1 (三工位一模块)

  ¨	515.120 (六工位四模块)

  ¨	515.150 (六工位五模块)

  ¨	515.180 (六工位六模块)

  ¨	515.180S-1 (六工位一模块))

  ¨	515.180S-2 (六工位两模块)

  ¨	515.180S-3 (六工位三模块)

供电(电压-相序-相频) ¨	380-3-50 ¨	380-3-60

  ¨	400-3-50 ¨	400-3-60

  ¨	415-3-50 ¨	440-3-60

  ¨	440-3-50 ¨	460-3-60

    ¨	480-3-60

    ¨	575-3-60

工作压力 ¨	210 bar (3000 psi)

高压滤芯(可选) ¨	高压全流量滤芯

热交换器 ¨	水冷(不锈钢冷却器，标准)

  ¨	风冷

蓄能器(可选) ¨	US 常规认证

  ¨	CE认证

  ¨	KHK认证 

  ¨	SELO认证

  ¨	CRN认证

移动装置(可选) ¨	移动装置(515.60/90)

联通装置(可选) ¨	联通器 

  ¨	截止阀

按需供油(可选) ¨	按需供油 

镜像(可选) ¨	电器接口与管路接口均为右手型布局

油源出口(仅适用于90S-1、60和90) ¨	-24 JIC

  ¨	1.5英寸，Code 61

监控装置 ¨	远程监控(RHMI)

  ¨	MTS Echo健康监控

515.60～515.180订货指引

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MTS SilentFlo系列液压动力源，注意，下面的选项
未必适合所有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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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hui, Shanghai 200233  
P.R.China  
电话: +021-24151000
市场: +021-24151111
销售: +021-24151188
服务: +021-24151198
邮件: mtsc-info@mts.com

MTS Testing Solutions Pvt Ltd.  

Unit No. 201 & 202, Second Floor
Donata Radiance,  
Krishna Nagar Industrial Layout,  
Koramangala, Bangalore - 560029  
Karnataka, India

电话：+ 91 80 46254100
电子邮件：mts.india@mt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