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 certain.

MTS计量与校准解决方案



通过MTS的计量与校准服务确认现有的测试系统数据完整性，

可以有效提升试验室的生产效率。无论是在客户现场开展系统校

准，还是将传感器带回MTS计量试验室完成标定，都将成为力学

测试应用成果的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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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计量校准的价值和意义

今天，竞争激烈的市场对成本异常敏感，时间就是金钱，意味

着研发项目需要尽快获取精确的测试结论，因此产生精确的测

试结论的速度直接决定研发项目的成功与否。这就是为何良好

的系统计量和校准如此关键。MTS的计量与校准服务符合ISO/

IEC17025规范，专业、成熟、可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相

应服务也可以满足国家或地区认证要求，或者相应的行业标

准。MTS是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帮助用户实现最佳性价比

的试验能力建设，让每个试验过程都始终如一产出可靠的试验

结论。

专业

MTS的试验专家帮助用户提供真正的

点对点系统计量和校准。经过良好培

训、专业的MTS现场服务工程师对测

试系统、测试流程和相关标准有深入

的了解，对完整的测试系统提供计量

和校准工作。并且，在提供计量服务

产品的过程中，MTS的系统工程师和

计量工程师还会向用户传递试验与系

统 知识，提升效率。

可靠

业内领先的应用软件实现了计量校准

工作的最佳效率，经过验证的自动化

计量校准流程确保计量工作一次成

功，能够有效节约时间、节约成本，

缩短测试设备的停机时间。MTS现场

服务工程师与用户一同合作，满足所

有设备的计量和校准需求，尽量降低

对现有测试任务的不利影响，让测试

工程师关注于试验任务本身。

成熟

MTS系统公司为全球用户提供业内领

先的软硬件产品，包含计量校准专业

化服务，对测试系统、测试标准有深

入的了解。另外，MTS的校准和计量

工具符合国际和地方法规要求，为全

球用户提供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可

靠、专业、可追溯。将产品和服务结

合起来就会实现最佳性价比的解决方

案，实现更好的性能，更高的效率。

美特斯工业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校

准实验室现已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

认可委员会(简称CNAS)审核，并获得

认可证书证书(证书编号为

CNASL14393)。通过CNAS认可标志

意味着MTS系统公司在中国地区的校

准实验室管理体系不仅符合国际标

准，同时也满足了中国地区规范的要

求，可充分发挥MTS系统公司在力学

测试系统载荷、位移及引伸计领域校

准的先进技术和能力。至此，美特斯

工业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既MTS

系统公司的中国公司校准实验室所具

备的校准能力实现了国际互认，符合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17025所规定的检

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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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如一产出可靠的试验结论

相应的引用标准是什么？

	» ASTM：美国材料实验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Materials )是业内领先的国际化标

准组织，该组织创建了大量的测试

标准，涵盖基础材料、产品、系统

以及设备等，并且被全世界各国广

泛采纳。

	»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专注于国际化组

织 、通讯、生产的标准开发，其中

ISO 9001标准适用于高质量系统生

产的体系构建，不同的产品和应用

具有特定的适用标准规范。

	» ISO/IEC	17025：ISO和国际电工委

员会(IEC)标准描述了相关试验室所

遵循的最佳实践标准。根据规范要

求，力学试验室不仅仅需要有高质

量的系统，还需要具有有效的管理

和应用。

	» JJG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在计量检定时对计量器具的适用范

围、计量特性、检定项目、检定条

件、检定方法、检定周期以及检定

数据处理等所作出的技术规定。

	» JJF	计量技术规范	

指国家计量检定系统和国家计量检

定规程所不能包含的其它具综合

性、基础性的计量技术要求和技术

管理方面的规定。

发展的驱动力是什么？

	» FQA：紧固件质量法规需要认证紧

固件产品能够满足相应的规范，同

时要求相关试验室满足合规要求，

包括检查、监测、测试以及验证紧

固件产品符合标准流程。

	» API	PTLAP：美国石油研究院

石油试验室认证项目(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Petroleum 

Laboratory Accreditation Program)

要求相关石油石化产品以及相关独

立试验室满足API 1512标准规范。

这些标准基于ISO/IEC规范，根据

石油石化行业的特点进行了一定改

造。

	» NADCAP：国家航空与国防合作

认证项目，该组织定义了适用于航

空、航天、国防应用领域的测试认

证规范和标准。

通过例行开展计量和校准，维持测试数据的完整性不仅仅是开展

测试任务的需要，也是试验室发展的根基。专业的计量校准服务

可以优化试验设备，每时每刻产出精确的试验数据。所谓精确的

数据就是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高质量的测试任务，产生可信

赖的测试结论，并且充分利用有限的成本，产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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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的客户现场系统计量和校准服务

载荷标定：可满足ASTM	E4\ISO	7500-1

规范，还可以满足JJG	475	\JJG1063\

JJG139\	JJF1134等规范的要求。

确认系统的动静态加载精度能够满足

相关规范要求。

开口位移规标定

适用于ASTM E399\E561试验规范的

开口位移规标定，也可以满足JJG475\

JJG 139规范的要求。

引伸计标定：满足ASTM	E83\ISO	9513\

JJG	762规范的要求。

依据ASTM E83引伸计系统的计量与校

准规范开展引伸计的标定。

加速度传感器标定

根据传感器的类型可是实现单轴/多轴

加速度传感器标定，也可以实现具有

调理器或不带调理器的计量校准工

作。

静态校准认证

如果加载测试系统存在不对中的现象

则可能会导致测试任务失败。采用

MTS 709加载对中软件和12应变片对中

样件，由MTS现场服务工程师来完成

加载框架的对中校准服务，符合ASTM 

E1012标准。

动态载荷校准

在开展疲劳测试的过程中需要掌握测

试系统的动态加载精度，MTS可以依

据ASTM E467和NASM 1312规范开展

力学试验系统的计量校准服务。

静态力学测试设备的速度校准

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的十字头运动需

要精确控制，因此其跟踪速度精度需

要严格校准，如果将电液伺服系统用

于类似的静态力学测试，则需要满足

ASTM 2658标准。

MTS地面车辆测试系统的计量与校准

服务

MTS	K&C测试系统计量与校准

可以实现单轴或双轴K&C测试系统以及

相关附件的计量与校准。

MTS	320型道路模拟器的计量与校准

主要完成位移传感器的计量与校准。

MTS	329型道路模拟器的计量与校准

开展单角、双角以及四角329型道路模

拟器载荷和/或位移传感器的计量与校

准。

多轴振动模拟(MASTTM)系统的计量与校准

提供三种类型的计量与校准服务组合，

来实现不同层次的多轴振动模拟系统计

量与校准服务。

MTS轮胎测试系统计量与校准服务 

根据现行或更新的测试规范要求提供相

应测试系统的计量与校准服务。

定制系统的计量与校准服务

请联系MTS系统公司的业务代表来确认

定制系统的计量与校准服务相关内容，

包括所需时间、花费以及附件材料等

等。

MTS可提供客户现场的计量和校准服务，节约成本，节省时间，提升效率，

让测试系统符合工业行业标准。

MTS系统公司的现场服务工程师具有相关的行业和地区标准认证资质，在客

户现场完成传感器以及测试系统的计量与校准服务。相关的标准包括

ASTM、ISO、JJG/JJF以及其他行业或地区标准等。等。MTS系统公司提供的

计量服务以及工具可满足国际通用规范或当地计量规范的范要求，自动化快

速计量服务流程可以有效节约用户的时间和成本。计量和校准服务可提供相

应的计量标定数据以及记录报告等。

其余可在现场开展的计量校准服务

 » 测试系统集成的传感器： 
- 扭矩 

- 压力 

- 线性位移 

- 角度(扭转)

 » 转速

 » 温度

 » 控制器

 » 热电偶

 » 温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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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系统公司总部建设有符合ISO/IEC 17025规范的计量实验室，

具有认证资质的现场服务工程师和计量工程师具有丰富的经验，

帮助用户最小化测量的不确定性。该实验室拥有超过6,000余种计

量设备，可以支持全球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用户。布局全球的MTS

服务网点常备计量工具，可随时为当地客户提供有效的计量和校

准服务。 

MTS计量实验室可提供全面的工厂计量和传感器标定工作，所有

从MTS总部工厂发货的测试设备都可随设备提供符合ISO/

IEC17025规范的计量报告。

使用最新的技术满足各种设备的计量需求

在MTS的计量实验室内，构建了可

达25,000lbf的砝码式计量装置，可

以完成相应精度和规范要求的载荷传

感器计量工作。利用该设备可以实现

载荷传感器、应变片或者其他类型的

测力计标定工作，符合ASTM E74和

ISO 376规范的要求。 

该砝码式计量设备满足ISO 00级和

0.5级的精度要求，可以实现拉压双

向的载荷传感器标定，精度好，不确

定性极低。

高精度的计量校准设备 

技术能力评估

MTS的计量校准服务流程在自身可控

的环境中进行，使用自有设备和方法

开展标定工作。测量结果可以与既往

的结果进行比对，查看变化的历史。

MTS现场服务工程师可以参与跨试验

室的比对，讨论测试结果和计量结果

对测试任务的影响。这种能力验证测

试非常重要，是提高试验室测试能力

的一种有效手段。  

测量不确定性分析

MTS现场服务工程师定期检定和查看

测试流程，辨别引起测试系统误差和

不确定性数据的来源。客户可以收到

相关的分析报告和建议书，根据相关

的建议来调整测试流程，实现更好的

测试应用。

数据比对牢不可破

在进行任何测试任务之前，需要确定当

前的测试任务需要满足那些行业或者地

区规范，那么测试设备也需要满足对应

的计量和校准规范，MTS所有的测量测

试设备可提供可溯源的计量校准报告，

符合国际通用规范，例如NIST和

NMIs，所有数据均可信可靠。

独有的方式方法

MTS系统公司开发了很多独有的测试

系统，同样也开发了很多独有的计量

和校准流程。MTS的计量与校准服务

流程也可以满足现行的国际通用规

范，例如ASTM或者ISO规范，也能够

满足地区或行业标准。

计量校准的对象

 » 载荷

 » 扭矩

 » 振动(加速度)

 » 位移(角度/线性)

 » 压力

 » 电器与仪器

 » 力学设备和度量和色斑

 » 温度与湿度

 » 时间与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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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S的计量工程师和实验室是最有价值的资源，为所有MTS生产

的传感器提供可信、可溯源的计量报告，包括载荷、位移、压

力、应变等类型。同时，也可以完成用户所拥有的传感器工厂标

定服务，这些服务均符合ISO/IEC17025规范。

计量校准的周期应该是多久？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需要充分了解当

前试验室的需求，每个试验室或者国

家/地区均有相应的规定。

简单来说，ASTM或者ISO的规范要

求测试系统的计量和校准工作至少每

年开展一次，并且确认测试系统满足

了最低计量认证规范精度要求。

如果测试设备发生了搬迁、维修或者

变更了测试任务类型，则需要对测试

系统进行计量校准以确保其满足测试

任务的要求。

MTS现场服务工程师乐于与用户合

作，定制符合用户要求的计量服务

内容。

最具性价比的工厂标定

MTS SWIFT® Evo轮力测量系统标定

MTS计量实验室可提供六自由度

SWIFT Evo轮力测量系统的工厂标

定，可以实现自动化的载荷向量耦合

标定服务，满足道路谱数据采集的同

步精度要求。

载荷传感器标定

可以提供量程最大为1000kN的载荷传

感器工厂标定服务。

扭矩传感器标定

可以提供量程最大为5000Nm的扭矩传

感器工厂标定服务。

引伸计标定

所有MTS的引伸计标定均采用MTS的

调理设备，在MTS的计量实验室内具

有特殊设备可以完成多种引伸计的标

定，包括激光引伸计、视频引伸计等

设备的标定，均符合ASTM E83规范。

压力传感器标定

所有压力传感器的标定均采用MTS的

调理设备，可实现最高量程为70MPa的

压力传感器标定。

MTS SWIFT® Evo 轮力测量系统标定

引伸计标定



全球领先的力学测试系统与服
务供应商

作为业内领先的力学测试与仿真系统、

传感器供应商，MTS系统公司创建了高

质量的力学测试系统，同时也可以提供

优秀的标定、计量与校准服务，这些产

品和服务会成为全球用户取得成功的关

键。

MTS系统公司拥有人数最多、最具经验

的全球一体化服务团队，为全球用户提

供最佳的技术支持、应用咨询服

务。MTS系统公司的计量与校准服务能

够最大化测试设备的生产效率，确保测

试数据精确可靠，并且尽可能延长测试

设备的使用寿命，保护用户有限的固定

资产投资。

MTS、Flat-Trac、SWIFT是MTS系统公司的注册
商标，M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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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