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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当前摩擦磨损学研究与开发的新需求，

德国Tetra公司立足自身高精度自动化解决方

案，专利传感器技术及灵活的控制软件，推

出新款Basalt N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Basalt N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采用平台

化的结构，首次将功能模块化与试验自动化

完美结合，精度高, 全自动执行平行试验与

组合实验,是科研或产品研发人员进行摩擦磨

损试验的最佳选择。

不断加速的全球化竞争与瞬息万变的市场需

求，都迫使生产商与研发人员缩短新产品的

研发周期，在最短的时间内开发出满足特定

需求、具有全新优势的高性能产品。资源供

应的日趋紧张与原材料价格波动也驱动着生

产商与研发人员在新材料开发，生产方式革

新方面投入更多精力。这一切都要求材料测

试要在更高精度前提下更高效，更可靠。 

另一方面，新材料、涂层和合金的应用面更

宽泛，要求研发测试多样化、更贴近实际应

用。这意味着摩擦磨损试验的接触模型采用

更加灵活的几何结构，多量程的接触压力与

测量范围，可控环境条件。另外，接触压力

有更低值的趋势。

矛盾之处在于，新材料研发需要评估其耐磨

性与长期使用性能，而新产品开发周期却要

缩短。现实摩擦磨损试验又常常指向测量难

度高的低磨损率，需要长时间的实验室试验。

为提高试验机效能，Tetra公司提供多种创新

解决方案：单机多试验平台实现单机平行实

验；实验程序全自动执行，试验机可以24小
时不间断独立实验。

Basalt N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是德国

Tetra公司协同用户共同开发的划时代产品，

紧贴用户实际需求，完美应对当前摩擦学研

究挑战。

Basalt N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采用典型的模块

化平台结构，应对试验多样性, 可选配原位高分辨

率磨损测量组件或创新性平行试验平台。试验程

序与磨损测量全自动执行，省去操作员介入，轻

松实现传统试验机双倍、三倍产出 , 大幅提高试验

机效能。

实验室测试与报告时间有限。多数情况下，产品

研发人员都是某单一领域的资深人士，而非摩擦

学方面的专家，实验室操作员常常要管理、掌握

多款复杂的试验与测量设备。这些都要求摩擦学

试验设备要方便安装、易于编程、简洁操作。

Basalt N2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具备自动报告功

能，试验完成后，测试结果自动产生，可以直接

发送到指定邮箱，方便查看。

Basalt N2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采样频率高达

1,000Hz。长期试验生成的高精度试验数据可达

数GB容量。研究人员可选择感兴趣的采样区域放

大分析，维持高精度数据。大数据要配合专用软

件进行深入的数据处理与分析。Basalt N2 试验机

兼容多款基础或先进数据分析工具，方便用户对

实验数据生成概览性的分析结果或更详细的数据

分析报告 。

Basalt N2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允许用户预设自

动报告功能。试验自动执行完成，实验报告可发

送至指定邮箱，省去往返实验室取数据的麻烦。

Basalt N2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融合Tetra公司

20202020多年传感器、高精度测量设备制造经验，秉承

世界一流的德国制造工艺，实验结果可靠性高、

重复性好。 

作为Tetra公司Basalt系列摩擦磨损试验机的巅峰

之作，Basalt N2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以精度高、

模块化为主要特征，其结构紧促、易于操作、安

全舒适，效能达到传统试验机的三到四倍，是世

界首款真正意义上的“智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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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优势技术优势技术优势技术优势
多功能

····            接口设计着眼用户现场功能模块  
····            直接驱动电机，多量程测试模块，可选配  
   不同环境控制模块，满足不同实验需求

····            试验定序器，实现多个独立实验组合排序

面向未来

····        平台结构兼容未来模块

····        德国制造工艺

····        使用寿命长、全天候操作

····        15 年备品备件供应承诺

高精度

····        试验条件可控、试验结果重复性高

····     高分辨率，高精度工业传感器 ：
     1 / 10,000 公称力

省时与增时省时与增时省时与增时省时与增时
Basalt N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精度高，
平台设计面向未来，具备全自动操作能力，
匹配离线分析工具，是最称职的全天候实验
助手，自动执行全系列复杂性试验组合，独
立提供原始试验数据和分析结果。

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技术参数

可靠性

····            硬件优化设计，系统静态、动态稳定性好

    降低设备内部、外部影响，系统噪音小

····        1,000 Hz高频实时记录试验原始数据，数据
    无滤波、无均值、更无时间迟滞

性价比

····        前期主体设备投入低，后期升级空间大

····        易于操作，人员培训成本低

····        维护成本低，运行成本低

用户友好

····        直观、高效的软硬件配置

····        简明定序器编程

····  局域网远程控制

服务

····        由制造商与全球渠道商提供服务

Basalt N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可以每天运行

24小时，一周运行7天。日产出可靠试验数据是
市场同类产品的三到四倍，不但做到了“省时”，
而且实现了“增时”。

特征 BASALT®-N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实验模拟动作 单向或双向旋转、螺旋运动、线性往复运动、单次滑行、

加速与减速运动

载荷模块 250N （峰值数据）

测量模块 精度： 1/ 10,000公称力

量程：支持 1N,10N,100N和200N四种量程压力传感器

采样： 1,000 Hz

可控环境模块 可集成 RHT 数字温度湿度传感器

可集成 进气口

可集成 控温仪(±1ﾟC)
可集成 加热和制冷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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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BASALT®-N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驱动模块 线性往复

高精度、高动态驱动，

超高精度旋转（晃动小于10 mm ）
支持2,000 rpm 高速旋转

样品夹具 球型、销状样品夹具Ø 2-10mm 或 Ø 1/8”-1/2”
柱体样品夹具（可调整）

高精度盘样品夹具（可选配加热组件）

润滑剂杯

样品夹具均采用标准件设计，方便更换  

试验模块 销盘式、球盘式（旋转）

销对平面、球对平面、柱体对平面（往复）

载荷力控制回路（通断）

温度控制回路

加热组件（温控与抑制）

客户特殊定制性试验 
试验定序功能 （可新建，复制与粘贴单个、多个试验）

宏功能

行业标准 销盘式(ASTM G99标准 )
往复运动(ASTM G133标准 )
(纳米)压痕试验、粘着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