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00MT 迷你塔式电子控制器 
内置的智能与安全系统

  
 

8800MT 控制器是 lnstron 电液伺服试验系统的核心，提供全方位的系统控制
包括机器安全性、 传感器的调节和数据采集， 这些也构成了试验机用户操作
界面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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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E 软件 手柄控制和机架控制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开发和连续
使用，研发出用于材料测试硬件
和基于固件的控制器

试样保护功能有助于在试验设置
和试验结束时避免损坏试样和夹具

通过自适应控制连续更新 PID 控制
参数 - 优化试验过程中的控制参
数，符合试样不断变化的刚度特性

可扩展的基础架构；广泛的模拟
和数字通道功能

基于刚度的调谐专利技术，使用
户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各种样
品的 PID 调谐

连续同步数据采集，环路闭合速
率 10 kHz

整个传感器范围内高达 24 位的数
据分辨率，提供最高的数据品质

自动识别和校准所有兼容的传感
器，防止出现配置错误，简化设
置

Console 软件为 8800MT 控制器的主要用户界面。在 PC 
上运行，允许查看和配置所有控制器功能，包括控制环
路优化、操作限位设置以及简单的循环试验运行。
Console 是一个基础的软件运行平台，在此平台上，可以
运行各种专业的软件，比如 WaveMatrix, Bluehill® 或低周

控制手柄、机架控制和急停按钮是固定安装在试验机上
的操作界面。其功能包括将机器切换为低压或高压模式；
提供快速或精确的作动缸定位；打开或闭合液压夹具。
当波形运行时或处在载荷/应变控制模式时，8800MT 
通过锁定作动缸和夹具控制提供独特
的额外保护。疲劳或断裂力学等专用软件。

8800MT 控制器为行业认可的全数字动态控制器，采用 Instron® 核心技术， 
可执行静态和高频动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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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配置
控制轴 1-2
传感器调节通道 高达 8 个
标准通道 位置和载荷
备用通道槽 应变 1 和应变 2 或任何其他兼容传感器

控制环路类型 类型 PID (比例，积分，微分)、延迟、前馈 (2项) 、槽型滤波 (4项)
反馈)

和外部补偿输入(如加速或压力

控制闭环更新速度 10 kHz
自动闭环调整 位置、载荷和应变
自适应闭环调整 以 1 kHz 的速度连续更新 PlD
低功率“试样加载摸式”特性 控制系统可以限制作动缸的最大速度

外部输入和输出
模拟输入 每轴 1 个， +/-10V 可扩展
模拟输出 每轴 4 个， +/-10V 超出量程 20% ， 零禁止，可扩展。可选择反馈信号、需求错误等

数字输入 4 个， 可编程， 低位光电隔离
可选： 4 个  24V 输入

数字输出 4 个，可编程，低位光电隔离，高速切换
可选：4 个 24V，1A 输出，高功率切换

波形生成
频率范围 0.00001 到 1,000 Hz
分辨率 32 位
波形 正弦、 三角 、 方形、半正弦、半三角 、 斜线、双斜线 、 梯形波和随机波

信号调节
兼容传感器类型 阻桥电路 (如应变片式载荷传感器和引伸计)、 AC 设备 (如 LVDT) 和 DC (如预调节设备) 
传感器识别／校准 Instron®  设备自动，其他设备手动
数据采集速度 10 kHz

分辨率 19 位 (1k Hz 带宽)
24 位 (1 Hz 带宽， 提供数字读数)

系统测量精度 (lnstron 传感器）

位置 正常操作情况下 ± 0.2％ 传感器全行程

载荷
±0.002% 的载荷传感器容量或 ±0.5% 的测量载荷，以较大者为准 - 达到或超过 ISO7500-1 级别 
0.5, ASTM E4, EN10002-2 级别 0.5, JIS (B7721、B7733)，1/250 直至满量程。

应变
±0.005% 的传感器容量或读数的 ±0.25% ± 引伸计精度，以较大者为准。达到或超过 ISO9513 级别 
0.5、1、2，ASTM E 83 级别B1、B2、C、D,  EN 10002-4 级别 0.5、1、2 和 JIS7741 级别 0.5、1、
2，视所用的引伸计而定。

一般规格
重量 (完全填充)

kg 14
lb 31

高度
mm 450
in 17.7

宽度 mm 198
in 7.8

深度 mm 475
in
-
-

18.7
电源 220 VAC 50 Hz 单相（自动切换）
功耗 600 VA 最大

环境条件 °C 10 到 38，湿度 10 到 90%，无冷凝
°F 50 到 100，湿度 10 到 90%，无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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