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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MATRIX2简介
节省时间，树立信心，提供更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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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的 WaveMatrix 通过图形用户界面和无与伦比的易用性重新定义了动态材料测试软件。自推出后，我们一直在根据客户应
用和测试需要开发 WaveMatrix 套件。

随 WaveMatrix2 一起推出的新功能可以提高用户信心、进一步简
化常见的疲劳测试，并帮助客户更充分地利用其测试系统。

快速测试、视频教程和可以即时运行的示例方法有助于您迅速开始
测试，减少培训时间、提高用户潜能，以及增加新测试能力。

Instron 致力于为材料测试提供最直观且用户友好的系统。我们认为，正是易用性让
所有技师充满信心地选择了 Instron 测试系统，也正是易用性使其每次都能第一时
间获得所需的结果。

节省时间，树立信心，提供更好结果
推出 WAVEMATRI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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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开始简单的测试
快速测试新功能

方法类型
选择三种常见测试类型之一。

样本详情
输入样本详情以添加测试所需的“压力控制”并记录“压力数据”。

定义测试
只需选择最大和最小目标、测试频率和循环次数。

直接开始测试
自动设置专家方法和测试屏幕，可以直接开始测试。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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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创建实效的方法 满怀信心地交付所需的结果
直观的测试设置 普遍实用的数据设置

监控变化
•	 打开趋势监控，更加放心
•	 峰值超过用户定义的公差带时记录额外的循环
•	 测试前或期间设置参考循环

最大和最小数据值
•	 从循环信息中提取峰和趋势数据值
•	 与追踪数据同步存储
•	 测试后可在专用文件中方便地访问

简化保存每次循环的点值
•	 每次循环保存循环波形期间的 100 个点值，每秒保存斜坡波形
上的 100 个点值（用户可定义）

•	 总是保留峰值

滞后回线和波形保真度
•	 追踪数据收集全部循环信息
•	 生成循环图形和滞后回线
•	 值变化时自动保存更多数据，测试稳定后则保存较少

方法明了易于理解
•	 位置、负载和压力使用彩色化的控制模式标示
•	 以图形方式显示波形，包括形状、振幅、方向和循环次数

可缩放且灵活
•	 可方便地在方法中添加功能，满足更复杂测试的需要
•	 按需解锁更多功能，在不需要时保持简单

其他设备和功能
•	 通过为测试方法添加硬件和软件设备扩展测试功能
•	 可从设备的长列表中选择，其中包括扭力驱动器、Eurotherm 设
备、自动感应器平衡、用户输入等

可自定义的序列和工作流程
•	 重命名设备、步骤和数据通道，让您的测试环境和结果更直观
•	 使用回线、事件、用户交互、数字输入和趋势监控控制测试工作
流程

预加载 循环 松弛 循环 卸载 添加设备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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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可自定义的实效测试环境
灵活且直观的测试空间

追踪图形
显示完整循环数据并监控波形	

保真度。

数值显示
实时显示各种数值测试数据。

峰和趋势图形
监控最大和最小趋势，可轻松看到测

试期间的峰值变化。

进度指示器
直观地显示测试工作流程和当	

前状态。

设置工作空间
•	 方法运行时实时更改测试工作空间
•	 按需调整和替换单个元素
•	 最大化图形以显示更多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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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	 	确保系统和设置可靠
•	 	WaveMatrix2 会在您运行测试方法前自动对其检查
•	 	测试开始前标记出错误和警告以提醒用户

控制台系统状态
•	 	控制台状态栏上显示“总在最上面”系统信息
•	 	限值和整体系统的状态很容易看到且不会被覆盖
•	 	固定位置可提高用户信心和操作员之间的持续性

暂停/恢复
•	 	WaveMatrix2 能够以可控制的方式暂停和恢复测试
•	 	中断会记录在日志中，恢复测试后数据集会自动合并

查看结果
•	 	从测试环境直接快速链接到结果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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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记录且文件结构清晰
数据和可追踪性

方法
•	 每次运行测试时自动存档方法的副本

•	 可方便地检查生成结果的方法设置

日志
•	 测试事件日志详细且带时间戳，最大程度提高可追踪性
•	 包含与测试系统和操作员相关的关键信息，以及关键的测试里程碑

追踪
•	 了解特定测试循环中发生了什么？

•	 追踪任何已记录循环的循环数据和迟滞回线数据

趋势
•	 了解我是否达到了目标压力水平？

•	 可以快速看到重点的峰和趋势数据

停止
•	 了解测试最后发生了什么？
•	 从样本失败开始的详细循环数据
•	 即使测试意外停止也可记录最后 10 个循环（用户可定义）

兼容性和分析
开放的 CSV 文件格式方便使用 Excel。使用标准表格
和图形显示分析结果。

分组数据以方便访问
使用清晰定义的文件夹结构和文件类型保存您的项目
数据和各个测试的结果。

其他参考数据
结果文件包含所有结果数据的循环编号、步骤编号和
回线编号，方便进行后处理。

日志和可追踪性
每个测试文件夹都包含所有测试事件的带时间戳日志
和用于生成结果的测试方法的存档副本。

项目
日志

项目
文件

可追踪性

方法 追踪

可追踪性 数据

日志 趋势 停止

样本 1

方法 追踪

可追踪性 数据

日志 趋势 停止

样本 2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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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访问资源，现在包含视频教程
帮助和支持

按键即可获取帮助
只需在软件中任意地方按 “F1” 即可打开专家在过去 15 年里编写的相关上下
文帮助页面。 帮助文件包含解释简单和复杂材料测试概念和软件功能的技术
图纸。

新特性视频教程
常用 WaveMatrix2 功能有分步指导，并由应用工程师讲述。所有视频均可离
线使用，并有快速搜索和浏览功能。主题包括各种提示和技巧以及高级功能。每
季度提供媒体内容更新，而且无需升级主软件，是认证实验室的理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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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新的“即时运行”示例方法库
发现新功能

在您的系统上可即时运行
所有示例方法均经过运行优化，无需特殊卡具即可在您的系统上运行。大部分测
试无需样本即可运行，可以方便地设置以展示软件和测试系统的功能。

查看和编辑示例方法
从超过 20 种示例方法中选择并探索如何设置这些方法以展示广泛的软件功能。
可以直接开始测试，也可以根据特定的测试需求修改并保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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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您的软件并解锁新功能
其他模块

计算模块
用于数据处理和计算的扩展功能。该模块内置可以
即时使用的超过 20 种计算的计算库。

此模块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	 在 WaveMatrix2 中添加并创建计算的“虚
拟”频道

•	 使用物理感应器通道生成实时计算的数据并
直接集成到测试中

•	 在测试期间显示实时计算并与物理感应器数
据一起记录到结果文件中

•	 减少后处理时间并了解疲劳测试期间材料属
性的变化

•	 根据我们的 WaveMatrix2 开发人员指南使
用 C# 编写您自己的自定义计算

高级控制模块
此模块中还有其他控制模式和波形类型。方便实
施“混合模式”外回线控制、频率扫描等。

此模块可以为您做些什么？

•	 使用多功能控制套件解决有挑战性的材料
测试要求

•	 使用混合模式控制来控制非线性、低强度材
料的疲劳测试

•	 执行适合动态机械分析 (DMA) 的各种频率
扫描

•	 使用自动相位补偿检测和校正循环波形中
的相位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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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升级到 WAVEMATRIX2？
提供方便的升级路径无限的测试功能

解锁全部潜能

执行从文件加载的一系列静态斜坡 固定循环间隔的自动应变棘轮效应

使用计算和高级控制进行高级波形包络 监测高级低循环疲劳测试中的累积塑性应变

我们希望您能轻松方便地升级软件并迁移方法到新平台。立即升级以使用所有新功能。

WaveMatrix2 可用于新 ElectroPulsTM和 Servohydraulic 系统，以及带 8800 或 8800MT 控制器的任何现有动
态测试系统。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 Instron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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