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注册资金 5000 万元； 

注册商标：维科美拓【VicoMeter】；工厂面积 6000 ㎡； 

自主知识产权 60+；国内外用户 80000+ 

 

 

本企业执行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认证体系 

www.weikemeituo.com 

 

 

 

 

 

 

 

根据权威检测标准研发设计 

自由选择 J/m,KJ/㎡,kg-cm/cm,ft-ib/in 等多种单位显示模式 

采用碳纤维摆杆，真正无震动冲击试验，使用寿命增长 

进口高分辨率数字编码器，角度测试精度更高更稳定 

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减少机械带来的摩擦损耗 

能量损失可自动修正，消除环境因素的影响 

内置微型打印机，可随时打印测试数据 

拥有 60+自主知识产权做支持 

80000+成功案例做保障 

6000 ㎡工厂做后盾 

值得您的信赖 

 

WKT-X5001型        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江苏维科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企业官网：www.weikemeituo.com    服务热线：400-0523-770 

企业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创新创业产业园二期一栋 

WKT-X5001型 
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WKT-X5001 型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集成了维科美拓冲击试验领域的成熟技术，使整个分析系统更加完善；WKT-X5001 型采

用碳纤维摆杆，将冲击质量集中在摆锤质心，真正做到无振动测试，该仪器以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测试精度高、使用寿命长等

特点，广受用户好评。 

应用范围广 

WKT-X5001 型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主要用于测定塑料、增

强尼龙、玻璃钢、陶瓷、铸石、塑料电器、绝缘材料等非金属

材料的冲击韧性。广泛应用于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非金属材

料生产厂家等。 

数据直读 

采用高精度智能控制系统，并配备高清晰大屏液晶显示屏，让

用户能够直观、准确的读取测试数据。 

多种显示方式 

可选择中文/英文操作界面，方便国际友人操作，自由选择

J/m、KJ/㎡、kg-cm/cm、ft-ib/in 等多种单位显示模式。 

数据打印 

内置微型打印机，可对试验结果进行打印存档，方便日常管理

分析，为生产的平稳运行提供数据支持。 

 

无震动冲击试验 

采用碳纤维摆杆，在冲击方向上，提高材料的刚性，以及将冲

击质量最大集中在摆锤的质心上，真正做到无震动冲击试验，

且使用寿命更长。 

减少干扰 

符合空气动力学原理的冲击锤和进口滚珠轴承，极大的减少了

机械带来的摩擦损耗；进口高分辨率的数字编码器，角度测试

精度更高、更稳定；空载试验空白校准，能量损失自动修正，

消除环境因素对测试结果的影响。 

数据处理系统 

强大的数据处理系统，自动计算最终试验结果，可保存 24 组

试验数据，并经过系统分析后自动计算出平均值，排除偶然误

差，让测试结果更加合理、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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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T-X5001型 
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悬臂梁、简支梁冲击试验机原理： 

悬臂梁冲击强度与简支梁冲击强度表示的是材料单位面积内吸收的能量，吸收的 

越多，就表示材料抗冲能力越好。如右图所示，是两种冲击的示意图。 

在这两种实验中，抗冲击强度可用以下式子表示： ，其中a表示简 

支梁或梁或悬臂梁抗冲击强度，单位：kJ/m2（千焦每平方米）；A表示试样吸收 

的冲击量，单位J；b代表试样宽度，单位mm；d代表试样厚度，单位mm，如果 

是缺口冲击，厚度减去缺口后剩余厚度。 

从计算公式可以知道，试验时所选择试样的规格（厚度、宽度、有无缺口等）对试验结果会有影响；更进一步探讨的话，试验时

的温度、选择的冲击能量、冲击速度、跨距等等都会影响试验结果；理论上来说，所用试样的宽度、厚度越大，所吸收的冲击能

量A（单位：J）越大，但是相应的b×d（冲击面积）也大（冲击面积与冲击能量的关系比较复杂，影响因素较多，不是成线性正

比的关系），这样得出的冲击强度在不同厚度之间虽然有偏差，但不会很大，而且不一定是厚度厚的试样冲击强度就高（冲击强

度只是反映材质本身，判断材料某一个厚度的抗冲能力，可以比较其所吸收的冲击能量A的大小）。 

同时，对于刚性材料来说，在某一程度的厚度及支撑跨距下，存在结构弹性，对冲击试验结果影响比较大，因此国标也作出规

定：厚度小于3mm的试样一般不做简支梁或悬臂梁冲击试验，厚度上限一般不超过10mm；试验推荐采用4mm的厚度。对试验的

冲击速度、跨距、厚度等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只是提供方案推荐。 

综上，比较材料（简支梁和悬臂梁）的抗冲性能，只有在相同时间段、相同试样厚度，选择相同的试验条件（跨距、冲击速度、

同样的缺口类型等）下，才能进行。而且由于材料抵抗冲击能量的影响因素很复杂，简支梁或悬臂梁反映的抗冲能力只是一个片

面，所以简支梁或悬臂梁多作为辅助参考，判断材料抗冲性能一般需要结合多种检测项目（断裂伸长率、弹性模量、冲击强度等

等）综合判定。如：某些芯层发泡的材料，做简支梁或悬臂梁冲击，数据极低，但做落球冲击时数据并不比相类的材料的差。 

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参考标准 

维科美拓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符合多项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 

01 ISO180—2000《塑料—硬质材料悬臂梁冲击强度的测定》 

02 GB/T1843—2008《硬质塑料悬臂梁冲击试验方法》 

03 JB/T8761—1998《塑料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04 ASTM D256-2010《测定塑料 IZOD 摆锤冲击强度的试验方法》 

 

简支梁(Charpy)

P 

P 

悬臂梁(Iz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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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T-X5001型 
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仪器名称 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 

仪器型号 WKT-X5001型 

显示方式 彩色触摸屏（中英文） 

角度传感器 原装进口欧姆龙编码器，精度0.01° 

摆锤能量 2.75J、5.5J 

能量显示精度 0.01J 

预仰角 150° 

冲击速度 3.5m/s 

摆锤中心至冲击刀刃距离 335mm 

冲击刀刃至钳口上平面距离 22mm 

悬臂梁冲击刃半径 R=0.8±0.2mm 

电源要求 AC220V±10%   50HZ 

仪器重量 85Kg 

 

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订购信息 

WKT-X5001型触摸屏悬臂梁冲击试验机主机；包括但不限于电源线、操作手册 

合格证/保修卡、使用说明书、操作指南等。 

标配配件 

01 冲击摆锤 1 套 

02 冲击砝码 1 套 

03 对中样板 2 件 

04 扳手 1 套 

05 打印机 1 台 

06 打印纸 2 卷 

   

*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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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检测不准确？ 

截止至 2021 年，维科美拓已拥有 80000+成功案例做保障，维科美拓品质，值得您的信赖！  

 

 

 

 

 

 

 

 

 

 

 

 

担心不专业？  

无数客户应用现场都有着维科美拓的服务身影，见证着维科美拓企业风采，对于专业，我们是认真的！ 

 

 

 

 

 

 

 

 

 

 

 

 

 

 

联系维科美拓 

获取更多现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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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仪器不适用？  

维科美拓产品应用于各行各业，可根据不同行业为企业免费提供检测解决方案，量身定制属于您的专有仪器！ 

 

 

 

 

 

 

 

 

 

 

担心售后没有保障？  

维科美拓拥有一支强大的技术支持团队，各项知识产权 60 余项，支持上门技术指导服务，还可为您提供 7x24 小时免费技术

咨询等服务！ 

 
 

 

 

化工行业 电力行业 科研单位 高等院校 生物制药 

陶瓷行业 塑胶行业 农药行业 医疗行业 造纸行业 

食品行业 线路板行业 金属粉末 石油行业 锂电行业 

30 

无忧换货 

天 

技术指导 终身服务 免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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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案例 
维科美拓产品应用案例（本手册仅列举部分客户案例，获取更多请联系维科美拓！） 

分类 客户名称 客户名称 

科研 

院校 

江苏大学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院 

西北大学 宜春学院 

江苏省农垦农业 兰州大学 

华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天津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科院过程研究院 

山西农业大学 深圳石墨烯研究院 

广东医科大学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 

食品 

行业 

今麦郎食品股份 昆山热烈食品 

成都市巧丫巧食品 苏州前甜食品 

浙江得乐康 内蒙古厚德农牧业产品 

东兴多喜食品 山东立好特殊配方食品 

医药 

行业 

山东佑康生物科技 河北小葵花药业 

武汉糖智药业 安徽盛康药业 

深圳汉方本草生物医药 浙江倍合德制药 

湖北宏中药业 上海新华联制药 

塑料 

橡胶 

上海珞雅实业 上海鑫为焊接器材 

湖南龙腾生物 禾大上海新材料 

天津阿卡汽车配件 芜湖顺威智能科技 

吉林省浩阳汽车零部件 江苏德模注塑装饰科技 

深圳麦克维尔 绍兴聚昇新材料 

天津科维尔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 

浙江福莱新材料 仙桃市德兴塑料制品 

固含量 

江苏卫蓝新能源 天津信堡玻璃股份 

国联汽车动力电池研究院 天津一汽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 重庆水务 

广东茂名市鑫路建材科技 广东生益 

上海威宇公路建设 华电水务科技 

其它 

行业 

林甸县金河湾污水处理 允丰金属（东莞） 

天津锐创环保工程 株洲市创锐高强陶瓷 

四川竹丝新材料 中山市威曼环保 

上海煤炭交易所 鹰谭首创水务有限 

上海辉旭密封材料 龙灯作物料科技天津 

冷水江市高科窑炉 湖南海利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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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oMeter]是江苏维科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旗下品牌之一，是一家基于实验室检测仪器、在线检测 

仪器、检测方案等集成的优质综合服务商。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注册资金 5000 万元，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总部位于江苏省泰州市，现拥有工厂面积 6000 余平，产能每年可达 1.5 亿元。公司集研发、生

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致力于为国外内用户提供更好的检测服务解决方案。在各级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公司先后设立了

山东、上海、河南、浙江、广东、四川、西安、海南等多个办事处。 

维科美拓现拥有在职员工 80 余人，其中研发人员占比 17%，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70%，专科以上学历占比 95%，技术支持占比 15%，

并长期与中国科技大学等高校的高精端技术人才进行交流合作，产品可通过计量院校准报告、检测报告，真正的让用户检测无忧。

公司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高新技术产品、商标等 60 余项。 

随着多年的发展，维科美拓业务范围已涉及水分测定仪、水质测定仪、密度测定仪、电子天平、物理仪器、光学仪器、化学仪器

等多个领域，产品全面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厂、建筑、造纸、食品、制药、注塑模具、电子、高校、科研等各类工厂企业、学

校、科研单位。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市场，广受用户好评，并以高于出口标准的品质成功打入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土耳其、

德国、新西兰、马来西亚、印度、孟加拉、越南等国际市场，截止至 2021 年年底，维科美拓已拥有 80000+国内外成功案例。 

维科美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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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资质/更多荣誉资质请联系维科美拓 

 



 

 

 

 

 

 

 

 

 

 

 

 

 

 
 
 
 

 

国家级 江苏省 5000万 60+ 6000 ㎡ 80000+ 
高新技术企业 民营科技企业 注册资金 自主知识产权 工厂面积 成功案例 

 

 

 

江苏维科特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企业邮箱：sales@vicometer.com 

企业电话：0523-8998 9770  

企业传真：0523-86890770  

企业网址：www.weikemeituo.com   

总部地址：江苏省泰州市医药高新区创新创业产业园二期 1 栋 

注： 样本中的数据除注明外为本公司的实验数据，此

样本所有信息仅供参考，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版本号：WKT 202265 V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