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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通道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CDAS/CDAS2）和

     TestLab 软件

 ▍ 30mm 作动器位移传感器 LVDT

 ▍荷载传感器：±20kN

 ▍压力传感器：±300kPa

 ▍温度传感器：-80℃～ +80℃

 ▍试样传感器：LVDT（3 只 2mm）

 ▍底部加载盘：105mm

 ▍顶部加载盘：105mm

设备组成

澳大利亚 Pavetest - 意大利 MATEST 公司
B200/B200L 沥青混合料简单性能试验仪
AMPT/SPT

MATEST-Pavetest AMPT 是一套液压伺服控制试验系统，专为执行 NCHRP 项目 9-19 和 9-29 的三个沥青混合料试

验而设计制造的，三个试验分别是动态模量、流动次数和流动时间试验。

此设备也是 AASHTO TP79-09 规范中描述的使用沥青混合料性能试验仪（AMPT）确定热拌沥青混合料（HMA）动态

模量和流动次数标准测试方法所要求的设备。同时，也可以执行 AASHTO TP107-17 使用 AMPT 进行连续拉伸疲劳测

定沥青混合料的损伤特征曲线和破坏标准的试验方法。

此外，MATEST-Pavetest AMPT 还可以进行沥青混合料的直接拉伸疲劳、间接拉伸、动态模量、递增的重复加载永久变形、

半圆弯曲和面层反射裂缝等试验。

MATEST-Pavetest AMPT 配置性能领先的 CDAS/CDAS2 数字式控制器，TestLab 软件和所有配件，实现硬件和软

件的完美统一。

满足规范：AASHTO TP79-09、AASHTO TP107-17

产品特点

 ▍紧凑，自成一体，精密的试验设备

 ▍半导体（TE）加热 / 制冷，相对机械式加热制冷更

    加可靠环保

 ▍可选装水冷半导体制冷单元，更加高效

 ▍内置自由芯的磁力试件表面位移传感器，也可选

    Epsilon 引伸计

 ▍传感器固定端子粘接工具，满足动态模量和直接拉伸

    试验的同时，还可为 S-VECD 试验粘接上下粘接拉板。

 ▍变频控制液压单元，确保安静的操作环境

 ▍内置静音空压机及空气净化装置，无需另外配备压缩

     空气，动态模量校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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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 B202          固定短柱安装夹具

 ▍ B202-04          130mm 高试件用粘接工具（B202）专用垫板

 ▍ B203      AMPT 动态模量校验装置

 ▍ H009-01EN     PC 套件包括，22 寸 LCD 监视器，键盘， 
鼠标，电缆和预装软件

 ▍ B270-18   Ø100mm 橡胶膜撑开工具

 ▍ B200-09          适用于 130mm 高试件进行拉压疲劳试验的垫块 
( 小试件的 S-VECD 测试 )

 ▍ B200-13         AMPT 静音空压机

 ▍ B200-13X       AMPT 静音空压机（230V  60Hz）

 ▍ B253-53     固定短柱 (24 颗 )

 ▍ B201-52  环氧树脂 24mL

 ▍ S311-03   Ø 100 mm 橡胶膜密封圈 (10 个 )
 ▍ B201-53   Ø 100 mm 橡胶膜 (0.3mm 厚，10 包 )
 ▍ B200-10   Ø 100mm 橡胶片 (AASHTO T378 规范要求 )
 ▍ B200-04   Ø 100mm 的 AMPT 拉伸盘 ( 需 2 个 )

推荐附件

可选附件

必配件
B201 KIT AMPT 消耗品套装，包括：

沥青混合料试件
试件表面位移传感器、荷载传感器

B200-04  直径 100mm 的 AMPT 拉伸盘

B202 固定端子安装夹具

B203 AMPT 动态模量验证环

AMPT/SPT 沥青混合料简单性能试验仪

加载范围 19kN( 静态）/17kN( 动态 )

作动器行程 30mm

试样尺寸 100 x 150 mm ( 直径 x 高）

温控范围 0℃～ 70℃（可选 -10℃～ 70℃）

围压 0-225KPa

噪声水平 2 米处小于 70db

电源 230V，5DHz，单相，3.5kw

尺寸 1510 x 680 x 1200 mm ( 高 x 深 x 宽）

重量 33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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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T/SPT 沥青混合料简单性能试验仪

B204-01   Overlay 基础夹具  
B204-02   试件粘贴板（成对订购）  
B204-03   试件粘贴准备工具（ ASTM WK26816）

 ▍ 集成采集和控制功能，良好的波形保真性能，所有通道同步采

     样速率可达 200000 个采样 / 秒。( 使用 64 倍超采样技术 )

 ▍ 极低的信号噪声，在整个动态信号输入范围分辨率为 20 位 ( 无

     需自动测量范围调整 ) 

B204-01   Overlay 基础夹具  
B204-02   试件粘贴板（成对订购）  
B204-13   试件粘贴准备工具（TEX-248-F）

B207-01   AMPT 间接拉伸的基础夹具  
B253-01   AASHTO T322 LVDT 安装附件套装  
B253-03   固定端子定位板 (150mm 直径试样 ) 
B290-04   量程 1mm 的微型 LVDT  (4 支 )   
B253-53   传感器固定端子 (32 个装 )  
B207-02   缆线密封 (4 个 ) 

AASHTO TP124 | ASTM D8044  
B208 AMPT     半圆弯曲框架 
B254-10           滚轴座

B254-02           滚轴和弹簧

试验夹具

CDAS/CDAS2- 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

B204 KIT  满足 ASTM WK26816 的 Overlay 试验套装

B204-01 KIT 满足 TEX-248-F. 的 Overlay 试验套装

B207-01 KIT AMPT 间接拉伸组件

Pavetest 紧凑型控制和数据采集系统 (CDAS/CDAS2)
性能出众，实时控制，功能强大。

B254-02 KIT  半圆弯曲套装

B254-02 KIT AASHTO TP124 | ASTM D8044 SCB 套装 

B207-01 KIT AMPT IDT 套装 

B205 8 通道的 CDAS 或 CDAS2

B204 KIT 满足 ASTM WK26816 的 Overlay 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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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0-05   底部承载板（用于 38 x 110 mm 试件） 
B200-06     顶部压板（用于 38 x 110 mm 试件） 
B202 固定端子粘接工具

B202-02     粘接工具（B202）的垫板 （用于 38 x 110 mm 试件） 
B202-03     粘接工具（B202）的粘接延长杆 
B253-53     传感器固定豆 (24 个装 ) 
B201-52   24ml 环氧树脂  
S311           Ø38 mm 橡胶膜密封环 (10 个 ) 
S310          Ø38 mm 橡胶膜 (10 个 )  
B270-20    Ø38 mm 橡胶膜撑开工具 

B200-11   拉伸盘（用于 38 x 110 mm 试件） 
B202 固定端子粘接工具

B202-02   粘接工具（B202）的垫板（用于 38 x 110 mm 试件） 
B202-03     粘接夹具（B202）的粘接延长杆 

B200-07  底部承载板（用于 50 x 135 mm 试件）

B200-08     顶部压板（用于 50 x 135 mm 试件）

B202          固定端子粘接工具

B202-01     粘接工具（B202）的垫板（用于 50 x 135 mm 试件） 
B202-03     粘接工具（B202）的粘接延长杆 
B253-53   传感器固定端子 (24 个装 ) 
B201-52   24ml 环氧树脂 
S311-01   Ø50 mm 橡胶膜密封环 (10 个 ) 
S310-01   Ø50 mm 橡胶膜 (10 个 ) 
B270-21     Ø50 mm 橡胶膜撑开工具 

B200-12    拉伸盘（用于 50 x 135 mm 试件）  
B202         固定端子粘接工具  
B202-01    粘接工具（B202）的垫板（用于 50 x 135 mm 试件） 
B202-03    粘接夹具（B202）的粘接延长杆 

试件附件 | AMPT

38 x 110 mm (Ø x h) 试件的动态模量 

38 x 110 mm (Ø x h) 试件的 S-VECD 试验 

50 x 135mm (Ø x h) 试件的动态模量 

50 x 135mm (Ø x h) 试件的 S-VECD 试验 

B202 固定端子粘接工具 + 小试件准备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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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动态模量试验还是直接拉伸疲劳试验，不但对试验过程有很高的控制和测量精度的要求，而且对试件准备过程也有非常精确的要求。

试件准备过程通常都非常的艰辛和漫长，消耗了操作者大量精力和时间。 

现在 Pavetest 推出了最新的多试件快速粘接工具，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可以一次粘接 4 个试件，提供了简单却准确粘接方式，同时效

率提高了 4 倍，使得试验速度大幅提升。

该工具支持多种尺寸试件的粘接，可以粘接 100mm 直径试件，同时支持现在流行的小试件（38/50mm）的粘接。  最新的卡扣式压板固

定方式，为拉伸试验带来了极大便利，有效的降低了人工操作失误的可能性。

多试件快速粘接工具 

AMPT/SPT 沥青混合料简单性能试验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