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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胶结料 Superpave PG 分级系列

美国战略公路研究计划 (SHRP)
Superpave 沥青胶结料及混合料设计试验仪器设备专辑

美国 TA 公司
DHR-10/DHR-20 动态剪切流变仪
DSR

测定老化或未老化沥青（改性或未改性沥青）在 5-85℃

温度范围内线粘弹性性质。用于测定沥青的动态剪切模

量和相位角，来表征沥青胶结料的粘性（不可恢复）和

弹性（可恢复）。动态剪切流变性能是 SHRP 计划描述

沥青材料动态性能的核心参数之一。

DHR 流变仪为您提供功能强大和模式丰富的流变测量技术。

作为流变测试技术的领导者，TA 仪器全新推出的 Discovery 系列流变仪（DHR）拥有多项新技术。专利拖杯电机、第二

代磁悬浮轴承、双读头光学编码器、力平衡传感器以及真实位置传感器系统地整合在一起组成结构简洁、性能卓越的单头

流变仪。

与上一代流变仪相比，DHR 流变仪的性能和指标均有大幅提升，从而可以实现无与伦比的真实应变、应变速率和应力控

制以及法向力精确测量。智能识别温控系统和夹具系统在 DHR 流变仪上均为标准配置。DHR-10 流变仪主机（专利的拖

杯马达，磁悬浮轴承），包含力再平衡传感器（FRT）, 真实位置传感器（TPS）。扭矩范围 5nN·m 到 200mN·m。

分辨率 10nrad，最大角速率 300rad/s。最大法向力 50N。包含夹具 / 温控系统智能识别系统，TRIOS 分析及控制软件。

满足规范：AASHTO TP5 沥青的复合模量（G*）及相位角测试方法，AASHTO PP6、T315 / ASTM D7175 Superpave 沥青性能分级，  

AASHTO T316 / ASTM D4402 沥青的黏度测定，AASHTO MP19-10、TP70-12、T350 / ASTM D7405 多应力蠕变恢 

复（MSCR），AASHTO T313、T368，AASHTO TP122、TP123、TP125、TP126，AASHTO M320、M332， 

ASTM D6648，EN 15324、15325，SHRP，JTG E20 T 0627-2011

产品特点

 ▍专利技术的超低惯量拖杯电机

 ▍专利技术第二代磁悬浮轴承

 ▍高分辨率光学编码器

 ▍法向力平衡传感器

 ▍专利技术的真实位置传感器

 ▍纳牛顿 - 米级的低扭矩控制

 ▍高级真实应力、应变速率控制

 ▍直接应变控制

 ▍径向双轴承设计

 ▍超低柔量的一体化框架

 ▍绝热和方振的电子控制箱设计

 ▍专利技术的智能切换夹具

 ▍原创的智能识别控温系统

 ▍高级 Peltier 技术

 ▍专利技术的散热器技术

 ▍专利技术的主动控温技术

 ▍彩色显示屏

 ▍多功能触摸操控面板

 ▍专利技术的低扭矩校正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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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4002.901 DHR-20 流变仪主机

 ▍ 533501.901 ETC 高温炉温度控制系统

 ▍ 543407.901 固体扭摆试验夹具（DMA 模块）

DMA 模块为固体和软固体材料的测试提供了一个新维

度。现在除了最好的灵敏度和最准确的转动剪切测量外，

Discovery HR 可以提供线性方向变形的动态机械分析

数据。兼容 ETC 炉，新的 DMA 模块可使用薄膜拉伸，

三点弯，臂梁弯和压缩变形。新的轴向 DMA 功能可提

供一个直接固体弹性模量测试以弥补固体扭摆测试的不

足。新的 DMA 模式是鉴定材料转化温度的理想选择，

且整个仪器温度范围内均可提供可靠的测量。该独特能

力得益于 DHR 平衡传感器（FRT) 和专利磁悬浮轴承。

该技术是在轴向实现振幅控制振荡变形，不是采用空气

轴承或者被动的法向力传感器仪器所具备的。

 ▍ 534001.901 DHR-10 流变仪主机

 ▍ 534061.901 干式沥青测量系统，包括上加热板、

    步进式 Peltier 温控板、上部 Smart Swap 几何转轴、 

    25mm、8mm 的不锈钢上下平行板夹具各 1 对、修 

    边工具、沥青试模和环境仓盖子

 ▍ 250000.001 DHR 系列流变仪过滤器 / 压力调节阀

 ▍ 545807.901 DHR & AR 系列流变仪干式沥青试验

    标准制冷系统

 ▍循环水浴，空压机及过滤器和电脑（国内配套）

 ▍ DHR 系列流变仪主机，磁力轴承，自动间距控制

 ▍干式沥青测试系统（亦可选湿式沥青测试系统）

 ▍温度控制采用 Smart Swap 技术

 ▍可根据 AASHT0 PP 6 方法对铺路沥青进行分级

 ▍可根据 AASHT Mp 方法测试验证铺路沥青的使用行

     为特性

 ▍可对铺路沥青进行其它性能研究

 ▍配有 SHRP 标准进行的沥青测试英文引导软件

 ▍ DMA 动态力学性能测试夹具

 ▍电加热及 ETC 加族炉，更宽范围温控单元

 ▍冷却方式可选配外接循环冷却或新型涡流冷却

DHR 干法沥青测试系统包括 8 和 25mm 的平行板，

制样模具和刮边工具， 完全符合 SHRP，ASTM 和

AASHTO 规范。干法沥青附件包括性能优异的上加热

板与独特的台阶 Peltier 加热板，从而实现对上、下两

板同时进行温度精确控制。湿法沥青测试单元则采用将

样品完全浸泡在循环水中的标准控温方法。

选购件

动态力学分析 (DMA)

DMA 模式

主要配置

干法和湿法沥青测试系统

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参数 HR-20 HR-10

止推轴承 磁悬浮 磁悬浮

径向轴承 多孔碳 多孔碳 

电机设计 拖杯电机 拖杯电机

最小扭矩 (nN.m) 1 5

稳态最小扭矩 (nN.m) 3 5

最大扭矩 (mN.m) 200 200

扭矩分辨率 (nN.m) 0.1 0.1

最小频率 (Hz) 1.0E-07 1.0E-07

最大频率 (Hz) 100 100

最小角速率 [1] (rad/s) 0 0

位移传感器 光学编码器 光学编码器 

双读头光学编码器 N/A N/A

位移分辨率 (nrad) 2 10

应变步阶时间 [2] (ms) 15 15

速率步阶时间 [2] (ms) 5 5

法向 / 轴向力传感器 FRT FRT

最大法向力 (N) 50 50

法向力灵敏度 (N) 0.005 0.01

法向力分辨率 (mN) 0.5 1

电机控制 力平衡传感器

轴向振荡最小力  3mN

最大轴向力  50 N 

轴向振荡最小位移  0.01 μm

轴向振荡最大位移  100μm

轴向位移分辨率  20 nm

轴向频率范围
 6×10-5 rad/s to 100 rad/s
 (10-5 Hz to 16 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