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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Ⅱ-车轮Ⅱ-车轮Ⅱ-车轮Ⅱ-车轮Ⅱ-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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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轿车车轮径向疲劳性能试验机 RFT-2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3. 基本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 RFT-2

2. 设备用途: 

设备结构：立式机架，带有轮胎冷却装置

试验工位：2 

转鼓直径×宽度：Φ 1707.6 × 400 mm

转鼓径向跳动：≤ 0.20 mm

车轮直径：12″ ~ 26″

车轮宽度：4″ ~ 12″

试验速度：Max. 140 km/h

试验载荷：Max. 30 kN, 精度：±1%P.S.

加载方式：液压伺服闭环加载

电机功率：45 kW DC（或 AC 变频）

设备尺寸：约 L6500 mm × W1750 mm × H3050 mm

设备总重：约 12 t

规范:

用于轿车车轮径向疲劳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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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轿车/轻卡/载重车轮径向疲劳性能试验机 RFT-7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3. 基本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 RFT-7

2. 设备用途: 

设备结构：立式机架，带有轮胎冷却装置

试验工位：2 

转鼓直径×宽度：Φ 1707.6 × 500 mm

转鼓径向跳动：≤ 0.20 mm

车轮直径：13″ ~ 24.5″

车轮宽度：4″ ~ 12″

试验速度：Max. 140 km/h

试验载荷：1# 工位 Max. 30 kN, 精度：±1%P.S.

                      2# 工位 Max. 100 kN, 精度：±1%P.S.

加载方式：液压伺服闭环加载

电机功率：99 kW DC（或 AC 变频）

设备尺寸：约 L7200 mm × W2000 mm × H3400 mm

设备总重：约 15 t

规范:

用于轿车、轻卡、载重车轮径向疲劳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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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载重车轮径向疲劳性能试验机 RFT-5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3. 基本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 RFT-5

2. 设备用途: 

设备结构：立式机架，带有轮胎冷却装置

试验工位：2 

转鼓直径×宽度：Φ 1707.6 × 500 mm

转鼓径向跳动：≤ 0.20 mm

车轮直径：16″ ~ 24.5″

车轮宽度：Max. 13″

试验速度：Max. 140 km/h

试验载荷：Max. 100 kN, 精度：±1%P.S.

加载方式：液压伺服闭环加载

电机功率：110 kW  AC 变频（或 DC ）

设备尺寸：约 L7800 mm × W2000 mm × H3400 mm

设备总重：约 18 t

规范:

用于载重车轮径向疲劳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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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轿车车轮弯曲疲劳性能试验机 CFT-2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3. 基本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 CFT-2

2. 设备用途: 

设备结构：车轮旋转式, 载荷方向恒定

车轮直径：12″ ~ 26″

车轮宽度：3.5″ ~ 10″
加载弯矩：Max. 10 kN.m, 精度: ± 2.5%P.S.
旋转速度：Max. 600 rpm
调速方式：步进无级调速

加载点位移范围：0 ~ +30 mm, 精度: ± 2%P.S. 
加载方式：高精度滚珠丝杠加载

自动报警保护装置

电机功率：15 kW DC

设备尺寸：约 L2200 mm × W2250 mm × H1700 mm

设备总重：约 3 t

规范:

用于轿车车轮弯曲疲劳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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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轿车车轮弯曲疲劳性能试验机 CFT-3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3. 基本技术参数:1. 设备型号: CFT-3

2. 设备用途: 

规范:

用于轿车车轮弯曲疲劳性能试验

设备结构：车轮不转式，载荷旋转。

车轮直径：12″ ~ 26″
车轮宽度：4″ ~ 12″
旋转速度：600 ~ 2200rpm
调速方式：交流变频闭环调速

加载弯矩：Max. 10 kN.m, 精度: ± 2.5%P.S.
加载方式：闭环加载控制

加载点偏移测量精度：± 2%P.S.
自动报警保护装置

电机功率：5.5 kW AC
设备尺寸：约 L1400 mm × W1060 mm × H1300 mm 
设备总重：约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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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载重车轮弯曲疲劳性能试验机 CFT-4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设备结构：车轮旋转式, 载荷方向恒定
车轮直径：16″ ~ 24.5″

车轮宽度：6″ ~ 15″
加载弯矩：Max. 50 kN.m, 精度: ± 3%P.S.
旋转速度：Max. 500 rpm
调速方式：步进无级调速

加载点位移范围：0 ~ +30 mm, 跳动小于 0.25 mm 
加载方式：高精度滚珠丝杠加载

自动报警保护装置

电机功率：22 kW DC
设备尺寸：约 L2500 mm × W2300 mm × H3000 mm

设备总重：约 5 t

规范:

1. 设备型号：CFT-4

2. 设备用途: 

用于载重汽车车轮弯曲疲劳性能试验

3. 设备用途: 

    用于载重汽车车轮弯曲疲劳性能试验

4. 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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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载重车轮弯曲疲劳性能试验机 CFT-5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3. 基本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 CFT-5

2. 设备用途: 

规范:

用于载重车轮弯曲疲劳性能试验

设备结构：车轮不转式，载荷旋转。

车轮直径：16″ ~ 24.5″
车轮宽度：4″ ~ 13″
旋转速度：500 ~ 1500rpm
调速方式：交流变频闭环调速

加载弯矩：Max. 50 kN.m, 精度: ± 3%P.S.
加载方式：闭环加载控制

加载点偏移测量精度：0.25 mm
自动报警保护装置

电机功率：5.5 kW AC
设备尺寸：约 L1700 mm × W1350 mm × H1600 mm 
设备总重：约 4 t



2

08/2www.chinajiurong.com/www.jiurongwheel.com  

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13° 轿车车轮冲击性能试验机 ITM-2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3. 基本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 ITM-2

2. 设备用途: 

规范:

用于轿车车轮横向冲击性能试验

设备结构：冲击支撑架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为13°

车轮直径：12″ ~ 26″, 

车轮宽度：4″ ~ 12″

重锤质量调整范围：350 kg ~1200 kg, 精度: ± 2%

—— 主锤：350 kg

—— 副锤：50 kg /块×16块

—— 副锤：10 kg /块×4块

—— 副锤：5 kg /块×2块

—— 副锤：2.5 kg /块×2块

重锤质量调整方式：设定

橡胶垫：4只（φ 51 × 27, 硬度 HS 50）

重锤有效下落距离可调整范围 ≥ 300 mm

锤头冲击面长度 ≥ 375 mm, 宽度 ≥ 125 mm

电机功率：1.5 kW AC

设备尺寸：约 L1600 mm × W1500 mm × H2700 mm

设备总重：约 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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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30° 轿车车轮冲击性能试验机（带90° 冲击试验功能） ITM-3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3. 基本技术参数:

1. 设备型号: ITM-3

2. 设备用途: 

规范:

用于轿车车轮 30° / 90° 冲击性能试验

设备结构：冲击支撑架与水平面之间夹角为 30°

          另附 90° 冲击底座。

车轮直径：12″ ~ 26″, 

车轮宽度：4″ ~ 12″

主锤质量：910 kg ± 18 kg

副锤质量：100 kg ± 4.5 kg

重锤有效下落距离高度：Max. 500 mm

弹簧数量：3 只

合成弹簧常数：0.98 ~ 1.3 kN/mm

锤头冲击面长度 ≥ 380 mm, 宽度 ≥ 152 mm

电机功率：1.5 kW AC

设备尺寸: 约 L1600 mm × W1500 mm × H3100 mm

设备总重: 约 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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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13° 轿车车轮冲击性能试验机（带30°、90°冲击试验功能） ITM-4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1. 设备型号: ITM-4

2. 设备用途: 

    用于轿车车轮 13° / 30° / 90° 冲击性能试验

重锤质量调整范围：350 kg ~1200 kg

重锤有效下落距离可调整范围 ≥ 300 mm

锤头冲击面长度 ≥ 375 mm, 宽度 ≥ 125 mm

橡胶垫:4 只（φ 51 × 27, 硬度 HS 50）

3. 基本技术参数: 

规范:

车轮直径：12″ ~ 26″

车轮宽度：4″ ~ 12″

重锤质量调整方式:设定

设备结构:冲击支撑架与水平面之间夹角为 13°

电机功率：1.5 kW AC

设备尺寸：约 L1600 mm × W1500 mm × H3100 mm

设备总重：约 5 t

设备结构：冲击支撑架与水平面之间夹角为 30°

主锤质量：910 kg ± 18 kg

副锤质量：100 kg ± 4.5 kg

重锤有效下落距离高度：Max. 500 mm

弹簧数量：3 只

合成弹簧常数：0.98 ~ 1.3 kN/mm

锤头冲击面长度 ≥ 380 mm, 宽度 ≥ 152 mm

冲击支撑架与水平面之间夹角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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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轿车车轮径向冲击性能试验机 ITM-6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1. 设备型号: ITM-6

2. 设备用途:

3. 基本技术参数: 

规范: 轮胎直径：Max. Φ 900

轮胎宽度：Max. 350mm

车轮偏距：- 30 mm ~ + 70 mm

冲锤基本质量：150 kg

冲锤最大质量：315 kg,由基本质量和15 kg、5g等级的砝码组成

冲锤尺寸：500 × 195 mm 或 500 × 190 mm 

冲锤冲击面角度：150°, 圆角 R 2

下落高度：不小于 1400 mm

电机功率：1.5 kW AC

设备尺寸: 约 L2360 mm × W1400 mm× H3850 mm

设备总重: 约 4.5 t 

用于轿车车轮径向冲击性能试验

冲头冲击轮胎后回弹即被锁住，保证车
轮仅承受一次冲击

具有测量冲击速度装置

按欧盟汽车台测试标准制造，适用于宝
马、奔驰、奥迪、保时捷、大众配套用

设备结构：立式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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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轿车车轮不圆度检测线 ROT-1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1. 设备型号: ROT-1

设备结构：卧式机床, 由车轮提升、车轮检测、车

          轮合格分检输送带等部件组成。

车轮直径：13″ ~ 18″

车轮宽度：3.5″ ~ 8″

辐板偏距：0mm ~ +80mm

设备检测节拍：4 ~ 5 件/分钟

车轮定位方式：中心孔(可胀芯轴)+安装平面

检测方式：激光非接触式测量、不受车轮涂装后色

          差的影响

主电机功率：0.7 kW AC

设备尺寸：约 L5200 mm ×  W2300 mm × H2600 mm

设备总重：约 6 t

2. 设备用途: 

3. 基本技术参数: 

规范:

用于轿车车轮专用的在线式径/轴向跳动检测，具有一
次和多次谐波的计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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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轿车车轮不圆度检测机 ROT-2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1. 设备型号: ROT-2

设备结构：卧式测试台，机械接触式

车轮直径：13″ ~ 18″

车轮宽度：4″ ~ 8″

2. 设备用途: 

3. 基本技术参数: 

规范:

用于轿车车轮径/轴向跳动检测，具有一次和多
次谐波的计算功能。

辐板偏距：0 mm ~ + 60 mm

检测精度分辨率：0.01 mm 

不圆度重复精度：0.05 mm

车轮定位方式：中心孔(可涨式芯轴)+安装平面

检测方式：超硬滚轮(GCr15钢)接触式测量

设备尺寸：约 L1000 mm × W700 mm × H1250 mm

设备总重：约 1.0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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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载重车轮不圆度检测机 ROT-3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1. 设备型号: ROT-3

设备结构：卧式测试台，机械接触式

车轮直径：16″ ~ 24.5″

车轮宽度：6″ ~ 13″

2. 设备用途: 

3. 基本技术参数: 

规范:

用于载重车轮径/轴向跳动检测，具有一次和多
次谐波的计算功能。

辐板偏距：0 mm ~ + 175 mm

检测精度分辨率：0.01 mm 

不圆度重复精度：0.05 mm

车轮定位方式：中心孔(可涨式芯轴)+安装平面

检测方式：超硬滚轮(GCr15钢)接触式测量

设备尺寸：约 L1400 mm × W700 mm × H1400 mm

设备总重：约 1.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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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久荣车轮技术有限公司

车轮螺母座刚度试验机 WNST-1

 注：用户如有特殊要求, 请在技术协议中表述。

1. 设备型号: WNST-1

2. 设备用途: 

    用于车轮轮辐螺母座刚度的测量。

3. 基本技术参数: 

规范: 设备结构：立式机架

车轮直径：12″ ~ 26″
车轮宽度：4″ ~ 12″
车轮偏距：0 ~ 165 mm
加载负荷：Max. 66 kN
测量行程：Max. 25 mm
设备尺寸：约 L1500 mm × W1100 mm × H1750 mm
设备总重：约 2.5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