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测试服务
装配技术专家



“ Bossard 在三个大洲设

有通过 ISO/IEC 17025 认
证的测试实验室。”

专业测试服务

客户可以从实验室技术和先进的测量和测试设施中受益。

它们构成了可靠质量保证和出色产品质量的基础。



专业测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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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中，独立确认零
部件和产品的特征值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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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合作伙伴

您的商品必须满足目标市场的要求。确定并满足这

些要求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无论您所在的位置以及

所处的行业如何，我们都能助您一臂之力。

安全性记录

许多机器和设备必须满足一定的预防措施要求才能投

入使用。所使用的紧固件通常会在这方面发挥至关重

要的作用。因此，在关键应用中，必须通过书面证据

来证明紧固件具有规定的强度和许多其他性能。

经过测试的质量

在开发产品时，您需要经过验证的独立检查，确保

符合您在每个阶段的要求和高标准。我们为您提供

的帮助包括降低风险、质量保证以及满足您的零部

件和产品的相关及法定要求。

获得认证的独立测试机构

独立是指我们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在美国、欧洲和

亚洲提供经过认证的测试实验室服务，并提供非常

可靠的服务质量。我们降低您和您的客户的风险，

并让您完全相信，我们致力于凭借我们的专业知识

和效率优势来提高质量。 

如果您想得到确定的结果，请选择

获得认证的紧固技术 
测试实验室 

在紧固技术的许多领域，正确的规格都具有重要作用。 

Bossard 通过遍布全球的先进测试实验室来应对这一挑战。

请在以下页面中查找我们为客户提供的 专业测试服务。虽然

这项服务并非在每个国家都可以提供，但在我们的全球服务网

络中可以找到应对各种挑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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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美洲和亚洲，您可以找到 Bossard 的 14 个质量和测试实验室。

性能基准

全球竞争力 

利用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众多 Bossard 质量和测试实验室 — 
其中三个通过认证的独立测试中心 — 以及我们专注于紧固

技术的全球专业知识。

“我们决心超越全球客户 的要求， 

为他们提供最大的 附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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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您的 Bossard 质量和测试实验
室获得可靠的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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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拉测试是标准化的材料测试程序。
	可用来确定屈服点、抗拉强度、断裂伸长率和其

他机械特性。
	我们的测量/测试范围：

	测试机 1：M3 – M33，最大 600 kN。
	测试机 2：通用支架，最大 50 kN。

专业测试服务

抗拉和抗压强度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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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外壳硬度、硬度分布、表面硬度、芯部硬度。
	机械性能测试。
	主要使用测量压痕。
	我们的测量/测试范围：

	微观硬度：HV0.01 – HV1
	宏观硬度：HV1 – HV100
	洛氏硬度：HRC

专业测试服务

硬度测试/硬度分布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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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螺栓连接的夹紧力至关重要。
	通过了解摩擦系数，可以确定夹紧力和拧紧扭

矩。
	摩擦出现在螺纹间、螺钉头部下方和螺母接触

侧。
	摩擦可吸收 80% 的拧紧扭矩。

专业测试服务

摩擦系数测试/扭转测试

	我们建议进行摩擦系数测试，确保螺钉拧紧的过

程能力。
	在我们的摩擦系数测试台上，我们的测量范围为 

1 Nm - 4000 Nm。
	为了获得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值，我们建议对每种

联接验证 12 个测试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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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矩分析可以在我们的实验室进行，也可以在我

们的客户现场使用移动设备进行。
	要了解您的过程可靠性，需要对您的应用进行拧

紧扭矩测试。
	使用由塑料和金属制成的原始工件。
	对于自攻锁紧螺钉，没有可用的给定拧紧扭矩，

因此需要根据多种因素评估拧紧扭矩：
	材料强度，
	螺纹啮合长度，
	孔径，
	夹紧部件，
	摩擦。

专业测试服务

扭矩分析

	在我们的测试台上，可以评估 0.1 - 150 Nm 范围

内的拧紧扭矩，而我们的移动式测量传感器可以

测量的扭矩为 0.1 Nm - 1500 Nm。
	所提供的拧紧扭矩可能视配装工具和联接的“硬
度”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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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X 射线测量涂层厚度。
	用于验证并确保所需的保护涂层厚度。
	我们的测量/测试范围：

	锌、镍、铬、锌片、金和银涂层等。
	可测量多达三层。

专业测试服务

涂层厚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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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别各种材料。
	半成品和成品的质量控制。
	我们的元件测量/测试范围基于：

	铁：31 种不同的元件
	铝：31 种不同的元件
	铜：29 种不同的元件
	镍：21 种不同的元件
	钛：14 种不同的元件

专业测试服务

光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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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些时候，找到合适的紧固件并不容易。
	合适紧固件的范围很大，而且可能会影响后续流程。
	不必要或不正确的紧固件会增加供应链成本以及

生产和装配成本。
	我们通过服务来支持您根据具体应用选择最佳紧

固件。
	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为您提供正确的规格。

专业测试服务

紧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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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高载荷螺栓联接，正确的夹紧力至关重要。
	为了在联接的使用寿命期间保持夹紧力，尤其是用

于剧烈振动条件下的联接，可能需要额外的固定。
	根据紧固件及其功能，可以使用许多方法来固定

螺栓联接。
	此外，还要考虑以下因素：

专业测试服务

松动分析

	振动。
	要传送的作用力。
	使用期间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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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零部件和紧固件上，都可能出现腐蚀。
	除视觉和机械性能问题外，腐蚀还会导致客户索赔。
	为了避免腐蚀，必须了解某些背景知识。
	使用可靠的对策有助于消除或减少腐蚀。

专业测试服务

腐蚀分析

	防腐系统的多样性使选择过程变得困难。
	我们支持您根据材料和涂层找到合适的防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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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腐蚀性测试。
	不同防腐涂层的比较。
	盐雾测试是用于评估防腐效果的标准化测试。
	在测试箱中，用盐溶液喷洒试片。
	测试程序持续长达 1000 个小时。 
	我们的测量/测试范围：

	EN ISO 9227 NSS（盐雾测试）。
	EN ISO 6270-2 AT（交替冷凝环境）。

专业测试服务

盐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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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确的夹紧载荷对于确保重型螺栓接头的功能至

关重要。
	在拧紧螺钉时，会产生预紧力，而预紧力会受到

摩擦力和应用装配工具的强烈影响。
	因此，产生的预紧力可能会有很大差别。
	预紧力/夹紧力不能方便地进行测量。
	使用特殊的超声波测量装置，可以评估螺钉长度

的变化。

专业测试服务

超声波预紧力测量

	在了解这种变化之后，可以非常精确地诊断预紧力。
	我们能够根据您的申请在现场执行测量。
	也可以执行使用后的预紧力检查。
	需要预先准备和校准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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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栓联接故障可能会减慢或停止生产。
	更换新螺钉是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案，但其效果不

是非常持久。
	联接故障的根本原因各不相同，例如：

	摩擦条件的变化。
	拧紧扭矩太高/低。
	由于设置而导致失去预紧力。
	腐蚀。
	额外的操作载荷等。

专业测试服务

故障分析

	找到根本原因对于制定解决方案和防止以后再次

发生故障至关重要。
	我们在测试实验室支持下执行专业故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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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计算关键螺栓联接的载荷和应力。
	遵守来自螺栓联接计算的建议可以防止联接故障。
	计算中考虑了螺栓联接的许多关键因素，例如：

	接触表面压力。
	摩擦力变化。
	装配方法。
	不同种类的组件和紧固件的膨胀系数。

专业测试服务

联接设计计算

	我们的计算基于 MDESIGN 工具。
	根据设计和装配提供优化可行性建议， 

而且都基于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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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模型

六项专家服务 

专业测试服务 是六项 装配技术专家  
服务之一。我们在紧固行业拥有超过 185 年的经验， 

提供广泛的工程服务。每个模块都有助于提高您的生产力。

专业工艺分析  

我们深入了解您的生产设施。我们检

查所有工位和装配线。我们的工程专

家研究您正在使用的紧固件和工具，

并确定如何使其更精益更智能。

专业产品拆解 

我们拆解您的产品并检查其每个方

面。我们专注于紧固件，设计、功能

和装配流程，为您找到最佳的紧固解

决方案和成本节约可能性。

专业标准化分析

为了降低您的总体拥有成本，我们通

过找到紧固件合理化方案来简化您

的物料清单。我们使用成熟的分析

流程、应用审核以及先进的方法和

技术。

专业工程设计 

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场合拥有正确

的紧固件对您的成功至关重要。我们

为您提供技术解决方案和大数据访问

权限，帮助您找到最佳方案。

专业知识培训 

我们帮助您成为掌握各种装配技术的

专家。在我们的研讨会和在线网络学

习中，您将了解有关紧固的知识和要

领，无论是新手还是资深工程师都能

从中受益。

专业测试服务 

Bossard 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测试

实验室拥有先进的测量和测试设备。

它们保证您的制造流程能够可靠地满

足质量要求，确保您的生产程序完美

无瑕。

EW 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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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测试服务 是六项 装配技术专家 
服务之一。每项服务都有助于逐步提
高您的生产力。”

了解更多信息：www.bossa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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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模型

装配技术专家 是整体服务的一部分

通过与客户多年的合作，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经

过验证且可持续的影响。我们明白如何才能加强客

户的竞争力。因此，我们从三个战略核心方面为客

户提供支持。

 
首先，我们根据客户产品的预期评估和选择最佳紧

固件，找到最佳产品解决方案。

 
第二，从我们的客户开始开发新产品的那一刻起，

我们的 装配技术专家 服务就会根据所有可能遇到的

紧固挑战提供最智能的解决方案。

 

第三，我们使用智能工厂物流 — 我们提供智能物流

系统和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以智能和精益的方式

优化客户的生产。

 
我们对客户的承诺 — 即“成熟生产力”— 包含两个要

素：首先，它是已经验证的生产力。其次，它可持

续且可量化的提高客户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这种理念激励我们始终领先一步。

成熟生产力 –我们对客户的承诺

成功的策略

 

与客户合作多年以来，我们知道什么才是需要证实的，

并持续影响企业的成功因素。我们已经发现了加强客

户竞争力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们在三个战略核心领域

为客户提供支持。

首先，找到最佳的产品解决方案，就是对客户产品中特

定功能下的最佳紧固件进行评估和使用。

第二，我们的 装配技术专家 服务可以为所有可能遇

到的紧固挑战提供最智能的解决方案。我们的服务

从客户开发新产品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装配流程

优化以及为客户员工提供紧固技术培训。

第三，通过智能物流系统和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作为

我们的研究方法，智能工厂物流可提供智能化和精益

化，以优化客户的生产。

理解对客户的一贯承诺，“成熟生产力”包含两个要素：

第一，它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其次，它可持续、可衡

量，提高了客户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对我们而言，它是一种激励，是我们从始至终保持领先

一步的坚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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