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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 450,000 个材料的性能数据

  超过 3,000 个材料高级性能数据来源 

  金属、高分子、硅酸盐、复合材料

  超过 150,000 个应力应变曲线

  74 个国家及国际组织标准

  超过 35,000 个材料的疲劳性能

  世界近似替代材料牌号对照查询

  性能数据的估算和差值计算

  化学成分

  数据导出到 CAE 软件使用

  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

  未知材料身份判定

  多个材料性能并列显示

  标准和材料牌号更新跟踪

产品功能

全球超过 450,000 个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 20 百万条详细性
能数据，支持 26 种语言版本

www.totalmateria.com/cn



Total Metals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金属材料性能数据库， 

同时也是 Total Materia 数据库的核心模块和入口， 

连接着无与伦比的材料数据集合和功能模块， 

并为全球工程师提供了一站式解决方案。

产品组成

全球数据及优异功能都集中在这个终极一站式解决方案

www.totalmateri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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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 S MOS T COMPREHENSI V E M ATERI A L S DATA BA SE PRESENT S

74 个国家组织标准

45 万个材料牌号

2000 万条性能数据

  超过 450,000 个材料的性能数据

  金属、高分子、硅酸盐、复合材料 

  74 个国家及组织标准

  世界近似替代材料牌号对照表

  详细化学成分数据

  机械性能和物理性能

  材料性能并列展示，方便对比

  超过 3,000 个材料高级性能数据来源

  超过 150,000 条应力应变曲线

  超过 35,000 个材料的循环性能数据

  性能数据估值和插值计算 

  数据可导出到 CAE 软件

  通过化学成分判定未知材料身份

  跟踪材料牌号及性能数据变化

Total Materia 是全球最全面的材料性能数据库，提供超过 450,000 个金属材料、
高分子材料、硅酸盐材料和复合材料牌号的详细性能数据，方便易用，随时可查。

www.totalmateri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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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al Materia 精心准备了多种产品组合，
以最大限度的满足所有用户的材料数据 
需求。

Total Materia 可以提供多种产品版本， 

包括单用户使用的安装版和网络版， 

中小型团队使用的多用户网络版， 

以及大型机构及企业使用的企业网络版。

产品组合

网络版

产 品 版 本

全球材料性能数据的终极一站式解决方案

无论是独立咨询顾问、小企业、中型企业还是最大的跨国企业，
Total Materia 都有一种产品组合能满足您的需要。

完整的 Total Materia 数据库提供来自全球超过 74 个国家和组织标准的超过 
450,000 个材料的 20,000,000 条性能数据，包括钢、铁、铝、钛、铜、镁、锡、锌、铅、
镍、钴和高分子、硅酸盐、复合材料等。

组成

产品组合 功能组成

ESSENTIALS PREMIUM

ESSENTIALS BASIC

EXTENDED
RANGE

TOTAL
METALS

POLYPLUS EXPORTER DATAPLUS ENVIRO SMART
COMP

TRACKER SUPPLIERS

INSPECT BASIC

ESSENTIALS ULTRA

INSPECT PREMIUM

INSPECT ULTRA

DESIGN PREMIUM

DESIGN BASIC

DESIGN ULTRA

POWERPACK PREMIUM

POWERPACK BASIC

POWERPACK ULTRA

Premium 版和 Ultra 版 - 网络版新增 Compliance (合规) 模块！
Compliance (合规) 模块不支持Basic 版及单用户版

Total Metals

PolyPLUS

Extended Range

DataPLUS

Enviro

Compliance

Suppliers

SmartComp

eXporter

Tracker

全球最全面的材料数据库

全面的非金属材料性能数据

无与伦比的高级计算所需的材料性能数据资源

材料焊接信息、润滑剂、摩擦学、尺寸和公差及涂层信息

补充数据模块，提供材料腐蚀数据、辐照、风化和老化信息

材料和物质的全球法规

材料采购指南和搜索系统

迅速判定未知材料身份

材料数据直接导入 CAE 软件使用

可跟踪的标准版本及材料数据更新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全球最全面的材料数据库

当前挑战
 k 为外国材料寻找等效材料和替代品并一
一进行细节比较

 k 通过特殊的化学组成和机械性能在全球
范围内寻找材料

 k 解读材料规格和为一个特定的应用找到 
正确牌号的材料

 k 在各种条件和温度下，精确查找可追溯和
可靠的机械，物理和其他属性的数据

解决方案
 最大金属材料性能数据库 支持从基础到复杂的工程工作

 覆盖 74 个标准的近似替代材料对照表 提供查找全球近似
替代材料牌号的最强大的搜索系统

 来自标准原文的材料数据以及来自生产商和其他来源的数
万种材料牌号，工程成就了最全面的解决方案

优势
 k 通过组织的可重复共同平台

 k 在提高精确性和可靠性的同时有效的节约时间

Total Metals 是世界最大的金属材料性能的数据库，并且作为Total Materia 产品的核心， 
并以全面的收集数据库和模块的形式为全球的工程协会提供服务 

1500 万条性能数据 35 万个材料牌号 74 个国家组织标准

Total Metals

www.totalmateria.com/cn



致力于提供标准金属材料数据，Total Metals 给你提供来自69个国家或标
准的超过350,000种材料的一个近五百万的材料信息。

最大的顶级质量的数据库
在常温，高温和零下的温度下，从化学成分，交互引用表，机械和物理性能和其他附加信息， 
如热处理图，金相和可加工性。在同行业中 Total Metals 为您提供最高的质量和可靠性的唯一
认证数据库。

最快速和最强大的交互引用
最全面的交叉引用表有来自全球超过15万条记录的等价材料，并系统化采用了专有的相似分类
方法。此外，专利SmartCross2应用能够使用组合物的相似性，机械性能，或者其组合来识别未知
的等价物。

空前发展与客户支持
Total Metals 材料和性能每月更新一次 ，让您和最新的标准发展并驾齐驱，同时升级新的数据
集的新的独特和新的软件功能。Total Metals 有来自专业团队地完全支持。一个专门的专家团
队，拥有超过300年的联合工业的经验，为所有用户免费提供技术咨询支持！ 

Over 
200.000 materials

59 countries 
(standards)

Cross-references

Compare

技术资料

超过 
350,000 个材料牌号

74 个国家标准

材料近似对照

性能比较

标准

生产厂商资料

实验数据

金相组织图

化学成分

机械性能

物理性能

热处理曲线

磁学性能

加工性能数据

全球最全面的材料数据库

www.totalmateria.com/cn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全面的非金属材料性能数据

当前挑战
 k 查找精确的可追溯的标准和聚合物，复合材
料和陶瓷材料的特材料性能数据

 k 不同种类的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同时比找
到的最好替代品

 k 采购独特先进FEA/ CAE计算，包括应力应
变和疲劳试验数据的属性信息

优势
 k 所需金属材料数据的一站式资源服务

 k 在设计机遇下的完全多元化的材料性能的比较

PolyPLUS 是非金属材料性能数据集，成千上万的塑料、陶瓷、
和复合材料覆盖专有和标准的材料和包括高级完善的性能数据集。

解决方案
 全面的非金属材料性能数据库，提供高分子、硅酸盐和复合

材料的详细数据

 包含来自标准原文以及生产商的上万种材料牌号 

 高效的高级性能数据搜索功能，搜索材料的应力应变曲线
和循环性能等数据也毫不费力

PolyPLUS

www.totalmateria.com/cn

高分子材料 木材硅酸盐材料 复合材料 纤维材料 水泥 泡沫材料 蜂窝材料



成分数据

机械性能

物理性能

热学性能

电学性能

生产工艺

应力应变曲线

标准材料

生产商材料

实验数据

高分子材料

硅酸盐材料

复合材料

纤维材料

水泥

泡沫材料

蜂窝材料

木材

和 Total Metals 数据库的集成包含超过350,000种合金金属，
PolyPLUS使Total Materia真正变为一站式解决你材料所需的软件。

所有材料所需的性能的一站式服务
与世界上最全面的金属属性数据库相结合，PolyPLUS提供所有金属和非金属包括： 
成千上万的塑料，陶瓷和复合材料属性信息。在鼠标轻轻一点之间实现。

完善的非金属属性数据
尽管有独一无二的完善的金属材料性能数据库金属，Extended Range 同时提供非金属的复杂
的应力应变曲线和疲劳数据。

不断完善发展和升级
通过我们的专用PolyPLUS团队，按月进行新的数据和功能升级，使得我们变成一个增长的非金
属图书馆并且正快速转变为一个工程领域内不可或缺的资源。

全面的非金属材料性能数据

www.totalmateria.com/cn



无与伦比的高级计算所需的材料性能数据资源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当前挑战
 k 寻找材料数据先进的工程计算和计算机
辅助工程（CAE）和有限元分析（FEA）模
拟必不可少的

 k 在不同温度和不同应变率下获得应力-应
变曲线

 k 比较来自美国和欧洲以及亚洲的原始疲
劳特性

解决方案
 提供关键设计所需独一无二的材料高级性能数据

 让查找用于高级计算的可靠的材料性能数据这一极为耗时
的过程变得更加高效

 采用独有的数据采集方法，从超过 3,000 种文献资料中获
取试验数据

优点
 k 在整个过程链中通过避免犯代价高昂和有潜在危险的错误来在
新的开放的机遇下来完成更优

 k 更节约成本的设计

用力-应变曲线 成型性曲线 疲劳数据 蠕变数据

www.totalmateria.com/cn

Extended Range 提供关键设计所需独一无二的材料高级性能数据

Extended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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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Range 提供关键设计所需独一无二的材料高级性能数据

Total Materia’s Extended Range的数据集提供无与伦比的完善的
结构和热力计算和分析的金属性能资源包含：

应力-应变曲线，成型性图，疲劳数据等。

成千上万的应力 - 应变曲线
独特的收集超过150,000多材料的50,000在塑性范围内计算的应力 - 应变曲线和各种热处理，工
作温度和应变率，从准静态到超过1,000 1/s。真应力曲线和工程应力曲线，并有可能为用户定义
的温度和应变速率的插补曲线。

最大的收集循环性能
35000种以上的材料，e-N 和 S-N ，各种热处理和负载条件下的应变寿命和应力寿命参数的最大
的数据库。单个属性是随着统计疲劳参数的应用的参考。

属性评估的专有方法
基于Total Materia的交互引用列表和等效替代金属。 Extended Range提供附加的90,000的
应力-应变曲线的预估和其他 80,000种的循环性能。尽管预估不能完全代替实验数据但是她们为
深入研究和计算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开端。

更完善的设计和仿真属性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的成形极限和高 - 应变曲线，模拟锻造，拉伸等成形操作。断裂力学K1C，KC，
裂纹增长和巴黎法参数，裂纹扩展与相应的图形。包括拉森 - 米勒参数的组件和剩余寿命的计算
在不同温度下的屈服强度和蠕变断裂强度蠕变数据。

无与伦比的高级计算所需的材料性能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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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PLUS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材料焊接信息、润滑剂、摩擦学、尺寸和公差及涂层信息

当前挑战
 k 焊接所需材料和焊材选择

 k 同时查看材料性能数据和尺寸数据

 k 材料的涂层信息及涂层性能

 k 让工程和采购人员顺利沟通并避免错误

产品优点
 k 帮助做出更精确的材料选择

 k 进一步了解真实环境下的材料行为

 k 便于工程设计和材料采购之间的沟通

DataPLUS 做为补充数据模块，提供上万种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接头性能数据、 
润滑剂和冷却剂数据、尺寸和公差数据、摩擦学性能数据以及材料的涂层信息。

解决方案
 DataPLUS 为材料选择流程提供关键的附加资源，其下的五个

子数据集涵盖了广泛的材料性能数据。 

 DataPLUS 与数据库的其他关键数据，如化学成分、近似材料
对照表、机械性能、物理性能等完全集成，帮助用户随时掌握材
料的整体信息。

尺寸 涂层接头 润滑剂 摩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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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焊接信息、润滑剂、摩擦学、尺寸和公差及涂层信息

标准文献

厂商专有数据

实验数据

技术目录

接头
•

•
•

材料焊接性能
焊材性能数据

焊缝信息

润滑剂
•
•
•

运动粘度
闪点
粘度指数

摩擦学
•
•
•

咬合应力阈值
失重率
摩擦系数

尺寸
•
•
•

直径和厚度
允许偏差

标准产品形状

涂层
•
•

•

质量和厚度
硬度

摩擦系数

DataPLUS 可以与 Total Metals (金属数据模块)、PolyPLUS (非金属数据模块)  
等协同使用，为材料的选择和使用提供精确和可参考的关键数据。

全球材料和焊接材料的焊接信息 
提供焊接的关键性能数据，包括接头的机械性能、上万种材料焊接组合、母材性能数
据、焊材性能数据以及焊接方法等信息。

随时查看材料的尺寸和公差 
工程和采购部门必备的沟通桥梁，尺寸和公差数据集帮助您快速找到特定产品的测量
数据及允许偏差信息。

通过涂层了解材料性能 
上千个包含了三维数据和性能数据的涂层材料，帮助用户在涂层选择和材料性能中间
做出更准确的决策。通过快速的搜索功能，用户可以迅速查看材料的尺寸、最高工作温
度、硬度等特性。

润滑剂材料和摩擦学数据 
适当的润滑剂和冷却剂关键决策，可确保部件的最佳寿命，降低成本。结合数据库中数
千种材料的摩擦学数据，可以了解材料表面相互作用的全貌。 
通过材料的摩擦学数据了解全球数千种材料的摩擦及磨损性能，并使用正确的润滑剂
和冷却剂帮助避免不必要的动力损失和零部件性能下降。



www.totalmateria.com

Enviro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补充数据模块，提供材料腐蚀数据、辐照、风化和老化信息

当前挑战
 k 材料使用的风险和潜在的灾难性失败

 k 在外部多种不同因素影响下预测产品寿命

 k 产品使用寿命期间不断增加的质量和性能
挑战

 k 提供完整的材料选择决策以支持创新

产品优点
 k 降低风险，增加使用安全性

 k 更高的产品寿命期间材料失效预防率

 k 更多的关键设计和材料选择决策知识

Enviro 是一个附加数据模块，提供数千种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腐蚀数据、 
辐照数据，风化和老化数据。

解决方案
 Enviro 包括四个互补的数据集，为全面集成的 Total Materia 

材料性能数据加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内容

 Enviro 提供材料的腐蚀、耐候性、辐照和不同类型老化效应数
据，为设计、制造和销售更高质量和更长寿命的产品提供关键
数据支持

腐蚀 耐候性 老化 辐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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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数据模块，提供材料腐蚀数据、辐照、风化和老化信息

辐照

暴露时间
辐射剂量
肿胀、蠕变、脆化

老化

时间-温度 (t-T)
流体降解
紫外线老化

耐候性
太阳辐射
污染物暴露
湿气接触

腐蚀
数千种介质
温度相关数据
PREN、点蚀、耐腐蚀性

Enviro 模块与主要材料数据库 Total Metals 和 PolyPLUS 一起，  通过提供多种不同因素
影响下的材料行为的全面数据，帮助作出关键的材料应用决策。

耐候性和环境暴露信息 
通常与聚合物材料相关，耐候性信息提供数千种材料在阳光、水分、热量、污染物、盐水
甚至微生物攻击下的重要暴露信息。通过避免化学过程变化、材料特性弱化和美观问题 
(如着色)，帮助解决关键材料的完整性问题。

老化效应和相关的性能数据 
老化 (时间) 数据以一种或多种附加因素组合的方式展示，这些因素通常导致材料完整
性普遍退化，因此可能会对材料的长期应用产生严重影响。涵盖的与时间相关的附加因
素包括热效应、化学效应和风化效应。

辐照对材料行为的影响 
核工业的关键数据集，辐照数据提供了暴露时间、辐射剂量和对材料特性的后续影响
之间的明确关系。辐照会导致与暴露材料的膨胀、蠕变和一般脆化相关的潜在灾难性
失效。

上万种材料的腐蚀数据 
提供多元环境和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材料腐蚀速率和耐腐蚀性能数据。腐蚀数据包括腐
蚀介质、温度、暴露时间和腐蚀类型，并与机械性能、物理性能数据完全集成，方便进行
材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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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材料和物质的全球法规

当前挑战
 k 因违规而导致的严重处罚和市场排除

 k 解读不同国家地区的复杂和多元化规则

 k 及时了解不断变化的规则和法规

 k 收集信息并应用于产品线需要大量时间和
精力

产品优点
 k 降低不合规风险，保护业务

 k 增加材料选择过程的新维度

 k 极大节省合规分析和尽职调查时间

合规模块是材料和物质全球法规的统一信息来源。

解决方案
 合规模块提供材料和物质最新法规的全球视图，帮助企业跟上

不断增加的履行与其产品、部件和所用材料相关的法律义务的
压力。

 合规模块有助于各种复杂任务，包括设计和推出新产品，更新
现有产品以满足监管准则、批准供应商和控制材料使用等等。

化学品清单 危害识别 运输条例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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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物质的全球法规

化学品清单

- REACH 指令
- 欧盟法规
- 国际清单
- 美国联邦和州法规

运输条例

危害识别 物质

Compliance

一般标准

Total Metals

PolyPLUS

- 全球协调系统 (GHS)
- 分类、标签和包装
- OSHA HCS

- RoHS
- 生物相容性
- 食物接触
- 微生物抗性

- CAS/EC/MITI 号码
- 物质标识符
- 物质危害 ID
- 物质清单

- 联合国危险货物编号
- 运输危险等级
- 环境危害

合规模块提供材料的化学品清单，危害识别，运输信息等。模块既包括 REACH 和 
RoHS 等国际法规，也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际与地区法规，以及食品工
业、用水和卫生设施等专业法规。所有信息均与材料的性能数据集成，方便检索。

国际供应链适用性快速评估 
合规模块的国际和国家地区法规，让快速创造出全球性产品成为可能，例如可以在美国
设计、日本部件、中国制造 (当地原材料和物质)，并最终出口到欧盟。

企业内集中、统一和最新的合规信息资源 
无论是评估概念设计中的新材料、修改现有产品的材料清单、测试实验室中的新部件、
编制必须的尽职调查文件或是评估新的供应商，合规模块均可提供快速易用的集中、 
统一和最新的信息，从而帮助消除整个工作流程中可能的错误。

集成化的新高度 
与丰富的材料基础和高级性能数据集成，合规信息、物质合规性和所有相关国际和国家
地区法规可以轻松导出到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和企业资源规划 (ERP) 等 IT 
系统中，从而节省大量资金并增强企业信息流。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迅速判定未知材料身份

Total Materia’s 专利算法只需
几秒即可找到匹配的材料!

通过 Total Metals 查看并比较
材料的详细性能数据

当您从检测仪器、测试结果或者文
件中获得化学成分

查看材料的详细性能数据得到候选材料列表输入未知材料的化学成分

1 2 3STEP STEP STEP

通过高速的材料识别来节省大量的时间成本。从而加强职能部门业务质量，
（从卖方）保险到材料测试 专家资源有助于您非常迅速做出正确的的决定！

SmartComp, 是在Total Materia模块上增加的允许识别来自光谱仪或其他分析来源
获得金属化学成分的金属智能模块。

SmartComp

www.totalmateria.com/cn



使用专利算法，智能成分可以节约了致力于研究实验室和检查业务活动大
量的工作时间，提高了效率，让您快速识别材料，性能细节，交叉引用和等效

比较，这些可以在几秒钟内通过 Total Metals无缝集成。

通过专家推理的专利技术
设计成一个像专家一样的思考的模式。SmartComp将极为耗时的材料搜索变成几秒钟 完成的
工作，使用有专利的 SmartComp 确保问题的杂质元素，杂质和稀有元素，不陷入无限识别过
程，并重点搜索对用户最重要的元素。

助力最大金属数据库
即使最好的专家没有一个大的数据资料库查询和比较时也不能完成此项任务。 
因此， SmartComp和Total Materia数据库的整合，使通过输入的化学分析比较超过350,000
材料成份数据成为可能，从而确保寻找金属组成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先进的识别选项
除了标准的识别模式，先进的专家模式为单独设置各合金元素的相对重要性提供了可能性， 
从而获得能够匹配的特定条件更合适的合金。参考材料，另一个模块，便于找到校准光谱仪 
材料。

超越鉴定
识别配套材料，可能只是一个实例的一部分。Total Materia 允许直接访问从材料到材料性能的
匹配列表，从而获得一种候选材料和它们的属性，包括并排侧比较选项来更详细的比较，并结合
使用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比较参考表和SmartCross2模块的比较选项进行比较。

材料性能细节

近似材料列表

化学分析

Total Metals

可能匹配列表专家资源模式

迅速判定未知材料身份

www.totalmateria.com/cn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材料数据直接导入 CAE 软件使用

当前挑战
 k 在一个可用的解决形式为线性和非线性
CAE计算找到完善的性能数据

 k 导入数据从源到CAE软件，而不需要额外
的数据处理，复制，粘贴，重新输入

 k 获取可靠的输入材料的特性，从而避免犯
危险和昂贵的错误

 k 在尽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开展多个重复的
设计任务 优点

 k 节省大量时间，同时减轻您从繁琐的重复输入

 k 提高了精度，通过消除数据编辑错误

 k 简化和系统化的数据采集工作流程

解决方案
 无论是机械性能数据还是应力应变曲线，都可以直接导出使

用

 选择、复查并导出，简单 3 步即可将数据导出成顶级 CAE 软
件所支持的格式

 快速而准确的数据应用，避免了繁琐易错的数据输入

eXporter 的设计初衷是架起数据资源和电脑辅助工程软件之间的桥梁。

ANSYS
HyperWorks

SolidWorks

Solid Edge
Abaqus

XM
L

ESI

XL
S

eXporter

www.totalmateria.com/cn



材料数据直接导入 CAE 软件使用

机械性能

物理性能

用力-应变曲线

疲劳数据

Total Metals

Extended Range

PolyPLUS

选择性能数据
STEP 1

选择格式

STEP 2

导出到 CAE
STEP 3

机械性能

物理性能

ANSYS
HyperWorks

SolidWorks

Solid Edge
Abaqus

XM
L

ESI

XL
S

即使你想移动Total Materia的数据到CAE软件里面或简单的导出到 
Excel或.xml里，eXporter提供你所需的全部功能，在一个简单的3步

向导的一种形式，它提供了在几秒钟导出多格式数据。

最终资源出口
Total Materia 提供世界上最大的资源和材料的特性数据资源，它现在可以从收集材料超过
450,000和1500万选择记录的数据，然后导出准备在下一步的设计过程。

CAE软件的完善选择功能
eXporter可用于先进的计算，例如机械，物理，应力应变和CAE软件兼容的格式在多个循环数据
的关键物料数据导出。从定制XML，简化XLS。eXporter使数据从数据源到软件软件快速和容
易。

Total Materia 模块的无缝信息连接
最大化eXporter的潜力，整个Total Metals and Extended Range的数据集可以用来寻找性能
的价值。Total Materia充分获得最大的国际交叉引用表和比较功能，可以用来确保选择出口数
据备份信息和可追溯的决策。

注意： 在订购期限内每个授权的最大导出数据量为100条，已导出过的数据可以无限次重复导出。

www.totalmateria.com/cn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当前挑战
 k 确保在工作中使用最新的数据信息

 k 提供可信，准确的可追踪的信息和其他商
业领域

 k 紧跟最新的材料，标准和规范的变化

 k 为公司的最佳有关实践信息的使用， 
配置管理和全过程质量管理做出贡献

解决方案
 确保一直使用最新的材料标准和性能数据，同时也是最可靠

的数据

 完全跟踪材料数据在数据库中的变化，包括材料标准版本的
更新和材料详细性能数据的更新

 跟踪特定材料的标准及性能数据变化，并用于特定工程需要

优势
 k 可信赖，准确和最新的信息

 k 避免不必要的标准采集成本

 k 通过优化信息使用的工作流程来更好地驾驭业务

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国际标准，和生产者规格不断加快的步伐，
Tracker是 Total Materia关键材料的可追溯性需求方案。

可跟踪的标准版本及材料数据更新

www.totalmateria.com/cn

材料 特定材料跟踪标准 生产商

其不仅可以对重要的标准和材料的更新进行监测，而且甚至给出材料内的
改变信息。无论是重要的属性数据，或是另外的完全新的数据

集的更新。Tracker允许每月提供通知服务。

Tracker



www.totalmateria.com/cn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材料采购指南和搜索系统

当前挑战
 k 根据所选材料的范围检查合适的供应商

 k 在应对价格波动、满足严格的材料交付的
最后期限的同时在成本较低的国家寻找
替代品

 k 在其他国家寻找原料供应商，以帮助协调
全球采购活动

 k 改善工程，采购和制造之间的沟通

The Suppliers模块在和 Total Metals模块的协同效应
给您在材料准则和世界各地的供应商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优点
 k 为节省材料采购成本开辟了新的机会

 k 使工程和采购连接在一起;材料和供应商带来带来帮助

 k 避免在决策过程中犯代价高昂的错误

替代供应商直接供应商 材料对照

解决方案
 在工程、采购和生产部门之间建立起了有效沟通工具

 协同世界近似替代材料牌号对照表，让真正的全球材料采购
成为可能

 与 Total Materia 产品组合无缝链接，只需要一个按钮即可
找到替代供应商

替代供应商

直接供应商

材料标准
标准编号
材料类别
交货条件

热处理状态
替代材料机械性能

相似性

化学成分

近似对照

Total Metals

2

1

为在全球范围内材料和寻找供应商之间的建立直接的联系，
Suppliers是最大化的沟通和采购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起点。

Suppliers



来自全球最 全面材料性能数 据库的惊喜大礼

全新的材料数据库平台，帮您提高生产效率、改进工艺水平

自有数据+         Total Materia 数据库=         Total Materia Integrator 材料数据管理系统

当前挑战
 k 需要管理多个缺乏系统化、分散的数据源
 k 让机构内所有用户随时可使用到准确的材
料信息

 k 保持材料数据的可追溯，并确保信息的准
确和及时更新

 k 跟上材料标准不断加快的更新频率

解决方案
 简单、轻巧、易用，却又功能强大，基于网络的数据库管理系

统方便材料、性能数据及相关信息的创建及管理
 完整的可追溯性，可跟踪所有更改记录
 灵活的自定义设置，自由添加属性、数据集和文档
 通过性能查找材料，对比不同材料数据，导出数据，都只需

几秒钟

Total Materia Integrator 材料数据管理系统可以帮助企业及机构用户整理及整合企业及机构
内部材料及标准、试验及测试数据以及外部数据，建立属于企业自己材料性能数据管理系统。

产品优势

简单：多版本，即可直接在线使用，也
可布置在本地

快速：立刻即可实施，最快几小时即
可使用

最新：每月一次的功能和数据升级

方便使用：久经验证的 Total Materia 
界面

功能强大：可直接调用 Total Materia 
的现有全球数据

实惠：价格极具性价比

www.totalmateria.com



物超所值 
简单易用的用户界面，灵活的自定义设置，支持用户自由创建和添加材料属性、性能数据、图表以
及文档资料，前所未有的迅速实施，即刻显著提升生产力和准确性，以及世界一流的支持，这一
切都让 Total Materia Integrator 物超所值。

与全球最大材料性能数据库整合的力量  
与 Total Materia 数据库系统协调工作，让 Total Materia Integrator 从一开始就已经含有超过 
450,000 个材料的详细性能数据和以及 Total Materia 久负盛名的多项独家功能，包括通过性
能数据反向查找材料的高级搜索功能，直观的材料对比功能，将数据直接导出成多种 CAE 软件
可用的格式的导出功能，所有这些都可以在几秒钟内实现您的要求。

             客
户
内
部
数
据
库

导出

对比

PDF

图表

Total Materia Integrator

PolyPLUS

SmartComp

Extended Range

eXporter
Tracker

Suppliers

Total Materia 数据库

化学成分

机械性能

物理性能

热学性能

应力应变曲线

制造工艺

Materia 

Total 
Viewer编辑材料添加新材料

附加文档

定义材料属性

定义数据来源

Creator

DataPLUS

与 Total Materia 数据库协同，集成商提供了更好的工程决策，节省时间，提高可靠性
的固体，易于部署的基础。

立即添加Intergrator到您当前的包装内
联系我们了解更多信息

www.totalmateria.com

全球最全面的材料性能数据库



多用户授权：网络版和企业版

通过把Total Materia数据库直接接入企业内网，
所有内网用户都可以随时“随需”登录完整数据
库，自由使用数据库的全部信息和各种工具。

多用户解决方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性，可以
让你根据需要任意选择授权选项：

多用户版: 基于服务器的授权许可，中大型机构还
可获得免密码登录和分布式访问服务。

大企业版: 基于服务器的授权许可，支持多用户多
地点同时访问，是大型机构和数据资源中心的最
优选择。

多用户授权有什么优势

直接使用，无需维护: 你无需在服务器和电脑上下
载或安装任何软件和程序。

时时更新: 你的用户始终都在查看最新的数据。

登录快速方便: 用户无需记住任何用户名和密，不
再被无需用户名和密码问题困扰。

极具性价比: 这是最具成本效益的高效解决方
案，如果你有几个人都需要访问材料属性信息。每
当他们需要的时候，很多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都
可以访问数据库信息 。

多用户解决方案

无论对于小型企业还是大企业，部门还是公司， Total Materia 网络版多

用户授权都是最方便、最具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用户服务器

用户服务器

用户工作电脑

Total Materia 服务器

价格

多用户版提供多种选择，满足不同用户数量和工作地点数量的访问需要。

www.totalmateri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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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在 1993 年开发了首个金属材料性能数据库

全新功能模块  eXporter 
和 Tracker 上线

首次与 CAE 软件厂商成
为 OEM 合作伙伴

Total Materia集成商推出了自营企业
数据库，集成了Total Materia数据

新数据模块DataPLUS包含了
腐蚀、尺寸和镀层的信息

2013 年实现 59% 的业务增长
新品牌推出，KEY to METALS变成了Total Materia

首个钢材性能数
据库上线

业内首个通过质量体系和安
全体系双重认证的数据库

非金属材料模块  
PolyPLUS 上线

首次与全球三大领先的检测
仪厂商成为 OEM 合作伙伴

Extended Range 上线，
用于工程设计

SmartComp 上线， 用
于未知材料身份判定

2016 2017 2018

补充数据模块，提供材料腐蚀数据、
辐照、风化和老化信息

材料和物质的全
球法规

业 务 增 长

关于我们

Key to Metals AG 来自瑞士，致力于开发和提供 Total Materia 系列

数据库以及相关软件程序、定制方案和 OEM 解决方案。

使 命

持续保持在材料性能数据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成为材料性能专业人士首选的终极一站式
解决方案，帮助世界各地的工程师、专业人士和组织机构提高效率、有效性和可靠性。 

愿 景

通过持续开发独一无二的针对所有材料性能数据的多维、高度直观的信息平台，保持全球领
导地位，并成为解决现在和未来多样化技术挑战的首要选择。

我 们 的 主 要 宗 旨

   可信可靠： 在最高水准上保持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服务全球用户： 紧贴用户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惠及本地及全球用户

   通过创新保持领先： 对产品和服务开发始终保持巨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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