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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试验室和现场测试 

LMS SCADAS系列产品已在汽车、

汽车零部件、航空航天、军工、工程

机械及其他许多机电工业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为测试工程师们提供了先进

的振动、噪声试验解决方案。

LMS SCADAS系列测试系统涵盖了

广泛的测试需求：从专门为试验室测

试开发的Lab测试前端，到专门为现场

移动测试开发的Mobile测试前端。LMS 
SCADAS XS测试系统进一步扩展了LMS 
SCADAS这一成功产品的功能，是一个

真正的便携式测试解决方案。

灵活便携

当今，试验测试系统正面临着来

自诸多方面的挑战，例如越来越复

杂的试验工况以及越来越严格的试

验时间节点等。面对这些挑战，LMS 
SCADAS XS可以帮助用户及非专业用

户讯速可靠地进行故障诊断和故障排

除，完成测试任务。

得 益 于 精 巧 、 紧 凑 的 结 构 设

计，LMS SCADAS XS可由用户直接手

持操作。结合可靠的机载数据存储设

备和电池续航能力，LMS SCADAS XS
将试验工程师的测试效率提高到一个

新的水平。

多种工作模式

独一无二的硬件配置及多功能性

使得LMS SCADAS XS适用于各种试验

环境，包括远程控制、试验室测试及

内场测试：

• LMS SCADAS XS配备了Android系统

7英寸平板电脑 ，用户可通过远程

操控进行试验设置、数据采集、在

线数据验证，试验过程中所采集到

的数据可同步记录在LMS SCADAS 
XS内置的SD数据卡中。

• 在试验室测试时，LMS SCADAS XS
可作为一个独立的数采前端，其面

板上设有非常直观的启动、停止按

钮，即便是非专业用户也可以轻松

地进行测试工作。 

• LMS SCADAS XS与LMS Test.Lab软
件完全兼容，也可以作为一个传统

的前端使用。试验数据可以通过标

准的USB接口存储在电脑上。

为客户量身定制的测试解决方案

记录、监控及验证一体化

LMS SCADAS XS是Siemens PLM公司新近推出的一款功能强大且轻巧便携的振动

噪声测试系统。该系统传承了LMS SCADAS系统自主、灵活、功能强大的测试特性，

且更为袖珍、便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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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通道测试系统

LMS SCADAS XS向用户提供高密

度通道采集和集成信号调理功能，

有两种硬件版本可供选择：6通道模

拟输入的入门级版本与12通道模拟

输入的高级版本。

 

除了模拟输入通道（可用于

电压、 ICP和TEDS传感器），LMS 
SCADAS 还额外支持3D双耳麦

风输入和立体声回放、3 D数
工头输入和回放、双通道模

速、数字C A N总线以及G P S
因此 LMS 是名符其实

1 2 +通道测试系统。

 

主要优点

• 紧凑，便携

• 6小时以上的电池续航时间

• 

 

通道设置、监控和数据验证均可在线
完成

• 可在独立模式下实现数据回放

• 除在独立模式下使用，也可与平板电
脑或PC连接作为前端使用

• 拥有12+测试通

主要应用

• 专业的噪声和振动测试系统

• 现场故障诊断、移动测试、和试验室
测试

• 适用于专业用户和非专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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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便携

• 长度: 175mm，宽度: 114mm，厚度: 23mm

• 内置电池: 使用时间超过6小时

• 数据存储容量: micro SD（32G）

• 抗振抗冲击经过美军标MIL-STD-810测试（
随机振动:有效值14g，1.5m跌落试验抗冲
击50g）

• 超轻设计: 重量500g

紧凑的通道

• 6或12通道电压/ICP，每通道支持TEDS传
感器

• 专业的输入/输出通道实现双耳记录和立
体声回放，可选配LMS生产的3D头戴式双
耳麦克风

• 专业的数字音频SPDIF，支持HMS数字人
工头

• 2个转速信号通道，可支持高达20KHz的脉
冲频率

• 支持GPS天线输入

• 支持CAN信号输入

产品标配清单

• LMS SCADAS XS主机

• 充电线缆和USB线缆

• Micro SD卡和读卡器

• CAN总线、GPS、SPDIF数字音
频、转速通道的转接线缆

• 7英寸平板电脑（包含LMS Smart 
Scope应用软件和USB充电器）

• 仪器便携包，安全保护LMS 
SCADAS XS和平板电脑

12通道系统

 硬件关键性能指标

通过配置LMS 3D头戴式双耳麦

克风，LMS SCADAS XS完全支

持声音的记录和立体声回放。

简单且高效的头戴式双耳麦克

风可以保证双耳声音信号的准

确记录、高效的数据现场验

证、以及高保真的模拟/SPDIF
数字声音信号的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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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LMS SCADAS XS间的无线通

讯，LMS Smart Scope软件可以监控所

有测试设置和测试过程，对之前的测试

设置和数据进行浏览，或重新创建一个

新的测试设置。此软件提供了多种图形

显示类型和模板，便于进行数据的在线

监测、测试结果的验证，和信号的录音

回放。

平板电脑的采用让工程师有更多自

由度。比如，在测试对象上或其周围安

装LMS SCADAS XS，工程师可以在测试

时自由走动，在平板电脑上实时验证或

监测信号。

• 通道及测试设置

• 通道配置及标定

• 测试设置及控制

• 实时监测

• 快速验证及录音回放

• 基本界面: 测试控制及相关参数反馈

• 所有通道原始信号带状图预览界面

• 量级柱状图及数值显示界面

• 自定义显示界面，原始信号快
速验证，频谱/倍频程/阶次

LMS Smart Scope软件

设置、监测、现场结果验证一气呵成

测试灵活度的最大化可以让测

试工程师不依赖计算机或工

作站而独立工作，这个需求

随着西门子开发的 LMS  
Scope软件迎刃而解。该应用

软件运行于Android系统的7英
寸平板电脑上，包含在LMS 
SCADAS XS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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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应用领域

LMS SCADAS XS的便携性和易
用性，可以极大地提高试验效
率，满足噪声振动测试部门各
种各样的应用需求。

汽车工业领域应用

性能研发

LMS SCADAS XS可作为一个标准

的车载数据采集系统使用。工程师

可以用平板电脑控制其完成数据的

独立采集，也可以将其作为数采前

端，连接到电脑上，由LMS  Test.Lab 
控制。测试完成后，可以在现场进

行录音回放、在频域或阶次域进行

快速验证数据、或者进行相关心理

声学指标评价。

与所有LMS SCADAS 测试系统一

样，LMS SCADAS XS可以当作一个常

规数采前端使用，通过LMS Test.Lab 
进行实时、在线分析。

现场目标设定和指标验证

测试现场的反复试验需要稳定

可靠的测试数据从而便携地对各

项常规的测试参数进行采集。LMS 
SCADAS XS根据所用传感器进行试验

设置的预先设定，使得数据的获取

及不同车辆之间的数据对比变得非

常轻松。

现场故障诊断

面对客户所反映的特定问题时，

工程师可以随时携带LMS      XS
前往现场。甚至可以直接将预先设定

好试验设置的  LMS             XS 直接发

往客户现场，任何非专业的使用者都

可以轻松完成试验任务。工程师拿到

测试数据后，即可进行深入细致的后

处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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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汽车行业应用

• 
• 
• 
• 
• 
• 
• 
• 

底盘及传动系统试验

现场对标试验

试验室部件试验

动力总成试验

客户现场品质验证试验

生产线上的质量验证

结构振动及声学试验

声品质试验

SCADAS 

SCA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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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应用

飞行测试，远程现场测试

LMS SCADAS XS可使振动噪声诊断

更为便捷经济。使用独立运行的LMS 
SCADAS 和 LMS 双耳麦克风，工

程师和技师可以方便地对测试飞机甚

至是投入使用的商用飞机进行记录噪

声或振动数据。结束后测试数据可以

带回家里或者试验室进行详细分析。

现场数据采集

LMS SCADAS XS支持多达12个模拟

通道，可以同时测试电压，加速度和

声学信号。因而 LMS      XS 可用

于记录工况数据，指导进一步的测试

工作。

其他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应用

• 声学舒适性

• 驾驶舱噪声测试

• 试验场测试

• 现场诊断

• 战斗机测试

• 起落架测试

• 客机测试

• 声音诊断

其他机械领域应用

• 声学产品测试

• 生产线测试

• 远程测试

• 声音诊断

• 振动噪声测试

机床和其他机械领域应用

售后服务

为了减少设备停工期，在机床正

常使用期间，需要进行定期振动量级

检查。LMS SCADAS XS是一个非常理

想的工具，无需复杂的设置，甚至不

需要现场专家，就可以判断振动量级

是否超标。

现场故障诊断

机械设备很多情况下需要分布安

装，有些甚至在偏远的地方。现场故

障诊断将会是非常大的支出。需要专

家和设备到现场，还要考虑差旅和运

输时间，对预算造成很大压力，现

在，工程师可以在不同地点共享一套

或者多套LMS SCADAS XS设备。借助

预先配置功能，工程师甚至不用亲自

赶赴现场。

现场数据采集

如果机械设备的供应商收到现

场使用方的投诉，可预先配置好LMS 
SCADAS XS系统，然后把独立的测试

设备，相关的传感器连同详细的操作

指南快递到使用者手中，进行现场数

据采集。然后使用者把设备发回给供

应商，进行详细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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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A Siemens Business

全球领先的汽车及零部件、航空航天、能源及其它高

科技创新制造领域的合作伙伴。作为西门子PLM的一

个成员，LMS公司通过领先的机电一体化仿真解决方

案、试验解决方案、及工程咨询服务的独特组合，帮

助客户将更好的产品更快地投入市场，并将卓越的技

术和效率转化为其主要竞争优势。历经30余年的技术

创新和发展，迄今，LMS公司在全球已拥有1250多名

员工及40个办事机构。我们为全球超过5000家制造商

的100000多名技术研发工程师提供产品和服务。LMS
公司现已成为全球500强汽车和航空航天领先制造商

共同选择的合作伙伴。

详细信息请访问www.lmschina.com。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汇宾大厦B0716室

邮编：100101

电话：010-84973605

传真：010-64993735

上海

上海市杨浦区大连路500号西门子上海中心B楼3层

邮编：200082

电话：021-38894065; 021-38893105

传真：021-38894929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68号

中洲中心北塔1410号

邮编：510335

电话：020-89231763  

传真：020-89231226

中文网站:www.lmschina.com

E-mail: info.cn@lmsintl.com

original-Siemens-PLM-LMS-SCADAS-XS-CH-br-X13.indd   8 2014/3/14   19:47:15


	3.15新改-01
	3.15新改-02
	3.15新改-03
	3.15新改-04
	3.15新改-05
	3.15新改-06
	3.15新改-07
	3.15新改-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