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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SCR-V8 SZK模拟车辆发生器可为TFDS、THDS等设备提供
模拟磁钢信号，也可检测SCR-S6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输出端
信号、串口信号，且将检测结果保存以备查询。
本产品具有操作简单、检测结果数字化显示、检测记录自动
存档等优点。
SCR-V8 SZK模拟车辆发生器简称：SCR-V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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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工作环境温度：-20℃ ～ +50℃

1.1 外观

3.7 工作环境相对湿度：≤80% (+25℃)
3.8 外形尺寸：114×33×160mm

4 显示界面及连接
4.1 开机界面
SCR-V8
SZK 模拟车辆发生器

2 功能特点
2.1 可为 TFDS、THDS 等设备提供模拟车轮传感器信号；

成都森川铁路车辆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scrvs.com
061-44688

2.2 可检测 SCR-S6 车轮传感器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输
出指标及串口数据，自动保存检测结果；
2.3 手持式设计，小巧精致，操作简单，携带方便；

4.2 主菜单
开机后自动进入菜单界面。

2.4 数字化显示，清晰直观；
模拟造车

3 技术指标

自动检测

3.1 适用范围：为 TFDS、THDS、AEI 等设备提供模拟车轮传
感器信号；为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提供模拟
车轮传感器信号；
3.2 模拟车速范围：1～360km/h
3.3 车轮传感器数量：4～8 路车轮传感器信号
3.4 输出信号：10Vp-p，正负方波
3.5 供电：外置电源适配器，适配器输入 AC220V,50Hz，输出

历史记录
4.2.1 模拟造车
注：用于对 5T 及 AEI 设备模拟造车
默认配置的各项参数均通过“+”、“-”、“确认”键设置。
4.2.1.1 界面
※ 车速：可设置 1、60、120360km/h 的车速。
※ 列车类型 选择客车，SCR-V8 输出 10 个磁钢信号，包括

DC12.6V/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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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 6 轴机车， 一辆客车；选择货车，SCR-V8 输出 30 个
磁钢信号，包括一辆 6 轴机车，6 辆货车。
※ 设备类型 含 THDS、TFDS、TFDS-B 、TVDS 、TADS、
TPDS、 AEI
注：TFDS 模拟 4 路磁钢信号；TFDS-B 模拟 8 路磁钢信号
※ 磁钢间距

250/270mm
模拟造车
按“确认”键开始造车
时
时
间
时间
间：2010 年 11 月 9 日 14 时 52 分 38 秒
车速：120km/h
（1~360km/h）
列车类型：客车

（客车/货车/检测车）

设备类型：TFDS

（5T 及 AEI 设备）

磁钢间距：270mm

（250/270/950mm）

4.2.1.2 模拟造车连接示意图

输出 输入

备磁钢信号输入端），进入“模拟造车”界面，按现场需求造车
即可。
4.2.2 自动检测
注 1：自动检测用于检测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
输出及串口数据是否正常；
注 2：自动检测仍可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对参数进行设置，
参数设置在“模拟造车”界面中设置。（a.“设备类型”必须
根据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的类型进行设定，若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配合安装的是 THDS 设备，
则“设备类型”选择 THDS，同理可推。b. 其他参数如“车速”、
“列车类型”、“磁钢间距”均根据现场情况自由设置。）
4.2.2.1 界面
确认开始检测
检测中
自动检测

自动检测

标准信号：120km/h，客车，10 轴
实测信号：------------轴，------------串口数据：-------------------------------信号类型：--------------------------信号
按“确认键”开始检测

标准信号：120km/h，客车，10 轴
实测信号：------------轴，------------串口数据：-------------------------------信号类型：--------------------------信号
检测中......

磁钢信号端

SCR-V8

检测结果
5T/AEI 设备

RS-232 打印

4.2.1.3 模拟造车连接及设置说明
对 5T 设备模拟造车时，仅用 16 芯输出配线连接 SCR-V8
和设备磁钢信号输入端（磁钢信号输入端：可接防雷输出端或设
-4-

自动检测
标准信号：120km/h，客车，10 轴
实测信号：022 轴，正常
串口数据：正常 S6II
信号类型：TTL 脉冲信号
按“确认键”开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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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自动检测连接示意图

1”、“输入 2”端口。
【2】输入检测电缆：用于接收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
装置输出信号，以判别其处理信号是否标准。一端为 10 芯航插，

输出 输入
网口

SCR-V8

USB

RS-232

输出

输入 2

输入 1

网口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

接 SCR-V8“ 输入”接口；一端接两个 10 位拔插式接线端，线标
号码管表示对应的磁钢信号，接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
置“输出”端。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输出 TTL 电平，
将 1～8 线标号码管对应的接线端接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

RS-232 打印

理装置“输出”端；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输出正负方
4.2.2.3 自动检测连接及设置说明
SCR-V8 通过一根磁钢信号电缆、一根输出检测电缆和一根
RS232 串口电缆连接到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的输入
接口、输出接口和 RS232 接口。

波，将 1～4 线标号码管对应的接线端接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
能处理装置“输出”端。
【3】RS232 串口电缆：用于检测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
理装置串口通信是否正常。

【1】输出连接线：用于输出标准 10Vp-p 正负方波信号至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输入端。一端为 16 芯航插，接
SCR-V8 “输出”接口；一端接两个 8 位拔插式接线端，线标号码
管表示对应的磁钢信号，接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输
入”端。SCR-V8 默认配置中“设备类型”设置为 THDS/TFDS 时，
输出 4 路磁钢信号，只需将 1～4 号线标号码管对应的接线端接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输入 1”端口；设备类型设置
为 TFDS-B 时，输出 8 路磁钢信号，需将 1～4 和 5～8 线标号码
管对应的接线端同时接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输入
-6-

4.2.3 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
记录1： 2010-11-9
记录2： 2010-11-9
记录3： 2010-11-9
记录4： 2010-11-9
记录5： 2010-11-9
记录6： 2010-11-9
记录7： 2010-11-9
记录8： 2010-11-9
记录9： 2010-11-9

16：52
16：31
14：40
14：24
14：15
14：02
11：05
10：33
09：25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历史记录里面保存了最近的 9 条自动检测结果，每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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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执行自动检测功能时的绝对时间命名，方便查看。
“记录 1”

6 装箱单

为最新记录，“记录 9”为最早记录。
序
号

名称

数量

1

SCR-V8 SZK 模拟车辆发生器

1台

2

产品使用说明书

1份

3

产品合格证

1份

4

磁钢信号电缆

1根

16 芯航插

5

输出检测电缆

1根

10 芯芯航插-10 位拔
插式接线端

6

RS232 通信电缆

1根

1.5 米线（孔-孔）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输出的是 TTL 电平或是正负方

7

电源适配器

1个

AC220V 转 DC12.6V

波信号；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处理的是

8

微型打印机（选配）

1套

5 连接及设置注意事项
※

说明

SCR-V8 上航插座有红点标识方向，磁钢信号电缆和输出检

测电缆航插头也有红点标识，连接时注意方向，不可用力，避免
损坏航插头插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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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将磁钢信号电缆与输出检测航插电缆混接，避免损坏航
插头插针。
※ SCR-V8 与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连接前需确认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的输出信号类型。如 SCR-S 车
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配合的 TFDS 设备或是 THDS 设备；

4 通道信号或是 8 通道信号。确定信号后将磁钢信号电缆和
输出检测电缆拔插式接线端正确连接。
※

SCR-V8 中默认设置需与要检测的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

7 疑难解答
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有几种类型？可否互用？

处理装置信号保持一致。如 SCR-S6 配合的是 THDS 设备，270mm

答：SCR-S6 车轮传感器智能处理装置程序分 TFDS 和 THDS

磁钢间距，则 SCR-V8 需 在“设备类型”中选择“THDS”、在“磁

两种。TFDS 有 4 通道和 8 通道两种机型，均输出 TTL 电平；

钢间距”中选择“270mm”，否则在检测结果中会报错。

THDS 均为 4 通道输出，分 TTL 电平和正负方波输出两种方式。
相互间不可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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