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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simp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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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的小车配有10 - 50 - 300 Nm刹车系统。

Discover simplicity

动态传感器

传感器 扭矩范围 (Nm)

Freedom FTY 2 0,2 - 2

Freedom FTY 10 1 - 10

Freedom FTY 50 10 - 50

Freedom FTY 300 50 - 300

Freedom FTY 500 100 - 500

Freedom FTY 1000 200 - 1000

配件

感应系统支持最大到600Nm扭矩扳手

用于和外接传感器无线沟通的蓝牙模块

静止传感器

外接蓝牙传感器

有线动态传感器

倾翻系统

伸缩臂的外用制动器

• 快速测试，不需要调节制动斜坡。
• 在生产线上可采用与工具相同的拧紧方案进行工具标定。

时间

质量
• 通过模拟原始螺栓，对数显扭矩/角度扳手进行测试。
• 模拟拧紧螺栓，识别再启动转矩。
• 对比测试。
• 工具测试能达到2000rpm	。

费用

• 即插即用制动装置，无需校准和优化。
• 可更换的制动系统

Willing to constantly improve its products, SCS reserves the right to modify the data and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described above without notice.

技术资料

Dynamic test bench
动态测试小车

CN
Dynamic test bench 
动态标定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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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SCS公司研发的新技术，FTY小车可以再现螺栓的各种拧紧情况。
此特性可以实现用相同的工具拧紧程序对生产线上的工具进行标定。

FTY: 目前市场上第一台小车可以模拟所有螺栓拧紧情况。

DRY Brake 
干式制动器

在FTY小车上可模拟工具打紧螺栓的扭矩/角度过程，可实现多样化的
模拟，比如在操作前（螺栓完全松开的状态或者部分松开状态）。

一旦在系统中输入参数，即可模拟拧紧。

FTY小车不仅可以模拟拧紧的每一步，也可以设置模拟的起点。
这种情况尤其适用生产工位上的已预拧紧的螺栓。

Braking Technology 制动技术
创新的干燥制动系统配备了多个液压缸。
两侧产生的推力能够更好实现对制动坡道线性控制。

 创新的机械和液压系统实现高速测试。
FTY依靠高压和少量的油进行工作。

实时对制动坡道调节可以实现重复模拟。 

因其采用的干燥制动器，制动系统自动识别以及运行参数，SCS可采取两
种服务方案来降低成本：

Service Concept 1 服务方案1:

 整体换置制动系统（即插即用），无需调试和优化。

Service Concept 2 服务方案2 :
若客户受到适当培训，可自己快速换置制动材质。
因为制动材质低损耗，制动盘可更新并如新件一样重复被使用。

这两个方案节省了维修成本和时间。

• 自由测试，储存所有结果和相应轨迹曲线。

• 重叠功能可显示所有结果的轨迹。.

• Cm/Cmk测试，过程能力测试以及对比测试。

•

•

咔嚓扳手的折弯点识别

可以实现存储结果和曲线。

• FTY通过模拟原始螺栓，可执行数显扭矩/角度扳手的测试功能。

• 核对数显扭矩扳手自动识别残余扭矩的功能。

• FTY能够模拟已拧紧的螺栓，以及从静摩擦力到动摩擦力而产生扭矩
下降。

• 满足VDI/VDE 2647, VDI/VDE 2645 页面2 以及ISO5393标准。

• 能够对DC工具，气动工具，蓄电池工具，数显扭矩扳手（扭矩/角
度）以及咔嚓扳手进行标定。

• 可顺时针或逆时针标定。

能够接收工具、扳手的数值，进行对比测
试。

对于目前尚未和FTY兼容的设备，可通过
手动输入实现。

手动对数显扳手扭矩/角度测试

特性：

A=Engaged 贴合
B=Drawdown 螺纹啮合
 C=Joint Stiffness  弹性形变
 D=Yield 屈服/塑性形变

模拟完全松开螺栓
情况

Example of parametrization 
of a fastener to be  

simulated:
举例：螺栓参数化模拟

模拟已预打紧的
          螺栓 

模拟松开/再打紧
的螺栓

螺栓模拟图 小车模拟图

螺栓模拟图 小车模拟图

螺栓模拟图 小车模拟图

Software 软件

安装在FTY上的软件DataPro 可实现如下：

Breakaway 模拟

Measurement Technology 测量技术
最新的SCS收集电子主板配有USB接口。采样频率高达30Khz，其中可设置的巴特沃斯滤
波器高达3 Khz。

扭矩测量精度：量程的10%-100%，精度0.5%，符合标准DIN 51309  
1 级别。

角度测量精度: ＜0.25°，符合VDI/VDE 2648 页1标准。
测量电动工具，最小角度30°，转速高达1000 rpm。
测量电动工具，最小角度60°，转速高达2000 rpm。

FTY是市场上唯一一台小车不需要对制动坡道进行标定。输入测量参数，小车就
准备就绪。与市场标准对比，收集数据的速度和模拟螺栓的新算法可节省一半的
测试时间。

REaL TIME TEST 实时测试

 Service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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