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N 单元 U8555
无线 CAN 单元 LR8535

CAN UNIT U8555
WIRELESS CAN UNIT LR8535

实时同时观测电压、温度等模拟数据和 CAN 数据 

通过无线的方式接收 CAN 信号

CAN 数据与模拟数据在现有系统上统一管理

使用数据采集仪进行 CAN测量
数据采集仪 LR8450 CAN单元新登场

U8555（直接连接型） LR8535（无线型）

CAN/CAN FD 接收信号    1 个单元最多可采集 500ch 数据 

CAN / CAN FD 发送信号　最快 1 ms 无线 CAN 测量、可电池驱动

LR84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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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数据等以产品实际为准,如有变动,日置(上海)测量技术有限公司具有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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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发动机转速、车速等信息CAN 输入 

USB
供电

电池驱动

CAN

测量车内温度 · 振动测量数据收集
单元测量数据作为
CAN 信号输出

CAN 输出

CAN输入

CAN输出

电 池 驱 动 的 无 线 单 元 通 过 USB 给 非 接 触 式 CAN 传 感 器
SP7001+SP9250+SP7150 供电，无需外部电源即可实现无线 CAN 测
量（电池供电约 3 小时）。 由于在测量过程中无需 ECU 分析工具或 PC，
因此不仅无需设置场地，而且还能减少行驶试验过程中的配线。 

测量单元测量单元
（直接连接型）（直接连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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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7001
SP7001

SP9250
SP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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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 CAN 单元无线 CAN 单元
LR8535LR8535

CAN 单元CAN 单元
U8555U8555

测量单元测量单元
测量车内温度 · 振动

CAN 单元CAN 单元
U8555U8555 CAN 数据与测量的模拟数据在现有系统上统一管理

使用直接连接型单元将测试所得的模拟数据传输到 CAN 总线上。将已
校正的测量仪器获取的可靠数据与其他 CAN 总线和上位系统整合，并进
行统一管理。

通过非接触 · 无线方式接收 CAN 信号！
无线 CAN 单元 LR8535+ 非接触式 CAN 传感器 SP7001+SP9250+SP7150

CAN 信号信息和模拟数据可同时波形化

CAN 信号可实时转换为模拟波形进行显示。电压、温度、
应变等模拟数据和从CAN 总线获取的车速、转速等信息、
并可同时通过波形确认。

ECU ECU ECU ECU

在现有系统上
作为 CAN 数据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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