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专业的 LIN 总线测试仿真工具 

来自德国的 Baby-LIN-II 系列产品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hkaco.com  

汽车电子：CAN，LIN 总线测试工具，汽车诊断示波器 

测试测量：PXI/PCI 信号开关，程控电阻，故障注入模块 

现场总线：CANopen/EtherCAT 开发方案，Profibus 诊断工具 

联系我们： 

广州总部：广州市科学大道 99 号科汇金谷三街二号 701 室 

电话：020-38743030/3874 4538    邮箱：sales@hkaco.com 

其它：北京 上海 西安 成都 沈阳 武汉 深圳 香港 伦敦 

 

 

 

 

 

 

 

 

 

 

 

 

 

 

 

 

 

 

 

 

 

 

 

 

 

 

 

 

 

 

 

 

 

 

 

 

 

 

 

 

 

 

 

 

产品描述 

 Baby-LIN-RM-II 可以通过 USB 接口连接到电脑，可

以通过自带的 LINWorks 软件或者基于 Baby-LIN-

DLL 自己开发软件来控制 LIN 和 CAN 设备。 

 通过 Baby-LIN-RM-II 模块可实现由 PLC 发出数字

信号来控制您的 LIN/CAN 总线设备。非常适用于集

成到测试系统中进行长期性测试 

 两个数字通道可实现 PWM(脉冲宽度调制)信号的读

取、比值运算、映射并转化为总线信号。并且可通过

总线信号值来控制模块的数字输出；而且所有数字

输出都可以配置为 PWM 输出； 

 8 个数字输入接口，电压范围 8 到 32 V DC，隔离； 

 4 个数字输出接口， 集电极开路输出，36 V，1 A； 

 模块上红黑两个可编程按钮，可以用于启动或停止

LIN 或者 CAN 通信，也可以分配其它任意功能； 

Baby-LIN-RM-II 工作电压 8-26V DC（建议采用 12V） 

 所有的通讯接口（LIN，CAN，数字输入，USB）之

间电气隔离，消除连接 PC 时的潜在干扰 

 Baby-LIN-RM-II 包括一个 32 位的微控制器，可以处

理所有时间要求严谨的任务，如消息定时发送 

 采用闪存来保存固件，因此更新和升级非常简便 

 Baby-LIN-RM-II 支持 SDF-V3，新版本的 SDF 支持

多种总线选择，条件宏命令，全新系统变量，新的

CRC 功能，以及 Sub Marco 调用 

工作模式 

Baby-LIN-RM-II 模块适用于所有需要与 LIN 或 CAN 设

备通信的应用领域，如研发、测试、生产（EOL 测试），

不同的工作模式适用于对应的测试： 

 监控和记录所有 LIN 报文（不需要 SDF 文件），如

果有 SDF 文件则可以监控具体的信号量 

 通过自带的LINWorks软件或者基于Baby-LIN-DLL

自己开发软件来控制 LIN 或 CAN 设备。 

 独立运行：编写指令序列并存储到 Baby-LIN-RM-II

模块内让其能够脱离 PC端独立运行，比如，实现 LIN

总线 ECU 做耐久性测试；或者 EOL 应用。 

Baby-LIN-RM-II 

LIN 总线仿真测试工具，带数字 IO 接口 

仿真模式 

Baby-LIN-RM-II 能够实现 LIN 总线节点和 CAN 总线节

点的多种仿真配置，可以仿真任意数量的节点，以下几种

典型配置： 

 LIN 总线：仿真 LIN 总线主节点来控制从节点； 

 LIN 总线：仿真任意数量从节点； 

 LIN 和 CAN 总线：仿真除某个节点之前的所有节点，

实现 REST-BUS 仿真； 

 LIN 和 CAN 总线：仿真所有节点，测试总线通信； 

 LIN 和 CAN 总线：不仿真节点，纯监控总线通信。 

仿真 CAN 总线节点和 LIN 总线节点可以同时完成 

LIN 和 CAN 总线属性 

Baby-LIN-RM-II 使用的 LIN 驱动支持 8-26V DC 的总线

电压，波特率支持到 125k，因此除了 LIN 总线，也可以

用于其它串行协议的仿真。支持 LIN1.2,1.3,2.0,2.1,2.2；也

支持 Cooling 协议。 

1 路基于 ISO-11898 的高速 CAN（SN65HVD251） 

1 路基于 ISO-11519 的高速 CAN（TJA1055T） 

LIN 和 CAN 总线通信线的长度最大是 30 米。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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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电范围: 8-26 VDC 

 支持 LIN 协议版本: V1.2, V1.3,...V2.2 

 支持 LIN 相关协议: Cooling 与 SAE J2602 

 支持 LIN 总线最大线缆长度: 30m 

CAN 接口 

 1 路高速 CAN（CAN-HS）接口基于 ISO-11898,

需另外付费，使用激活码激活功能； 

 1 路低速 CAN（CAN-LS）接口基于 ISO-11519, 

需另外付费，使用激活码激活功能； 

 低速 CAN 和高速 CAN 都是通过 3pin 连接器连

接 (MC 1,5/ 3-ST-3,81) 

 支持 CAN 总线最大线缆长度: 30m 

USB 接口 

 USB2.0 

 B-Mini 型接口 

IO 接口 

 8 路数字输入 

 4 路数字输出 

 I/O通过 3个 5pin连接器连接 (MC VR 1,5/5-ST-

3,81) 

 2 个数字输入通道可用来读取 PWM 信号 

 数字输出通道可实现输出 PWM 信号 

外壳 

 防护等级：IP20 

 工作温度：-20℃至﹢65℃ 

 重量：250 g 

 尺寸[mm]：135 x 75 x 152 (L x W x H) 

 安装方式：DIN 导轨（TS35） 

 

LINWorks 软件 

购买 Baby-LIN-II 设备后即可拥有整套 LINWorks 软件，

安装在 PC 上支持所有工作流程，可以在 WINXP, 

VISTA, WIN7/8/10 (32/64 位)上操作。如果用户需要的

话，可以支持 Linux 版本。 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LDF-Editor 用于检查、创建和编辑 LDF 文件（LIN

描述文件） 

 Session Configurator 用于检查、创建和编辑 SDF 文

件，前提是需要导入 LDF 和 DBC 文件；它可以定义

所有需要仿真和控制的总线信息，比如，总线上的哪

些节点是可用的，哪些节点应该由 Baby-LIN-RM-II

仿真。也可以定义一些应用逻辑，如循环运行；逻辑

判断 

 Simple Menu 用于连接 Baby-LIN-II,加载 SDF 文件，

修改设备目标配置，控制总线，监控 LIN 总线报文

和信号。并且在未加载 LDF/SDF 文件的情况下，监

控和记录 LIN 总线报文。 

除了 LINWorks 还有 Baby-LIN-DLL，用户可以基于 DLL

来自己开发应用软件，Baby-LIN-DLL 是基于 C/C++的，

也提供了 LabView 的文件，另外也支持 C#，VB.net 等。 

技术参数 

设备 

 CPU：ARM Cortex-M4, 168 MHz 

 内存：4M RAM 

 4 个红/绿多色 LED：设备与 CAN，LIN 总线信

号与错误状态显示 

 12 个 LED 灯: 数字输入输出通道信号指示 

 2 个 LED 灯: 开关按钮指示 

 2 个可编程按钮 

 设备电源：8-32V DC，通过 3pin 连接器(MC 1,5/ 

3-ST-3,81) 

 最大电流消耗：250 mA @ 24 VDC 

 所有通信接口均电隔离(LIN、CAN 总线，数字

输入，USB，除了数字输出) 

LIN 接口 

 1 路 LIN 总线接口 

 LIN 通过 3pin 连接器连接 (MC 1,5/ 3-ST-3,81) 

 LIN 总线波特率：最高可达 125k 波特率 (远高

于 LIN 协议标准范围)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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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货时已包含标配的所有附件；如果需要额外的附件需要另外付费 

 德国提倡环保，不提供光盘，软件通过网上下载获取，可联系销售获取下载链接 

系统要求： 

支持如下操作系统 

 Windows Vista (32 and 64 Bit) 

 Windows 7 (32 and 64 Bit) 

 Windows 8 (32 and 64 Bit) 

 Windows 10 (32 and 64 Bit) 

 Linux (只需要 Baby-LIN-DLL，其它软件工具只

能用于 Windows 系统) 

LINWorks 软件套装里面有些工具需要电脑上安装.NET 

Framework v4.0. 

软件安装时需要管理员权限 

硬件要求： 

 PC 硬盘里面需要至少 200M 空间，用于安装

LINWorks 软件和驱动等； 

 一个空闲的 USB 接口，用于连接 Baby-LIN-RM-II，

加载 SDF 文件和升级设备固件； 

 8-32V DC 电源 

发货清单： 

 Baby-LIN-RM-II 主机一个（包含所有接线端子） 

 USB 线一条（长 1.5 米） 

订货信息： 

Baby-LIN-RM-II 有不同的配置可以选择，如果只需要用到 LIN 总线，那么可以只订购基本模块就可以。如果后续

还需要其它功能，那么只需要支持再次购买的部分的功能的费用即可。 

订货号 名称 描述 

8000873 Baby-LIN-RM-II Baby-LIN-RM-II 基本模块，和老版本功能一样 

8000800 Option BL-HARP SDFV3-LIN 激活 RM-II 支持最新的 LINWorks V2.x (SDF V.3.x) 

8000810 Option BL-HARP SDFV3-CAN-HS 激活高速 CAN 并支持最新的 LINWorks V2.x (SDF V.3.x) 

8000820 Option BL-HARP SDFV3-CAN-LS 激活低速 CAN 并支持最新的 LINWorks V2.x (SDF V.3.x) 

8000831 Option-BL-HARP-Jumbo Frames 激活 RM-II 支持发送多帧（大于 8 个数据字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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