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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LinWorks 软件列表如下： 

 

LinWorks 中包含的主要的软件是 LDFEdit，SessionConf，还有 SimpleMenu

三个。 

LDFEdit 是用来编辑 LIN 的定义文件，简称 LDF 文件。每个 LIN 设备都有

各自对应的主站节点、地址、速率等等。为了实现 Baby-LIN 与不同厂家的 LIN

设备的通讯，需要预先定义 LDF 文件，或者可以直接导入厂家给的 LDF 文件。 

SessionConf是定义SDF文件，基于之前编辑好的LDF文件来配置以下信息：

节点的模拟、各个信号的说明和作用等等。 

SimpleMenu 是 Baby-LIN 的控制软件，需要加载已经用 SessionConf 配置好

的SDF文件，完成后可以按照事先定义好的进度表和逻辑操作等运行LIN总线，

控制 LIN 设备。 

 

这篇文档总共有 8 个章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前三章是基础部分，跟着手册一步一步做完后，Baby-LIN 就可以和您的 LIN

产品建立基本的连接。如果您有现成的 LDF 文件，那么第二章可以跳过，但还

是推荐快速浏览一遍。 

后五章是进阶部分，一般来说当遇到相关问题时再看就可以，因为并不是所

有用户都需要使用它们，下面详细列举后五章的内容。 

虚拟信号：虚拟信号是不在 LIN 总线上的信号，可以用作计数器的辅助变

量等。 

信号函数：定义总线上的信号或虚拟信号的操作。例如，可以定义一个信号

作为报文计数器，每当发送含有这个信号的帧时，计数器会计一次数。 

宏：可以用来更改调度表、信号值等等。 

事件/动作：事件的条件满足时，触发动作。条件可以是信号值，也可以是

硬件上的按键或是高低电平（与硬件种类有关）。 

自动运行：设备上电时自动运行调度表/宏，在设备脱离 PC 使用时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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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作 LDF 文件 

本章节介绍了如何使用 LDFEdit 一步一步创建 LDF 文件。 

如果您已经拥有现成的 LDF 文件，那么可以直接跳过此章节的内容。但是

为了具体的应用，您必须了解 LDF 文件内容的细节。 

有时对于使用的节点没有合适的 LDF 文件，所以我们必须自己创建一个。 

2.1 示例 LDF 文件的配置 

由于 Baby-LIN 设备用于模拟 LIN 总线节点（主/从节点），并且通常会有一

些实际的节点物理连接到 Baby-LIN，Baby-LIN 设备会通过 LIN 总线与这些节点

交换信息。为此，Baby-LIN 必须知道哪些节点实际存在，哪些帧由哪个节点发

布，哪些信号位于哪些帧的数据字节上。 

这些就是 LDF（LIN 描述文件）中包含的信息。 

在下面的示例中，我们会使用以下配置做演示，当然，这会与您实际使用时

的配置不同。 

我们有一个 LIN 从节点（称作 SlaveNode1），并将 Baby-LIN 配置为主节点。 

SlaveNode1 从节点拥有 2 个帧。 

帧 1：CmdFrame（Id = 0x07）是向该节点发送命令的帧，包含 2 个数据字

节。 

帧 2：StatusFrame（Id = 0x08）是从该节点读取状态信息的帧，包含 1 个数

据字节。 

2.2 创建一个新的 LDF 文件 

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新建 

 

这会提供一个空的 L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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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个 LDF 文件保存在您想要的目录下： 

 

现在我们用一些默认值创建了一个新的 LDF，之后我们将在示例中根据 LIN

总线的需要设置这个 LDF。 

2.3 通用设置 

 

通用设置页面上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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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 Version:根据LIN规范版本设置版本1.1、1.2、1.3、2.0或2.1，应用

到 您的节点。 高 版 本 的 协 议 会 向 下 兼 容 所 有 低 版 本 。

所选LIN规范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帧的校验和方法 ， LIN 规 范 1.1 、

1.2和1.3中使用经典校验和，LIN 规范 2.0和2.1中使用扩展校验和。 

•Language Version:设置成与协议版本中选择的相同。 

•Bus Speed:输入总线速度，比较常用的是 9.6kbit/s 和 19.2 kbit/s。 

•Channel name:可选的设置，如果您的主机仅连接到一个总线，则不需要设

置。 

我们可以在 LDF 中设置一个 2.1 版本的主节点和多个从节点，其中一些从

节点是 1.3 版本，另外一些是 2.1 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您必须在这里设置 LIN

协议为 2.1 版本，并利用节点属性来定义每个节点的 LIN 版本。  

2.4 设置节点信息 

在设置这些一般参数后，我们现在要定义总线上的节点，在我们的示例中，

有 2 个节点，即 MasterNode 和 SlaveNode1。 

 

创建的第一个节点一定会是主节点。 

主节点的参数： 

•Time base：定义了定时器的分辨率（在 LIN 主节点实现），用于控制发送

帧的时间。通常为 5ms 或 10ms。 

•Jitter：定义了时隙时间网格和间隔场的实际下降沿之间允许的最大延迟时

间。通常为 0.1ms。 

下图是定义完主节点之后的界面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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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创建从节点了，右键单击左侧列表中的节点，选择新建。 

 

这会打开从节点界面，这里我们只需要输入从节点的名字即可。 

 

现在，左侧的节点部分应该像下图一样。我们定义了两个节点，主节点会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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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标记为 M，从节点被标记为 S。 

 

2.5 定义信号 

LIN 总线上的每个帧都具有特定的 Id，即标识符和特定长度（=数据字节数）。 

帧承载的数据字节表示特定的信号值，信号长度在 1 到 16 位之间。这意味

着一个数据字节可以携带八个 1 位的信号。 

为了让我们的例子简单，我们假设 CmdFrame 应该承载 2 个信号，每个信号

都有 8 位。 

StatusFrame 应该有 8 个信号，每个信号长度为 1 位，所以这些信号可以加

到一个字节上。 

这里我们先定义信号，之后在定义帧的时候，我们再定义信号在具体帧的数

据字节中的位置。 

现在我们通过右键单击左侧列表中的 signal 创建一个新的信号。 

 

这将打开一个新的定义信号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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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输入第一个信号的名称，大小（单位为位）和初始值。 

每次启动 LIN 总线时，该信号将被设置为这个初始值！ 

这里我们将信号命名为 CmdByte1，长度为 8 位，我们选择主节点作为它的

发布者，然后勾选 Scalar Value(标量值)复选框。 

 

现在按照同样的方法设置 CmdByt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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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Byte 帧中信号的创建方法同上。 

信号名称为 StatusBit1，大小为 1，发布者为 SlaveNode1。 

 

现在我们创建 StatusFrame 剩余的 7 个 1 位信号。 

这里我们通过复制来完成，右键单击 StatusBit1，然后从菜单中选择 Duplicate。

 

这将创建一个 StatusBit1 信号的副本，这样我们就只需要更改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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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此复制操作 7 次后，所有信号都有了定义，屏幕的左侧部分将如下图所

示。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信号的设置，接下来我们开始设置帧。 

2.6 设置报文帧 

 

这将打开一个新的帧定义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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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将帧命名为 CmdFrame，标识符设置为 0x07，发布者设置为主节点，

并将长度设置为 2 个数据字节。 

 

之后，我们将添加信号，这个信号会携带在该帧的 2 个数据字节中 

 

我们要选择 CmdByte1 和 CmdByte2 信号，选中信号名称前面的复选框，然

后选择确定按钮完成。 

现在，CmdFrame 的定义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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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创建一个新的帧，通过右键单击左侧列表中的 Frame。 

之后我们添加 StatusFrame 的信号，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 8 个 1 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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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StatusFrame 界面将如下所示：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帧的设置，接下来我们要创建一个调度表。 

2.7 定义调度表 

右键单击左侧列表中的 Schedule，打开计划表界面： 

 

然后输入调度表的名称，在我们的示例中，调度表被命名为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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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向调度表中添加帧。 

 

 

我们只需要创建一个调度表，选择要包含在此调度表中的两个帧即可。 

 

程序将利用给定的帧长度和选择的时基来计算最小可用时隙。您可以手动将

此时隙调整得更长。 

这样这个 LDF 文件就已经完成了。 

不要忘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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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LDF 文件就可以用来创建 SDF 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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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SDF 文件并与 Baby-LIN 建立连接 

本章节主要讲解如何使用LINWorks的SessionConf应用程序利用现有的LIN

描述文件（LDF）快速创建一个会话描述文件（SDF），并使用 SimpleMenu 利用

SDF 文件与 Baby-LIN 建立连接。 

在这个简单的教程中，节点都是模拟出来的，LIN 总线上没有物理连接的节

点。当然，这不是典型应用。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至少会有一个节点物理连接

到 LIN 总线上。 

为了让您快速地配置一个可用的 SDF，我们进行下面 5 步配置，这样在短时

间内可以创建好一个可执行的 SDF 文件。 

3.1 新建 SDF 文件 

新的软件提供了创建 SDF 文件的新方式，现在可以通过导入 LDF 或 DBC

文件来生成新的 SDF 文件。首先在文件菜单下选择新建文件或使用软件界面中

提供的新建文件图标：

 

新建文件会打开一个单独的导入窗口： 

 

您可以在窗口单击右键或使用“添加文件”按钮加载文件。 

•导入 l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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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击导入按钮，会弹出一个如上图所示的新窗口。在这里，您可以决定

是否要将 LDF 的现有内容包含在新的 SDF 文件中。 

 

•导入 dbc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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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导入按钮，会弹出如上图所示的窗口。在这里，您可以确定将使用 DBC

文件的哪些部分来创建新的 SDF 文件。 

•从现有的 sdf 文件建立新的 s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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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导入按钮，会弹出如上图所示的窗口。在这里，您可以决定 SDF 文件

的哪一部分将用于创建新的 SDF 文件。 

如果您经常使用 SessionConf 并导入过不同的 SDF 文件，就可以从“最近打

开的文件”列表中选择相应的 SDF 文件并将其打开。打开 SessionConf 软件后，

列表会显示在右侧。 

 

•从几个不同类型的文件创建 sdf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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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同时使用包含的所有三种文件格式，您将被引导通过上面显示的

SessionConf 导入窗口。 对于每个文件，可以在相应的窗口设置要包含哪个部分。 

您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 LDF、DBC 或 SDF 文件进行导入。 所有选择的文

件都显示在导入文件窗口中。 如果要从导入列表中删除文件，请选择它并按删

除文件按钮。 

 

我们需要依次配置每个导入文件，方法上文已经给出了。 

•直接打开一个 sdf 文件 

从文件菜单中选择打开或者使用 Open SDF 图标，然后选择要在 SessionConf

软件中打开的现有文件。 

 

选择打开 SDF 后，会弹出下面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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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打开按钮，文件将被加载。 

3.2 属性设置 

 

将新的 SDF 文件下载到 Baby-LIN 设备后，设备永久存储器中原本的内容将

被删除。 

如果希望将下载的 SDF 永久存储在 Baby-LIN 设备中，请勾选“将 SDF 文件

永久存储到设备中”。此选项在 SDF 属性界面下的设备部分和 LIN 部分都可以进

行设置，效果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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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勾选“将 SDF 文件永久存储到设备中”，则将下载到设备中的 SDFile

将存储在 RAM 中，因此在设备的电源关闭后，SDFile 将丢失。 

要清空设备 SDF 内存，加载一个不勾选此选项的 SDF 即可。 

现在，请根据需要将 SDF 保存到某个位置，方法是选择：文件—另存为。 

对于这个例子，我们保存的名称是：Tutorial1.sdf。  

 

首先从输入一个名称和一些有意义的描述开始。 

 

左上方的四个按钮可帮助您导入和配置新的 SDF。 

如果要从现有文件中添加服务器部分，可以使用“添加”按钮；如果要删除插

入的文件信息，可以使用“删除”按钮；如果要切换插入的 LDF，可以使用切换

LDF 按钮；如果要编辑插入的 LDF，您可以使用编辑 LDF 按钮。 

3.3 仿真设置 

接下来是仿真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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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侧，可以看到所有的节点。通过勾选不同的复选框，可以决定哪些节点

是由 Baby-LIN-RM-II 设备仿真的。 

勾选节点所在的层次结构中的所有节点都会被仿真。 

注意：请不要选择物理连接到 LIN 总线的节点为要仿真的节点。 

如果想要尽快开始使用 SDF，现在就可以立即保存，并使用 SimpleMenu 应

用程序将其加载到 Baby-LIN-RM-II 设备中。 

这 3 步的设置是使用 Baby-LIN 进行 LIN 总线仿真的必要设置。 

3.4 配置 SimpleMenu 界面 

这部分设置也可以在 SimpleMenu 软件中完成。 

点击左侧的 SimpleMenu; 在右侧可以设置可编辑信号，监控信号，手动运

行宏，宏的选项四种。由于我们之前没有定义任何宏，现在先忽略后两个。 

我们要设置两个可编辑的信号和两个监视的信号。首先，请先点击右侧的添

加按钮或弹出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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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菜单包含所有可能的信号，宏和宏的选项。 

 

现在您可以选择要用于模拟的信号，只需将它们拖拽到 SessionConf 的中间

部分即可。 

监控信号可以在仿真前就可以设置。这允许之后使用 SimpleMenu 监视这两

个信号。 

设置完成后的界面如下所示： 

 

现在，您可以保存这个 SDF 文件了。 

3.5 连接硬件并配置 SimpleMenu 

下面使用 SimpleMenu 运行 sdf 文件 

首先，启动 SimpleMenu 软件，我们先快速了解 SimpleMenu 软件界面。 

以下示例将会使用 Baby-LIN-RC-II 进行演示。 

首先是将您的 Baby-LIN 设备与计算机连接，刷新后，您的 SimpleMenu 将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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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您需要将设备连接到软件。 

首次连接设备后，您需要加载 SDF 以配置仿真。这也是界面会有灰色的按

钮无法使用的原因。 

 

在打开窗口导航并选择文件后，您的 SimpleMenu 应如下图所示。在左侧的

位置会显示 SDF 文件信息。 

 

3.6 监控信号 

除了在 SessionConf 中配置 SimpleMenu 之外，还可以直接在 SimpleMenu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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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点击下图所圈出的图标，可以选择在显示界面上显示监控或者编辑某些信

号。 

 

 

3.7 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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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后的界面如下图所示，由于在 SessionConf 中的 SimpleMenu 选项中定

义了 CmdByte1 和 CmdByte2 是可编辑的，所以在这里，通过点击小箭头，可以

增加或减少这两个的数值，而在下面也可以实时监控当前的信号值。主机报文计

数器可以记载发出的报文的数量。 

 

 下图是更改 CmdByte1 和 CmdByte2 的值之后的显示画面： 

 

除了监视信号值，还可以监控具体的报文帧，如下图所示，首先点击 Monitor 

frames 的图标，出现 Frame Monitor 监视窗口，窗口的第一列是报文的发送间隔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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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虚拟信号 

宏和事件设置定义许多操作以处理来自 LDF 或 DBC 文件中定义的信号。这

些信号通常与总线相关并映射到一个帧，具体在导入到 SessionConf 中的 LDF 或

DBC 文件中给出信号定义。 

有时一些额外的信号也会很有用，它们不和总线相关，但也可以使用。比如

作为循环计数器的辅助变量。 

在 SessionConf 2.x 中，您可以在虚拟信号界面下定义这些附加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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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定义虚拟信号的名称和该信号的默认信号值。在 SessionConf 2.x 中，

您也可以移动列表中的信号位置，这将改变该信号的 SDF 索引号码。 

•特殊虚拟信号（系统变量） 

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虚拟信号。系统变量是具有预设名称的虚拟信号（例如

@@SYSTIMER_UP，@@SYSTIMER_DOWN）。 

如果您想获得有关所使用的系统变量的更多信息，可以在我们的 Baby-LIN 

Sysvariable-Features 文档中单独查找。 

如果在下载 SDF 文件时发现使用了系统变量，则不仅在 Baby-LIN 中将分配

一个变量，而且还将激活与该系统变量相关的功能。此功能允许访问硬件进行数

字输入和输出，并实现基于时间的操作或其他与系统相关的配置任务。 

•用于时间控制的系统变量 

@@ SYSTIMER_UP：将分配一个计数器，如果其值不等于零，则计数器将

开始计数。计数最大值 65535。定时器计时间隔将为 1 秒。 

@@ SYSTTIMER_DOWN：将分配一个减定时器，直到它的值为零时停止

计数。定时器计时间隔将为 1 秒。 

@@ SYSTIMER_FAST_UP：与 SYSTIMER_UP 相同，但定时器计时间隔为

10 ms。 

@@ SYSTIMER_FAST_DOWN：与 SYSTIMER_DOWN 相同，但定时器计

时间隔为 10 ms。 

@@ SYSTIMER_RTC_HOUR：实际时间的小时值，由 3 个变量组成：时:

分:秒。 

@@ SYSTIMER_RTC_MIN：实际时间的分钟值，由 3 个变量组成：时:分:

秒。 

@@ SYSTIMER_RTC_SEC：实际时间的秒值，由 3 个变量组成：时:分:秒。 

除 SYSTIMER_RTC 之外的所有值都可以多次使用。意思是上面的名称可以

用作前缀，您可以通过给出不同的尾缀来建立多个@@ SYSTIMER_UP 变量。 

（例如@@ SYSTIMER_UP_1 和@@ SYSTIMER_UP_2） 

RTC 变量时:分:秒将从 0:0:0 开始计时，到 23:59:59，然后再次回到 0:0:0。 也

可以将 RTC 时间设置为用户请求的值。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常规系统变量的更多信息，可以在 Sysvariable Feature 文

档中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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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号函数 

使用信号功能，您可以定义总线上的信号或虚拟信号的操作，每次信号出现

在总线（基于帧的信号功能）或周期性方式出现（基于时间的信号功能）时都可

以执行。 

实际上，计数器函数和 CRC 函数都可用作信号函数。 

一个典型的用例是，一些节点需要一个信号作为一种消息计数器，每当发送

含有这个信号的帧时，计数器会计一次数。 

这可以通过使用计数器信号功能来完成。 

•计数器函数 

信号函数通常具有计数器（计数器的长度取决于位数），并且基于帧（即在

帧中使用的）。信号函数可用于主节点以及从节点（会向主节点发送某些数据的）。 

单击菜单中的信号函数，并使用添加按钮添加新函数。 

 

默认情况下，将创建一个计数器函数。 

需要输入它的名称，起始值和结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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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定义一个从 0 到 255 运行的 8 位计数器，它是一个周期性计数器，

将在达到值 255 后重新从 0 开始计数。 

我们把这个计数器命名为 Counter8Bit，名字仅供参考，注意不要超过 32 个

字符。 

在定义了这个 8 位计数器功能后，我们可以将其分配给基于帧或基于时间的

方式的信号。如果要分配基于帧的信号函数，您可以按左侧的“添加”按钮进行分

配基于时间的信号函数，您可以按右侧的“添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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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基于帧的信号功能只能分配给总线信号，因为虚拟信号不会出现在总

线上！如果您分配了基于时间的信号功能，则必须定义计数操作的周期。 

实现一个递减计数器只需定义一个负值递增值。 

•CRC 信号函数 

CRC 类型信号函数可用于在帧中创建附加校验和/CRC 方案。 

例如，您可以定义对于特定帧，第一个字节中的信号应该包含所有另外的 7

个字节的校验和。 

即使是通过宏，事件动作或 API 命令改变了这个 7 字节内的信号，这个校

验和也将在总线上自动计算。 

所以一旦定义后，就不必再关心校验和/CRC 计算。 

 

实际也可以从以下 CRC 模式中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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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宏 

Baby-LIN 配置宏时允许在一个事件中放置多个命令。要设置宏，首先必须

打开宏界面。 

 

要创建宏，您可以使用“添加”按钮或右键单击上图右侧窗口中的空白区域。 

现在，对于这个新的宏，你可以决定它在你的仿真中应该起什么作用。下面

的两张图中展示如何设置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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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第二张图片展示一个空的宏。要设置某些命令或条件，需要按添加按

钮或右键单击窗口的白色区域。下图展示了一个带有 Start 命令的新宏。 

注意：如果将启动设备和停止设备放在同一个宏中，那么表示的是启动设备

然后马上停止，应该分别放在两个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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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命令修改信号： 

类别 命令 描述 版本 

信号 Set Signal 为信号分配一个新值。 SDF-V2/V3 

Increment Signal 将给定值添加到信号（例如，-1 将递减信

号）。 

SDF-V2/V3 

Set Signal From 用另一个信号的值设置信号。 SDF-V3 only 

Set bit 设置信号中给定 pos（0...n）的位。 SDF-V3 only 

CLR bit 清除信号中给定 pos（0...n）的位。 SDF-V3 only 

总线控制 Start 启动总线，将始终将所有总线相关值重置

为 LDF/DBC 文件中给出的默认值。 

SDF-V2/V3 

Restart 与起始总线(start)相同，但信号值不会重

置为默认值！ 

SDF-V2/V3 

Stop 总线通讯将停止。 SDF-V2/V3 

Wakeup 将在总线上放置一个唤醒事件。 SDF-V2/V3 

Sleep 总线将进入睡眠模式。 SDF-V2/V3 

Set Bus Speed 总线速度将设置为给定值。 SDF-V2/V3 

LIN-Schedule 切换到给定索引的时间表。 SDF-V2/V3 

LIN-Set 

Schedmode 

将 3 个可用的计划模式中的一个分配给

具有给定索引的计划（循环，运行一次，

完成退出）。 

SDF-V3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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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命令 描述 版本 

总线控制 LIN-Force 

Checksum 

允许生成独立于LDF设置的LIN校验和，

可用于生成具有无效校验和的帧。 

SDF-V2/V3 

LIN-SendMaster-R

equest 

在 总 线 上 发 送 给 定 数 据 字 节 的

MasterRequest。 

注意：必须选择并执行具有 0x3c 

(MasterRequest)和 0x3d(SlaveResponse)帧

的调度表，此宏命令才会起作用！ 

 

流向控制 Delay 宏将在给定时间内停顿。[毫秒]  

Jump 这允许在宏序列内向前或向后跳转。 

对于SDF V2文件，只有负偏移才有意义，

因为 V2 中不支持条件。 

对于 SDF V3 文件，您可以使用带正偏移

的 JMP 来跳过一些依赖于条件的以下宏

命令，这样可以构建分支宏！ 

 

Event   

Goto 这允许从宏内跳转到另一个宏。 SDF-V3 only 

Gosub 这允许从宏中像另一个子函数调用另一

个宏。当调用宏完成后，执行将继续执行

此 gosub 命令后的下一个命令。 

SDF-V3 only 

Exit 这可以用于终止宏，如果它是由 Gosub

调用的宏。然后它会立即返回。 

SDF-V3 only 

以下程序显示了以两种不同速度运行刮水器电机的宏序列。简单起见，雨刮

器电机有2个信号来控制其速度。如果开始了RUN1（StatusBit1），电机将以 speed1

运行，如果开始了 RUN2（StatusBit2），则运行速度为 2.如果没有开始 RUN1 和

RUN2，电机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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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NWorks 1.x 或 SDF 格式 V2 中，宏不支持条件。 

在 LINWorks 2.x 中 SDF 格式 V3，宏命令可以设置条件。 

这意味着您可以使用具有条件的跳转来构建分支。以下 SDF V3 宏显示了如

何从信号 SLVA_Status 的两个较低位设置 2 个数字输出。 

 

上述示例需要SDF V3格式，因此只能在具有SDF V3许可证的设备上执行。 

Macro-MasterRequest 示例 

您也可以使用宏按顺序执行 MasterRequests。 

您必须确保执行持有 MasterRequest 的调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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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事件和动作 

在 Baby-LIN 中定义函数的第二种方法是使用事件。有信号事件，帧事件，

交换事件和键/数字输入事件。事件定义总是有 2 个部分：事件条件和事件动作。 

条件部分指定事件触发时，操作部分描述，触发事件时将执行的操作。 

每个事件条件都有一个条件，可以有多个动作定义。 

在 LINWorks V.1.x 中，通过“链接事件”机制实现事件的多个操作的定义。在

LINWorks V.2.x 中，这更直接，您只需在同一个界面中添加多个操作即可。 

因此，您可以在按下按键、数字输入、信号变化或是信号满足特定条件时定

义事件。事件触发后的动作可以是信号变化，宏或宏选择执行或数字输出动作。 

事件可以定义多个触发动作。某些事件和操作类型仅适用于特定的硬件。比

如标准的 Baby-LIN 没有键盘输入事件，因为它根本没有键盘。 

下图显示了 LINWorks V2.x 中 2 个事件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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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动运行 

本章节介绍了在Baby-LIN设备中安装 SDF文件和进行自动启动操作的必要

操作。 

•SDF 配置 

勾选在目标永久储存 SDF 复选框。 

 

•将一个宏分配为自动运行的宏 

将 SDF 中的一个宏分配为自动启动的宏，系统启动时会自动运行这个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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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为自动启动的宏具有[autostart]标记。 

如果要更改自动启动宏，只需在新选定的宏上执行相同操作，或者在已选择

的自动启动宏上执行相同操作。 

•使用 SimpleMenu 加载 SDF 文件到 Baby-LIN 

在 SessionConf应用程序中准备好 SDF后，我们启动 SimpleMenu应用程序。 

如果您之前使用过相同的 Baby-LIN，当 SimpleMenu 启动时，它将自动连接

到 Baby-LIN；如果您是首次启动，则必须分配 Baby-LIN 使用的 COM 端口。 

然后打开要使用的 SDF，它将自动加载到 Baby-LIN。 

•Target Configuration 菜单 

在 Baby-LIN 连接到 PC 后，我们打开设备的目标配置（在 SimpleMenu 中）

菜单，这将打开一个配置窗口： 

 

利用选项 0(0：Autostart)，您可以选择自动启动模式： 

•OFF：设备不会自动启动。 

•Autostart Schedule：一旦给设备上电，Baby-LIN 将开始运行调度表 0，但

是不执行任何宏。 

•Autostart Macro + Schedule：Baby-LIN 将运行调度表 0 并执行标记为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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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的宏。 

•Macro Only：只有自动启动宏将被执行（并且 LIN 调度表可以从该宏内启

动）。 

建议使用 Macro Only 作为自动启动的设置。这允许定义一个位置所需的所

有内容（SDF 中的自动启动宏）。然后可以使用这个自动启动的宏，启动总线，

选择一个时间表，设置信号等。 

选项 3(3：Autostart on LIN power on)是 Baby-LIN-RM（-II）设备的一个选项。

由于此系统具有逻辑（X7）和 LIN 总线电压（X6）的单独电源，如果选项 0 选

项 3 关闭的情况下被激活，那么在 LIN 电源自动启动，系统开启时，自动启动

只会执行一次；如果同时激活了选项 3，则每次 LIN 总线电压开关打开时，自动

启动都会被执行。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在连接到 LIN 总线的节点周期性地改变，因而总线电

压将在节点上循环改变的时候，这个选项就会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每次连接

新节点并启用 LIN 总线电压时，仿真将会自动启动。 

使用 Baby-LIN-RC，则不需要检查该选项，因为 LIN 总线电压同时也用作

Baby-LIN-RC 的逻辑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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