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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N-Diag FD 简介及其应用 

——手持式 CAN/CAN FD 总线诊断设备 

 

 

 

PCAN-Diag FD 是一款用于 CAN 总线通信诊断的手持式诊断工具。可以基于协议层诊

断 CAN2.0 和 CAN FD 报文，也可以利用示波器功能和测量功能实现物理层测试。  

示波器功能用于 CAN 总线上的信号曲线进行质量评估。CAN_H 和 CAN_L 使用独立的

测量通道采样，采样频率达 100MHz。基于采集的信号曲线，PCAN-Diag FD 可以解码 CAN

报文，并图形化显示报文的相关信息。  

在协议层面上， CAN 报文通信数据流显示列表中，也可以加载数据库（如 dbc，sym）

文件，将十六进制的报文解析为具体的物理量，如温度，速度，压力等。  

为了进一步的分析，Tracer 记录功能可记录 CAN 报文。PCAN-Diag FD 可发送 CAN 报

文，支持单条报文或者一序列报文发送到 CAN 总线上；另外，记录下来的 CAN 报文也通

过 PCAN-Diag FD 回放到总线上，所有协议层的功能都适用于 CAN2.0 和 CAN FD。 

新的 CAN FD 标准 (CAN with Flexible Data Rate) 主要特征是更高的数据传输带宽。每

个 CAN FD 帧最多可包含 64 个数据字节（代替目前的 8 位），可用最快 12Mbit/s 比特率进

行传输。CAN FD 向下兼容 CAN 2.0 A/B 标准。 

PCAN-Diag FD 带有一个按钮和四个功能键，操作方式简单。 该设备可由外部供电，

也可由内部电池供电，内部电池在外部供电的时候会自动充电。使用可选的充电方式，可以

加快充电过程。 

1. 技术参数 

 高速 CAN 连接（ISO 11898-2）  

 兼容 CAN2.0A/B 和 CAN FD 标准 

 支持 ISO 标准和非 ISO 标准的 CAN FD 

 CAN FD 数据域（最大 64 字节）的传输速度，从 25kbit/s 到最高 12Mbit/s 

 CAN 波特率 20—1 Mbit/s 

 Microchip CAN 收发器 MCP2558FD 

 九针 D-Sub 连接头（符合 CiA®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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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幕 800 X 480 像素分辨率 

 根据功能和设备方向进行纵向或横向显示  

 通过微型 HDMI 接口在外部显示器上进行显示  

 通过内部可充电电池或外部电源供电（低电压插座） 

 即使在运行期间，也可以通过外部电源对电池进行充电  

 可快速充电功能，需购买充电底座（IPEH-003068）  

 内部存储卡用于保存工程，连接到电脑时也可用作 USB 大容量储存设备  

 通过一个按钮和四个功能键操作设备  

 工作温度：0-50°C（32-122°F） 

2. 主要功能 

 在物理层和协议层上分析 CAN 和 CAN FD 网络  

 从预设列表或多选用户定义值中选择波特率 

 基于固定值列表自动检测波特率 

 可切换成只听模式  

 可选择静默启动功能（在错误波特率下的只听模式）  

 用符号解析文件显示接收 CAN 报文的信号，包括枚举（数值的列表）、多工器、

和 ID 范围 

 可以通过附的 windows 软件 PCAN Symbol Editor 创建 Symbol 文件，用于解析 CAN

报文 

 记录 CAN 报文到内存卡，可使用 CAN ID 过滤器  

 回放记录的 CAN 报文文件 

 通过 Windows®软件（PEAK-Converter）可把记录的文件转换成 ASC 或 CSV 格式 

 可以发送单个 CAN 报文或 CAN 报文列表  

 CAN 报文支持十进制、十六进制、或二进制输入。在运行时期间可改变单个传送

报文的数据  

 测量 CAN 总线负载，用时间图显示，可切换显示错误帧 

 总线负载时间图可以保存为位图截屏 

 当系统正在运行，也可测量高速 CAN 总线的 CAN 终端 

 根据所使用的收发器模块，可切换所连接总线的 CAN 终端 

 测量 CAN 接头（D-Sub）上所有引脚的电压 

 在工程中管理设备配置、传送列表、符号文件以及所有记录的数据（截屏、踪迹、

和 CSV 文件）  

 总线关闭时可自动复位 

 

3. 示波器功能 

 示波器含两个独立测量通道，每个通道最大采样率为 100MHz 

 显示 CAN_H 和 CAN_L 信号，也可以显示两个信号之间的电压差  

 触发可配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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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帧开始和帧结束、  

 CAN 错误 

 CAN ID 

 CAN FD 帧的波特率切换  

 外部测量设备触发，使用 4mm 的 BNC 接头 

 显示原始 CAN 帧和 CAN FD 帧  

 从记录的信号踪迹中解码 CAN 帧和 CAN FD 帧  

 报告功能显示各种属性和解码 CAN 帧的测量数据  

 当前显示可截图保存为位图 

 存储器深度达 1M 

 记录的样本数据可存储为 CSV 文件  

 扩展的缩放功能  

 时间测量分辨率可达 10ns 

 

编辑软件 PCAN-Diag FD Editor for Windows 特性，随产品附带： 

 方便配置所有可用设备的设置 

 编译传送列表 

 每个工程项目配置多个比特率 

 设备配置、传送列表，传送序列以及符号解析文件可保存在工程中  

 通过 USB 连接将工程传送到 PCAN-Diag FD 的存储卡 

4. 发货清单 

 PCAN-Diag FD，附带充电器或不附带，防震塑料壳 

 配置软件 PCAN-Diag FD Editor（Windows®10，8.1，7（32/64 位）） 

 Windows 操作系统下的 PCAN Symbol Editor 符号编辑软件 

 转换软件 PEAK-Converter （Windows®10，8.1，7（32/64 位）） 

 USB 连接线 

 电源单元为欧洲，美国和英国的可更换插头 

 HDMI/微型 HDMI 连接线 

 PDF 格式说明书 

 快速使用指引 

注释：充电器在 PCAN-Diag FD 的供电模块随带 

5. 订货信息 

说明 货号 

PCAN-Diag FD 不带充电器 IPEH-003069 

PCAN-Diag FD 带充电器 IPEH-003069 + IPEH-003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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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脚定义 

 

7. 规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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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产品及相关界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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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虹科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是宏科）成立于 1995 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方经济和

文化中心—广州市。我们耕耘的领域包括测试测量、汽车电子、自动化、嵌入式开发工具和

软件工程。我们除了销售产品之外，还为中国客户提供二次开发、维护和培训服务。 

目前我们在广州、北京、上海、西安、成都、武汉、深圳、香港和伦敦设有分支机构。 

主要产品有： 

1、 汽车总线工具方面 

a) 德国 PEAK-System 的 CAN 分析工具； 

b) 德国 Lipowsky 的 Baby-LIN 系列 LIN 总线仿真分析工具； 

c) 德国益驰的 CAN 总线仿真分析工具，CAN 总线干扰仪 

d) 英国 Influx 数采模块和数据记录仪， 

e) 德国 Klaric 的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高压数采方案 

2、 测试测量方面 

a) 英国 PicoScope 汽车诊断示波器； 

b) 英国 Pickering Interfaces 的产品：主要是有信号开关与程控电阻，架构形式有 PCI，

PXI，LXI，GPIB；分类有：通用、矩阵、多路复用、射频与微波模块，故障注入

开关，光纤开关等 

c) 意大利 AT 等信号发生器等 

3、 工业自动化方面 

a) 德国 SYSTEC 的 CANopen 源代码，PLC Core； 

b) 德国 KUNBUS 的模块化工业网关，工业以太网和现场总线通讯接口嵌入式模块； 

c) 德国 KPA 的 EtherCAT 网络开发、安装和诊断工具，EtherCAT 主站、从站协议栈， 

d) 其它还有 Helmholz（赫姆赫兹），Softing，PROCENTEC 等 

e) 德国 Microcontrol 的坚固性数采模块 

4、 温湿度数据记录仪，主要有温度记录仪，温度巡检仪，温度计，采集卡，热电偶，变送

器，传感器等； 

主要品牌有：Elpro，Comet，MSR，Grant 等； 

5、 开发工具，主要有：烧录器（编程器），编译器，开发板 

主要品牌：MikroE，Asix，Ronetix，Phyton，Conitec，progmadev ，NABTO，RistanCASE 

 

联系我们：罗伟光  手机/微信号：135 1276 7172；邮箱：lwg@hkaco.com 

广州总部：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科学大道 99 号科汇金谷三街二号 701 室 

 

 

 

 

 

罗伟光个人微信 汽车电子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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