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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驱动 

拿到产品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设备安装驱动程序。安装方式有两种： 

1.1 从光盘中安装驱动 

在将 PCAN 接口系列（如 PCAN-USB、PCAN-PCI 系列，PCAN-PC104 系

列）连接到电脑上之前必须先安装驱动程序。安装步骤如下： 

1. 插入产品配套的光盘到电脑光驱中。一般等一会就会弹出一个导航窗口，

如果没有，请打开光盘的根目录，点击  

2.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 English，然后点击 Drivers 进入驱动页面，在该页

面中直接点击 Install now 安装 

 

3. 然后按照提示的安装即可，在下图选择界面时，最好都选上： 

 

1.2 自行下载驱动程序安装 

如果您的电脑没有光驱或者公司禁止使用光驱，您也可以到 PEAK System

的官方网站上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下载地址如下：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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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eak-system.com/fileadmin/media/files/pcanusbprofd.zip 

解压后，文件夹里面包含 PCAN-USB Pro FD 的相关 API，驱动，英文版

Usermanul，双击 即可安装。 

1.3 状态灯 

安装好驱动后，可以将 PCAN-USB 设备连接到电脑上，有 USB，CAN，LIN

的 LED 指示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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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CAN-View 的基本使用方法 

2.1 连接硬件 

当没有连接 PCAN 硬件时，打开 PCAN-View 自动弹出的 Connect 连接窗口

中可用的 CAN 硬件窗口是空白的，表示没有 CAN 硬件连接到 PC。如下图左图

所示。 

当把 PCAN-USB 连接到电脑上时，正常打开弹出的连接窗口中会显示该硬

件。在这里还可以设置该连接的波特率，报文过滤等信息。当然也可以选择一个

已经设置好的连接，如图中的 demo2。 

 

第一次使用硬件是是只有下图红色方框中的第一行的硬件信息的，下面的网

络（demo2，DemoNet）是用另外一个软件设置的。当然没有这些网络是不会影

响使用的。 

  

图 1 连接窗口对比 

注意：如果插上了硬件，但是没有显示硬件，请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

是否正确安装了接口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可以右键单击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驱动程序在配套的光盘里面。也可以参考驱动程序安装方法的说明。 

 

特别注意：在软件没有任意报文收发，也没有任何操作时，才能插拔 PCAN-

USB Pro FD 的 USB 接口，否则容易损坏设备里面的固件。 

设置过滤器，接收某个

ID 范围之内的报文。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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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更改波特率 

 

图 2 连接 

如果已经打开了 PCAN-View，想要更改波特率，可以点击菜单栏中的

CAN 或者点击工具栏中的连接按钮（链接状按钮），如图 2 中的红色方框所

示，也会弹出图 3 中所示的连接对话框。 

 

图 3 更改波特率 

因为 CAN FD 的数据波特率是可以调节的，所以需要设置两个波特率，一

个是 Nominal Bitrate(名义波特率)，另外一个是 Data Bitrate(数据波特率)，这两

个就按照需求自行设定相应的波特率。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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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显示的是已经设置好的 CAN FD 网络连接。 

 

注意：如果不是用到 CAN FD 协议，只是用 CAN2.0，时钟频率（Clock 

Frequency）建议选择 24MHz，如果使用 CAN FD 协议，建议使用 20MHz, 

40MHz or 80 MHz（这也是博世推荐的） 

2.3 接收 CAN 报文 

如果该 PCAN-USB Pro FD 已经连接到 CAN 总线上，并且总线是有数据传

输的话，在接收区域是可以接收到数据的。，如下图中所示。 

 

 这里第一列是表示报文的 ID； 

第二列是报文类型，如果是 CAN FD 的报文，是以 标识出来； 

第三列是数据字节的长度，如果是 CAN FD 报文，最大可以到 64 个字节； 

第四列是具体的数据； 

第五列报文循环时间； 

第六列是接收到的报文总数量； 

 

通常还有如下几种显示方式，可以参考查看。 

 

点击此处开始记录报文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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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记录报文 

 

 保存的数据的格式是.trc 的文件格式，可以用记事本打开，也可以用

PCAN 的专用转换工具将其转换为 ASC 或者 CSV 格式的文件。 

 

 

 在记录界面这里，也会显示具体的时间，当前占用可以记录总量的百分

比，记录的缓存类型，接收，发送报文的数量，错误数量等。 

在这里可以设置一些

记录的模式，如 Linear 

Buffer 记录模式表示

记 录 的 数 据 达 到

100000 条就停止记录，

Ring Buffer 表示记录

的数据达到 100000 条

就去掉最开始的数据，

而保存最新的数据。 

点击停止按钮

后，就可以保存

刚才记录的数据

了，默认格式是

trc 文件，可以通

过工具转换为

csv 等文件类型。 

开始记录报文后，

点击此处可以显示

记录的报文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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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发送报文 

 

 

 

通常是创建 CAN 2.0A 或 2.0B 的报文，如果我们需要创建 CAN FD 报文，

就将 CAN FD 的勾选上。 

针对多于 8 个字节的数据，选择对应长度后，可以点击后面的拓展按钮，会

弹出输入多于 8 个字节的数据内容。 

这个表示的是循环发送

的时间，单击勾掉的话可

以停止发送，Count 表示

已发送的报文数量。 

点击此处可

以新建报文 

在空白处单击鼠标右

键选择 New Message

即可新建一条报文 

这是新建报文的编辑

窗口，在这里可以设置报

文的 ID，长度，数据。Cycle 

Time 表示自动发送报文

的循环时间，如果为 0 的

话表示手动发送报文。打

上 CAN FD 的勾，则创建

CAN FD 的报文 

 

 

 

文。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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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发送报文的界面上，点击软件左上角的保存按钮，可以将当前

Transmit 框中的 ID 保存为 xml 文件（发送列表），下次打开可以继续使用。 

 

2.6 自定义波特率 

如果用户需要自定义波特率而非用 PCAN-view 中所包含的波特率，那么用

户可以自己选择，如下图点击 波特率右边拓展按钮，选择 Manage Bit rates。 

 

 

选择 Manage bit rates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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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弹出波特率设定的窗口。选定使用的时钟频率后，点击“+”添加新的自

定义波特率。在 Caption 填入名称,然后输入对应的 prescaler、tseg1、tesg2 和同

步跳转宽度.这一部分就可以由用户参考使用不同的组合实现不同的波特率。 

 

2.7 统计总线负载率 

 PCAN-View 软件中显示的 Bus Load 这个功能选项卡，打开就会显示当前网

络上的总线负载信息。包括：实时负载，历史负载，最大负载，最小负载，最大

负载的时间，最小负载的时间，平均负载等信息。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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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LIN-View 的基本使用方法 

3.1 连接 

下面左边这个图片是没有安装好驱动程序的时候，这个界面上没有显示已经

接到电脑的连接。所以连接之前必须安装好 PCAN-Pro 的驱动程序，会出现如下

图右边图所示的连接。在这里需要选择你连接的通道，并配置好要使用的模式，

波特率等。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波特率必须和您所连接的 LIN 总线想匹配。如果

不知道具体的波特率，也可以选择自动匹配。 

 

 

硬件连接方式： 

 

 CAN 总线只要连接 CAN_H 和 CAN_L 就可以，但是 LIN 总线还需要连接电

源（9 号脚，8 - 18 V DC）和地。 

 LIN 和 CAN，USB 之间都带有 500V 的电气隔离，但是两路 LIN 之前没有

隔离，所以使用的时候注意不要接错线。 

3.2 接收报文 

在连接时如果选择 Slave 模式，并且连接的 LIN 总线上正有报文在传送，那

么就可以自动显示当前总线上的 LIN 报文，如下图所示：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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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导入了 LDF 文件，也可以直接显示具体的信号量： 

 

3.3 发送报文 

3.3.1 单次发送报文 

通过 PCAN-USB-Pro 发送 LIN 报文。如下图所示，首先在 Global Frame Table

中选择一个 ID 号，在下面的属性窗口中设置成红色方框中所示。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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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在 Transmit 窗口中的空白处右击鼠标，选择 New Frame。弹出 Frame

的编辑窗口。 

 

 注意：在 LIN 通信机制中，主节点任务才可以发送报文内容，从节点任务只

能发送报文头 ID 的。因此，在这里点击 New Frame 后弹出的窗口中，如果选择

的 ID 下面的数据字节不能更改，表示这个 ID 是从任务的。如果需要更改请到第

一步的 ID 属性窗口中更改 。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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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好 Frame 之后，如下图所示，点击发送即可。就可以在接收窗口看到刚

才发送的数据。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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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循环发送报文 

 首先需要先添加一个 Table（调度表），点击下图红色方框中的按钮添加： 

 

 添加完成之后在右边的 Tables 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 Add Entry，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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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可以添加多个 ID，不过初始值都是 00，需要在下面的属性窗口中设

置发送一条之后间隔的时间和具体的 ID 号，如下图所示： 

 

 

点击开始运

行调度表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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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导入 LDF 文件 

 导入 LDF 文件后会在 Table 那里显示当前连接到的节点设置的调度表，如下

图所示，显示了 LDF 文件中定义的主节点的几个进度表： 

 

 选择某个进度表，点击 即可开始运行进度表。这时会显示相关的 ID 的名

称和信号的值。如下图所示：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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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报文过滤 

 PLIN-View 中没有专门的报文过滤的功能，但是可以通过设置，不显示特定

的报文。比方说不想显示 ID 为 03h 的报文，只需要设置 03h 的 Direction 为 Disable

就可以。如下图所示： 

 

3.5 记录报文 

 点击 Trace 下的开始或者

中的红色的开始 Trace 按钮就可以开始记录接收到的 LIN 报文。点击开始后首先

会弹出一个文件保存路径选择窗口： 

http://www.hkaco.com/
mailto:support@hkaco.com


                                         19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0-38744538          传真:020-38743233         www.hkaco.com         support@hkaco.com 

 

 在这里默认的文件名字是 Untitled.ltrc，默认的文件类型是.ltrc 文件，选择好

保存路径后就开始记录报文了。 

 保存下来的.ltrc 文件可以选择以记事本的方式打开。 

http://www.hka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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