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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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上海、北京、台湾、香港、美国硅谷设有分公司，在

西安、成都、苏州设有办事处，韩国、日本办事处已经在积极筹备中。

同时，为了实现本地服务，特在以下工业城市设立销售代表：沈阳，天津，南京，

合肥，杭州，武汉，深圳，郑州，重庆，青岛。

我们是一家高新技术公司，与全球顶尖公司深度技术合作，专注于工业和制造业

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汽车研发测试、自动驾驶、医疗环境及运输监测、生命科学、

电子测试、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卫星与无线电通信、电信、金融等领域。

Company Brief
公司简介

虹科战略方向：

成为高科技领域内的资源整合、技术服务落地供应商！



Hongke Ecology
虹科业务版图

虹科旗下一共有13个细分业务模块，

为大中华及至亚太区市场的OEM、终端

用户、系统集成商等提供技术领先、质

量可靠的解决方案。

车辆网络、自动驾驶、

汽车后市场、AR

汽车行业

工业通讯、工业控制、

工业物联网、机器视觉、

环境监测、光电技术、传感器

智慧工厂、AR远程诊断

工业/制造业

EDA、FPGA、开发板

自动化测试系统、系统集成

电子、半导体

生命科学仪器、冷链运输监测、

AR智慧医疗/医院、验证、校准

医药行业

云计算/云安全、

网络可视化与安全

电信、金融

频谱监控与分析、

卫星/射频测试、仿真测试

卫星通信、航空军工



虹科
定位

Company Concept
经营理念

诚信为先

守合同重信用

诚信是我们最珍惜的品质

品质保证

全方位售后支持

始终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技术

合作共赢

不做独行者

携手并进，互惠互利



公司初立

在中国发布了《Automotive 

EFI Principle》，成立宏科

公司

1995

扎实起家

开始为中国市场客户提供

汽车诊断工具及技术服务

1996

业务拓展

更名“虹科”，

拓展工业自动化，汽车电子，

测试测量等相关业务

2007

快速发展

企业年销售额

平均增长率达25%

2018

持续攀登

公司规模翻番，

进军AR/VR，自动驾驶，

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

2020

History of Development
发展历程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西小口路66号中关

村东升科技园北领地D3-301

电话：010-5781 5068

上海市闵行区紫星路588号2幢703室

电话：021-6728 3710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南路

8号泰维智链中心T2-601室

电话：029-8187 3816

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555

号创新时代广场1-3-1006

电话：028-63910020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神舟路18

号润慧科技园C栋6层

电话：020-3874 3032

上海分公司

西安办事处

成都办事处

广州总部☆

桃園市蘆竹區經國路892號廣春成商辦大樓

16樓A室

電話: +886-3-3589488

台湾分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53-261號依

時商業大廈8樓803室

电话： 852-3175 7377

香港分公司

Branchs and Offices
大中华区组织分布图



诚信铸就品质   创新引领未来 

Company Honors
企业荣誉

广东省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

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
纳税信用A级企业

科技创新

小巨人企业
三个一批 优秀雇主

全国科技型

中小企业

广州市瞪羚企业



2017-2021年期间，虹科共获得了

ü 发明专利：授权3项，在申请4项

ü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9项，在申请4项

ü 软件著作权：授权14项，在申请1项

ü 外观专利：授权2项

Intellectual Property
知识产权



虹科获得以下认可：

1. IO-LINK全球能力认证中心、筹建委员

2. OPC&OPC UA国际培训认证资格

3. PI、CiA、ETG、AR、TSN等国际培训中心合作点

4. IBM、红帽、AWS、思科、中国移动等认证高级合作伙伴

5. 华润集团工业物联网、5G、自动驾驶实验基地唯一合作伙伴

6. 华为、VIVO、蔚来、小鹏等重点入库供应商

Industry influence
行业影响力



虹科与全球领先公司合作，共同为中国市场用户提供先进产品和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还提供优质的咨询、维护和培训服务

全球合作伙伴
Partner Worldwide



Association Influence
协会影响力

虹科积极参与行业协会的工作，为推广先进技术做出了重要贡献



虹科车辆网络事业部简介
HongKe Automotive Network Technology BU

虹科车辆网络事业部在汽车电子，特别是汽车总线行业经验超过13年。

虹科与全球顶尖公司技术合作，提供基于CAN/CAN FD/LIN/TSN/车载以太网，从数据采集、监

控和分析，网络性能仿真和优化，网络配置和一致性测试，架构开发和服务的一系列方案。虹

科自主研发的EOL测试系统、CCP/XCP 标定和UDS诊断服务开发包等已经在业内完成超过1000次

安装和测试。虹科的总线培训课程已经累计超过20万的播放量。

虹科工程师均受过国内外专业培训，并获得专业资格认证，这些宝贵经验得以让虹科团队完成

了国内多个具体项目的落地，并得到了包括蔚来，小鹏，吉利，北汽，小马等多个用户的一致

好评。

此外，我们积极参与行业协会比如CiA/TSN的工作，为推广先进技术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今，全国领域内主机厂以及零部件厂家和供应商等客户已达2600多家，虹科成为汽车行业内

知名的技术方案供应商。

团队网站：www.hongchesys.com  

关注车用总线公众号 



虹科车辆网络主要产品



汽车行业主要客户
Customer-Automotive



PART TWO



RTaW-Pegase简介



RTaW-Pegase简介



RTaW-Pegase简介

FlexRay

LIN

CAN/CAN FD/CAN XL Off-board 
Communications

• 建模、可视化和变体管理

• 模拟仿真：

802.1Q,CBS,TAS,Qbu,TCP,

  TFTP,CB,SOME/IP（TP）,

  T1S,AS-2020,Qcr,Qci；

• 配置：路由，802.1Q（优先

级），CBS（idle slopes），

TAS（调度表），802.3br

（帧抢占）

• 假设分析：标准负荷

TSN通用配置

• 最坏情况分析及仿真

• 模拟和分析：CAN和CAN

之间的网关

• 模拟：ID分配，偏移量

• 流量模型：诊断，分段，

事件触发

• 假设分析：CAN2.0B和

CAN FD协议，标准负荷• Zero-Config TSN

• 拓扑结构压力测试

• 拓扑结构优化

• CAN

• 交换式以太网

• 最坏情况下分析仿真

• CAN（FD）与FlexRay

之间的网关

• 可视化分析（甘特图）

Trace-
Inspector

• 最坏情况分析

• CAN（FD与LIN

之间的关系）

• 可视化的仿真

• 仿真分析

• 帧和PDU的传输路径

• 协议无关

• 支持802.11p

根据选择的功能模块报价



RTaW-Pegase简介

RTaW支持哪些协议？
802.1Q-2018 8 priority levels
802.1Qav AVB Credit Based Shaper (CBS)
802.1Qbv Time Aware Shaper (TAS)
802.1Qcr Asynchronous Traffic Shaper (ATS)
802.1Qbu Frame Preemption
802.1Qci Per stream ingress policing
802.1AS-2020 Clock synchronization protocols
802.1CB Redundancy, Frame Replication

RTaW支持Pegase =建模+仿真+最坏情况下的延迟分析+自动配置。例如以下专有算法:

• 简明的优先级将数据流分配给流量类别

• ASAP在交换机/节点中配置TAS门控列表

• 严格闲置斜率在交换机/节点中设置CBS闲置斜率

RTaW工程师参与了TSN标准的编辑，

也担任行业标准的秘书。

RTaW积极参与与汽车领域有关的活动



RTaW-Pegase简介

用于TSN设计
最全面的工具



RTaW-Pegase主要客户

国内（汽车行业）：小鹏汽车、蔚来、华人运通、集度汽车、岚图汽车、小桔智能、亿咖通等（吉利、理想、小米、长城、东风等）
国内（其他行业）：华为、ABB、苹果、鸿海精密（富士康）、北京理工大学等
国外（汽车行业）：戴姆勒、奔驰、雷诺集团、FCA、标致雪铁龙PSA、博世



RTaW-Pegase主要客户

在下一代E/E架构设计中使用RTaW通用配置设计模块实例：
ü 与宝马公司在IEEE SA以太网技术日的联合工作：
https://www.realtimeatwork.com/wp-content/uploads/IEEE-Tech-Days-BMW-UL-RTaW.pdf

ü 与沃尔沃在汽车以太网大会（AEC）上的联合工作：
https://www.realtimeatwork.com/wp-content/uploads/AEC2020-UL-Volvo-RTaW-web.pdf

ü 与雷诺在AEC 02/2021和IEEE SA以太网技术日的联合工作：
https://www.realtimeatwork.com/wp-content/uploads/AEC21-SOME-IP.pdf
https://www.realtimeatwork.com/wp-content/uploads/ieee-Ethernet-Tech-Days_2019.pdf

设计下一代E/E架构



RTaW-Pegase商务事宜

一个License安装一

台电脑，绑定硬盘

信息

授权方式
一次购买包括一年以内

的技术支持服务，软件

升级服务；具体根据选

择的功能模块确定

收费方式
线上培训，包括TSN技

术、软件使用等内容，

有20多个主题可供选择

培训方式
可以多个人30天免

费试用，找虹科确

认即可

试用方式



TSN工具—RELY-TSN-KIT

RELY-TSN-KIT是基于一个TSN talker传输两个视频流，视频流内嵌在评估板
卡（RELY-TSN-Bridge）中。
通过一个支持TSN的网桥RELY-TSN-Bridge和RELY-TSN-PCIe进行传输视频流，
它还包括一个流量发生器，用于在网络中制造拥堵情况。

也有支持DDS的套装



TSN工具

TSN交换机

RELY-TSN-BRIDGE该设备可用作提供4个多媒体千

兆以太网端口和1个内部端口的TSN桥，可与市场上的

其他产品互操作。

支持IEEE 802.1  AS/Qbv/Qav/Qcc/Qci/CB/Qbu/br

TSN记录仪

RELY-TSN-REC能够使用与分析中的网络中其他设备

相同的IEEE 802.1AS时序参考来检查，时间戳记和记

录常规以太网和时敏网络流量。

TSN板卡

RELY-TSN-PCIe该设备可用作PCIe TSN端点和提供2
个多媒体千兆以太网端口和2个内部端口的TSN桥。



TSN工具

产品型号 简单描述 支持的物理层

RELY-TSN-PCIE 

     插在电脑上的1路PCIe卡
• 支持WINDOWS和LINUX,但是不同系统上功能不同。
适用于：
系统集成商
• 具有实时要求的SCADA
• 具有实时需求的仿真应用
• 其他可能需要连接到TSN网络的工业应用
产品制造商

• 互操作性测试
• 开发测试
• 集成TSN功能

• 2个TSN以太网端口
• 介质选件（SFP固定框架）：

          10/100/1000Base-T
              1000Base-X
              100Base-FXRSTP 

• IEEE802.1w
• LLDP支持
• VLAN支持
• IEEE 802.1P流量优先级
• 1个PPS输出
• PCIex1 
• 通过可选适配器无缝集成在旧版式PCI系统上

RELY-TSN-BRIDGE 

     时间敏感型网络交换机
• 支持市场上数量最多的TSN标准，这使其适用于任何特定

的配置文件。
• 这些关键功能使RELY-TSN-BRIDGE平台成为用于关键环境

的最可靠和多功能的网络设备。
• 支持IEEE 802.1 AS/Qbv/Qav/Qcc/Qci/CB/Qbu/br

• 4个以太网端口
• 介质选件（SFP固定框架）：

             10/100/1000Base-T
                 1000Base-X
                 100Base-FXRSTP 

• 1个10/100/1000BaseTX以太网服务端口
• RSTP IEEE802.1w
• LLDP/VLAN支持
• 基于以太网类型或IEEE 802.1P流量优先级
• 1个USB端口



TSN工具

产品型号 简单描述 支持的物理层

RELY-TSN-REC 

   时间敏感型网络记录仪
• 需要注意的是，全双工以太网1路只能记录两个节点之间的

数据如果客户想记录全部的就可能需要很多路的记录仪
• 通过扩展端口支持IEEE 802.1AS同步

• 2个用于10/100/1000Base-TX以太网铜缆或
100Base-FX/1000Base-X光纤的SFP机架，用于TAP
或端口记录
• 1个用于10/100/1000Base-TX以太网铜缆或
100Base-FX/1000Base-X光纤的SFP笼，用于连接时
间基准以进行流量时间戳记（支持IEEE 802.1AS同
步协议）
• 1个10/100/1000Base-TX以太网铜缆端口，用于控
制台管理和用于不间断地远程访问记录的数据。

RELY-TSN-CPPS 

   时间敏感型网络网关(路由器)
• 接电脑,使用电脑的以太网网口
• TSN转非TSN
• 高层协议转换：modbus TCP等

• 4个SFP机架，用于10/100/1000Base-TX以太网铜
缆或100Base-FX/1000Base-X光纤
• 1个10/100/1000Base-TX以太网铜缆端口
• 1个半全双工RS485端口
• 2个typeA的USB口
• 1个HDMI
• 可选：数字模拟IO，热敏电阻(测温)，蓝牙，无
线(WiFi)等



PART THREE



虹科车辆网络主要产品



CAN卡及其软件

PCAN-USB FD

PCAN-USB FD：1路CAN FD转USB接口

p 通过USB接口供电

p 时间戳精度可达1us

p 提供免费的二次开发API

p 免费的报文监控软件PCAN-View

p 收费版软件PCAN-Explorer6

p 支持多种第三方软件

p 支持Windows\Linux多种操作系统

主要应用

p 采集现场CAN总线数据用于后续分析

p 基于我们的API开发的各种应用软件，比方说用于ECU刷写等



PCAN-USB PCAN-USB Pro FD PCAN-USB X6
1路CAN转USB接口 6路CAN FD转USB接口

用于多路CAN数据采集
2路CAN FD，2路LIN转USB接口

CAN卡及其软件



PCAN-PCIe FD PCAN-miniPCIe FD PCAN-M.2

1/2/4路CAN FD转PCIe接口 1/2/4路CAN FD转M.2接口，
最小巧的CAN卡

1/2/4路CAN FD转miniPCIe接
口，非常小巧的CAN卡

CAN卡及其软件



PCAN-View

监控CAN网络报文
报文ID，时间，循环时
间，数据字节
 
发送CAN报文
手动，周期性发送报文，
发送列表

记录CAN报文
最多记录100万条报文，
可记录错误帧信息

免费软件PCAN-View 收费软件PCAN-Explorer6

PCAN-Explorer6

p   CAN总线监控，过滤

p   CAN总线记录（可转成ASC/CSV格式）

p  CAN总线报文回放

p  支持加载DBC文件

p   CAN总线节点仿真

p   创建信号历史曲线图

p   图形面板，可结合VBS脚本联动

p   VBS脚本，实现自动化测试

p   J1939协议支持

软件授权方式：

单用户License：一个

License安装一台电脑

可移植License：USB

狗插到的电脑可以用

可提供全功能版本软件

30天免费试用

CAN卡及其软件



免费软件PCAN-View

CAN卡及其软件



收费软件PCAN-Explorer6

CAN卡及其软件



PCAN-Developer API
基于PCAN系列CAN卡
的高级二次开发包

PCAN-RP1210 API
基于PCAN硬件，用于
开发自己的RP1210应用
程序 ，2020年6月开始
免费开放。

收费API
免费API

CAN卡及其软件



OEM应用情况：

一是OEM厂商基于PCAN的API开
发应用软件，大量用于汽车售后

诊断，ECU刷写，如奇瑞新能源，

北京新能源，上汽，安凯客车；

二是用于ECU一致性测试方面

三是OEM厂商集成测试部门用于

CAN总线数据采集，如吉利，奇

瑞，广汽，海马，比亚迪等；部

分零部件供应商也有这种应用。

零部件供应商应用情况：
1. 大陆汽车电子，采埃孚，天合，德尔福等厂商，在国外总部基于

PCAN的API开发了针对各种项目的上位机，然后在国内相应的分部
也会用

2. 国内新能源方面的，如深圳科列，深圳英威腾，上海电驱动，哈尔滨
光宇，上海大郡动力等自己开发软件用于ECU刷写和售后测试工具

3. 基于PCAN开发软件用于其余总线仿真；如航盛，博泰等

4. 第三方测试机构如天祥，莱茵等用于EMC测试时做通讯转接用

5. 集成测试或者设备开发部门，将PCAN集成到测试系统用于ECU老化
测试

6. 芯片供应商基于PCAN开发用于他们的ECU方案的刷写工具；如飞思
卡尔，瑞萨等

CAN卡应用



ECU刷写

CAN卡应用



诊断测试

CAN卡应用



诊断测试报告

CAN卡应用



专业的LIN总线仿真测试工具



专业的LIN总线仿真测试工具



检查、创建和编辑LDF文件

检查、创建和编辑SDF文件

实时通信操作界面

基于DLL来开发应用软件

专业的LIN总线仿真测试工具



应用案例1——多功能触摸式开关测试

LIN 型多功能方向盘触摸式开关，ECU 带有 3 路 LIN 接口，且 3 
路 LIN 信号有信息交互。具体表现为一路 LIN 控制触摸式开关的
按键使能及加热功能，一路LIN 控制做开关部分按键功能，一路 
LIN 控制有开关部分按键功能。

专业的LIN总线仿真测试工具



应用案例2——多功能方向盘测试

测试LIN型多功能方向盘的按
键、背光、马达震动、HOD、
灯带功能。

利用Baby-LIN-RM-II的Digital 
Input和Digital Output进行
macro编程，分配好对应脚本
与Input和 Output的关系，最
终离线运行，通过PLC等上位
机通过Input控制对应功能的
检测并通过Output给出相应
反馈。

专业的LIN总线仿真测试工具



数采模块



温度采集模块，可支持J，K，T型热

电偶，将温度数据转成CAN总线数据

传输，可以支持导出dbc

MU-Thermocouple1

p 1路CAN FD总线

p 8路模拟量输入(16 bit, ±2.5 V, ±5 V, 
±10 V, ±20 V)
p 4路模拟量输入(12 bit, 0 - 10 V)
p 4路模拟量输出(12 bit, 0 - 5 V or 0 - 10 V) 
p 4路数字量输入（上拉或者下拉）

PCAN-MicroMod FD模拟版

p 1路CAN FD总线

p 8路数字量输入（上拉或者下拉）

p 数字版1: 8路数字量输出（低通）

p 数字版2: 8路数字量输出（高通）

p 3路模拟量输入(12 bit, 0 - 10 V)

PCAN-MicroMod FD数字版

数采模块



PCAN-Router FD PCAN-Router Pro FD

两路CAN/CAN FD，可自己

根据提供的例程编写网关固

件，可以实现CAN FD和

CAN之间互相转换

网关：6路CAN FD，可以用软件配置，也可以自己编写

固件实现网关功能，实现CAN FD和CAN之间互相转换

数据记录仪：16 GByte eMMC，可同时记录CAN FD和

CAN数据；导出数据可转换为ASC与CSV格式

CAN网关路由器



PCAN-Wireless Gateway
CAN转无线网关

PCAN-Ethernet Gateway
CAN转以太网网关

WLAN IEEE 802.11 b/g
使用TCP或者UDP传输数据

 10/100Mbit/s 比特率

使用TCP或者UDP传输数据

CAN转以太网网关可以通过
IP网络连接2个CAN总线节点，
所以可以实现长距离传输

直接连到PC也可以作为CAN
卡来使用，可以使用PCAN的
二次开发包PCAN-Basic API
做二次开发。

也可以集成到测试系统里面

CAN网关路由器



PCAN-LIN

PCAN-LIN可实现CAN、LIN、
RS232任意两个之间的转换，也
可作为LIN转CAN网关独立运行

CAN网关路由器



CANeasy—用于仿真、分析、测试CAN FD/LIN/以太网的软件
CANeasy：The software of Simulation、 Analysis、Test the CAN FD/LIN/Automotive Ethernet



PART FOUR



基于视觉的自动驾驶和ADAS系统的开发和测试需

要在不同的道路条件下遇到不同的驾驶情况下进行

大量的真实测试。这些耗时的、难以重复的、成

本高的且由于执行的测试场景数量有限而不可靠的

道路测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虹科提供的

logiRECORDER汽车HIL视频记录仪来替代。

使用一体化汽车数据记录仪，改进和加速基于

ADAS/AD的前沿视频和视觉的测试、验证和设计，

用于原始的多通道视频和网络数据记录、数据分

析，并在现实的硬件在环(HIL)模拟中回放记录数

据。快速在开发人员的桌上复制测试车辆的多摄像

头视频系统和车内数据总线。

logiRECORDER：用于记录、回放和分析视频的设备



logiRECORDER系统连接



logiRECORDER主要应用场景

p 在真实的驾驶条件下提供非侵入式

的ADAS/AD ECU验证/测试

p 启动测试和验证文档-验证产品质量

p 收集在不同道路条件和不同地理位

置所遇到的驾驶情况的数据库，用

于实验室环境中的研发和测试

p 实车多摄像头和网络系统的半实物

仿真

logiRECORDER主要应用场景



logiRECORDER记录仪介绍

p 最好的时间戳<100 ns, 支持PPS, PTP/gPTP
p 最低功率100w以下

p 13 Gbs 原始数据记录吞吐量

p 60%的无损视频压缩

p 直接支持GMSL/FPD链路相机

p 32TB存储标准文件系统和可移动SSD
p 固态硬盘加密*
p 支持Mobileye 相机的HIL仿真

p 记录，回放和HIL
p 模块化:12个视频通道，16个 CAN通道, 4个以太  网接口

p PC端软件易配置

p 有用于定制软件开发的SDK
p 2x 10 Gbs 以太网接口用于数据加载和HIL*

* 一些功能正在开发中



logiRECORDER技术指标

视频

p 6个视频插槽(2个输入和2个输出通道)

p 直接支持所有流行的汽车LVDS链接(

无需转换盒到以太网)

p TI FPD Link III, Maxim Integrated 

GMSL, GMLS2视频串行链路

p 总共 12.8 Gbs 的数据吞吐量*:

p X12 1MP@30fps YUV 16-bit 

p X6 2MP@60fps YUV 16-bit 

p X4 8MP@30fps, Raw 12bit

p 22 Gbs 无损压缩

p 中央时间戳 < 100ns

网络和接口

p 8 I/O 插槽，单个插槽支持 : 

p 2x CAN 通道

p  2x 或者 4x FlexRay 通道

p 2x LIN 2 或者 GPS 或者 2x UART

p ADIO (3x DigIO, 1x Analog, 1x Audio )

p 3 个以太网插槽:

p 3x1Gbs Eth

p 4x100Mbs 100BASE-T1 (OABR)

p 4x1Gbs MAC, Atom CPU管理器

p 支持车辆数据库::

p CAN XML DBC, ARXML

p LIN LDF

p FlexRay FIBEX XML

其它

p PC端应用程序:
p 硬件配置

p 记录设置

p 回放和分析

p 存储:
p x4  标准 SSD硬盘插座

p 高达32TB, exFAT32 格式

p 数据记录时长高达 6.5h到数天

p MDF4或ROS/ASC/PCAP格式

p 供电 
p 9-24 VDC, 100W
p µController 控制

p 支持舒适关机...
p 尺寸和重量

p 281x350x110mm(11.1x13.8x4.4 Inch)
p 6.5 – 7 kg



logiRECORDER定制—配置精确的接口

2通道视频卡 FPD Link-III CAN 卡 网卡 

集成的I/O插槽可以灵活选择车辆的视频和数据网络接口:

p x6 视频卡槽

p x2 高速以太网卡槽: 1 GbE, 100BASE-T1 (OABR)

p x1 智能以太网卡槽: Atom (x86) managed 4x 1 Gbs MAC

p x1 FlexRay卡槽(支持双通道或者4通道)

p x8 低速网络卡槽: CAN HS/LS/FD, UART, LIN

p x2 通常卡槽: Digital/Analog, 时间同步



logiRECORDER视频和网络接口



logiRECORDER前面板



logiRECORDER I/O板卡

类型 零件号 说明 当前是否有货
FPD Link-III logiR-FPD3C-953-954 两个输入输出通道; TI FPD Link III 4.16Gbs带宽 是
FPD Link-III logiR-FPD3C-933-934 两个输入输出通道; TI FPD Link III 1.87Gbs带宽 是
FPD Link-III logiR-FPD4-971-9702 两个输入输出通道; TI FPD Link iV 8.4Gbs带宽 样品
GMSL logiR-GMSLC-705-706 两个输入输出通道; GMSL 1.6Gbs带宽 是
GMSL logiR-GMSL2C-295A-296A, V2 两个输入输出通道; GMSL2 6Gbs带宽 是
GMSL logiR-GMSL2C-717F-716F 两个输入输出通道; GMSL2 3Gbs带宽 是
GMSL logiR-GMSL2C-717-716A 两个输入输出通道; GMSL2 6Gbd带宽 是
HDMI logiR-HDMI-511-613 一个输入输出通道 HDMI 是

类型 零件号 说明 当前是否有货

Ethernet logiR-Eth1000T 以太网 1000Base-T 交换机; JA1055TLA 是

BroadR-Reych logiR-OABR5 车载以太网 是

视频卡

高速网络卡

类型 零件号 说明 当前是否有货

Ethernet logiR-SmartETh01 Atom managed 4x 1Gb MAC 是

智能以太网卡



logiRECORDER I/O板卡

类型 零件号 说明 当前是否有货

CAN logiR-CANSW 双通道单线CAN :AU579 是

CAN logiR-CANFD 双通道 CAN FD ; TJA1049T 是

CAN logiR-CANLS 双通道低速CAN ;TJA1055T 是

LIN logiR-LIN 双通道LIN ; TPIC1021DRG4 是

UART logiR-UART 双通道 UART; ADM3202ARN 是

Flex Ray logiR-FLEX2 双通道Flexray ; TJS1080A 是

Flex Ray logiR-FLEX4 四通道Flexray ; TJS1080A 是

Flex Ray logiR-FLEX4CONN logil - flex4四通道Flex Ray模块的附加模块 是

Analog I/O logiR-ADIO 模拟和数字IO模块 是

Time Synch logiR-SYNC 同步模块 是

SPI logiR-933-934 四通道SPI 是

Aurora logiR-AURORA-DS25BR110 2通道TI DS25BR110接口AURORA 是

车辆网络和通用卡



logiRECORDER配置软件—硬件配置

p 摄像头

p 通信

p GPS

p ......

用于配置



logiRECORDER配置软件—记录配置

p 记录模式

p 触发方式

p ......

用于配置



logiRECORDER配置软件—回放和分析

p 同时播放视频

和网络数据

p 对数据进行操

作和分析

p ......



logiRECORDER—结合rFpro仿真



logiRECORDER—结合rFpro仿真



Xylon-主要客户



PART Five



虹科开关与仿真解决方案
Hongke Testing & Measurement Solution

虹科开关与仿真事业部为客户提供数千种基于PXI/PCI/LXI/USB的功能

模块，涵盖了程控开关，程控电阻，传感器仿真板卡，数字IO，模拟

IO，程控电源，FPGA板卡等多种产品，可以满足客户多样性需求。

针对客户对完整测试系统的需求，虹科的技术团队可以给您提供一站式

的交钥匙服务，即由我们来完成软硬件的开发和调试，客户可以实现开

箱即用。

如果客户有更为复杂的需求，目前的货架产品无法满足需求，虹科成熟

的技术团队可以给您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以及相应的高效的定制服务。

射频/微波测试仪器 开关与仿真模块 机箱与控制器

虹科万片电容老化失效测试系统



噪音振动（NVH）
诊断

WPS500X
压力传感器

汽车示波器套装

虹科维修诊断解决方案
Hongke Automotive Maintenance & Diagnosis Solution

汽车诊断示波器



虹科云课堂
（微信扫码查看）

300节
+

免
费
技
术
课
程

30000位+
行业工程师参与过
我们的课程

10
0位

+

行
业
大
咖
讲
师
鼎
力
打
造

您可以在【虹科云课堂】找到如下主题课程：

p 汽车电子与测试专题
p 汽车维修诊断专题
p 汽车以太网与TSN专题
p 数字工厂专题
p 5G新基建专题
p 网络安全专题
p 电子测试测量
……

虹科培训
Hongke Training

关注车用总线公众号 
菜单栏点击免费课程



hongke_Tech

www.hongchesys.com

Hongketeam

广州虹科电子

广州虹科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虹小科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西安 | 武汉 | 成都 | 
台湾 | 香港 | 美国硅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