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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总线
工具

PEAK CAN 卡概述

接口
10
32

Automotive bus analysis software

车辆总 线接口主要是指 CAN 和 LIN 转 PC 接口模块，包括 CAN/LIN 转 USB，CAN/LIN 转 RS232，CAN FD/
CAN 转 PCI，PCIe，miniPCIe 等。主要品牌有：
•

德国 PEAK 的 PCAN 系列；

•

瑞典 Lawicel 的 CANUSB；

•

德国 Systec 的 USB-CANmodul；

•

德国 Lipowsky 的 Baby-LIN 系列

Windows

Linux
CE 6.x

64

ARM

x86

32

64

-

-

-

-

PCAN-USB

CAN

PLIN-USB

L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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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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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CAN-Chip USB & 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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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CAN-ExpressCard 34

CAN

-

-

PCAN-PCI

CAN

PCAN-PCI Express

CAN

-

-

PCAN-PCI Express FD

CAN + CAN FD

-

-

PCAN-cPCI

CAN

PCAN-miniPCI

CAN

PCAN-miniPCIe

CAN

-

-

PCAN-miniPCIe FD

CAN + CAN FD

-

-

PCAN-M.2

CAN + CAN FD

-

-

PCAN-PC/104

CAN

PCAN-PC/104-Plus

CAN

PCAN-PC/104-Plus Quad

CAN

-

-

PCAN-PCI/104-Express

CAN

-

-

PCAN-PCI/104-Express FD

CAN + CAN FD

-

-

主要特点
•

提供免费的二次开发 API，包括 Basic API，UDS 诊断系列 API，CCP/XCP 标定 API；

•

免费的报文监控软件 PCAN-View，具有网络监控，报文发送，记录，测量总线负载，过滤等功能

•

支持第三方软件：开源的 BUSMASTER，德尔福的 VISU，康明斯的 INSITE，CodeSys，MATLAB，Qt 等

•

支持多种操作系统 Win8.1,10（32/64 位），Win11（64 位），Linux，部分支持 WinCE6.x

•

使用缓存的方式，保证通信稳定不丢帧

主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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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 CAN 网络（包括集成测试，售后等方面）

•

CAN 总线节点仿真（包括研发，测试等方面）

•

基于 API 开发的 ECU 刷写软件（包括研发，生产，售后等阶段）

•

多通道 CAN FD/CAN/LIN 数据采集

......

9

多种免费二次开发包

PEAK CAN 卡主要型号与订货信息
从左图可以看出，基于 PEAK 的
CAN 卡产品，我们主要提供了基
础 的 CAN 通 信 开 发 包 PCANBasic API；用 于 ECU 标 定 的
CCP 和 XCP 开发 包；用 于 诊 断
方面的 ISP-TP，UDS，OBD-2 开
发包。
以上 API 都是免费提供的。
！

10

重要！不再支持 Windows X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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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LIN 系列产品概述

使用案例

Baby-LIN 系列产品主要用于 LIN 总线节点仿真，所有型号都可以脱离电脑独立运行。可用于研发，测试，生产等各
个方面，如耐久性测试，
自动测试系统，EOL 等。
Lipowsky 是专注于做 LIN 总线产品的，
其主要客户有伟巴斯特，
博世，
法雷奥，
贝洱热，
天合汽车，
大陆汽车电子，
海拉，
高田，德昌电机，
均胜等。
下面是 Lipowsky 主要产品的功能对比：

Baby-LIN-II

Baby-LIN-RM-III

专业的 1 路 LIN 总 线 转 USB 接口，可用于 LIN

专业的 LIN 总线测试仿真工具，可同时仿真 1 个

总线网络监测和节点仿真，能同时仿真 1 个 LIN

LIN 主节点和多个从节点，带有 2 个按键和多路

主节点和多个从节点。

数字 IO，可通过按键产生触发事件来控制，也可
以通过 IO 接口连接 PLC，实现自动测试。

Baby-LIN-RC-II

Baby-LIN-MB-II

专业的 LIN 总线测试仿真工具，可同时仿真 1 个

Baby-LIN-MB-II 可以通过 RS-232 和以太网来

LIN 主节点和多个从节点，带有 6 个按键，最多可

控制 LIN 总线设备。Baby-LIN-MB-II 提供了一

产生 12 种触发事件来控制 LIN 节点的动作。如

整套的 ASCII 码命令，用来与 PLC 或者其它类型

马达正转、反转等。

的上位机通信。

HARP-5
* 备注：Baby-LIN-RM-III，Baby-LIN-MB-II，HARP-5 默认都是 1 路 LIN，如果需要支持 CAN 和扩展 LIN，需要另外付费。

HAPR-5 是一个移动式 CAN 和 LIN 总线仿真与数据记录设备，并带有显示屏、按键和电池，也可以通过 SD 卡中存
储的 SDF 切换多种不同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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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LIN 系列订货信息

LINWorks 软件组成
购买 Baby-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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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LIN-RC-II 订货信息

LINWorks 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8000995

LDF-Editor

8000943

用于检查、创建和编辑 LDF 文件（LIN 描述文件）。

9004210
3000681

Session Configurator

用于检查、创建和编辑 SDF 文件，也可导入 LDF 或 DBC 文件。它可以定义所有需要仿真和控制的总线信息，如，总线

HARP-5 订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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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判断等，
这种编程能力可用于每一个设备，开箱即用。

Simple Menu

用于连接 Baby-LIN 产品和加载 SDF 文件，修改设备目标配置，控制总线，监控总线报文和信号。并且可以在未加载
LDF/SDF 文件的情况下，对总线报文进行监测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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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LIN-RM-III 订货信息

LINWorks 软件工作流程
LINWorks 软件套装工作流程如下图所示，首先将准备好的 LDF 或 DBC 文件导入到 Session Configurator 软件
内编辑生成 SDF 文件，导出的 SDF 文件包含有 Baby-LIN 设备需要的全部信息。之后根据您所使用的设备与用
途通过 Web 接口，USB 大存储容量设备，SDHC 卡或者 Simple Menu 软件将 SDF 文件导入到设备内。

！

注意事项

Baby-LIN-MB-II 订货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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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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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总线
分析软件
Automotive bus analysis software

CanEasy
CanEasy 是 CAN(FD)、LIN 和汽车以太网的分析和测试软件。

主要特点
用户界面

J1939，图形面板等。
下表是我们的一些软件汇总，可供参考。

总线仿真

•

丰富的图形面板

•

支持导入通信矩阵 (DBC, ARMXL, LDF)

•

数据库编辑器

•

对不存在的控制单元进行仿真

•

自动生成的面板

•

支持各种协议 (ISO-TP, UDS, KWP, XCP)

•

信号调制和算术功能

•

作为 LIN 节点发送控制器的调度程序

自动化

我们的车辆总线分析软件主要也是和各个产品配套的，
主要功能包括总线监控，
分析，
节点仿真，

主要功能

•

集成任何框架 (robot 框架，Matlab/Simulink)

•

动态过程的编程

•

用于创建序列的调度程序

兼容性
•

可导入完整的 CANoe 配置

•

可使用 CANoe 面板

•

将 CAPL 节点转换为 CanEasy 插件

•

执行 CAPL 测试模块

•

支持文件格式 CFG, BLF, ASC, CAN,
XVP, CNP

扩展
•

用单独的控件扩展 RichPanels

•

用任何编程语言创建用户插件

•

可直接在 VBA 和 VSTA 中编程

分析功能
•

记录和回放功能

•

触发和报警功能

•

总线负载和周期时间分析

•

测量信号值的曲线图

•

用于日志分析的记录

诊断
•

支持 UDS、KWP2000 和 XCP/CCP

•

导入 CDD、ODX、PDX、ELF、MAP 和 A2L 文件

•

错误内存显示

•

读写 ECU 变量（通过 XCP 和 UDS）

•

参数和服务编辑

硬件
•

支持多种硬件适配器，如 PEAK CAN，
Vector Informatik，National Instrument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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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软件 PCAN-View 功能介绍

高级软件 PCAN-Explorer6 及其插件简介

PCAN-View 软件是一个适用于 Windows 的 CAN 报文监视器，可同时接收，发送和记录 CAN 报文。支持 CAN

PCAN-Explorer6 软件具有网络监控，加载 DBC 文件，创建图形面板，绘制信号历史曲线图，J1939 等功能；这个

FD，CAN 2.0A 和 2.0B 协议，最大波特率可达 1 Mbit/s。

软件有分主体软件和各个功能插件的，选择不同的功能价格也都不一样的，下面是简单说明，请参考：

连接窗口会显示当前连接的硬件，并可设置波特率，过滤器等参数。

应用一览

主体软件

（订货号：IPES-006000）主要是报文收发，过滤，保存等功能
可移植 License USB-Dongle

（订货号：IPES-006090）
功能插件 CANdb Import Add-in3

（订货号：IPES-006086）；用于支持
导入 dbc 文件
功能插件 Plotter Add-in2

（订货号：IPES-006087）；用于创建信号曲线图
功能插件 Instrument Panel Add-in3
！

只有支持 CAN FD 的 CAN 卡才能支持。
注意 ：测试总线负载，

（订货号：IPES-006088）；用于创建图形面板，
图形化显示物理量信号
功能插件 J1939 Add-in

免费软件 PLIN-View Pro 功能介绍

（订货号：IPES-006089），用于支持 J1939 协议

PLIN-View Pro 软件是一个适用于 Windows 的 LIN 报文监视器，可同时接收，发送和记录 LIN 报文。可仿真
LIN 主节点和从节点，可以导入 LDF 文件，运行进度表，显示 LIN 信号。

主要功能
连接窗口会显示当前连接的硬件，可设置波特率，节点类型等参数，可自动探测波特率。

应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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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总线监控，过滤

•

支持加载 dbc 文件

•

图形面板，可结合 VB 脚本联动

•

CAN 总线记录

•

CAN 总线节点仿真

•

VB 脚本，实现自动化测试

•

CAN 总线报文回放

•

创建信号历史曲线图

•

J1939 协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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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Works 软件功能
LINWorks2.x 是 Baby-LIN 系列产品配套的免费软件，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
LDF Editor

主要用于创建 LIN 的描述文件（LDF 文件）；一般的 LIN 设备都会配套有 LDF 文件，但是如果没有，使用 LDF Editor
可以从 0 开始创建该 LIN 设备的 LDF 文件，但前提是你必须有该 LIN 设备的全面的信息，如使用的报文帧，信号，发
送报文的顺序等。

车载以太网
和 TSN 相关产品
Automotive Ethernet and TSN related products

SessionConf

主 要 用 来 配 置 CAN 和 LIN 的 一 些 逻 辑 操 作，事 件 触 发，Macro 操 作 等，并 在 这 里 配 置 Baby-LIN 的 控 制 软件
SimpleMenu 的界面。配置的前提是需要 LDF 和 DBC 文件，配置完成后是 SDF 文件。例如，总线上的哪些节点应该
由 Baby-LIN 仿真，设置控制的信号值。
因此，Baby-LIN 不仅可以充当 LIN 总线主站，也可以仿真从站节点。甚至还可以独立操作 LIN 总线而不需要连接任
何从站。Baby-LIN 可以同时仿真所有节点（包括主站和从站）。
！

车载以太网的交换机，采集模块，转换器和对应的测试仿真软件

注意 ： 这里说的 CAN 总线的功能，目前只有 Baby-LIN-RM-III 和 HARP-5 支持，且 Baby-LIN-RM-II 的 CAN 功能需另付费。

Simple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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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 LIN 或 CAN 设备。在这里也可以监控报文和记录报文，并可以发送特定的命令。
另外可以在无 LDF 文件时当一个从站操作。Pure Monitor 模式监控 LIN 总线。LINWorks2.x 软件可以支持 Windows
XP，Win7 (32/64 Bit)，Win8 (32/64 Bit)。如果用户需要的话，也可以支持 Linux 版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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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器类产品

1 100BASE-T1 MEDIACONVERTER_BCM
媒体转换器：100BASE-T1_BCM

车载以太网和 PC 系统之间的物理层转换。
100BASE-T1 MediaConverter_BCM 在使用 100BASE-T1 的汽车 ECU 和任何带有
RJ-45 连接器的快速以太网设备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点对点转换。在这个过程中，设备不会存储或修改数据包。
在市场上首创，经验证有高可靠性。它使用的是 Broadcom BCM89810 Phy。

2 1000BASE-T1 MEDIA CONVERTER
媒体转换器：1000BASE-T1

千兆车载以太网和 PC 系统之间的物理层转换。
1000BASE-T1 MediaConverter 可以在使用 1000BASE-T1 的汽车 ECU 和任意带有 RJ-45 连接器的千兆标准以太网设
备之间建立一个直接的点对点转换。在这个过程中，设备不会存储或修改数据包。Marvell 88Q2112 Phy 提供 1000 Mbps
和 100Mbps 模式。

1000BASE-T1 车载以太网可选 STP 电缆 /H-MTD 接口 /MATEnet 接口

3 1000BASE-T1 SFP MODULE
在 1000BASE-T1（千兆车载以太网）和 SGMII 接口之间转换。
1000BASE-T1 SFP 模块是在 1000BASE-T1 和 SGMII 之间转换的最先进
解决方案。它适合于标准小型可插拔 (SFP) 插槽 ，并对应一个全双工千兆车载以太网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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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0BASE-T1 SFP MODULE

软件和测试工具

在 100BASE-T1 和标准以太网之间转换。

1 ANDI
汽车网络诊断仪

100BASE-T1 SFP 模块是在 100BASE-T1 和 SGMII 之间转换的最佳解决方案。
它适合于标准小型可插拔 (SFP) 插槽，并对应一个全双工百兆车载以太网接口。

车载以太网控制器和总线系统的简单测试和仿真环境

5 1000BASE-T1 EMC CONVERTER

ANDi 是用于以太网 ECU (BASE-T1) 的测试和仿
真 环 境，也 支 持 CAN/CAN-FD、LIN 和 FlexRay

基于 1000BASE-T1 快速高效地进行 EMC 测试的解决方案。

总线系统。ANDi 环境可以支持 ECU 的开发人员

1000BASE-T1 EMC 转换器专为 EMC 暗室内测量而设计。它与适配器板

通过仿真总线的其它部分和智能地生成报文来

一起交付，该适配器板支持内部物理状态读取，并通过光纤模块提供千兆

验 证其 ECU 的功能。流量查看功能非常灵活和

车载以太网和 SFP 千兆以太网的点对点连接。

实用，支持通过图形显示信号，并无缝支持数据库
（Fibex、ARXML、DBC、LDF）。通 过 Technica
Engineering 和其他硬件以及 .net 扩展的支持，
ANDi 可以用作复杂 ECU 测试和测试自动化的强

交换机类产品

大工具。

1 UNIVERSAL EMC DEVICE
具有 LIN、CAN/CAN-FD、100BASE-T1 和 FlexRay 等通信总线。
通用 EMC 设备是一种革命性的测试设备，可以在高电磁辐射下执行
数据记录和流量生成，而不会影响的测量的过程。

2 MEDIA GATEWAY

用于测试和分析车载网络的开发工具

Technica Engineering 的 Media Gateway 是一个开发和测试工具，被广泛应用
在使用 100BASE-T1 的车载网络上。它的内置车载以太网交换机和配备的 12 个
100BASE-T1 端口，可以在保持正常通信的同时捕获设备之间的流量，还可以通过
测试设置与此类设备进行交互。 它支持 VLAN 的单标签和双标签、镜像、转发等。 提供额外的和可选的 CANEthernet 双向转换，以及通过以太网和一个 SFP 插槽进行 FlexRay 记录的功能。

！

更高速的车载以太网！支持 2.5G/5G/10G 的车载以太网转换器设备
（H-MTD 接口）正在开发中，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咨询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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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DELa
数据库编辑和布局
与 ANDi 完美配合、易于掌握的数据库工具

3 BTS
车身电子测试系统

支持 TSN 的汽车网络设计软件 RTaW-Pegase
RTaW 提供了设计平台、自动化配置和验证工具，用于可证明安全和优化的关键嵌入式网络和 E/E 架构。

用于自动化验证车身 ECU 的高度可扩展
硬件在环（HiL）测试系统

RTaW-Pegase：
用于构建和优化使用在汽车领域、
航空航天领域以及工业领域的通信网络，
包括时间敏感网络
（TSN）
、
CAN（FD/XL）、LIN、Arinc、NoC 车载网络，以及车外通信的无线通信网络。

ADELa 是一个数据库编辑工具，它提供了 Fibex
和 ARXML 数据库的可视化和验证功能，主要用

作为一种高度可扩展的硬件在环测试系统，车身

于车载以太网，也适用于 CAN。通过容易操作的

电子测试系统 (BTS) 用于自动验证车身 ECU，

RTaW-Pegase 是用于 TSN 最全面的设计工具。除了时间精确地模拟仿真外，RTaW-Pegase：还可以计算通信延

面板、向导以及图形查看器等工具，
可以轻松生成、

例如最新汽车系统中使用的车身 ECU。你可以

迟的严格数据理论上限和内存缓存使用率，并且嵌入高阶自动配置算法，以确保正确且高效地使用网络硬件和软

评估和修改数据库。然后，这些数据库可以用作剩

根据需求自由配置它，它拥有车身电子环境中所

件。

余总线模拟 (RBS) 或 ANDi 中的报文生成和解析

有常见的硬件接口和总线系统。BTS 最重要的

的来源。

特点是可以实现实际负载。仿真和数字 I/O 的内
置连续电压和电流测量以及快捷功能，以及利用
车载以太网（通过 SOME/IP）的 CAN、FlexRay
和 LIN 接口使其在市场上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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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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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

TSN 测试工具和 IPcore
TSN 相关 IP 和工具主要来自 Soce 及其子公司 Relyum，TSN 产品应用框架图如下：

RTaW-Pegase 各个功能模块

RELY-TSN-PCIE
简单描述

支持的物理层

插在电脑上的 1 路 PCIe 卡

2 个 TSN 以太网端口

支持 WINDOWS 和 LINUX, 但是不同系

介质选件（SFP 固定框架）：

统上功能不同 ; 适用于 :

•

10/100 / 1000Base-T

•

1000Base-X

系统集成商

•

100Base-FXRSTP

•

具有实时要求的 SCADA

RSTP IEEE802.1w

•

具有实时需求的仿真应用

LLDP 支持

•

其他可能需要连 接 到 TSN 网络的

VLAN 支持

工业应用

IEEE 802.1P 流量优先级
1 个 PPS 输出

28

产品制造商

PCIex1

•

互操作性测试

通过可选适配器无缝集成在旧版式

•

开发测试

PCI 系统上

•

集成 TSN 功能

29

RELY-TSN-BRIDGE

RELY-TSN-KITS

简单描述

支持的物理层

简单描述

支持的物理层

时间敏感型网络交换机

4 个以太网端口

时间敏感型网络评估套件

结合了 TSN 端点和 TSN 桥功能，提供

RELY-TSN-BRIDGE 支 持市场上 数 量

介质选件（SFP 固定框架）：

包含 RELY-TSN-PCIe、
TSN Evaluation

2 个外部光纤或铜三速以太网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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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00/1000Base-T

•

1000Base-X

•

100Base-FXRSTP

board、Traffic generator、ISO Image
for host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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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以太网性能测试解决方案

RELY-TSN-REC
简单描述

支持的物理层

时间敏感型网络记录仪

2 个用于 10/100/1000Base-TX 以太网

需要注意的是 , 全双工以太网 1 路只能

铜 缆 或 100Base-FX/1000Base-X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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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了通 过 扩展端口支持 IEEE 802.1AS
同步

1

流量生成器如何帮助测试汽车以太网？
流量发生器可以通过汽车以太网网络发送大量各种应用流量，以对安全关键功能和信息娱乐系统的性能
进行基准测试。通过同时从 1000 个模拟客户端生成多媒体流的混合来测试单播、多播、学习缓存等。验证
QoS 策略是否有效地定向通信量，通过性能最佳的链路路由来自摄像机和传感器的高优先级通信量，以及

纤的 SFP 机架，用于 TAP 或端口记录。
1 个用于 10/100/1000Base-TX 以 太网

不太重要的通信量。

铜 缆 或 100Base-FX/1000Base-X 光

了解带宽、延迟和损失对应用性能的影响，发现网络上的性能瓶颈，并针对繁重的流量负载进行测试，以确

纤的 SFP 笼，用于连接时间基准以进行

保依赖汽车以太网的每个组件都能提供最佳用户体验。

流量时间戳记（支持 IEEE 802.1AS 同步
协议）。

流量生成器还允许汽车制造商使用广泛的恶意攻击库进行安全性和漏洞测试。验证防火墙是否正在检测和

1 个 10/100/1000Base-TX 以太网铜缆

阻止未经授权的流量，
并通过以非常高的规模发送授权应用程序流量和恶意攻击的组合来执行 DDoS 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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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RELY-TSN-CPPS

— 在可控实验条件下仿真真实流量

简单描述

支持的物理层

虹科 Apposite 的现代软件解决方案为各

时间敏感型网络网关 ( 路由器 )

4 个 SFP 机架，用于 10/100/1000Base-

种网络、应用和安全测试场景提供了复杂

接电脑 , 使用电脑的以太网网口

TX 以太网铜缆或 100BaseFX/1000Base-X 光纤 1 个

的性能测试。通过大规模复制真实的应

TSN 转非 TSN 高层协议转换 :
modbus TCP 等

10/100/1000Base-TX 以太网铜缆端口

用流量和协议，优化设备和网络性能。

1 个半全双工 RS485 端口

有了 Netropy 流量生成器解决方案，你

2 个 typeA 的 USB 口

可以在上线之前，在实验室里确定性能瓶

1 个 HDMI

颈和故障点，以确保你的产品的服务质量

可选的 : 数字模拟 IO, 热敏电阻 ( 测温 ),
蓝牙 , 无线 (WiFi) 等

30

流量生成器解决方案

和客户的体验质量。

31

流量生成器应用框图

TrafficEngine
用经典的性能测试方法对网络和设备的原始数据包级性能进行基准测试

通过 TrafficEngine 生成线速无状态流

•

严格的优先级（802.1p-1998/Qos)

量并模拟数以百万计的复杂流量，快速、

•

时间敏感流的转发和排队

轻松地评估复杂的网络拓扑结构。通过

（802.1Qav/FQTSS/ 基于信用的

在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下进行压力测试，

流量整形）

确保网络性能、
QoS 策略和规模的弹性。

•

增强预定流量（802.1Qbv-2015/
时间感知整形）

TrafficEngine 可以用来测试 TSN 的相
关指标，如：

•

帧抢占（802.1Qbu-2016 &
802.3br -2016)

SessionStrike
评估有状态网络设备和服务器的会话保持能力

3

解决方案概述

SessionStrike 评估了有状态网络设备

拟客户端和应用服务器，SessionStrike

建立 TCP 和 HTTP 连接的速度，以进行

可以创建数百万个 TCP 和 HTTP 连接，

全面的容量和性能测试。通过大规模模

以验证设备的会话 保持能力。

AppStrom
优化应用感知的设备和系统的性能和功能

DNS Strom
针对高规模的 DNS 查询，衡量运营商级 DNS 服务器的性能和容量

AppStorm 帮助你使用一个大型的预先

有各种应用组合和协议的真实网络流量，

定义的应用流程库来验证应用感知设

你可以确保产品的服务质量和客户的体

使 用 DNS

Storm 从多达 100 万个模

的中断点。有了世界上最常用的域名的

备的性能，如防火墙和 SD-WAN 网关

验质量。

拟客户端每秒生成多达 200 万个 DNS

最 新目录，DNS Storm 可以评 估服 务

的规模。通过模拟客户端、服务器和具

查询，从而找到运营商级 DNS 服务器

器对有效和无效查询的真实响应。

AppPlayback

RFC2544
专门为执行 RFC 2544 测试方法的子测试而设计

在受控的实验室环境中捕获、复制和放大生产流量

AppPlayback 捕捉生产网络状况，并将

个流量，在实验室中以巨大的规模记录

其转换为动态流量流，以帮助发现并消

和重放真实世界的流量和 应用特性。仿

除网络上的性能瓶颈，以 免其到达终端

真客户端和服务器，以快速和容易地验

用户。

证网络设备的性能。

通过将单个流量捕获放大到多达一百万

32

Apposite 的 RFC 2544 测试模块允许

比较。

用户快速评估各种网络设备的包转发性
能。该测试解决方案执行行业标准的吞

评估固件、系统架构、安全补丁和新应

吐量、延迟、帧丢失和背靠背测试，以验

用变化的影响，以确定瓶颈并避免性能

证性能特征并对设备进行基准测试便于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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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FC2544 测试

吞吐量

延迟

帧丢失

背对背帧

吞吐量测试确定了你

延迟是指一个数据包

帧丢失是指从源地

背靠背测试描述了被

在没有任何数据包丢

从源到达目的地的时

址成功传输但目的地

测设备处理背靠背帧

失的情况下所能达到

间，
即客户端到服务器，

从未收到的帧的百分

的能力——即缓冲。

的最大吞吐量。

或测试设备到 DUT。

比。
RFC 2544 测量 DUT

RFC2544 将 以 自 动

RFC 2544 通过在测

RFC2544 从 选 定 的

可以在没有任何数据

化方式，找到从小到

试帧上打上时间戳，

帧 大小开始，在制定

包丢失的情况下处理

大的多种帧大小的最

通 过网络 传输，然后

的时间内以 100% 线

的最大帧突发中的帧

大 吞 吐 量。然 后，该

在收到帧时检查时间

速运行。它以 10% 的

的数量。

寻值测试逐渐减低吞

戳来测量延时。

增量递减并记录结果。

吐量，知道 观察到零

然 后以不同的帧大小

数据包丢失。

重复测试。

5

硬件规格
Netropy 流量生成器解决方案
Netropy 流 量 生 成 解 决 方 案 可 在 高 性 能 设 备 和 虚 拟 机
(VMWareESXi、KVM、OpenStack) 上使用。在基于浏览器的
现代用户界面上轻松配置测试，或使用全面的 RESTful API 提
高自动化程度。同时运行多个测试并使其保持运行，从任何地
方连接和执行测试。APPATE 的 Netropy 流量生成解决方案
可以与 APPal 的 Netropy 网络仿真器完全集成，以创建终极
真实世界测试环境。在后台与您的团队轻松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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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TS-pico3 参数

自动驾驶时间同步
自动驾驶汽车的同步使用纳秒级和 PTP IEEE1588 配置文件 AES67/IEEE 802.1AS。车辆编队（Vehicleplatooning）
是自动驾驶汽车可能采用的一整套功能的一部分。一个队是一组车辆，它们可以非常紧密地在一起，安全地高速行驶。
每辆车与队中的其他车辆进行无线通信。现代通信，如无线、GNSS 定位、雷达 / 激光雷达传感加上线控转向和油门，
使计算机能够控制汽车 - 假设它们都高度准确和安全地同步。Elproma NTS-pico3 是当今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主导产
品。

1

时间同步架构

纳秒级自动驾驶主时钟
• PTP 硬件时间戳
• NTP Stratum- I 服务器
• PTP IEEE1588

Grandmaster

36

适 用 于工 业 4.0, 自
动驾驶，过程自动化，
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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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联网
MQTT 解决方案

网关与转换器

虹科 HiveMQ 是一款旨在将数据快速、高效、可靠地传递给物联网设备的 MQTT 解决方案，为实现设备和企业

这里说的网关与转换器， 主要来自德国 PEAK-System 公司，网关包括 CAN 转 CAN 网关，
CAN 与 CAN FD 互转，

平台之间进行实时、双向的数据推送。虹科 HiveMQ 提供多种 MQTT Broker 产品，并提供 Kafka、企业安全及

CAN 与 LIN 互转，CAN 转以太网，CAN 转 WLAN（WiFi），转换器有高速 CAN 转低速容错 CAN，高速 CAN 转

MQTT Broker 桥接三种企业级扩展套件 , HiveMQ 还提供高效的 MQTT 客户端及云平台，
多方位满足用户需求。

单线 CAN，CAN 转光纤，LIN 转光纤等。

Gateways and Converters

lInternet of Vehicles MQTT Solution

PCAN 网关

产品特点
1. 提供免费版、专业版、企业版

3. 提供企业级扩展包，快速实

5. HiveMQ 专门针对现场传输

功能，连接的设备数量可扩展

现物联网数据到现有企业系统

不稳定、非实时传输场景（如

至百万级别，最大程度适配您

资源整合

车联网、卫星通信、地下石油管

的场景需求

道等）
4. 可部署于云平台、服务器、电

2. 快速、可靠地交付数据，有效

脑、Docker 等，
并支持私有云、

利用硬件、网络及云资源，降低

公有云及混合云

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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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AN 转换器
来自德国 PEAK-System 公司的转换器主要有 CAN 隔离器，CAN 中继器，高速 CAN 转低速容错 CAN，高速
CAN 转单线 CAN 等，高速 CAN 转拖车 CAN（ISO11992-1），CAN 转光纤，LIN 转光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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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对比 PEAK 公司各个 IO 模块的基本通道数量。
各个模块的配置是通过配套的软件来设置的，可以将各个数字量、模拟量与 CAN 报文对应起来。关于各个模块
的详细参数及其介绍请参考下面的介绍。

低成本 CAN/CAN FD
数采模块

名称

规格型号

主要功能

PCAN-Micromod 模拟版 1

IPEH-002204

8 Ain 10bit，4 Aout,CAN 通信

PCAN-Micromod 模拟版 2

IPEH-002207

8 Ain 16bit，4 Aout,CAN 通信

PCAN-Micromod 数字版 1

IPEH-002200

8 Din，5 Dout,CAN 通信

PCAN-Micromod 数字版 2

IPEH-002201

8 Din，5 Dout,CAN 通信

PCAN-Micromod 混合版 1

IPEH-002202

2 Ain，6 Din，2 Dout,CAN 通信

PCAN-Micromod 混合版 2

IPEH-002203

3 Ain，2 Aout，2 Din，1 Dout,CAN 通信

PCAN-Micromod 混合版 3

IPEH-002206

8 Ain，8 Din，8 Dout,CAN 通信

PCAN-MIO

IPEH-002187

6 Ain，2 Aout，8 Din，8 Dout,CAN 通信

PCAN-MicroMod FD Digital 1

IPEH-003083

3 Ain，8 Din，8 Dout，CAN FD/CAN 通信

PCAN-MicroMod FD Digital 2

IPEH-003084

3 Ain，8 Din，8 Dout，CAN FD/CAN 通信

PEAK 的 IO 模块主要就是 PCAN-Micromod 系列，再加一个 PCAN-MIO。其中 Micromod 系列是一些通用性

PCAN-MicroMod FD Analog 1

IPEH-003087

8 Ain，4 Aout，4 Din，CAN FD/CAN 通信

的 IO 模块，MIO 除了一般的 IO 采集功能之外，还有 CAN 总线网关的功能。详细请参考如下对比表格。

MU-Thermocouple1 CAN

IPEH-002205-J/K/T

8 路 J/K/T 热电偶采集，CAN 通信

MU-Thermocouple1 CAN FD

IPEH-004005-J/K/T

8 路 J/K/T 热电偶采集，CAN FD/CAN 通信

Low cost CAN/CAN FD data acquisition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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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LIN
记录仪与诊断仪
CAN/LIN recorder and diagnostic instrument

PEAK 相关记录仪
CSS 低成本记录仪
Your data, your way.

轻松记录车辆 / 机器中的 CAN 数据—并通过 SD 卡或 WiFi 提取数据。使用您喜欢的工具或通过 100％免费的
开源软件 / API 处理可互操作的数据。
非常适合车辆远程信息处理，OEM 开发，诊断等。

CANedge：专业的 2 路 CAN FD/LIN 记录仪

CANedge 是我们的第二代数据记录仪。 它结合了易于使用
的最新规格和强大的可配置性。 可以使用您喜欢的工具或通
过 100％免费的开源软件 /API 处理带有时间戳的数据。 建
议将 CANedge1 用于纯数据记录的使用场合。
如果您想要通过 WiFi 收集数据，
则 CANedge2 是理想的设备，
它可以将数据从车队自动上传到您的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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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免费的软件 /API 工具
•

CANedge 和 CLX00 都有提供各种免费的工具软件 :

•

CANedge: 可以通过我们的离线 / 在线编辑器工具轻松地修改 JSON 配置。

•

数据可以通过简单易用的 GUI / API 进行 DBC 转换，也可以转换为 ASC / TRC / CSV 格式。

•

对于 CANedge2，可以通过 CANcloud 管理设备和数据。

虹科 PXI/PCI/LXI
解决方案

HongKe PXI/PCI/LXI solutions

手持式 CAN 总线诊断仪
PCAN-Diag FD 是一个手持式的 CAN/CAN FD 总线检测设备，
适用于现场诊断 CAN/CAN FD 总线的故障。主要功能包括：

•

检测波特率

•

CAN/CAN FD 电平测量

•

测量终端电阻

•

CAN 错误检测

•

测量引脚电压

•

监控和发送 CAN/CAN FD 报文

•

总线状态查看

•

记录和回放

•

测试总线负载

•

方便快捷的配置工具

随着汽车在电子方面变得越来越复杂，使得要对这些电子组件进行测试也随之
变得越来越有难度。
虹科联手英国 Pickering 公司，在这方面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 —— 自 1988 年
起，我们便已经开始设计并生产用于汽车测试应用的 PXI，PCI 以及 LXI 开关系
统和传感器仿真产品。这些应用包括从简单的车身控制器，防锁刹车系统（ABS）
制动模块，仪表盘测试，传输控制，空气气囊爆裂，发动机管理单元，电池管理系
统（BMS）测试，到主动安全以及信息娱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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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科 AWG 信号源产品
在汽车电子测试方面的应用
虹科提供的 AWG-4000 系列信号源具有 16 位垂直分辨率结合高采样率
和 12Vpp( 高阻抗负载 24 Vpp) 输出幅度范围，成为成功应对汽车测试
新挑战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主要功能

产品规格

•

CAN, CAN- fd, LIN, Flexray, SENT 仿真和故障排除

•

2 通道 /4 通道 /8 通道模拟输出

•

100BASE-T1, 1000BASE-T1，宽带仿真，抗干扰信号

•

1.2GS/s 实时采样率

和噪声

•

14-bit 垂直分辨率

•

汽车用电气和电子元件在低电压下的功率完整性试验

•

高达 300MHz 带宽

•

传感器信号的生成 : 用高清晰度示波器采集理想信号

•

最大输出电压：6Vpp - 12Vpp (Opt.)

后的仿真或真实信号的生成。

•

2/64/128 Mpts 每通道缓存深度

MOSFET 栅驱动幅值信号仿真，用于 MOSFET 的特

•

8 数字通道同步输出 (Opt.)

性描述和优化

•

SW 用户接口：Expert Rider 可用于 AWG

•

•

电气标准仿真高达 24v

•

MEMS 传感器测试 : 高达 24v - 2.5ns

模式，Simple Rider 可用于 AFG 模式

此外，当今的汽车解决方案需要创建准确而可靠的测试，以证明在各种测
试条件下的安全性是关键：LiDAR（激光雷达）是此类解决方案的战略组
件之一。 虹科 AWG5000 系列任意波形发生器可以生成具有出色杂散性
能的雷达信号，以实现车载 LiDAR（激光雷达）信号的相关测试。

产品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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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通道、4 通道、8 通道模拟输出

•

实时采样率：6.16 GS/s

•

垂直分辨率：16-bit

•

实时带宽：2GHz

•

输出电压高达 5Vpp，±2.5V 硬件偏置 @50Ω

•

每通道高达 4 Gpts 的波形缓存

•

单台设备最高支持 32 路数字通道与模拟通道同步输出

•

多台设备同步，虽高支持 32 路模拟通道 +128 路数字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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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虹科 Pickering 产品
在汽车行业的应用

传感器和应变仪仿真

当说到发动机管理单元（EMU）和车身控制器测试，仿真发动机舱内和车
厢内的阻性环境传感器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当测试控制安全气囊的发
动机控制单元时，
仿真汽车加速度计能够验证气囊爆管是否能正常引爆。

1

我们的专业与实力使得世界各地主要的大型汽车公司，包括天合汽车集团 TRW，德尔福 Delphi，李尔 Lear，宝马

虹科 Pickering 的 程控电阻解决方案是业内类型最广泛丰富的，可提供

BMW，特 斯 拉 Tesla，卡 特 彼 勒 Caterpillar，马 瑞 利 Magneti Marelli，博 世 Robert Bosch，雷 诺 Renault，标 致

PXI 和 PCI 两种规范，在多个通道上具有低至 2mΩ 的分辨率以及高达

Peugeot，西门子 Siemens，大陆汽车集团 Continental Automotive，江森自控 Johnson Controls 等等，都指定选

0.03% 的准确度。另外我们还是唯一提供 PXI 和 PCI 两种规范的 应变

用我们可用于汽车功能性测试的 PXI，PCI 和 LXI 开关和传感器仿真产品来满足他们的应用需求。我们为汽车电子行

仪仿真器 的厂商 —— 现在您可以轻松地将应变仪测试结合到安全相关

业开发了一系列优化的模块，并致力于使发动机控制单元（ECU）测试变得更容易，更快速，更可靠。

的发动机控制单元上。

4

电子控制单元（ECU）测试

几乎所有的电子控制单元（ECU），从简单的车身控制器到发动机管理单

电动车辆电池管理系统（BMS）测试

随着道路车辆越来越多地采用电力推进系统，要解决的重大难

元（EMU），都需要用信号开关和传感器仿真来进行充分的测试。用于电

题之一是如何有效地测试电池管理系统（BMS）。为了更好地进

机控制的开关需要高电流，用于控制功能的需要低电平开关。温度和高

行 BMS 测试，我们研发了 PXI/PXIe 多节电池仿真系列（41/43-

度传感器本质上是阻性的，因此对于测试应用来说比较容易仿真。随着
汽油动力汽车转移到了42V 动力平台上，因而需要选择更高的电压开关。

752 系列），具有模块化和可扩展平台的优点，是模拟电池组的

而对于电动车辆，电子控制单元（ECU）上电压普遍为 400V 到 600V

理想选择。这些模块可以通过编程或使用我们软件面板控制实
现直流电压和电流回读。还可以将这些模块和我们其他的开关
和仿真模块结合起来共同构建 基于 PXI 的灵活的 BMS 测试系

硬件在环（HIL）仿真

2

硬件在环（HIL）仿真能够被用来仿真发动机控制单元（ECU）在外部故障条件下的反应，比如导线断了或用错了温度传感
器。能够在进行产品及测试之前，在一个实际的环境下对发动机控制单元（ECU）进行彻底的测试。通过使用硬件在环（HIL）
仿真，所有可能的短路或开路都可以被仿真，当错误的传感器数据被注入并且获得发动机控制单元（ECU）的反应后，就可
以知道设计是否能像预期设定的一样。无论被测系统如何复杂，您都可以在高性价比前提下获得更佳的稳定性。
我们的硬件在环系统（HILS）产品包括：
•

模块化接线系统

•

故障注入单元开关

•

用于传感器仿真的程控电阻

统 —— 包括温度测量、故障注入、热电阻（RTD）仿真等。

5

环境测试

在一个环境室内测试多个发动机控制单元，需要在测试周期内利用外
部仪器和源来激励并从发动机控制单元上采集数据。我们的 BRIC 高
密度开关矩阵 能够在 8 个 PXI 槽上提供超过 4400 个节点，尺寸范围
从 4 到 32 行，10 到 552 列。BRIC 的 2IVI 兼容 驱 动 使 得 软件包（比
如我们的 Switch Path Manager 信号路径管理软件 和 NI 的 Switch
Executive）的集成变得简单。另外，我们的固态继电器多路复用模块

对于要求高速阻抗的应用，例如汽车网络，我们提供专门设
计的模块，例如我们的 PXI 和 PCI 故障注入开关模块（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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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矩阵模块产品线实际上拥有无限长的开关寿命，因而这些模块是进
行超长时间环境测试的理想之选。如果您倾向于使用 LXI（以太网）接

分别为 40-200/201 和 50-200/201），它们能够模拟在常

口，我们超过 1000 种的 PXI 模块（包括 BRIC 矩阵）都可以用于我们

用的差分串行接口上的故障。这些模块只是我们广泛的故

的 LXI 模块化机箱上。除此之外，我们还提供高密度 LXI 矩阵 (60-55X

障注入开关系列的一小部分，设计用于测试汽车环境中使用

系列 和 65-22 系列），这些矩阵具有跟 BRIC 一样的功能，同时可以

的安全关键型通信系统的响应。

通过以太网连接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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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仪器管理

无论您是要测试低频音频通道，火花线圈点火模式，MOST

开关仿真

当测试车身控制器时，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测试输入是否能对开

光纤通道还是最新的卫星收音机 —— 我们的 信号开关

关污染以及开关无法正常通 / 断电阻做出反应。我们的 汽车开关

模 块 能 够应 对 各 种应 用。这 些 模 块包 括电 压 最 高 可 达

仿真模块（40-480 系列）设计用于仿真最多 32 个汽车开关的操作，

1000VDC，
带宽最高可达 65GHz 单刀单掷的
（SPST）
继电器，

这些开关由于长期使用会出现触点污染或电流泄漏的情况。开关

多刀多路复用器，以及节点矩阵，另外还包括光纤开关。

仿真可以测试汽车 I/O 设备以确保在不利条件下能进行正确的动
作。

7

10
信号调节

大多数的 PXI 仪器都缺少能够产生或从被测发动机控制单元上捕获数
据的产品类型。比如说，信号或任意波形发生器缺少驱动仿真外围设
备（如凸轮轴和 ABS 车轮传感器）的信号所需的幅度，数字化仪在放
电期间不能充分捕获火花塞线圈的主输入。而我们的 高电压放大模块
（41-650 系列 ) 具有多通道增益可选放大器，可与包括我们的 函数
发生器（41-620 系列）在内的许多仪器配合使用。我们的 高电压衰减
模块（41-660 系列） 具有可选输入范围，能接受最高 600V 的波形。

汽车负载管理

要对比如车身控制器，防锁刹车系统（ABS），电动助力转向以及
传输控制等发动机控制单元进行测试，就需要将高电流负载连接
到被测单元（UUT）上。我们提供类型广泛的 PXI 开关模块，能
够在一个 PXI 机箱上支持最高 40A 的负载切换。对于要求更高
电流的应用，我们的 数字 I/O 和继电器驱动模块（40-410，411，
412 系列）使得测试系统能够控制 PXI 机箱难以支持的继电器。
另外，我们的 PXI 负载电阻模块 （40-292）可在我们的 PXI 和
LXI/USB 模块化机箱中提供最高 15W 的程控负载功率。另外，
我们的 LXI 高功率矩阵（60-600 系列）能够在最多 64 个通道上
切换 10A 的电流。

当然仅仅为汽车测试提供开关和模块是不够的，您还会希望能够快速有效将您的系统连接到被测设

8

备上。因而，为支持开关模块，我们还提供类型全面的线缆和连接器配件，支持我们所有的 PXI，PCI
射频与微波开关

和 LXI 系统。

越来越多的汽车功能组件通常需
要使用射频组件，这些功能包括比
如蓝牙，视频，自适应巡航控制调
用测试中的射频和微波开关。我们
提供的射频解决方案，带宽范围从

为您特殊的汽车应用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500MHz 到 67GHz，因 此 使 用 我
们的标准模块能够应对您大部分

我们以在汽车测试方面的专业技术以及长期丰富的经验，应对您所有的需求。我们现有的类型广泛丰富的开关与

的射频和微波应用。

仿真产品，无疑能够应对大多数汽车电子制造商的测试系统要求。
如果您需要针对您特殊的应用要求寻求解决方案，请直接联系虹科测试测量事业部讨论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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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科是领先的
资源整合及
技术服务落地供应商

汽车电子相关
测试服务

虹科高性能
GPS/GNSS 测试方案

babylin 测试应用场景

虹科持续不断的尖端开发满足最新技术的需求，
凭借多年以来提供世界领先的 GNSS 仿真和汽车无线测试经验，

Automotive electronics related testing services

测试内容含产线 EOL、耐久、零部件功能测试、参数数据标定与刷写、ECU 一致性测试等。

测试零部件包括：

HongKe High Performance GPS/GNSS Test Solution

虹科目前的产品系列反映了在提供高品质技术方面无可比拟的专业技术。

GNSS 模拟器

车灯、
中网格栅电机、
雨量传感器模块、
雨刮电机、天窗电机、
车门把手、后视镜、
车窗电机、
车窗控制器、座椅控制器、
座椅电机、腰托、安全带电机、方向盘、车灯雨刮控制器、中控仪表板、电子档杆、汽车空调系统电机、水泵电机、

GSG-8 是通过 虹科 Orolia 的 GSG 系列模拟器提供的最新定位、导航和定时测试解决方案。 它的开发是为了在

氛围灯、车顶阅读灯，充电盖板、汽车尾翼等。

一个易于使用、
可升级和可扩展的平台中提供最高标准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NSS) 信号测试和传感器模拟性能。

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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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的软件定义平台

•

真正面向未来

•

超高动态

•

高级干扰和欺骗选项

•

所有 GNSS 星座

•

强大的自动化

•

航空航天模拟

•

用户定义的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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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G-8 具有高端性能，具有 1000 Hz 的模拟迭代率、高动态、实时同步和模拟所有视野内的卫星信号。

可扩展平台

先进的 GNSS 干扰和欺骗选项允许创建满足关键任务应用程序需求所需的良性和威胁场景。
Skydel 模拟器引擎提供了一个灵活且可扩展的架构，以涵盖更大和更复杂的应用，以测试受控接收模式天线
GSG-8 支持多星座、多频率 GNSS 模拟和高级威胁场景，包括干扰、欺骗和中继器模拟。

(CRPA)。 向虹科 Orolia 询问使用 Skydel 模拟器引擎的波前和消声测试解决方案。

GSG-8 由我们行业领先的 Skydel 模拟引擎提供支持，可以通过编程来模拟所有当前和未来
GNSS 信号的操作。 通过 Skydel 模拟引擎的多个实例模拟多个同步轨迹的能力允许测试复杂的
GNSS 系统，例如：

GSG-8 主要特点

•

全视野卫星模拟

•

现场可升级性

•

差分 GNSS，例如实时运动学 (RTK)

•

1000Hz 模拟迭代率

•

高端性能（精度、分辨率、超高动态运动）

•

接收器欺骗缓解评估

•

低延迟 HIL

•

使用现成的显卡 (GPU) 实时模拟数百颗卫星

•

多天线车辆

•

实时天空时间同步

•

多车模拟

•

姿态测量

•

动态场景重新配置

•

全面而直观的 API
（Python、
C# 和 C++ 开源客户端）

•

简单或复杂的 GNSS 接收器阵列

•

6 个自由度 (DoF) 接收器轨迹

•

使用软件定义无线电的可扩展和高度灵活的架构

•

灵活的许可

•

IQ 文件生成和播放

GSG-8 还可以将加密或专有信号与全面的 SDK 结合起来，即使是最敏感的信号
也可以生成信号。

强大的自动化

Skydel 仿真引擎独特而现代的架构提供了广泛的应用程序接口 (API) 来配置和控制
仿真器的各个方面。
该 API 可用于各种编程语言，例如 Python、C#、C++ 和 LabVIEW。 此外，所有与模
拟器的人机交互都可以记录并导出为可执行的 python 脚本，这极大地简化了想要自
动化或扩展模拟器功能的测试工程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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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干扰和欺骗

信号传播和错误模拟

•

带内和带外干扰信号，无需额外硬件

•

多路径

•

欺骗所有许可的 GNSS 信号

•

附加伪距斜坡

•

为每个发射器设置功率电平、干扰信号类型、

•

卫星时钟误差修正

欺骗信号、位置、天线模式和轨迹

•

导航电文错误

通过 Skydel GUI 和 / 或 API 完成干扰和

•

多个电离层 / 对流层模型

欺骗控制

•

天线方向图模型

GSG-8 根据发射机位置计算必要参数：

•

相对论效应

功率电平、距离和飞行时间

•

伪距离 / 星历错误

•

•

虚拟环境中的 GPS 测试
减少了测试时间和成本，
提高了质量和可靠性

具有实时场景生成器 (RSG) 选项的硬件在环
通过测试任何可能的可能性，汽车机电一体
化的发展可以从模拟中受益，这是一项重大
改进。 RSG 选项通过位置、速度、加速度
和航向命令集成 6 自由度轨迹的固定延迟
流，支持将实际 GPS 射频信号集成到 HIL
系统中。 车辆方向和方向变化以及卫星功
率水平也可以通过实时命令进行控制。 一
个常见的应用是测试 GPS 接收器和惯性传

汽车应用的 GPS/GNSS 测试
GSG 系列 GPS/GNSS 模拟器

感器的集成。

高级测试功能

联网汽车的辅助 GPS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信服务集成到联网汽车中，

一次路测，多次回放，通过录制

导航数据和其他基于位置的服务可以通过

和回放进行修改

数据网络获得。 测试 GPS 接收器使用辅助

通过实时场景生成和传感器仿

GPS 数据改进信号采集和首次定位时间的能力。 Spectracom A-GPS 选项测试设备接收

真可集成 HIL 测试

和处理来自 LTE 信号或 RINEX 文件的辅助数据的能力，该文件与模拟的 RF 信号兼容。

•

1 到 64 个卫星或其他信号

•

按订单配置和可升级

•

预配置的测试场景，易于修改，

•

创建您自己的带有谷歌地图界面的 Windows 软件

•

多 GNSS、多频仿真

•

用于改进捕获的辅助 GPS 测试

•

GPS 标准 (L1 C/A)、无代码 (L2)、新 GPS (L2C、L5)

•

差分 GPS 测试以提高准确性

•

同步 GPS、GLONASS、伽利略、北斗

•

独立操作

虽然 GPS 信号以数十米的精度很好地服务于行业，但毫无疑问，半自动或全自动制导需要更高的位置感知精度。 其中

•

通过各种接口进行远程控制和集成 API

一种方法涉及差分测量和实时运动学 (RTK)，其中本地参考与车载 GPS 接收器通信，以将 GPS 误差降低到厘米级。

•

•

差分 GPS 开启无人驾驶汽车的未来

Spectracom 的 RTK 选项提供发送校正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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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维修
诊断工具

虹科
汽车无线测试
解决方案

Auto Repair Diagnostic Tool

1

C-V2X
物理层测试

虹科软件定义无线电（SDR）解决方案助力 C-V2X
的射频性能测试，提供经济高效、开放灵活的测试
解决方案，使得 V2X 测试更加轻松快捷。
虹科软件定义无线电（SDR）解决方案可以对频率，
功率等方面完成准确的测量，实时监测相关参数，
可持续输出 IQ 数据至外部完成更复杂的数据处理，
根据客户需求实现灵敏度、平坦度等参数的测试。

2

汽车毫米波
雷达测试
虹科手持式频谱分析仪帮助进行高频段车辆无线电
设备射频测试，应用于汽车毫米波雷达测试。
虹科手持式频谱分析仪可以快速完成汽车毫米波
雷达空口测试，对毫米波雷达的射频指标如天线增
益、：等效全向功率、发射机杂散、接收机杂散、相
位噪声、占用带宽等完成高效测试，无需变频器等
频率扩展单元，单台设备实现 87GHz 频率覆盖，在
现场进行高效快捷的灵活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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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是基本的软件界面

CAN 总线测试于串行译码的界面

虹科汽车专用诊断示波器
汽车专用诊断示波器主要有以下几种套装 ：
1 • 四通道汽车示波器高级套装
•

四通道汽车示波器标准套装

•

四通道汽车示波器起步套装

2 • 两通道汽车示波器标准套装
•

3 • 四通道柴油车示波器套装

两通道汽车示波器起步套装

下面以四通道汽车示波器高级套装为例介绍：

PicoDiagnostics 噪音振动（NVH）套装

PicoScope 4 通道高级汽车组合适用于任何型号的汽车不需要专用车型附件 ，你完全能够用你的汽车示波器组
合诊断任何型号，任何年代生产的汽车。但是为了方便你起步，

对现在的技术人员来说，Pico 科技开发的

我们提供 4 种类型的 4 通道汽车示波器组合。无论你

PicoDiagnostics®NVH 套装为许多 NVH 问题提供了低成

从事轿车，摩托车还是卡车的诊断业务，通用型，

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它以下面方式提供实时诊断：一个

摩托车型，和商用车型组合包含了所有你

柱状图，一个频率图表，一个 3D 频率图表，一个 RPM 或车

需要的附件和软件。

速视窗。它可以在路试前启动记录，回来后再回放记录进行
分析，以确保驾驶员将注意力放在路上。用它保存记录非常
简单，像我们其它汽车软件一样，您可以轻松地将文件保存
到您的电脑硬盘里。

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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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动机测试和分析

•

点火测试和分析

PicoDiagnostics® NVH 套装与 PicoScope 4000

•

汽车电路测试

系列汽车示波器一起使用，适用于各种构造的汽车

•

电喷系统测试包括 ECU 测试

（直列、V 型；手动、自动），以满足你的需求（不包

•

汽车传感器和执行器测试

括 J2534 扫描工具或 VCI）
。
因为软件升级终生免费，

•

氧传感器故障诊断

没有额外支出，确保您可以在这投资中受益。如果

•

汽缸平衡测试

您已经拥有了 PicoScope 4000 系列汽车示波器，

•

缺缸测试

你已经拥有了这套设备的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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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S500X 压力传感器
拥有无与伦比的分辨率和精度，WPS500X 汽车压力传感器可用于快速分析许多汽车系统的压力。

主要功能
•

虹科汽车行业一站式 AR 解决方案
虹科汽车维修诊断 AR 解决方案由虹科 AR 眼镜和远程专家平台系统构成。主要针对解决的是企业由于运营成本
高，产线巡检、维修环节出现故障无法及时发现、处理等问题，可用于汽车的远程诊断和维修、生产设备的巡检维
护、复杂生产工艺流程的培训等场景。

汽缸压力波形测试
识别进 / 排气门开启关闭时刻诊断气门是否提前开启或卡滞、判断
三元催化器是否堵塞、诊断点火提前角及配气机构正时等机械故障

虹科一站式 AR 解决方案
虹科一站式 AR 解决方案，
可落地、优秀的 AR 解决方案，提供 AR 眼镜 + 软件 + 专业服务，面向企业、工业等用户，

•

曲轴通风压力测试
诊断活塞环是否磨损

•

虹科一站式 AR 解决方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帮助汽车企业降本增效：

进气真空波形、排气脉冲波形测试
判别各缸进气量是否一致，诊断失火、烧气门、积炭故障

•

解决汽车等相关行业面临的问题，促进企业发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布局元宇宙！

燃油压力波形测试
诊断各缸喷油嘴喷油量是否一致及油路系统其它部件的机械故障

•

远程协助诊断、维修

•

实时指导，改善员工培训

•

数据收集、保存、输出

•

透明管理，实时监控

•

通过查阅操作文档、视频等进行自我协助

•

工作流程数字化、规范化

•

精确检查，质量控制

•

原型设计、模型设计与评估，工厂规划

•

3D 模型可视化

气缸压力波形图片

M400、M4000 智能 AR 眼镜
虹科汽车维修诊断 AR 解决方案由虹科 AR 眼镜和远程专家
平台系统构成。主要针对解决的是企业由于运营成本高，产线
巡检、维修环节出现故障无法及时发现、处理等问题，可用于
汽车的远程诊断和维修、生产设备的巡检维护、复杂生产工艺
流程的培训等场景。
M400 智能 AR 眼镜

可以满足远程专家指导、远程医疗、设备维修、工厂巡检、
复杂装配流程的指引、场景培训等需求，适用于汽车、工业、
医疗、消防、化工等行业场景。
M400、M4000 现已获得欧洲 CE 标志和美国 FDA 批准，
可协助执行膝盖、肩部和脊柱手术，安全无辐射。
M4000 智能 AR 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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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科 AR 一线工作平台
虹科 AR 一线工作平台是一个强有力的软件平台，具有工作流、远程协助、自我协助、工作协助、云平台
等功能，可以使您的一线团队了解相关知识，并可以为他们提供随时随地的可视化远程技术指导、真正
的 AR 注释。有免费版和收费版，可灵活选择。手机、平板、AR 眼镜、电脑均可使用，满足多种使用需求。
目前，平台在远程维修、远程验收、远程医疗、点检巡检、仓库运营、AR 培训等领域已有成功应用。

在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AR 方案无疑给汽车行业带来了新的解决办法，AR 远程协作等功能

汽车电子专家

也成为了“刚需”。布局 AR 技术，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益处。虹科一站式 AR 解决方案将与企
业一起，并肩作战，战胜疫情，更上层楼！

虹科 AR 工业设计平台
AR 3S 是一款专为工业设计而生的 AR 软件平台。重新定义了企业的整个工业设计
流程，使设计师、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在 AR 中设计，创建，编辑，优化、共享、评估、可
视化 3D CAD 模型内容。
强大的后台计算能力，高质量模型细节的体验以及精确的交互，都结合在这个独特
的解决方案当中。目前在汽车、机械工业、工厂规划等领域均已成功应用。

█

CAN/CAN FD 仿真测试分析工具

█

车载以太网仿真测试分析工具

█

CAN/CAN FD 网关和记录仪

█

CAN 低成本数采

█

LIN 总线仿真分析工具 Baby-LIN 系列

█

支持车载以太网/TSN 的交换机和网关等

█

ADAS数据采集记录与HiL视频回放解决方案

█

TSN 实时通信架构的建模，仿真和自动配置工具 RTaW-Pegase

█

一致性测试服务：包括 CAN/LIN/CANFD 一致性测试服务

█

下线测试（EOL）服务，基于 PCAN 的二次开发以及 UDS 诊断

华东区销售

应用案例介绍

梁倩妮

助力大众汽车降本增效
大众汽车采用虹科 AR 解决方案，把增强现实技术扩展到了整个英国的
零售商网络，将零售商的技术人员与位于米尔顿凯恩斯的大众汽车集团

电话/微信:
QQ:
邮箱:

183 0218 1471
2863189071
liang.qianni@hkaco.com

英国技术支持专家联系了起来。
通过虹科 AR 解决方案，技术人员可以获得实时的远程专家指导，通过一些简单的
语音命令即可访问技术文档，并通过即时培训来提高他们的技能。这样，技术人员
能够用更少的时间寻找文档资料，用更多的时间修理，维修效率提高了 93%，
降低了成本，带来了更多的顾客满意度。

保时捷的选择
在车辆维修中，往往面临着这些问题：车辆繁多、维修复杂；优秀的技术人员有限；
差旅成本高，等待时间长；客户满意度低等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保时捷选择了
虹科一站式 AR 解决方案。采用虹科一站式 AR 解决方案，技术人员的能力通过
远程协助得到了增强，保时捷有了更多优秀的技术人员；车辆维修变得更简单、
更快速；数据记录更精确、有保障；等待时间减少，问题解决时间提高了 40%；

华南区销售
董欢

电话/微信:
QQ:
邮箱:

189 2224 3009
3241694634
dong.huan@hkaco.com

华北区销售
张瑞婕

电话/微信:
QQ:
邮箱:

181 3875 8797
1853145293
zhang.ruijie@hkaco.com

差旅成本减少，客户满意度得到了巨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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