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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PART 01



 概述

   SAE J1939是以CA2.0B规范为核心的串行通信和控制协议。它在CA2.0B规范（物理层，数
据链路层）的基础上根据OSI七层基准参考模型制定。是基于CA驱动之上，应用程序之下的协议。

       SAE J1939主要作为汽车中应用的通信协议，目标是为中重型道路车辆上电子部件间的通讯
提供一个开放的互连高速通信网络。

对象：客车和载重货车；船舶、农业机械等非路面设备

J1939协议制订机构

– �美汽车车程协协 (SAE): 卡车和公共汽车电气电子委员协

– 物理层
• SAE J1939-11——物理层，250Kbps，屏蔽双绞线
• SAE J1939-13——连接诊断工具的物理层定义（离线诊断连接器）
• SAE J1939-15——简化的物理层，250Kbps，非屏蔽双绞线

– 数据链路层——SAE J1939-21
– 网络层——SAE J1939-31
– 车辆应用层——SAE J1939-71:提供大多数数据元件和消息的定义
– 诊断应用层——SAE J1939-73:提供用于诊断和相关网络支持功能的数据元件和消息的定义
– 网络管理协议——SAE J1939-81



 概述

表1：SAE汽车网络分类

表2：汽车网络的其它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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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协议

SAEJ1939网络的物理层

– 通讯速率250K Bits/s

– 通讯物理介质：双绞线（CA_H,CA_），阻抗特性为120欧
• 屏蔽双绞线(J1939-11)

– 每个网段ECU个数——最多30个(由总线电气负载决定）

– ECU与主干网络间连线的距离<1m
• 非屏蔽双绞线(J1939-15)

– 每个网段ECU个数——最多10个(由总线电气负载决定）

– ECU与主干网络间连线的距离<3m

物理介质——屏蔽双绞线
        CA_H,CA_,CA_SHD
         特征阻抗120Ω（70～140）
差分电压(2.5/2.5 3.5/1.5)
总线电平：隐性、显性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数据链路层：为物理连接之间提供可靠的数据传输。

包括发送CA 数据帧所必需的同步、顺序控制、出错控制和流控制。    
主要通过IC厂家提供的CA控制器来实现。

报文帧格式

J1939遵从CA 2.0B要求，使用扩展帧格式定义了一个完整的标准化通讯策略

J1939使用节点地址以避免多个节点使用同一个CA标识符

包（Packet）:一个单一的CA 数据帧就是一个包。当一条报文包含参数组的数据长度小于等于８个
字节时，这样的报文也称为包。

报文（ Message）:指一个或多个具有相同参数组编号的CA 数据帧

多包报文（ Mutipacket Messages）:当具有相同参数组编号的所有数据需要使用多个CA 数据帧
来传输时使用的一种J1939报文。每个CA 数据帧拥有相同的标识符，但在每个包中数据不同。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协议数据单元（PDU）

定义了一个框架，用来组织数据帧中与J1939协议相关的关键信息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协议数据单元（PDU）

定义了一个框架，用来组织数据帧中与J1939协议相关的关键信息

参数组（PG：Parameter Group）：
将某ECU相关的多个参数（例如发动水温、燃油温度等）集合成一个组参数组编号（PG：

Parameter Group umber）
(1) 表现形式：24位数字
(2) 用途：标识参数组

PG分配准则
SAEJ1939网络的大量参数组已经分配用户不需要做大量的参数组分配车作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协议数据单元（PDU）

定义了一个框架，用来组织数据帧中与J1939协议相关的关键信息

协议数据单元由七部分组成，分别是优先级，保留位，数据页，PDU 格式，PDU特定域（可
作为目标地址、组扩展或专用），源地址和数据域。
PDU 被封装在一个或多个CA数据帧中，通过物理介质传送到其他网络设备。每个CA数据帧
只能有一个PDU。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协议数据单元（PDU）

定义了一个框架，用来组织数据帧中与J1939协议相关的关键信息

优先级（P）
这三位仅在总线传输中用来优化报文延迟，接受者对其忽略。
报文优先级可从最高0（000）设置到最低7（111）。
所有控制报文的缺省优先级是3（011）。他所有报文、专用、请求和ACK 报文的缺省优先级是6（110）。
当定义新的参数组编号，或总线上通信量变化时，优先级可以升高或降低。当报文被添加到应用层，将
给出一个推荐的优先级。
OEM 可以对网络做相应调整，优先级域应当是可重编程的。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协议数据单元（PDU）

定义了一个框架，用来组织数据帧中与J1939协议相关的关键信息

保留位（R）=>扩展数据页位（EDP)
(1) 长度：1位
(2) 功能：保留此位以备今后扩展使用
(3) 始终置0
数据页位（DP)
(1) 长度：1位
(2) 功能：PG的一部分
(3) 只有当数据页0中的PG全部被分配完以后，才能够分配页1中的PG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协议数据单元（PDU）

定义了一个框架，用来组织数据帧中与J1939协议相关的关键信息

PDU 格式（PF）
协议数据单元（PDU）
PF 域，８位。确定PDU 的格式，也是组成PG的域之一。协议规定：PF<240为PDU1格式；
PF=240~255为PDU2格式。
PDU 特定域（PS）
PS 域，８位。它的定义取决于PDU 格式，根据PDU格式它可能是目标地址或者组扩展。PDU1 格
式下PS 域是目标地址； PDU2 格式下PS 域为组扩展（GE）值。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协议数据单元（PDU）

定义了一个框架，用来组织数据帧中与J1939协议相关的关键信息

报文格式

– 协议数据单元（PDU：Protoco Data Uit）

• PDU1格式报文支持点对点会话

• 大部分报文PDU2格式,进行广播发送

– J1939使用CA2.0B的扩展的29位标识符（兼容11bit标志符）

报文格式 源地址 目标地址 报文数目 传输方式

PDU1 有 有 少量 点对点

PDU2 有 无 大量 广播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协议数据单元（PDU）

定义了一个框架，用来组织数据帧中与J1939协议相关的关键信息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报文类型

目前共支持五种类型的报文，分别为：命令、请求、广播/响应、确认和组功能。报文的具体类型
可由其分配的参数组编号识别。
（1）命令报文
命令类型的报文是指那些从某个源地址向特定目标地址或全局目标地址发送命令的参数组。目标
地址接收到命令类型的报文后，应根据接收到的报文采取具体的动作。PDU1 格式（PS 为目标
地址）和PDU2 格式（PS为组扩展）都能用作命令。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报文类型

目前共支持五种类型的报文，分别为：命令、请求、广播/响应、确认和组功能。报文的具体类型
可由其分配的参数组编号识别。
（2）请求报文
请求类型的报文提供了从全局范围或从特定目标地
址请求信息的能力。最典型的一个请求类型的报文是“请求PG”报文。

对于特定目标地址的请求，目标地址必须做出响应。如果目标地址不支持请求的PG，也必须
发出一个ACK 的响应以表明它不支持该PG。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报文类型

目前共支持五种类型的报文，分别为：命令、请求、广播/响应、确认和组功能。报文的具体类型
可由其分配的参数组编号识别。
（2）请求报文
请求类型的报文提供了从全局范围或从特定目标地
址请求信息的能力。最典型的一个请求类型的报文是“请求PG”报文。

请求发向全部地址（DA=255）
响应也发向全部地址
      请求的是长度<9字节的PDU1格式参数组，则响应为DA=255的PDU1
格式报文
      请求的是长度<9字节的PDU2格式参数组，则响应为PDU2格式报文
      请求的是长度>8字节的PDU1/PDU2格式参数组，则响应为长报文广播（BAM+DT）
不允许使用ACK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报文类型

目前共支持五种类型的报文，分别为：命令、请求、广播/响应、确认和组功能。报文的具体类型
可由其分配的参数组编号识别。
（2）请求报文
请求类型的报文提供了从全局范围或从特定目标地
址请求信息的能力。最典型的一个请求类型的报文是“请求PG”报文。

请求发往特定地址
如果不支持该PG需要发送ACK
数据长度>8字节时使用传输协议RTS/CTS
 对基本原则的例外情况
         如果是长度≤ 8字节的PDU2格式PG只能用PDU2格式报文响应
         地址声明报文只能发往全部地址
         应答报文只能发往全部地址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报文类型

目前共支持五种类型的报文，分别为：命令、请求、广播/响应、确认和组功能。报文的具体类型
可由其分配的参数组编号识别。
（3）广播/响应报文
此报文类型可能是某设备主动提供的报文广播，也可能是命令或请求的响应。
这是最常见的一类报文。总线上的数据交换大多采用这类报文。如一个ECU以一定的周期广播某
个参数；或者一个ECU接受其它ECU的PG请求而发送参数。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报文类型

目前共支持五种类型的报文，分别为：命令、请求、广播/响应、确认和组功能。报文的具体类型
可由其分配的参数组编号识别。
（4）确认报文
确认报文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CA 协议规定的，它由一个“帧内”确认ACK 组成,用来确认一个消息已被至少一个节点
接收到。
第二种形式的确认报文由应用层规定，是对于特定命令、请求的“ACK”或“ACK”等的响应。最
典型的一个确认类型的报文是“Ackowedgmet”报文

Ackowedgmet报文的定义:
控制字节： 0 至3 见以下定义
肯定确认： 控制字节= 0 （ACK）
否定确认： 控制字节= 1 （ACK）
拒绝访问： 控制字节= 2
无法响应： 控制字节＝ 3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报文类型

目前共支持五种类型的报文，分别为：命令、请求、广播/响应、确认和组功能。报文的具体类型
可由其分配的参数组编号识别。
（5）组功能报文
这种类型报文用于特殊功能组（如专用功能、网络管理功能、多包传输功能等）。
两种专用报文
(1) PG = 61184 PF=239
使用PDU1格式，允许制造商将其专用通讯信息定向到特定目标节点
(2) PG = 65280～65535 PF=255, PS=0~255
使用PDU2格式，制造商将其专用通讯信息作为全局报文

下面介绍一种用于实现“多包传输功能”的组功能报文——“连接管理”报文。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下面介绍一种用于实现“多包传输功能”的组功能报文——“连接管理”报文。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下面介绍一种用于实现“多包传输功能”的组功能报文——“连接管理”报文。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点对点协话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链路层

广播协话

1939协议



SAEJ1939数据应用层

1939协议

       以PG和SP的方式具体规定了车辆使用的每个参数的数据长度，数据类型，分辨率和数
据范围等。
        应用层报文使用PG作为一组参数的标号。一组参数称为“参数组”（PGN），PGN
是其唯一的标识号。
        参数组内有一个或多个具体的参数，每个具体参数都有一个唯一的标号，称为“怀疑
参数编号”，即SPN。



SAEJ1939数据应用层

1939协议

PG（Parameter Group)参数组：
在一报文中传送参数的集合，包括：参数类型和数据等。与源地址无关，可以从
任何源地址发送任意的参数组
参数用来描述某一个具体物理量，可分为连续型参数和离散参数。
参数组定义的原则：
       按照参数的功能分组而不是按照参数的类型分组
       按照参数的刷新频率分组
       按照参数所属的子系统
一个参数组需定义以下属性：
       刷新周期（频率）
       数据长度
       参数组编号
       缺省优先级
       参数表

参数组（PG）与分组原则



SAEJ1939数据应用层

1939协议

注意：本PG有8个字节的数据，但只使用了三个半字节，其余位应该填充”1“补齐。



SAEJ1939数据应用层

1939协议

       假设风扇需求转速为40%，该SP标识的参数的物理量为40%。该字节的值应为：(40%)/(0.4%)=100= 0110 0100



SAEJ1939诊断

1939协议

        SAE J1939/73协议通过定义一组诊断报文（DMx）实现对SAE J1939网络的诊断，同时
提供安全机制以及与诊断仪的连接机制等。
        随着排放要求越来越严格，针对排放的OBD需求日增。SAE J1939/73故障诊断协议也迅
速发展，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尽量满足各种OBD的要求。

诊断故障代码（DTC）

诊断故障代码（DTC）由4 个独立域构成，这4 个部分是：
a. 可疑参数的编号(SP) 19位
b. 故障模式标志(FMI) 5位
c. 发生次数(OC) 7位
d. 可疑参数编号的转化方式(CM) 1 位



SAEJ1939诊断

1939协议

诊断故障代码（DTC）

b. 故障模式标志(FMI) 5位

失效模式标识符FMI（5位）
Øa——电子模块看到的信号可能
             的输入范围
Øb——应用定义的信号可能的物
             理范围
Øc——实际测量的正常范围

失效模式标识符FMI



1939协议

故障发生次数OC（7位）

活动的(DTC)—— 故障正在发生
先前活动的(DTC)——故障发生过但当前没有发生，活动的和先前活动的状态是
互斥的，故障不能既是活动的又是先前活动的状态
       故障发生次数OC指的是故障从活动的状态转变为先前活动的状态的次数

SPN转换方式CM（1位）

数据长度：1 位
0表示按照下面定义的2进行SPN转换
1表示按照下面定义的版本1进行SPN转换

四种版本的解释是：
1．首先发送SPN最高有效位
       SPN的16个最高有效位用inter格式表示，19个位中的3个最低有效位同FMI值在一起
2．对所有的19位， SPN用inter格式表示(最低有效位首先发送),SP转换方法设置为0



1939协议

SAEJ1939设计了满足SAE J1979 OBD II要求的诊断参数组DM

v DM1— 活动诊断故障代码
v DM2— 先前活动的诊断故障代码
v DM3— 先前活动的DTC故障数据清除/复位
v DM4— 冻结帧参数
v DM5— 诊断准备就绪
v DM6— 连续监测系统测试结果
v DM7— 命令非连续监测进行测试
v DM8— 非连续监测系统测试结果
v DM9— 氧传感器测试结果
v DM10— 非连续监测系统测试标识符支持

v DM11— 活动DTC的诊断数据清除/复位
v DM12— 排放相关的活动诊断故障代码
v DM13— 停止/启动广播
v DM14— 存储器访问请求
v DM15— 存储器访问响应
v DM16— 二进制数据传输
v DM17— 引导装载数据
v DM18— 数据安全
v DM19— 标定信息



1939协议

活动诊断故障代码（DM1）

重复传输率：1S
数据长度：变长
数据页：0
PDU格式：254
PDU细节：202
缺省的优先级：6
PG：65226（00FECA）

诊断故障灯状态
代码(2bytes)

活动状态诊断故
障代码(4bytes)

排放故障指示灯
       用于显示产生了与排放相关的
故障
红色停止指示灯
        表示必需停车的非常严重的情
况。
琥珀色警告指示灯
        这个灯用来显示故障代码信息,
该故障代码信息报告车辆系统存在
问题，但不需要立即停车。
保护指示灯
        这个灯用来显示故障代码信息,
该信息报告车辆系统中很可能存在
与电子子系统无关的问题。例如，
发动机冷却水温度超过了规定的温
度范围。



1939协议

活动诊断故障代码（DM1）

示例1：多于一个诊断故障代码时的报文格式。

 已知：
 a=灯状态
          00 熄灭 01 点亮
 b=SP
 c=FMI
 d=CM和OC
 报文格式如下：a, b, c, d, b, c, d, b, c, d……等等。在本例中，必须使用SAE J1939-21
传输协议发送信息，因为它超过8个数据字节。实际上，任何时候超过一个错误，就必
须使用传输协议提供的服务。

定义传输率要求(1秒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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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活动的诊断故障代码（DM2）

 数据格式与DM1相同
 传输速率： 当收到使用PG 59904的请求时如果不支持该PGN，需要一个ACK应答
 数据长度： 可变的
 数据页： 0
 PDU格式： 254
 PDU细节： 203
 默认优先级： 6
 参数组编号： 65227（00FECB（十六进制））



1939协议

先前活动状态DTC的诊断数据清除/复位（DM3）

传输率： 当收到使用PG 59904的请求时如果不支持该PGN，需要一个ACK应答
 数据长度： 0
 数据页： 0
 PDU格式： 254
 PDU特定： 204
 默认优先级： 6
 参数组编号： 65228（00FECC（十六进制））



1939协议

冻结帧Freeze Frame参数（DM4）

 传输率： 当收到使用PG 59904的请求时如果不支持该PGN，需要一个ACK应答
 数据长度： 可变
 数据页： 0
 PDU格式： 254
 PDU特定： 205
 默认优先级： 6
 参数组编号： 65229（00FECD（十六进制））
 Byte: 1 冻结帧长度
 Byte: 2 bits 8-1 SP，8个最低有效位
 Byte: 3 bits 8-1 SP，第二字节
 Byte: 4 bits 8-6 SP，3个最高有效位
bits 5-1 FMI

Byte: 5 bit 8 SP转换方法
bits 7-1 故障发生次数
Byte: 6 发动机扭矩模式
 Byte: 7 增压
 Byte: 9-8 发动机转速
 Byte: 10 发动机%负载
 Byte: 11 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Byte: 13-12 车辆速度
 Byte: -14 制造商相关的信息



1939协议

冻结帧Freeze Frame参数（DM4）

注意：如果没有累积的DTCs（活动的或先前活动的），那么应答将是：
PGN = 65229
Byte: 1 =0
 2-5 =0
 6 =255
 7 =255
 8 =255



1939协议

活动DTC的诊断数据清除/复位（DM11）

 传输率： 当服务车具希望清除/复位活动的诊断故障代码数据时，发送包含DM11
报文的请求（PG59904）
完成操作后需要进行应答（ACK）
如果不支持该PG，需要一个NACK应答
 数据长度： 0
 数据页： 0
 PDU格式： 254
 PDU特定： 211
 默认优先级： 6
 参数组编号： 65235（00FED3）



1939协议



1939协议



1939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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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六排放
表Q.7 OBD信息数据格式和定义 　

总线波特率、OBD诊断协议；

序号 数据表示内容 长度（字
节） 数据类型 描述及要求 　

1 OBD 诊断协议 1  BYTE 有效范围0~2，“0”代表IOS15765，“1”代表IOS27145，
“2”代表SAEJ1939，“0xFE”表示无效。 SAEJ1939

2 MIL状态 1  BYTE 有效范围0~1，“0”代表未点亮，“1”代表点亮，“0xFE”
表示无效。 SAEJ1939 DM1

3 诊断支持状态 2 WORD SAEJ1939 DM26
0x18ea0021    B8 FD  00

4 诊断就绪状态 2 WORD 同上

5 车辆识别码
（VIN） 17 STRING 车辆识别码是识别的唯一标识，由17位字码构成，字码应符合

GB16735中4.5的规定。 0x18ea0021  ec fe 00

6 软件标定识别号 18 STRING 软件标定识别号由生产企业自定义，字母或数字组成，不足后面
补字符“0”。

SAEJ1939 DM19
0x18ea001d    00 d3  00

7 标定验证码
（CVN） 18 STRING 标定验证码由生产企业自定义，字母或数字组成，不足后面补字

符“0”。
SAEJ1939 DM19
0x18ea001d    00 d3  00

8 IUPR值 36 DSTRING 定义参考SAEJ1979-DA 表G11。 SAEJ1939 DM20

9 故障码总数 1  BYTE 有效值范围：0-253，“0xFE”表示无效 1939 DM1

10 故障码信息列表 N*BYTE(4) 每个故障码为四字节，可按故障实际顺序进行排序。 1939 DM1



国六排放

HJ及GB17691-2018
表Q.8 发动机数据流信息数据格式和定义

起始
字节  数据项 数据类

型 描述及要求 CAN ID SPN

0 车速 WORD

数据长度：2 bytes
bit精度：1/256 km/h per bit
偏移量：0
数据范围：0 ~ 250.996 km/h
“0xFF,0xFF”表示无效

0x18FEF100 84

2
大气压力(直
接测量或估

计值)
BYTE 

数据长度：1 byte
精度：0.5 kPa/bit
偏移量：0
数据范围：0 ~ 125 kPa
“0xFF”表示无效

0x18FEF500 108

3 发动机净输
出扭矩 BYTE 

数据长度：1 byte
精度：1%/bit
偏移量：-125
数据范围：-125 ~ 125 %
“0xFF”表示无效

0x0CF00400 513

4 摩擦扭矩 BYTE

数据长度：1 byte
精度：1%/bit
偏移量：-125
数据范围：-125 ~ 125 %
“0xFF”表示无效

0x18FEDF00 514

5 发动机转速 WORD

数据长度：2 bytes
精度：0.125rpm/bit
偏移量：0
数据范围：0 ~ 8031.875 rpm
“0xFF,0xFF”表示无效

0x0CF00400 190　



国六排放

HJ及GB17691-2018
表Q.8 发动机数据流信息数据格式和定义

起始
字节  数据项 数据类

型 描述及要求 CAN ID SPN

7 发动机燃料
流量 WORD

数据长度：2 bytes
精度：0.05L/h
偏移量：0
数据范围：0 ~ 3212.75 L/h
“0xFF,0xFF”表示无效

0x18FEF200 183

9
SCR上游

NOx传感器
输出值

WORD

数据长度：2 bytes
精度：0.05ppm/bit
偏移量：-200
数据范围：-200 ~ 3012.75ppm
“0xFF,0xFF”表示无效

0x18F00E00/0x18F
00E51 3216

11
SCR下游

NOx传感器
输出值

WORD

数据长度：2 bytes
精度：0.05ppm/bit
偏移量：-200
数据范围：-200 ~ 3012.75ppm
“0xFF,0xFF”表示无效

0x18F00F00/0x18F
00F52 3226

13 反应剂余量 BTYE

数据长度：1 byte
精度：0.4%/bit
偏移量：0
数据范围：0 ~ 100 %
“0xFF”表示无效

0x18FE5600/0x18F
E563D 1761



 关于虹科汽车电子

虹科是一家在汽车电子，特别是汽车总线行业经验超过10年的高科技公司，虹科与世界知名的CAN、LIN总线和数采专家PEAK-
System、Lipowsky、Microcontrol合作10年之久，提供领域内顶尖水平的CAN/LIN分析仪和测试方案，高防护等级和高精度的数

采系统。虹科自主研发的EOL测试方案已经在业内完成5次+安装，五位车程师5年+技术经验和水平一致赢得客户极好口碑。至

今，虹科已为全美1200+主机厂和零部件厂家等提供了丰富的汽车总线解决方案。如下是我们的主要业务：



联系虹科

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是宏科）成立于 1995 年，总部位于中美南方经济和文化中心 - 广州市。我们耕耘的领域包括

测试测量与控制、汽车电子、自动化、嵌入式开发车具和软件车程。近几年来，虹科电子高速发展，我们已经成为所在领域的知

名公司。多次获得行业大奖。我们还积极加入美际和美内的行业协协，包括CiA、PROFIBUS、EtherCAT和中美汽车保修设备

行业协协等等。虹科和多家外美名企紧密合作，共同为用户提供先进产品和解决方案。另外我们还提供优质的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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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青岛、香港和伦敦设有分支机构。虹科的团队也快速壮

大，并且80%以上为车程技术人员。我们始终坚信客户满意是虹科成为全球卓越公司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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