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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PART 01



 概述

整车总线及产品需要遵循的标准

 1、CAN物理层/数据链路层：

     ISO11898：数据连接层和物理信号 ，SAE J2284

 2、CAN网络管理/应用层：ISO 17356

 3、诊断协议：

     ISO 15765  ISO 14229  ISO 15031

  4、LIN协议遵循LIN2.1，LIN2.2。

  5、车载总线测试及EMC相关的ISO/SAE标准。



 概述

总线产品开发流程概述

    车载总线网络开发V模型包含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网络设计，ECU开发，
ECU集成测试，系统测试，功能确认七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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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哪些需求要包含在所设计的架构中要有清晰的描述,这点对于保证最佳的系统开发质量

非常必要。需求描述了需要在架构中考虑的所有方面,包括功能性、非功能性需求。需求分

析的输入来自于市场的特性,是系统功能性中客户可感知的部分。

需求分析



       确定系统功能
       确定供应商
       确定产品开发验证计划

  确定产品的各阶段需求（下线的规划）

系统设计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方式是为了更直接的联系到ECU接口人员和供应商及总线相关人员和项目经理。

                 1、减少了由部门接口人员转达问题信息的丢失；
                  2、使各方的交流更加明确。
            在需要供应商确定阶段，各专业科室ECU接口人员提供按照下表提供联系方式

系统设计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确定系统功能
       确定供应商
       确定产品开发验证计划

  确定产品的各阶段需求（下线的规划）

系统设计

供应商能力调查表

            供应商能力调查表用来评估供应商总线的开发能力，在项目前期明确可能存在的风险，
避免能力差的供应商导致整个项目的延期和其他的风险。

              与供应商交流时，各专业科室接口人员让供应商填写完整供应商调查表，便于总线
相关人员辅助分析供应商能力。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系统设计
ECU功能定义

               ECU功能定义程度决定了ECU开发的难易。很多供应商由于没有成熟的方
案，导致项目进展中，功能不断变化，影响整车的开发。

              因此在供应商确定阶段必须明确ECU所需实现的功能及实现的策略ECU功
能定义：ECU需要在何种状态下，根据哪些信号，完成哪些功能，对哪些系统
有影响？

              在确定供应商之后，可以要求供应商提供类似项目或者以前完成的项目的
客户需求文档，辅助完成功能定义。不限于下表。

    

引脚定义：每个引脚的定义
引脚电气特性：每个引脚如何实现其功能见附件：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系统设计

下线的规划和设计

       依据ECU的功能定义，完成整车各个系统的下线方案，协助下线设备和诊断仪的开发和验证工
作，测试过程中对数据详细记录，针对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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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

功能的更改和整合 
       为了满足整车功能的实现，需要在各个ECU功能的基础上增加或者改变一些功能，实现车型
既定配置。关于功能优化和更改，需要供应商，ECU接口人，项目组及总线人员协商完成，需要
各个人员具备良好且积极的工作态度。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总线网络设计

    定义网络拓扑
定义ECU属性

    ECU开发所遵循的通信、诊断协议
定义信号量
定义报文结构
定义收发关系
定义时序
一致性检测

    ECU所关心的配置信息和整车配置信息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总线网络设计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网络通讯需求规范

根据国际标准和企业要求，制定网络CAN总线需求规范、LIN总线需求规范、
诊断需求规范、网关通讯需求规范。
q 工作内容
1) 制定CAN总线需求规范
内容包括物理层、交互层、网络管理等。
2) 制定LIN总线需求规范
内容包括LIN物理层、协议层、诊断等。
3) 制定网关通讯需求规范
网关通讯需求规范包括信号路由需求。
q 输入
1) 供应商网络通讯调查表
q 输出
1) CAN总线需求规范
2) LIN总线需求规范
3) 网关通讯需求规范



总线网络设计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通讯矩阵

q 工作内容
1) 制定整车网络信号列表
定义整车网络信号，包含信号名称、发送类型、发送方、接受方、延时要求、编码
方式等。
2) 制定整车CAN总线通讯矩阵
根据整车网络信号列表，结合CAN总线需求规范，制定CAN总线通讯矩阵并生成
DBC格式数据库。
3) 制定整车LIN总线通讯矩阵
根据整车网络信号列表，结合LIN总线需求规范，制定LIN总线通讯矩阵，并生成
LDF格式数据库。
q 输入
1) 整车网络信号列表
2) 供应商网络信号调查表
q 输出
1) 整车网络信号列表
2) CAN总线通讯矩阵和CAN数据库文件（自动化生成）
3) LIN总线通讯矩阵和LIN数据库文件



总线网络设计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通讯矩阵

CAN 信号调查表
        根据ECU的功能定义，确定ECU实现功能所需的信号及其属性和ECU所能够
发送的信号及其属性。
        详细完整的调查表是总线及ECU开发的前提条件。



总线网络设计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通讯矩阵

输出数据库

I
D

消息名称

位长度
信号描述 单位

偏移量

精度 最大最
小值

信号接
收者

发送方式
和周期



总线网络设计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诊断需求规范

制定系统诊断需求规范和诊断数据，并创建诊断数据库文件。
q 工作内容
1) 制定诊断需求规范
诊断需求规范分排放相关诊断和非排放相关诊断，内容有：网络传输协议、UDS
诊断服务、OBD诊断服务和软件下载。
2) 制定诊断数据
定义各控制器的诊断数据，包括故障代码、读写数据、程序运行数据、输入输出
控制数据等。
3) 制定诊断数据库
q 输入
1) 供应商诊断信息调查表
q 输出
1) 诊断需求规范
2) 诊断数据和诊断数据库



总线网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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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ECU功能需求分析

    硬件总体方案设计
    硬件原理图设计和PCB制作
    软件总体方案设计
    底层驱动程序和应用程序设计
    ECU性能测试



ECU集成测试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网络通讯测试规范

依据网络需求规范，制定网络需求测试规范。
q 工作内容
1) 制定CAN总线测试规范 
2) 制定LIN总线测试规范
3) 制定网关测试规范
4) 制定各系统通讯信号测试规范
q 输入
1) CAN总线需求规范
2) LIN总线需求规范
3) 网关通讯需求规范 
q 输出
1) CAN总线测试规范
2) LIN总线测试规范
3) 网关测试规范
4) 整车总线测试规范 



ECU集成测试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诊断测试规范

依据诊断需求规范，制定诊断测试规范。
q 工作内容
1) 制定UDS诊断测试规范 
测试规范覆盖诊断服务、传输协议。
2) 制定排放相关诊断测试规范
测试规范覆盖诊断服务、传输协议。
q 输入
1) 诊断需求规范 
2) 诊断数据 
q 输出
1) UDS诊断测试规范
2) 排放相关诊断测试规范



ECU集成测试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ECU测试对的产品原型进行测试，以检查单ECU 系统的性能是否达到网
络定义的要求，以保证网络最终功能的正确性。
       用设备来模拟相关的信号（转向角、踏板位置传感器等）通过总线传送给
待测控制单元。测试分为三种测试。
   （1）正常测试。
   （2）异常测试。
   （3）性能测试。



系统测试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依据测试计划，完成相关测试验证工作，测试过程中对数据详细记录，每阶段的测试完成后
对测试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估，针对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零部件级的测试会以黑盒测试的方式在单个零部件上进行。零部件通过零部件级的测试后，
才有资格进入系统集成，进行系统级测试。系统级测试会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中进行，比如测试台
架或实车。所有的测试结果将记录在测试报告中。
q 输入
1) 测试样件
2) 测试台架
3) 测试样车
4) 供应商测试报告
q 输出
1) CAN通讯测试报告
2) CAN诊断测试报告
3) LIN通讯测试报告
4) 网关测试报告



系统测试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汽车电子开发测试平台

       ECU系统测试则对系统集成后的总线系统进行测试，以检查系统的性能是否达到网络定义的
要求，以保证网络最终功能的正确性。



功能确认 

 总线设计流程及事项

确认主要是通过测试整车性能，验证是否符合前期需求规范的要求。
确认网络通信设计质量；
确认整车功能；
确认整车研发中的问题；
确认整车生产，售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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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产品开发范例



 产品开发范例

1、A-样件（CAN通讯功能样件） ：
全部实现CAN通讯物理层，交互层，网络管理层的需求；
全部实现FIS，和Message Map中定义的需求，并至少实现与FIS，Message Map中信
号相关联的功能
2、B-Sample（全功能样件）：
·  包含所有对A-样件测试发现缺陷的修改，不应因此修改招致新的缺陷；
·  全部实现诊断需求；
·  全部实现ECU所需功能；
3、C-Sample（系统测试样件）：
包含所有对B-样件测试发现缺陷的修改，不应因此修改招致新的缺陷；
4、D-Sample （小批量生产件）：
·  批量生产准备件；



 产品开发范例

样件信息

下表中的文档/样件信息必须提供以证明样件满足要求.



 产品开发范例

测试设备

       下面是测试设备的综合示意图。CAN总线和DUT的地线都连接了一个示波器和一个CAN工具。
可以通过一个连接到CAN总线的测试盒，仿真总线负载。

Figure 1 General setup for performance class tests. 图1：性能类测试的通用设备



 产品开发范例

总线负载仿真

       利用下列总线设备连接，来仿真不同类型ECU的总线负载。
非终端ECU和分离针脚终端ECU应使用终端电路(a)。总线终端ECU和总线&针脚分离终端ECU不能
使用终端电路(a)。

Figure 2 Bus set up 图2：总线配置



 产品开发范例

交互层

交互层和数据链路层是整个CAN总线网络通讯协议堆栈的一部分，如下图1所示。

Application

Transport Layer
ISO 15765-2

Interaction Layer

NM_REQ

CAN Data Link Layer

CAN Physical Layer

NM_IND

Network Management

CAN Electrical Medium

PhysErrorInd

IL_REQ

图1：AUTOLAN通讯协议堆栈



 产品开发范例

网络管理

网络管理主要分为两类：直接网络管理和间接网络管理

连接到CAN总线的ECUs被分为两种类型：
点火节点
点火节点连接到动力高速CAN总线上，与汽车的行驶密切相关。当点火开关关闭后，点火交换节点功能的
ECU会停止所有在总线上的通信。只有在点火的状态才能开始CAN的通信。
非点火节点
非点火节点连接到车身舒适系统CAN总线上，与车身的舒适性控制密切相关。当点火开关关闭后，非点火
节点功能的ECU可以继续提供CAN总线通信。

       CAN 节点网络管理设计用来在车型CAN总线系统上提供服务应用。这些服务包括：
为了节电目的，控制转换到Bus-Sleep 模式
Bus-Off的处理和恢复
失效模式的操作



 产品开发范例

网络管理

直接网络管理状态转换图 



 产品开发范例

网络管理



 产品开发范例

网络管理

间接网络管理设计范例 

(1) CAN 初始化完成
(2) 睡眠条件确认
(3) 睡眠条件中断
(4)发送/接收到睡眠确认
(5) 等待计时器 T[WBS] 结束
(6) 唤醒事件发生 
(7)唤醒事件发生

Simple Operation Code
Bit 3 Bit 2 Bit 1 Bit 0
Sleep

Acknowledge 
Sleep

Indication
Normal 

Operation
/

 Max(ms)
T[CANInit] 200
T[MessageStart] 700

Time Max-value
T[WBS] 300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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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工程师5年+技术经验和水平一致赢得客户极好口碑。至

今，虹科已为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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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测量与控制、汽车电子、自动化、嵌入式开发工具和软件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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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积极加入国际和国内的行业协会，包括CiA、PROFIBUS、EtherCAT和中国汽车保修设备

行业协会等等。虹科和多家外国名企紧密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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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工程技术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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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