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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CAN-Diag 基本设置 

1.1 CAN 接口 

 
根据使用的不同的 CAN 收发器，PCAN-Diag 的 CAN 接口具有不同的引脚分

配方式，如下图所示： 

 

 

1.1.1 对 CAN 收发器的辅助供电 

如果 PCAN-Diag 使用低速或者单线 CAN 的收发器，除了通常的供电之外，

还需要通过 D-Sub 连接器的 9 号引脚给 CAN 收发器供电，否则不能正常进行 CAN

通讯。 

使用的收发器类型 标准 辅助供电的电压范围 

高速和低速

时的引脚分

配方式 

单线 CAN 的引

脚分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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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 CAN ISO 11898-3 不需要辅助供电 

低速 CAN ISO 11898-3 5—27V DC 

单线 CAN SAE J2411 6—18V DC 

1.1.2 接地 

D-Sub 连接器的保护是内部接地的。接地是可以在 3 号和 6 号引脚之间切换

的，通过设置： 。 

注意：如果设备配置成低速或者单线 CAN 收发器，GND 引脚必须接地（辅

助供电的参考电位），否则不能正常进行 CAN 通讯。 

对于其它的 CAN 节点或者测量对象需要单独接地的，在设备背面提供了一

个 4mm 的 GND 接口。 

 

1.2 电源 

PCAN-Diag 有两种供电方式： 

 外部供电，通过电源插座； 

 临时供电，通过电池 

在设备运行时，供电状态在屏幕上方有显示。注意的是插入的充电电池在外

部供电时是不会充电的。要给电池充电必须把电池拿出来用单独的充电器充电。 

1.2.1 电源插座 

通过指定的插座给 PCAN-Diag 供电，可以用自带的 AC 电源适配器，也可以

用其它的 DC 电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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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电池供电 

在移动使用时，PCAN-Diag 可以通过电池供电，电池规格如下： 

 大小：小/AA 

 数量：4 个 

 单个电压：标称的 1.2V 或者 1.5V 

 

如果有外部电源连接到设备时，外部电源将会作为主电源，同时电池也可以

放在设备当中。 

1.3 使用按压旋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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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给 PCAN-Diag 上电 

按下按压旋钮至少半秒钟，出现一个短暂的欢迎界面，然后进入主菜单。要

关闭设备就在主菜单中选择 。旋转按钮可以切换选项。按下按钮表

示选择当前的选项。 

 

1.3.2 切换连锁开关 

上电的设备可以被设备背面一个小按钮锁定，为了防止电池意外放电，比如

在运输过程中。为了激活连锁开关，用一个小物体按下小按钮，现在就不能通过

按下旋钮开关打开设备。如果要解锁只要重新按下就可以。 

 

1.4 设置日期和时间 

PCAN-Diag 内部集成了时钟，当把文件保存到内存卡的时候会用到时间戳。

我们建议在第一次打开设备时检查当前的时间和日期，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设置

它。（主菜单中的 ）。 

按照下面步骤设置日期和时间： 

1、 在主菜单中选择 ； 

2、 在 处点击 set； 

3、 点击 data 和 time，在显示数字时旋转旋钮设置日期和时间； 

4、 设置完成后点击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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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CAN 状态显示 

在使用该设备时，在界面上面的状态栏会显示有关电源和 CAN 总线通讯状

态的信息，各自的意义如下图所示： 

 

2.设定设备 

在这个页面上改变任何设

置，如果想要这些设置固定下

来一直使用可以点击 Save&OK，

如果只是临时使用只要点击

OK 就可以了。 

注意：你可以通过工程来

快速的调整这个设备的设置

（见第六章）。 

2.1 Silentstartup 

如果这个功能被激活，那么每个设备启动 CAN 波特率都会被检查，与连接

的 CAN 总线的数据流有关。在这个序列中为了避免 PCAN-Diag 影响 CAN 数据流，

Listen-only 模式被激活。这个通过顶行的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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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设备的波特率是相匹配的，那么只听模式会在短时间内关闭，否则

会保持激活状态。当然也可以手动设置只听模式 。 

2.2 检测 CAN 波特率 

如果连接到 PCAN-Diag 的 CAN 总线的波特率是未知的，那么 PCAN-Diag 可以

自动检测波特率，但是这个需要 CAN 总线上的数据流。可以检测到一下波特率：

1000; 800; 500; 250; 200; 125; 100; 95.2; 83.3; 50.0; 47.6; 33.3; 20.0; 10.0。 

2.3 CAN 波特率 

除了固定的波特率值，列表中也包含了 8 个用户自定义的波特率，可以再下

面的设置中管理它们。另外就是高速、低速和单线 CAN 的波特率是有区别的，

如下图所示： 

使用的收发器类型 标准 最大可用波特率 

高速 CAN ISO 11898-3 1Mbit/s 

低速 CAN ISO 11898-3 125kbit/s 

单线 CAN SAE J2411 100kbit/s 

2.4 用户的 CAN 波特率 

为了适用于特定的条件，

专家可能直接访问集成 CAN 控

制的总线时间寄存器。SJA1000 

CAN 控制器工作在 16Mhz 时钟

频率时，它的寄存器是模拟的

信号。 

8 个自定义的条目是可编

辑的，每个包含 2 个字节的值

（4 个位的 16 进制）用于时间

寄存器和任意的名字。用户自

定义波特率显示在 CAN Bitrate

列表中。每一条都可以设置寄存器的参数：波特率、采样点（SP）、同步跳转宽

度（SJW）。 

要重置波特率的话，只需将 BTR 设置为 0000。 

2.5 CAN 终端 

内部 CAN 终端可以切换，终端的类型取决于集成在 PCAN-Diag 中的 CAN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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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器。 

高速 CAN 

（显示  ）                                                                                                        

高速 CAN 总线的每一个终端都需要一个 120 欧姆的终端电阻。如果

PCAN-Diag 连接了一个没有终端电阻的 CAN 总线，内部的 124 欧姆的终端电阻会

被占用。 

注意：如果你想检查连接的高速 CAN 总线终端是否正确，你可以使用这个

功能： 。 

低速 CAN 

（显示 ） 

低速 CAN 总线上的每一个节点都有一个终端电阻，最佳的系统条件是整个

总线的终端电阻是100 Ω（所有终端电阻并联的值），单个节点的电阻至少500 Ω，

最大不超过 6kΩ。 

设置 电阻 描述 

Off 4.7kΩ 如果监控一个既有的，已经具有最佳终端电阻的 CAN

总线网络，使用一个较大的电阻只会造成较小的影响 

On 1.1kΩ 用于节点较少的 CAN 总线网络 

单线 CAN 

（显示： ） 

单线 CAN 收发器的总线负载电阻会随着这个功能变化，如果设置成 off，相

应的电阻是 9.1kΩ，设置成 on 则是 2.1kΩ。 

查看 CAN 收发器 TH8056 的文档了解更多的关于总线负载功能的信息。 

2.6 收发器模式 

（只有对于集成单线 CAN 收发器时，显示 ） 

单线 CAN 可以再三种不同的模式下操作： 

模式 描述 

 

传输速率达 40 kbit/s，并带有波形整形功能 

 

传输速率达 100kbit/s，不带波形整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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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Normal 模式类似，但是增强了信号电平 

为了防止错误，高速模式的说法是指单线 CAN，与高速 CAN 没有任何关系。 

Sleep mode，在单线 CAN 中也需要另外定义，而不是直接支持。 

这些设置在 PCAN-Diag Editor 中是不能用的，只能在 PCAN-Diag 本身设置。 

2.7 Listen-only 模式 

如果只想用设备来监视 CAN 总线上的数据流而不想影响它，只需打开观察

模式（只听模式）。这种情况下设备不会发送也不会应答 CAN 报文帧，激活的发

送列表也会失效。 

2.8 D-Sub GND 连接 

设备的电压地端可以从 D-Sub 连接器端断开，通过软件设置（off），这个设

置于 D-Sub 连接器的 3 号和 6 号引脚有关。连接器的屏蔽盒是永远和电压的地端

连接的。 

2.9 关机时间（电池） 

如果 PCAN-Diag 在使用电池时运行，电池可以通过设置一段时间后自动关闭

设备来保护，只要按钮不在使用。设置成 会导致设备一直保持激活状态。

如果在外部供电的情况下，这个设置不会有任何影响。 

2.10 屏幕保护程序超时 

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不操作设备的话，屏幕的亮度会降低。这个设置会延长

OLED 显示屏的寿命。 

2.11 蜂鸣器 

PCAN-Diag 可以对一些事件产生声音反馈。其中之一就是 CAN 总线状态的改

变会发出这种信号。设置成 会关闭 PCAN-Diag 的这种声音信号功能。 

2.12 日期和时间 

设置为 可以调整设备的日期和时间。日期和时间用于保存文件到内存

的时候。 

2.13 重置文件索引 

位图的文件名和保存的一定范围的数据会得到一个来自计数器的编号。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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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目显示在括号中，点击 可以设置为 0。 

2.14 收发器 

显示集成在 PCAN-Diag 中的 CAN 收发起的类型，由此可知 CAN 通讯的标准。 

 

3.CAN 数据 

主菜单中的 。 

PCAN-Diag可以显示传入的 CAN数据，显示方式可以是简单的十六进制格式，

也可以使经过对象文件解析的信号。 

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可以周期性的或者手动发送准备好的 CAN 报文。 

另外还可以记录传入的 CAN 数据为文件，并保存到内存卡中。记录的数据

可以以 1:1 的方式回放，可转存到电脑上，也可以转换为其它格式用于评估。 

3.1 显示传入的 CAN 报文 

菜单项 。 

传入的 CAN 报文显示为列表形式，

按照 CAN 的 ID 号纵向排序，CAN 的数

据字节是以十六进制的格式显示。每出

现一条 CAN 报文计数器加 1，计数开始

时调用 CAN 报文视图，时间队列显示最

后两条 CAN 报文之间的间隔。 

在界面上点击 CAN 报文也可以给

报文重新排序。点击这个报文后，该报

文会显示在最顶端，且会显示数据的颜

色会有当前的颜色变为橙色，再点这个

橙色的信号，会回复排序前的状态，也

就是最开始的安装 ID 排序的状态。 

如果显示红色则表示 CAN 错误，这

个都 CAN 控制器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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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清除传入的 CAN 报文的列表和复位 CAN 控制器。 

代 表 首 先 的 7 个 传 送 列 表 ， 在

中定义的。 

最下面一行显示的是选择的发

送列表的信息：发送列表的名字，

定义的循环时间，“Single”代表发

送列表定义为手动触发。按一下就

会激活这个选择的发送列表，至于

是周期性发送还是触发一个单个信

息则取决于发送列表的类型。 

 

3.2 以符号形式显示 CAN 报文 

由菜单项 进入。为了简化 CAN

数据的解释，并以符号形式显示，这个显示取决于符号文件。 

在能以符号形式显示 CAN 报文之前，比必须将符号文件加载到工程当中。 

符号显示的特性： 

 一个 CAN ID 被定义为一个名字，通过使用一个符号 

 CAN 数据中的位序列代表单个的数量值，通过变量给了一个名字 

 数据可以被显示为十进制、十六进制和二进制。在 PCAN-Diag 中二进制

显示最多处理 16 位，如果有必要显示更多的二进制位，值会自动显示

为十进制代替二进制 

 变量可以转换 CAN 总线上的原始数据，以物理量带单位的形式显示 

 通过使用 enums，特殊的变量值可以显示为字母  

 多路复用器可以给同一个 CAN-ID 定义不同的符号意义用于数据输出 

符 号 文 件 被 激 活 显 示 在 状 态 栏 的 最 下 面 一 行 ， 通 过 菜 单 命 令

可以选择不同的符号文件。而且符号和变量可

以从显示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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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管理符号文件 

从菜单项 进入。使用符号文件： 

 在 PCAN-Diag 中通过一个工程可以使一个或者多个符号文件可用 

 在 PCAN-Diag 中用符号显示，至少使用一个符号文件 

 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创建和更改符号文件： 

 通过使用提供的 PCAN Symbol Editor 

 使用文本编辑器 

 通过导入 CANdb 数据库 

 在电脑中已经存在的符号文件（*.sym）可以用于工程当中 

 符号文件中的 PCAN-Diag 可能包含以下元素的最大值： 

•  450 个接收符号 

•  每一个符号 40 个变量 

•  900 variables in all  

•  400 enums 

在 PCAN-Diag 中，符号文件是事先选择好的，还可以确定哪些元素在这个符

号文件中显示。 

 显示当前工程提供的符号文件的列表选择一个将在

Receive Msgs. as Symbols 中使用的符号文件。 

显示当前符号文件的预览，选择在当前情况下要以符号文件

形式显示的元素。点击修改状态。选择 激活所有的条目，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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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决定所有用来排序的元素，当 Sort 命令用于在符号显示进

来的报文。 

3.3.1 通过 PCAN Symbol Editor 创建符号文件 

用下图中的 CAN 报文为例，使用 PCAN Symbol Editor 来创建一个符号文件。 

 

1、在电脑上打开 PCAN Symbol Editor（PcanSEdt.exe），你可以在我们提供的

CD 中的如下路径找到：/Tools/PCAN-Diag/PCAN-DiagV2/Tools/。刚打开是回看到

程序窗口的左边的 Item Navigator 是空的。 

2、点击 Add Symbol。你会发现在 Item Navigator 的 Symbols 文件夹下多了一

个条目。 

3、按照开始提供的 CAN 报文信息设置 Symbol 的属性。 

 
4、点击 Add Variable。根据给定的值设置 Speed 变量的值。 

 

5、同样的方法设置 Temperature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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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点击 Add Enum 创建枚举开关。稍后将会用到这个 Switch1 变量。 

7、通过点击 Add Value 增加 off（0）和 on（1）两个状态。 

8、按照 Switch1 变量创建 TestSymB 符号。 

 

 

9、 点击 Save as 保存符号文件为 SymExample.sym。最后的 Symbol 文件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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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在符号文件中使用多路复用器 

使用多路复用器不同的符号定义用于显示来自同一条报文的多个 CAN数据。

CAN 数据的一个区域被定义为多路复用器。借助一个例子，我们来讲一下怎样创

建一个带多路复用器的符号文件。 

 

1、在电脑上打开 PCAN Symbol Editor（PcanSEdt.exe），你可以在我们提供的

CD 中的如下路径找到：/Tools/PCAN-Diag/PCAN-DiagV2/Tools/。刚打开是回看到

程序窗口的左边的 Item Navigator 是空的。 

 2、点击 Add Symbol。按照下图设置其属性。 

 

 3、点击 Add Multiplexer 增加两个多路复用器到 Symbol 中。当 Symbol 文件

用于 PCAN-Diag 时，多路复用器都被当作是一个名字是 Mux 的单个信号。在

PCAN-Symbol Editor 中给的名字都丢失了，因此所有的 Multiplexers 都只显示必须

被显示的值，一个多路复用器开始生效。如果一个 Symbol 包含一个动态数据长

度（设置 “Valid for all Data Lengths”）的 Multiplexer，那么只有这个 Multiplexer

在 PCAN-Diag 是可用的。在相关的 Symbol 中更多的 Multiplexer 被忽略了。数据

长度从包含的变量中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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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按照下图将变量 Speed 添加到 Multiplexer1。 

 

 5、按照下图将变量 Engine Speed 添加到 Multiplexer2。 

 

 6、在两个 Multiplexer 中分别添加 Temperature。 

Multiplexer2 

Value 为 0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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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保存为 MuxSymExample.sym。 

当 Symbol 文件用于 PCAN-Diag 时，在

PCAN-Symbol Editor 中给的多路复用器名字都丢

失了，多路复用器集成到一个叫 Mux 的信号中。

然后所有多路复用器的变量都被列在普通变量中，

温度只列一次，因为名字和所有参数都是一样的。 

3.3.3 减小符号文件的大小 

由于 PCAN-Diag 的工作内存是有限的，符号文件只能读取特定的大小。一种

减小符号文件大小的方法是更改 Display Mode 属性。如下图所示： 

 

默认的设置是 ON，如果 Off，那么这个元素就不会被 PCAN-Diag Editor 处理。

当传送一个工程到 PCAN-Diag 是，Display Mode 是 Off 的元素不会被编译成二进

制符号文件（*.syb）。使用这种减小符号文件大小的方式的优点就是不需要删除

符号，多路复用器和变量。 

3.4 发送 CAN 报文 

从菜单项 进入。颜色表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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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激活一个发送列表只需在列表中点击对应的发送列表名字就可以。 

只用于单个 CAN 报文

的发送列表。 

如果发送列表只包含一个单个

的 CAN 报文，报文的数据字节通过

这个功能可以即时修改，也就是说，

这个改变有即时的影响，当然也是

包含在周期发送列表中。 

按照下面的步骤修改数据字节

的值： 

 点击 hex 或 dec 下的数据，旋转旋钮选择需要修改的数据，按旋钮修改 

 点击 binary 下的方框，选择各个位的开关状态 

点击 OK 确认。点击 Reset 复位发送列表的计数器和 CAN 控制器。 

3.5 管理发送列表 

从菜单项 进入。进入后显示了所

有可用的发送列表的概览。 

一个激活的条目以一个 标记。

这个意味着这个条目的属性可以被修

改，也可以在这个入口进入后用于发送

。 

按照下面的步骤创建一个或多个

列表： 

1、在 Transmit list 下激活一个条目 

2、点击列表入口的名字来编辑属性。如果还没有使用，名字是 unused。点

击 unused，出现编辑界面。 

3、再点击 unused 可以修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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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个列表默认只包含一个条目，点击 中的以后可以产生如下动作： 

 

5、Offset 下对应的值表示的是发送的两条报文之间的间隔，单位是 ms。但

是实际发送时是指最后两个报文之间的间隔，所以是个相对的值。 

6、注意发送列表下面的 的给定值，这表明所

有发送偏移量的总和造成的发送列表所需的最少的周期时间。 

7、点击 OK 确认这个更改，同时显示发送列表的概览。 

8、给每个发送列表设置 ，如果这个值是 0 则表示发送列表只能

手动开启。 

注意：这个发送列表的循环时间不能低于发送列表中的 Min. required cycle 

time，PCAN-Diag 会完成传送周期发送列表，即使定义的循环时间超过了。 

9、已经创建并时能发送列表，点击 OK 或者 Save&OK。 

3.6 记录 CAN 数据 

从菜单 进入。通过这个功能，所有传入的 CAN

数据包括 RTR 帧和错误帧都会被记录到 Trace 文件中，并保存到 PCAN-Diag 的内

存卡中，当然也包括时间。 

注意：当使用这个记录功能时，所有发送的 CAN 报文都会停止。 

一个 Trace 文件可以用来在 CAN 总线上回放记录的 CAN 报文，另外也可以

再电脑上将其转换为其它格式的文件做进一步的使用或者分析。 

点击 Start 即可开始记录，点击 Stop tracing 结束，但是要注意在记录是不能

将 PCAN-Diag 通过 USB 连接到电脑。记录是各个条目的意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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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回放记录的 CAN 数据 

从菜单项 进入。注意：当使用这个回放功能时，

所有从发送列表发送的 CAN 报文都会停止。 

1、默认的 表示只回放一次，点击 可以切换到 ，

表示一直重复回放 trace 文件。 

2、确保 PCAN-Diag 与电脑之间没有连接。 

3、点击 从列表中选择用于回放的 trace 文件。 

4、点击 Pause playback，会出现以下几种选择： 

 

3.8 在电脑上使用记录的 CAN 数据 

将 PCAN-Diag 通过 USB 线与电脑连接，可以再电脑上读取内存卡中保存的记

录文件如 trc00000.btr。 

使用附带的 CD 中的 PEAK-Converter 可以讲记录的文件转换为其它三种格式

的文件。按照下图 4 个步骤操作：第 1 步是选择要转换的源文件；第 2 步是选择

目的路径；第 3 步是选择转换后的文件格式；第 4 步是点击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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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格式的文件的特点和作用： 

PCAN-Trace （ .trc ）：基于文本的 PEAK-System 的跟踪文件。可以在

PCAN-Explorer 中查看数据或者在 PCAN-Trace 程序中回放 CAN 报文。建议：与

PCAN-Diag 有关的跟踪文件，我们推荐使用格式版本 1.1，因为 PCAN-Diag 的记录

只有一个通道，而且这个格式版本适用于 PEAK-System 的所有程序。 

Vector ASC Trace（.acs）：Vector 公司的基于文本的跟踪格式，也可用于很多

第三方程序。 

Character Separated Values (CSV)（.csv）：一种常见的基于文本的格式，用于

导入电子表格（分号作为分隔符），这种格式的文件可以直接用 excel 打开。 

4．用于 CAN 总线的测量功能 

从菜单项 进入。 

4.1 总线负载 

从菜单项 进入。CAN 总线上 CAN 报文利用的百分

率，其中一段时间显示在图形上，并持续更新。图中将设置的 CAN 波特率和给

定数值的采样周期的采样间隔放在一起。平均每个采样值和总线负载最大值都被

计算并显示在图中。 

通过增加总线上所有 CAN 节点的波特率和增加 CAN 网络中特定报文的循环

时间可以计算出更高的总线负载。 

点击 ，可以将当前的负载图以位图的格式保存在内存卡中，

在内存卡中被保存到当前使用的工程的文件夹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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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N 总线终端 

从菜单项 进入。注意：这个功能

只有在 PCAN-Diag 使用高速 CAN 收发器时才是可用的（显 示在：

）。 

这个功能测量 CAN_H 与 CAN_L 之

间的电阻值，测量时不影响 CAN 数据的

传输。高速 CAN 总线在每一个终端的

CAN_H与CAN_L之间都必须接一个终端

电阻。这个措施可以防止电缆终端的信

号反射和保证 CAN 收发器连接到 CAN

总线。 

这个测量可以提供准确的 CAN 总

线终端信息。 

如果是 表示内部终端电阻（124Ω）是激活的。

在这里更改这个设置是暂时的（直到关闭设备），在 Device Settings 中可以将内

部终端电阻设置为永久的。 

点击 开始测量，当 CAN 总线有更改时是很有用的。 

显示测量的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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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D-Sub 连接端的电压 

从菜单项 进入。D-Sub 连接端每个引脚

的电平都被测量出来并显示在 Actual 这一

栏中。通过每个引脚的电平可以判断出

CAN 总线的安装和功能是否正常。 

例如：当一个高速 CAN 收发器空载，

信号线 CAN_H 与 CAN_L 大约有 2.5V 的电

压，如果测量出的电压明显不同，那么某

个 CAN 节点的 CAN 收发器可能有问题。 

注意：由于在测量电压时会有一个延

迟因为技术原因，瞬态电压的波动不能可靠的检测出来。 

显示的是测量出的电源电压。 

每个引脚的自定义视图。 

 

 

电池供电及电池状态 

外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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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示波器功能  

从主菜单项 进入。示波器功能用来深入诊断连接的总线上的 CAN 信

号。处理功能类似于一个标准的存储范围。 

 

5.1 示波器功能的特性 

 示波器有两个独立的测量通道，每一个的最大采样率是 20MHz 

 存储深度可以设置到 64kSamples 

 可以显示 CAN_H 和 CAN_L 信号，以及两个不同的信号 

 时间测量的分辨率可达 50ns 

 检测外部信号（其频率可高达 1MHz）通过与探测器 BNC 连接 

 触发配置帧开始，帧结束，CAN 错误，或者单独的 CAN 帧基于他们的 CAN ID 

 使用 BNC 连接器，外部测量设备可以被触发 

 可以描述原始的 CAN 帧 

 解码 CAN 帧，从记录的跟踪文件中 

 当前视图可以被保存为位图截图 

 保存记录的采样数据位 CSV 文件 

5.2 调整视图 

要素 功能 

 水平缩放。用于缩放的参考点可以在 设置（左、中、右） 

 

视图的水平位移。指示器 与触发器相关的视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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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对齐视图中触发器的位置，触发器的位置总是时间轴的起点 

 

5.3 调整触发电平 

如果示波器的触发被设置为（ ）上升

或者下降沿，电平触发被调整为 Level，可以通过移动橙色水平线。 

注意：电平触发总是涉及到测量通道 2（白色信号显示在屏幕范围内）。 

 

 在测量操作期间，当前设置的触发电平以一个橙色箭头的形式显示。 

5.4 测量一个时间周期 

为了测量时间周期，时间轴上的一部分在屏幕上可以用两个光标 C1和 C2（垂

直线）来标记。按下面步骤来操作： 

1、如果菜单栏中 C1 和 C2 是不可用的，即显示为棕色，可以点击设置 Setting > 

Show cursors 为 Yes，即可激活光标。 

2、选择 C1 并在时间轴周期上设置你想要的起点，设置起点可以旋转按钮，

确定后按下就可以。 

提醒：在放置好光标之前，你可

以通过缩放时间轴选择最高的

时间分辨率来测量一个很大的

时间周期。然后将光标放在一个

较好的时间分辨率的点上，在稍

后缩小时间轴也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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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 C2 重复相同的操作，将光标放在时间周期的结束点上。这个必须放到

右边的起点处。 

 4、从最下面一行的状态栏 处读取时间周期的时长。 

5.5 垂直移动曲线 

显示的每一个测量通道的信号曲线的垂直偏移可以是自动确定的，也可以是

通过 Offs1 和 Offs2 手动设置的。两个通道的垂直移动可以使在一起的，也可以

分开的  

注意：当使用 Offs1 和 Offs2 手动调节时，激活的 auto-offset 功能会变成不

激活状态。 

5.6 记录信号 

等待设置触发事件和单一记录信号（填充采样缓冲区）。 

重复等待设置触发事件和记录信号，知道点击 。 

触发事件的在 选择，设置相关的记录都是通过

， size 来调节。 

5.7 解码 CAN 信号曲线 

在 CAN 信号曲线中检测到的 CAN 报文帧是自动解码的，CAN 报文帧的开始

肯定是在当前视图中的，如果有几个 CAN 报文帧显示，一般使用第一个。在栅

格上用白色字母显示以下信息：CAN ID；数据长度；十六进制格式的数据或 RTR。 

此外，CAN 帧中的数据，通过标记信号曲线可以显示 CAN 帧的各个段。通

过在设置中定义 如图： 

 
触发手动解码动作。此功能用于没有自动解码发生的情况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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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例缓存中移动曲线到另外一个 CAN 帧之后。 

解码时的故障排除 

 

5.8 保存记录的数据 

通过 将当前屏幕的内容另存为位图，或者将当前的采样缓冲区另存为 CSV

文件，都保存到内存卡中。实际功能取决于在 setting 中设置 。 

注意：保存过程可能需要几秒钟的时间。  

内存卡中的文件都被保存到当前激活的工程的目录下，通过 USB 与电脑连

接即可读取。在主菜单界面的最下面一行可以看到当前使用的工程的名字。 

注意：如果使用 USB 连接到电脑，那么记录的数据就不能通过 F1 来保存。 

CSV 文件的结构 

 

计算示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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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Time(13+) * Timebase(10) + Time Offset(11) 

 电压，用于测量每个通道 1 和 2 ： 

Channel(13+) * Scale Channel(6/7) + Offset Channel(8/9) 

5.9 设置示波器的功能 

从菜单 进入设置。 

5.9.1 通道 1 信号源 

选择通道 1 要测量并显示（绿色曲线）的信号源。这个选择取决于当前使用

的 CAN 收发器。 

 

5.9.2 通道 2 信号源 

选择通道 1 要测量并显示（绿色曲线）的信号源。这个选择取决于当前使用

的 CAN 收发器。 

特别注意：外部信号的电压不能超过±50 V。更高的电压可能会损坏设备。 

按照下图中的设置，BNC 连接也可以用于触发输出或者作为信号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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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 触发器 

 

提醒：如果 设置成 或者 ，那么通

过这个外部信号源，也可以将边沿控制用来触发。 

触发是独立运行的，从设置的两个测量通道的信号源。 

5.9.4 如果触发器是 CAN ID 

如果将 CAN ID 选择作为触发事件，通过 可以设置相关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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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自动偏移 

 
注意：当使用 Offs1 和 Offs2 手动调节时，激活的 auto-offset 功能会变成不

激活状态。 

5.9.6 Offs1/2 分别偏移 

 

5.9.7 显示光标 

激活光标用于测量时间周期，通过 控制光标在屏幕上移动。 

5.9.8 抽样率 

设置示波器的抽样率用于每个测量通道。如果你想监控较宽的信号曲线，低

于 20MS/s 的抽样率是很有用的。但是分辨率会降低。 

5.9.9 预触发 

信号曲线的一部分在出发点之前就有显示，这个百分比也是整个曲线的一部

分，可能的比率是 10:90, 50:50, 90:10。 

5.9.10 采样缓冲区大小 

更改缓冲区的大小和这样记录的长度，较小的缓冲区是比较合适的如果重复

采样运行更快的话。记录的长度由采样缓冲区的大小和采样率的商数决定。例如：

64 kSamples / 20 MS/s = 3.2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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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 缩放 

选择定点用于缩放：左边边界、右边边界、或者中间。 

5.9.12 显示解码字段 

确定从信号曲线中解码的 CAN 数据，在示波器屏幕上的显示类型。这个在

解码 CAN 信号曲线中已有对比，再次不再赘述。下图是各个字段的意思： 

 

5.9.13 触发输出延时 

内部触发信号对于外部 BNC 连接器的也是可用的（并不是用

），由于技术原因，输出会有延迟，延迟时

间在这里显示。 

5.9.14 功能键 F1 

决定了在屏幕上选择 F1 的动作： 

 

5.9.15 使能数据回读 

一个屏幕范围内的截图和/或采样缓冲区的内容可以通过电脑的 CAN 连接被

读取和保存。CAN 的 ID 7E8h 和 7E9h 都是用于这个功能，而且这两个 ID 不能分

配给其它的 CAN 网络。为了更好的使用 功能保存示波器的数据，通过 CAN 传

输的可能性是可用的是因为考虑到了之前的应用程序的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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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通过工程配置设备 

从主菜单项 进入。通过工程，PCAN-Diag 可以更快的适用于不同

的应用。一个工程包含以下几个元素： 

 

使用工程： 

 工程由 PCAN-Diag Editor 创建和修改，然后直接传到 PCAN-Diag 的内存卡中 

 任何数量的工程可以保存到内存卡中 

 在 PCAN-Diag 工作期间也可以从内存卡中加载工程 

 如果一个新版本的激活的工程在内存卡中是可用的，在打开 PCAN-Diag 后这

个工程会自动加载 

 设备内部设置和 CAN 发送列表的改变不会改变内存卡中的附属的工程 

选择内存卡中给你想要加载的工程，在工程的名字上按下

旋钮就可以将该工程加载到 PCAN-Diag 中。 

注意：当从内存卡中加载一个工程后，在 PCAN-Diag 中当前的所有设置，发

送列表和符号文件都会被重写。 

默认的工程包含用于 PCAN-Diag 的基本设置。 

显示激活的工程名称，这个在主菜单的最下面一行也有显示。在

启动 PCAN-Diag 自检时，如果发现内存卡中有一个更新的与当前加载的工程名字

相同的工程，那么会自动加载这个最新的工程。 

 

如果想恢复初始的工程属性，通过 重新加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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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创建和加载工程 

从创建工程到该工程用到 PCAN-Diag 中的过程可以分为三步： 

 在电脑上通过 Windows 软件 PCAN-Diag Editor 创建一个工程 

 将工程通过 USB 连接传送到 PCAN-Diag 的内存卡中 

 在 PCAN-Diag 中加载工程 

按照下面的步骤创建一个工程： 

1、在电脑上打开 PCAN-Diag Editor，可以在配套的 CD 的目录下找到这个软

件：/Tools/PCAN-Diag/PCAN-DiagV2/Tools/，打开后如下图： 

 

2、在上图方框中各个标签下调整你的设置。 

3、如果有需要，在相应的标签下创建一个或多个 CAN 发送列表。左边面板

包含 CAN 发送列表，右边列表包含发送列表对应的 CAN 报文。 

4、在 Symbols 标签下添加一个用于工程的符号文件。 

5、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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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下列步骤将工程文件传送到 PCAN-Diag 中： 

1、通过 USB 将 PCAN-Diag 连接到电脑，PCAN-Diag 不需要打开。PCAN-Diag 

Editor 上的 Transfer to 按钮显示为蓝色则表示可以传送工程文件。图中下方输出

点击添加一

条 CAN 报文 

点击添加一

个发送列表 

点击添加一

个符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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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显示 PCAN-Diag 已经被识别出来。 

 

2、点击 Transfer to，检查 PCAN-Diag 设备在选择设备窗口中。如果有多个

PCAN-Diag 连接到电脑，并都在下图的窗口中显示，只要选中所有的设备，一个

工程文件可以发送到所有的 PCAN-Diag 设备中。 

 

3、点击 OK。工程文件（*.dpf）和相关的符号文件（*.sym, *.syb）都被传送到

PCAN-Diag 中，在内存卡中工程文件存放的目录是/PCAN-Diag/Projects/<projec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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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断开电脑和 PCAN-Diag 之间的 USB 连接。 

按照下面的步骤加载工程文件到 PCAN-Diag 中 

1、在 PCAN-Diag 中选择 ，会出现一个内存卡中

可用的工程文件的列表。 

2、点击刚才传送来的工程文件就可以将该工程文件加载到 PCAN-Diag 中。 

在 PCAN-Diag Editor 软件中个，你点击 help 或者在电脑键盘上按 F1 会出现

帮助文档可以得到更多关于如何使用这个软件的信息。 

6.2 集成一个可供选择的启动画面 

每个项目都可以有一个替代的启动画面，以辨别该项目是否是当前激活的项

目。这样就必须放一个位图到相应工程文件在内存卡中的根目录下，如果没有位

图，那么启动的时候显示的是默认工程的启动画面。 

 

按照下面的步骤集成一个可替代的启动画面: 

1、按照上表中所示的特征在电脑上创建一个位图。 

2、将 PCAN-Diag 通过 USB 连接到电脑上，对于电脑来说 PCAN-Diag 是海量

存储设备。 

3、将需要的位图 Intro.bmp 拷贝到相应工程的文件夹中。 

4、断开 USB 连接。 

7．设备的维护功能 

从主菜单项 进入。该页面提供了一个有关设备内部信

息的概述，这些规格通常用于支持。此外，硬件功能是可用于维护设备的，下面

会简单描述一下。 

特别注意：误用该功能可能会导致该设备不可用。只有在 PEAK-System 的技

术支持有需求时才用。 

固件的更新在内存卡中/PCAN-Diag/Firmware/目录下。选

择里面的文件并点击就开始更新固件。 

所有设置都会恢复到当前固件定义的默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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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引导加载程序用于通过 CAN 更新固件。屏幕上会显示

PCAN-Diag 的序列号。 

8．浏览内存卡 

从主菜单项 进入。这里的操作非常简单，就和在电脑上浏览内

存卡中的文件一样，只是这里不能打开，只能浏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PCAN-Diag

连接到了电脑上就不能在该设备上浏览内存卡了。 

9.BNC 连接器 

 

BNC 连接器的功能取决于测量通道 2 的设置 。 

特别注意：外部信号的电压不能超过±50 V。更高的电压可能会损坏设备。 

 

9.1 触发输出 

其他测量设备或示波器，例如没有 CAN 特性的仪器，可以选择一个由

PCAN-Diag 的内部示波器功能引发的触发信号。 

触发输出功能是激活的，如果示波器功能的测量通道 2 是设置成

。 

9.2 节中会详细介绍 

9.1 节中会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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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示波器功能中发现一个触发事件，一个触发信号会在 BNC 连接器输出，

该信号有一下特性： 

 

 

9.2 外部信号 

取代 CAN 信号 CAN_Low，示波器功能的测量通道 2（Ch2）可以采样一个来

自 BNC 连接起的外部信号用于检查和触发。BNC 连接口可以作为输入，如果示

波器功能的测量通道 2 按照下图设置： 

 

此外，外部信号也可以作为触发信号，如果示波器功能的触发按照下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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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探针 

一个探针可用于外部信号（在我们的货里面不包括这个）。一个标准的探针

而没有其它电子设备是合适的，操作设置 x1。x10 是不能使用的。 

9.3 接地插座 

为了确保将 PCAN-Diag 和测量对象的低端分隔开，专门提供了一个接地端

（4mm）。 

 

10.与电脑之间的 USB 连接 

PCAN-Diag 与电脑之间通过 USB 连接，第一次连接时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序，

完成后就可以访问 PCAN-Diag 中的内存卡。当 PCAN-Diag 不开机的时候也是可以

正常连接到电脑的。平时我们使用 USB 设备时，要安全删除 USB 设备一般都是

点击电脑中的这个标志 ，PCAN-Diag 也不例外。 

10.1 USB 连接的目的 

 通过 PCAN-Diag Editor 传送工程到 PCAN-Diag 的内存卡中 

 访问 PCAN-Diag 创建的跟踪文件，位图和 CSV 文件 

 在工程文件目录下储存可替换的启动画面 

 放置一个*.bin 文件到/PCAN-Diag/Firmware/目录下，用于固件升级 

 清理你的存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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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限制 Diag 的功能 

通过 USB 连接到电脑期间，PCAN-Diag 的一些功能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在连

接到 PC 的时候该设备是不能访问到内存卡的。 

 启动的时候没有启动画面 

 不能加载工程 

 不能加载符号文件 

 在启动时激活的工程文件不能检查到更新 

 记录和回放 CAN 数据功能不能正常工作 

 主菜单中的 Memory Card 命令不能工作 

 在屏幕范围内用于保存截图和/或采样缓冲数据的 F1 功能不能使用 

 总线负载图不能保存为位图 

 不能显示帮助文件 

10.3 内存卡中的 PCAN-Diag 文件 

目录文件 功能 

/PCAN-Diag/ 访问 PCAN-Diag 内存卡时的文件夹名称 

/<project name>/ 存放所有工程文件的子目录，Default：默认的工程配置 

*.dpf 工程文件，有 PCAN-Diag Editor 创建，包含设置、CAN 发送

列表，连接到的 symbol 文件等 

*.sym 文本格式的 symbol 文件，由 PCAN Symbol Editor 创建 

*.syb 二进制格式的 symbol 文件，隶属于*.sym，用于符号显示 

Intro.bmp 设备开机时的启动画面（320 x 240 像素） 

pict000.bmp 总线负载图的屏幕截图，由内部计数器编号 

data000.csv 采样缓冲区的数据，csv 格式，可用于电子表格 

trc00000.btr 记录功能的二进制跟踪数据，用于回放和连接电脑后的转换 

Help/*.dhp 设备的帮助文件 

Tools/ 用于 PCAN-Diag 的工具软件 

PcanDiagEdt.exe PCAN-Diag Editor 用于创建工程的 Windows 软件 

PcanSEdt.exe PCAN Symbol Editor 用于创建 symbol 文件的 Windows 软件 

PEAK-Converter.exe 用于将记录的二进制跟踪文件（*.btr）转换为其它格式 

Firmware/*.bin 用于更新固件的文件 

Documentation/ PCAN-Diag 的文件 

即使在内存卡中没有目录/PCAN-Diag/，PCAN-Diag 也可以正常工作。可是，

没有启动画面和帮助文档显示。而且，不能保存屏幕截图、采样缓冲区的数据、

以及跟踪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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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PCAN-Diag 丢失了/PCAN-Diag/目录，从配套的光盘中拷贝到 PCAN-Diag

中即可，光盘中的文件路径是/Tools/PCAN-Diag/PCAN-DiagV2/。另外，你也可以

在网站 www.peak-system.com/的支持区下载可用的压缩包文件。 

11.技术参数 

电源 

电源 

通过电源接口外部供电：标准 DC12V，也可以使 8—50V 

内部四节电池（AA）供电：4 x 1.5 V 或 4 x 1.2 V DC 

注意：设备不能给插入的充电电池充电 

电流消耗 

外部供电：  8 V (min.):  300 mA  

12 V (nom.): 200 mA  

32 V:        83 mA 

电池供电：  5V：     400mA 

用于 CAN 收发 

器的辅助电源 

高速 CAN：无辅助供电 

低速 CAN：5 - 27 V DC 

单线 CAN：6 - 18 V DC 

CAN 

标准收发器 高速 CAN ISO 11898-2 (PCA82C251) 

其它收发器 
低速 CAN ISO 11898-3 (TJA1054) 

单线 CAN SAE J2411 (TH8056) 

终端 

高速 CAN：CAN_H 和 CAN_L 之间 124Ω ，可开关控制 

低速 CAN：CAN_H 和 CAN_L 之间 1.1kΩ 或者 4.7kΩ 

单线 CAN：总线负载电阻 2.1kΩ 或者 9.1kΩ 

BNC 连接器 

功能 触发输出或者测量输入 

触 

发 

输 

出 

静止状态电压 +3.3V 

触发事件电压 0V（下降沿） 

脉冲宽度 
4 个 CAN 位时间，实际取决于设置的 CAN 波特率 

（在波特率为 500kbit/s 时：4 * 2 μs = 8 μs） 

内部触发延迟 140 个 CAN 位时间，实际取决于设置的 CAN 波特率 

信

号

输

用途 示波器功能，测量通道 2（Ch2），用于信号检查 

输入电压范围 -3 - +15 V (低) ；-10 - +50 V (高) 

最高输入电压 ±50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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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最高信号频率 1Mhz 

探头用法 标准探头不带其它电子设备（不在供货范围）设置 x1 

示波器功能 

测量通道 1: CAN_H 2: CAN_L 或者 BNC 连接器 (最大 1 MHz) 

采样频率 每个通道最大 20 MS/s 

采样缓冲区容量 最大 64000 个采样 

触发类型 
CAN 帧起始/结束，CAN ID，CAN error，测量通道 2

的上升沿/下降沿，或者 free-run mode 

预触发 10 %, 50 %, 90 % 

测量时间分辨率 50ns（取决于缩放的程度） 

CAN 功能特性 解码记录的信号曲线 

数据传送 当前屏幕的截图，采样缓冲区的内容存为 csv 文件 

内存卡 

大小 至少 1G 

文件系统 FAT32 

USB 设备的名称 PCAN-Diag 

显示 

类型 OLED 

分辨率 320 x 240 pixels 

测量 

大小 103 x 58 x 212 (W x H x L) (带 BNC 连接器 225) mm   

重量 400g（不带电池）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0 - +50 °C (+32 - +122 °F) 

储存和运输温度 -40 - +80 °C (-40 - +176 °F) 

相对湿度 15% - 90%，没有结冰 

EMC 

EN 61326-1:2006-10  

EC directive 2004/108/EG  

EN 55011 

防护等级（IEC 60529） I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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