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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by-LIN-RC-II: 

带有 6 个内置按键的 LIN 总线仿真设备 

 

产品说明： 

☺ Baby-LIN-RC-II 是一个 LIN 总线控制器，可用于 LIN 总线仿真，ECU 测试，自动

化测试系统，二次开发等； 

☺ Baby-LIN-RC-II 模块配备一个 6 键的薄膜键盘。因此，可以给每一个按键分配一个

LIN 总线命令，只要你按下按键就会执行合适的 LIN 总线操作。另外如果使用 1

个或者两个按键作为第二功能键，那么一共可以产生10或者12种不同的按键事件； 

☺ Baby-LIN-RC-II 模块具有一个 Micro SD 卡槽（未来可用），一旁的 LED 灯用来显

示固件更新与设备启动状态； 

☺ 可通过 USB 连接电脑使用；或者离线独立运行，仿真 LIN 节点 

☺ Baby-LIN-RC-II 工作电压 8-26V（建议采用 12V） 

☺ 设备 LIN 总线与 USB 接口电气隔离，消除连接 PC 时潜在干扰 

☺ Baby-LIN-RC-II 包括一个 32 位的微控制器，可以处理所有时间要求严谨的任务，

比如消息定时发送和 LIN 总线协议解码 

☺ Baby-LIN-RC-II 采用闪存来保存固件，因此更新和升级非常简便 

☺ Baby-LIN-RC-II 支持 SDF-V3，新版本的 SDF 支持多种总线选择，条件宏命令，全

新系统变量与 CRC 函数，以及 Sub Marco 调用。 

工作模式 

Baby-LIN-RC-II 模块适用于所有需要与 LIN 设备通信的应用领域，如研发、测试、生产（EOL

应用）。 

典型工作模式： 

  无需 SDF 文件即可实现总线数据的监测与记录，添加 SDF 文件后可实现信号值的

监测； 

 通过自带的 LINWorks 软件或者基于 Baby-LIN-DLL 自己开发软件来控制 LIN 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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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写指令序列并存储到 Baby-LIN-RC-II 模块内让其能够脱离 PC 端实现独立运行，

因此，不连接 PC 端也可实现 LIN 总线 ECU 的耐久性测试或 EOL 测试。 

仿真模式 

Baby-LIN-RC-II 能够实现 LIN 总线节点的多种仿真配置： 

 仿真 LIN 总线主节点来控制从节点； 

 仿真任意数量从节点； 

 实现 REST-BUS 仿真； 

 仿真所有节点，测试总线通信； 

 不仿真节点，纯监控总线通信。 

LIN 总线特性 

Baby-LIN-RC-II 使用的 LIN 驱动支持 8-26V DC 的总线电压，波特率支持到 125k。因此即使节

点运行在 LIN 规范的标准之外，也可以通过 Baby-LIN-RC-II 进行控制。支持的 LIN 规范版本有：

V.1.2, V.1.3,…,V.2.2. LIN 总线通信线的长度最大是 30 米。 

Baby-LIN-RC-II 的主要应用： 

☺ 本地监控，实时读取，记录，发送和显示 LIN 数据 

☺ 支持 LIN 设备诊断，支持 DTL （诊断传输层），比如 3C/3D 服务。 

☺ 本地修改和测试所有控制参数、消息信号、帧定时、程序定时 

☺ Baby-LIN-RC-II 的 LIN 总线收发器支持高达 200K 的波特率。虽然标准的 LIN 设

备是最高支持 20K，但是有越来越多的高速 LIN 设备超过 20K 通讯速率，它们采

用的是非 LIN 标准协议，或者它们是通过更高的波特率刷写了一个节点。并且它

们需要支持的设备来监测和通讯。Baby-LIN-RC-II 可以用 ASCII-Mode 实现以上

这些应用。 

☺ 一个价格却涵盖了市场上多种设备的功能：比如 LIN 总线仿真器，LIN 总线诊断

仪，LIN 总线测试仪，LIN 总线分析仪，LIN 总线适配器等。 

☺ LIN 节点/系统的主从仿真和分析，模拟出并不实际存在的总线参与者。比如模拟

ECU 等向外发数据，支持虚拟仿真、半实物仿真，以及“只听”模式。 

☺ 支持基于事件的信号配置、顺序控制、错误判断和触发动作 

☺ 通过各种事件触发条件（信号事件，报文帧事件，改变的事件等）来触发将要执行

的操作（如运行或停止，发送另外的报文，更改某个信号值等） 

➢ 信号事件包括信号值与信号值之间比较的结果，信号值与常量之间的比较结

果，信号的变化范围等 

➢ 报文帧事件包括选择的报文帧出现在总线上，报文帧出现错误（如检验和错误，

节点无响应等） 

➢ 改变的事件包括某个信号值发生变化，或者某个报文帧发生变化 

☺ 典型测试包括：比如被测产品出现异常时，通过 LIN 报文探测错误，并由

Baby-LIN-RC-II 控制设备停止运行或者触发发送某一个命令；比如定时一段时间

后，开始进行 8000 次的循环测试：正反转，启动运行，不同角度的开度动作等；

比如生产线工人启动 Baby-LIN-RC-II 模块自动完成产品出厂前的系列测试：从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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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到运转到停止的连贯测试。 

Linworks 软件套装 

客户购买 Baby-LIN 设备后即可拥有整套 LINWorks 软件，LINWorks 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LDF-Editor 用于检查、创建和编辑 LDF 文件（LIN 描述文件）。 

Session Configurator 用于检查、创建和编辑 SDF 文件（Session 描述文件），并可以导入

LDF 和 DBC 文件。它可以定义所有需要仿真和控制的总线信息，比如，总线上的哪些节点

是可用的，哪些节点应该由 Baby-LIN 仿真。也可以定义一些应用逻辑，如循环运行；逻辑

判断 

Simple Menu 用于连接 Baby-LIN-RC-II, 加载 SDF 文件，修改设备目标配置，控制总线，

监测 LIN 总线数据。并且在未加载 LDF/SDF 文件的情况下，也可以用来监测与记录总线数

据。 

Baby-LIN-DLL库文件可让用户编写应用并可实现Baby-LIN-RC-II模块所有的功能，如控制、

监测 LIN 总线接口，提供 C#, Visual C, Visual Basic 和 LabView 二次开发例程 

LINWorks 软件可以在 WINXP, VISTA, WIN7 (32/64 Bit) and WIN8 (32/64 Bit)上操作。如果

用户需要的话，可以支持 Linux 版本。  

软件安装系统要求： 

支持如下操作系统： 

➢ Windows XP 

➢ Windows Vista (32 and 64 Bit) 

➢ Windows 7 (32 and 64 Bit) 

➢ Windows 8 (32 and 64 Bit) 

➢ Windows 10 (32 and 64 Bit) 

➢ Linux (a version is available on request) 

LINWorks 软件套装里面有些工具需要电脑上安装.NET Framework v4.0。 

软件安装时需要管理员权限，PC 硬盘里面需要至少 200M 空间。 

 

技术规格 

设备参数 

 CPU: ARM Cortex-M4, 168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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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存: 196 kB RAM 

 2 个 LED 灯: 总线信号与错误状态显示 

 1 个 LED 灯: 固件更新与设备启动状态显示 

 6 按键薄膜键盘 

 供电: 通过 USB 接口或 LIN 总线 

 最大电流消耗: 70 mA @ 12 VDC 

 所有通信接口均电隔离(LIN-Bus, USB) 

LIN 接口 

 1 路 LIN 总线接口 

 LIN 总线通过 3pin 连接器连接 (MC 1,5/ 3-ST-3,81) 

 供电范围: 8-26 VDC（建议 12V） 

 LIN 总线波特率:最高可达 125k 波特率 (远高于 LIN 协议标准范围) 

 支持 LIN 协议版本: V1.2, V1.3,...V2.2 

 支持 LIN 相关协议: Cooling 与 SAE J2602 

 支持 LIN 总线最大线缆长度: 30m 

USB 接口 

 USB2.0 

 B-Mini 型接口 

Micro SD 卡 

 卡槽当前不可用 

Case 

 防护等级: IP20 

 工作温度: -20℃至﹢65℃ 

 重量: 40 g 

 尺寸[mm]: 78 x 45 x 18 (L x W x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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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要求 

需要以下硬件来操作 Baby-LIN： 

要求 用途 

具有大约 200 MB 可用硬盘空间的电脑 
需要安装 LINWorks 软件。 请检查软件要求和用

例。 

带有空闲 USB 端口 
用于将 SDF 文件导入到 Baby-LIN-RC-II 中 

用于固件更新 

发货清单 

Baby-LIN-RC-II 系统的供货包括以下组件： 

• Baby-LIN-RC-II 设备

• USB 线一条（长 1.5 米）

• 所有终端插头组件：

• 三接口的接线端子一个（直接装在主机上的，型号：MC 1,5 / 3-ST-3,81）

• 下载 LINWorks 软件套装的 license（包括 LINWorks PC 软件，USB 驱动程序，示例文件和

文档） 

订货信息 

主设备 

货号 产品 描述 

8000841 Baby-LIN-RC-II 带 USB 接口的 LIN 仿真工具 

可选硬件组件 

货号 产品 描述 

3500701 
USB 2.0 cable, 1.5m 

Type A 转 type B-Mini 

将 BabyLIN-II 连接到 PC 的 USB 线缆 

已包含在交货清单内 

3021303 MC 1,5/ 3-ST-3,81 

3 针插头组件 

电缆出口平行于插入方向。 螺丝方

向垂直插入方向。 

加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