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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t ing TDX 的亮点
  集中访问权限管理
  用于轻松快速的GUI开
发模板

  用于复杂显示界面的可
编程GUI

  采用国际标准节省投资

客户功能
   安全和访问权限
   诊断通信序列的定义
   诊断树和GUI的设计
   引导功能和修复
   加密的诊断内容
   角色模型的确定
   适应CI：颜色，图标等。

优势
 基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VCI和最先进软件的精益诊
断解决方案
 灵活的诊断方法（基于症状/ECU等）
 各种诊断功能
 综合报告功能
 完全适应个性化需求（流程，CI，语言）
 面向未来，使用国际标准（OTX，ODX，UDS等）
 可以以传统的方式使用鼠标和键盘或可替代地使用触
摸屏来操作

Soft ing TDX
移动维修诊断仪，用于维修和软件更新的可靠过程

Soft ing TDX是一种通用的售后工具，供车辆和零件制造商使用。 
它支持所有必要的诊断功能，用于故障排除，维修，设置整车或
单个部件。

客户功能
  总线监视、OBD、功能测试与测量
通过特定的控制组件进行故障内存操作

  通过特定的控制组件进行故障内存操作
  用于变量编码和闪存刷写的控制元件
重用现有的DTS 8项目和新工具环境的工作空间

优势
 多重任务进行诊断和分析
 直观的操作工作流程和预配置的模板，可快速获得诊断结果
 高质量的实现得益于早期通信问题的检测和功能错误的改正
 通过专用UI控件为每个诊断任务提供高效率
 完整记录通信数据和测试结果

Soft ing DTS.monaco 的亮点
 远程诊断
   以太网监视
   多语言功能
   以用例为导向的GUI控件
   自定义UI工作流程设计

Soft ing DTS.monaco
这是一种通用的一体化工程测试工具，可用于车载ECU的诊断和
控制功能的开发、测试、发布和应用。
Soft ing DTS.monaco可以在开发、验证、制造准备测试领域对诊
断通信、数据和序列进行全面测试。它可以灵活地适应各种不
同的测试任务和用户组。

发现&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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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制造，
售后服务的创新使用案例

使用VIN|ING 2000
灵活应对所有诊断挑战
VIN|ING 2000不仅支持通过Wi-Fi或USB连接电脑的标准应用，而
且也可以完美支持远程诊断任务和独立操作。这是通过内置于
设备中的新Soft ing SDE实现的--将经过验证、测试的标准基础通
信组件与功能访问接口相结合。因此，PC上的所有标准序列和功
能都可以直接在VCI上重复使用 - 无需WLAN连接，不再有Wi-Fi
连接和带宽或延迟的问题。

使用案例完全可以用设备实现，例如在测试驱动期间收集数据，
在测试驱动之前和之后运行诊断测试，以及必要时更新控制单
元固件。任务以不同方式启动，例如通过连接点火器或按下设备
上的按钮触发。

Soft ing SDE

  道路试验，支持低质量互联网连接
  集成到测试台应用程序中
  用于制造中的独立检测台和刷写装置
EOL测试

   生产后的Flash编程
  嵌入式设备诊断（例如车载网关，VCI）

Soft ing Remote

  SOTA：通过互联网进行软件无线更新
  道路试验时的远程诊断
  远程识别和故障检测
  测试台的远程操作
   数据收集、准备、分析

Soft ing DTS.monaco
 ECU和车辆诊断功能的测试
检查诊断数据库

  根据法律法规考虑OBD的范围
  审批程序的执行和记录
  检查数据通信的安全机制
  支持试验台和HiL系统的调试

Soft ing TDX

   车间中的问题定位和修复
  车间中的软件更新
  生产后的软件更新
  道路试验诊断

优势
  通过接口上的数据预处理和协议处理实现高可靠性的时序
  集成诊断连接器，设计紧凑
  高级别WLAN的安全性得益于企业证书认证
  磁性固定的灵活USB和LAN电缆

VIN|ING 2000的主要功能
   PC接口：WLAN / USB / LAN 
   2个CAN / CAN FD
  2 x K-Line
   1个以太网用于DoIP
  电源管理和唤醒
  传感器按钮和运动传感器

组件
 Soft ing DTS.monaco
用于车载ECU诊断和控制功能的一体化工程诊断仪
 Soft ing TDX.studio
可靠的维修和软件更新过程
 Soft ing SDE
独立于平台的诊断运行系统
 Soft ing OTX.studio
全功能开发套件，包括各种比较器和调试器

客户功能
  诊断，fl ash编程，日志功能
  程序，变量，控制元素（例如循环，分支）
  数学和字符串运算
   文件，XML和SQL数据库访问

  图形支持
  国际化 -  I18N
   DLL 访问

优势
 面向问题的和特定领域的
 平台独立且可互换
 可以进行正式检查
 机器和人类可读
 长期使用导向
 可扩展的
 简单易学

OTX 标准
Open Test Sequence eXchange - ISO 13209

Soft ing OTX解决方案适用于整个生命周期
Soft ing OTX.studio和Soft ing SDE允许您直接在Soft ing的工具和第
三方应用程序上设计、实现和使用复杂的诊断序列。由于OTX序
列是独立于平台的，因此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只需实现一次。

Soft ing SDE的亮点
  面向功能的API  - 易于调整
   远程功能
   平台独立
   诊断数据加密

客户功能
   读取和清除故障内存
   车辆快速测试
 ECU编程
 ECU变量编码
   通过诊断传输测量值

优势
 诊断功能的具体实现 - 在整个生命周期只有一次
 开发周期的缩短得益于简单的API
 通过功能诊断和优化的运行格式来提高性能
 得益于中央集中控制实现了多种应用标准化的展示
 支持远程访问，可灵活的和世界范围内的实施
 支持大量总线系统和协议，包括CAN FD和DoIP

Soft ing SDE
Smart Diagnosti c Engine

平台独立的运行时系统，用于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诊断功能，
序列和服务。
Soft ing SDE是一种诊断系统，使用标准化诊断格式ODX和OTX，
并通过易于操作的抽象层进行扩展。该产品是独立于特定平台
的模块化组件，提供面向功能的诊断，通过例如“编程”和“读取故
障内存”作为API函数，并且支持远程访问。

售后诊断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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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4.0 – 
远程和云诊断
对通过远程信息系统服务提供互联网接入的远程系统中的ECU
进行诊断；使用最先进的基于云的技术和安全机制，在数据捕获
和分析方面，以及数据流程方面，都可以实现整体过程。

远程诊断
通过长距离1:1连接在应用程序和车辆之间发送和接收大量的
ECU数据。

云诊断
通过自动运行的云应用程序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和传输ECU数据，
使用与特定的车队预先配置的活动。

利用后端基础设施和诊断知识，我们将在开发和售后领域与世
界接轨。

羧福汀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东路1999号麦腾智慧天地416, 201206 . 中国 | 电话: +86 21 61063031 | 传真: +86 21 61063032 
邮箱: info.automoti ve@soft ing.com | 网址: www.automoti ve.soft ing.com

Soft ing TDX – 远程助手
远程排除客户车辆故障
在维修厂的SOTA
道路上的技术支持
连接到后端的物流数据

Soft ing SDE – 功能诊断服务器
数据采集  和配置
 SOTA
用于远程客户端的服务器
数据测量
 TCU上的嵌入式诊断组件（远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
加密数据使用情况

Soft ing DTS.monaco – 开发客户端和开发服务器
   试验台监测
   工程网络
   故障检测
   远程开发和故障排除
   支持试车跑道上道路试验

Test & Verifi cati on

Engineering Fleet    Serial Vehicles

Analysis & Evaluati on

Multi point to Multi point (m:n)

Fleet Management

History
Data

Diagnosti c
Results

Reports

e.g.OEM, end customer, 
fl eet owner, insurance 

companies

Cloud Applicati on

System
Confi gurati on

Diagnosti c
Data Pool

Session
Keys

Access 
Rights

Test & Verifi cati on


	Leere Se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