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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通用诊断协议 ISO14229 和基于 CAN 总线的车辆故障诊断协议 ISO15765，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及 ISO15765 的体系结构，在
此基础上给出 ISO15765 协议栈总体设计，并描述协议每一层的软件实现。协议栈设计利用分层接口方式，下层向上层提供服务，协议内
部功能采用模块化设计。实验结果表明，该协议栈能满足 ISO15765 规定的标准和一般的故障诊断功能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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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299 specifying unified diagnostic services and CAN based vehicle fault diagnostic protocol ISO15765 are introduced,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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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串行数据链路的种类无关。ISO14229 定义了通用诊断

概述
为了满足客户对车辆的可靠性、安全性、舒适性和便

利性等性能方面的要求，车辆内部控制器、传感器和执行
器等电子器件明显增多。这给车辆系统带来了 2 个重大问
题：车内线束增多和故障诊断难度增加。为了减少车身线
束及提高各电控单元之间的通信速度，采用串行总线来连
接器件。
CAN 总线是当今自动化领域中最具应用前景的技术
之一，可提供高达 1 Mb/s 的数据传送速率，在可靠性、
实时性和灵活性方面优势明显，适合测控单元之间的互

服务(UDS)，这些诊断服务允许诊断仪控制车辆内部 ECU
内的诊断功能。ISO14229 只定义了应用层的服务。
ISO15765[3]是一种基于 CAN 总线的诊断协议，其实
质就是在 CAN 总线上实现 UDS 即 ISO14229，该协议满
足了 E-OBD 的系统要求，符合现代网络总线系统的发展
趋势，将成为未来车辆行业的通用诊断标准。我国的汽车
诊断还是比较落后的 [4] ，只有充分理解和掌握诊断协议
ISO14229 和 ISO15765，才能有助于我国车辆诊断技术的
发展。本文主要研究和开发了 ISO15765 协议栈，并对本

连。现阶段，CAN 总线在汽车电子系统中得到广泛的应

文所设计的协议栈进行了测试。

用，代表汽车电子控制网络的主流发展趋势 ，基于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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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SO15765 体系结构

总线的故障诊断系统将越来越受关注。针对诊断设备和车

ISO15765 是基于 CAN 总线、用于车辆故障诊断的高

辆内部电子控制单元(ECU)之间的数据交换，各个汽车公

层协议 [5]，在 CAN 总线上实现了 UDS(ISO14229)，其体

司几乎都制定了相关的标准，导致各个汽车公司之间诊断

系结构如图 1 所示。ISO15765 协议相对于 OSI 参考模型

仪的不通用性。

而言，定义了 4 层，分别是应用层、网络层、数据链路层

ISO14229[2]是为诊断系统定义通用的需求而发布的，

和物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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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实时地接收到底层数据，分别为应用层和网络
层提供了接收线程和存储数据的缓存区。
3.1

应用层实现
应用层为诊断服务提供了 6 个服务原语，如图 3 所示，

每个原语的具体含义及本文所提供的接口如表 1 所示。

图1

ISO15765 体系结构

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是由 CAN 国际标准 ISO11898[6]
所描述、具有非破坏性的网络仲裁机制，其协议数据单元
是 CAN 数据帧，包含的最大数据长度为 8 Byte。物理层
的物理介质是 CAN 总线，具有较高的通信速率、传输距
离较远、抗电磁干扰能力强等优点。
网络层主要是为应用层提供接口，并为长报文(数据
长度大于 8 Byte)的传输提供了分组和重组的功能，由
ISO15765-2[7]文档所描述。

图3

应用层是由 ISO14229 和 ISO15765-3[8]所描述的，主
要是在 CAN 总线上实现 UDS，ISO14229 主要定义以下
6 个方面有关诊断的通用服务：诊断和通信管理功能单元，

表1
服务原语

应用层服务原语
应用层服务原语接口
应用层服务原语接口
含义

接口函数

请求原语(Req)

请求某个诊断服务

元，远程唤醒例程功能单元和上载与下载功能单元。诊断

请求确认原语
(Req_con)

表示请求报文是否传送到
ECU 端

SendReqCon()

和通信管理功能单元主要是定义有关诊断会话控制、通信

确认原语(Con)

接收响应数据

SendConfirm()

参数设定的服务，保证诊断通信过程中的正常工作；数据

指示原语(ind)

接收请求数据

SendInd()

传输服务单元主要是对整车的参数进行实时监控，有助于

响应原语(resp)

发送响应报文

xxx_Resp()

故障的诊断；存储数据的传输功能是读取或清除 ECU 内

响应确认原语
(resp_con)

表示响应报文是否发送到诊
断仪端

数据传输服务，储存数据传输功能，输入输出控制功能单

部故障代码，主要用于故障的诊断；输入输出控制功能单
元主要是对车辆 ECU 的输入输出进行控制，也有助于故
障的诊断；远程唤醒例程功能单元主要是可唤醒 ECU 内
部有关诊断的例程，通过对这些例程的启动可有助于诊断
的判断；上载与下载功能单元主要是在诊断仪和车辆内部
ECU 之间进行大量数据通信，上下载数据。

3

xxx_Req()

SendRespCon()

本文将应用层分为 2 个模块，分别是应用层调度和应
用层处理。
(1)应用层调度：主要是为应用层处理模块服务的，作
为诊断仪时，根据具体的用户诊断应用调用相关的处理函
数，当接收到响应数据时根据报文服务标识符 A_PCI 判断
属于哪种服务的响应，并调用相关的应用处理函数；作为

协议栈开发
按照 ISO15765 的系统架构，协议栈的总体软件结构

如图 2 所示。整个协议栈分为 3 个部分：应用层，网络层
和 CAN 协议部分。各层为上层提供服务。

车辆内部 ECU 时，主要功能是解析请求服务标识符并进
行预处理，当接收到来自诊断仪的诊断服务请求时，根据
报文服务标识符 A_PCI 判断是属于哪种服务请求，然后据
此来调用相应的应用处理函数，当 ECU 不支持该服务请

诊断应用用户界面

求时直接发送负响应到诊断仪端。
(2)应用层处理：应用层处理主要是负责处理一些公用

应用层
调度

应用层

应用层
处理

线程1

+

缓存区

持通信连接、安全访问等。作为诊断仪端时，经过应用层

接口

网络层

发送分组

接收重组

的诊断服务，如读取和清除故障诊断信息、开始会话、保

线程2

+

缓存区

调度后，进入诊断请求服务处理，该处理主要是将请求报
文组装成相应的请求 A_PDU(应用层协议数据单元)，即

数据
链路层

接口

赋予 A_PCI 相应的服务标识，并根据协议规定的请求报文

物理层

CAN(ISO11898)

格式填充各参数，然后发送到网络层，当接收到响应报文

图2

ISO1576 协议栈的软件总体设计

时，经过应用层调度后，调用相应的应用层处理函数，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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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函数主要是根据协议规定的相应响应服务格式解析

内部操作主要是对报文数据进行分组和重组。由于

各个参数，并将各个参数数据反馈给用户，同时也做一些

数据链路层用到的是 CAN 协议，CAN 数据单元只含有

错误处理，如响应报文格式错误或子功能不支持等错误；

8 Byte，则当报文数据大于 8 Byte 时，要对此进行分组或

作为 ECU，应用层处理主要是根据具体的来自诊断仪的服

重组操作。对此网络层定义了 4 种 N_PDU(网络层的协议

务请求进行处理，并发送相应的响应报文，如接收到的是

数据单元)的格式：单帧(SF)，首帧(FF)，连续帧(CF)和流

读取故障信息的请求，则 ECU 取出存在内部的故障代码，

控制帧(FC)，这 4 种帧是根据网络层协议控制标识(N_

并将这些故障代码信息封装到读取故障信息响应报文中，

PCI)来标识的。当请求原语中所要传输的数据长度小于

然后发送到诊断仪端。

8(本地诊断)或 7(远程诊断)时，就被直接封装成 SF 单帧

应用层的软件是基于状态转换来实现的，应用层的状

的格式发送到数据链路层。反之，就要对报文数据进行分

态主要有准备、接收网络层数据、应用层调度和应用层处

组，其最多可传输 4 095 Byte 的数据。图 5 为单帧情况下

理，图 4 为应用层的状态切换。

的通信。

图5
图4

图 6 为多帧情况下对等实体之间的通信。当网络层请

应用层状态切换图

求数据大于 7 或 6 时，发送端要进行分组，其分组过程是：

应用层经初始化后先进入准备状态。
作为接收端，当应用层接收线程的事件有信号时，接
收来自网络层的数据；接收完数据进入到应用层调度的状
态，在此状态中根据接收数据首字节即 A_PCI 来调度相应
的服务处理，进入到应用层处理状态，处理完后，将数据
反馈到用户诊断程序，然后又进入到准备状态。
作为发送端，诊断程序调用应用层的服务请求，应用
层进入应用层调度状态；调度结束后应用层进入应用层处
理状态，在此状态中将数据封装成相应的应用层协议数据
单元，最后将数据发送到网络层然后又进入到准备状态。
3.2

单帧通信

首先将网络层请求报文分组成 FF 和多个 CF，每个 CF 帧
都含有帧序号 SN，由 1 开始，先发送 FF 帧，然后等待接
收端发来 FC 帧，当接收到 FC 帧时，根据 FC 的参数
BS(Block Size)来发送连续 BS 个 CF 帧，然后再等待 FC
帧，这样持续下去直到把所有的 CF 帧发送完，当发送完
所有 CF 帧后，发送 N_USData.con 到应用层表示成功地
将整个请求报文发送到接收端。当分组失败，如在规定
的时间内接收不到 FC 帧，则发送带有表示错误信息 N_
Result 的 N_USData.con 到应用层，表示发送失败。

网路层实现
网络层提供了 2 个功能：(1)为上层提供服务，向应用

层提供服务接口；(2)内部操作。
网络层提供给上层的服务是由网络层接口完成的，其
定义的 4 个通信服务原语及本文所提供的接口函数 见
表 2。
表2
服务原语

网络层服务原语
含义

接口函数

请求原语
N_USData.req

请求发送数据

N_USData_Req()

确认原语
N_USData.con

表示请求数据是否发送
成功

SendNConPrim()

首帧指示原语
N_USData_FF.ind
指示原语
N_USData.ind

接收数据首帧
接收到报文所有数据

SendNFFInd ()
SendNInd()

图6

多帧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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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接收端也要对数据进行重组，重组模块的过程

组的状态，若是 SF，则可直接以指示原语的形式发送到

如下：FF 帧中包含报文总长度的参数，当接收到来自发

应用层，若是 FF 或 CF 帧，则进入报文重组的状态。报

送端的 FF 帧后，向应用层发送首帧指示原语，并根据自

文分组和报文重组模块上文已有描述。同应用层，经初始

身接收能力设定 BS 参数(达到了流控制的功能)，然后发

化后网络层先进入准备状态。当线程事件有信号时，接收

送带有 BS 参数的 FC 帧到发送端，告知发送端可发送的

数据后进入网络层预处理的状态，处理完后根据不同的情

CF 个数，然后等待接收 CF 帧，接收完 BS 个 CF 帧后，

况进入到不同的状态。

再发送 FC 帧，直到接收完所有的 CF 帧，然后根据接收

3.3

数据链路层实现

到 FF 和 CF 的序号 SN 进行重组，FF 隐藏的帧序号 SN 为

数据链路层的实现是由支持 ISO11898 协议 CAN 控制

0，根据 FF 帧的报文总长度重组完报文后将以指示原语的

器驱动来实现的。因此，该部分主要讲述数据链路层向上

形式发送到应用层。如果重组失败，即在规定时间内接收

层提供的接口实现。数据链路层向网络层提供了 3 个接

不到 FF、CF 帧或序号不符合要求，则发送带有表示错误

口，见表 4，接口主要实现了网络层数据与 CAN 数据帧

信息 N_Result 的 N_Data.ind 原语到应用层。

之间的映射，并封装了 CAN 控制器驱动所提供的函数。

网络层软件的实现也是基于状态转换的，网络层有

表4

以下状态：准备，网络层预处理，报文重组和报文分组。

接口函数

图 7 为网络层的状态切换图，表 3 为状态转换表。
准备

3.4
R1

R3 R5

数据链路层接口
含义

LDataReq()

发送请求数据

LDataCon()

发送请求数据后的确认函数

LDataInd()

接收到请求的数据

ISO15765 协议报文处理流程
图 8 是 ISO15765 协议报文处理流程。

R4 R7
R8 R9
网络层预处理

R2

R6

报文分组

报文重组

图7

网络层状态切换图

表3

网络层状态转换表

条件
接收数据

R2

来自应用层请求，并且数据大于 7 或 6；或接
收到 CF 帧

R3

分组成功，发送 N_Data.con 到应用层

R5

地址信息

服务标识

应用层
A_AI

A_PCI

A_DATA

描述

R1

R4

应用数据

诊断应用

来自应用层请求，数据长度小于 7 或 6 单帧
发送
分组失败，发送带有 N_Result 表示错误信息的
N_Data.con 到应用层

R6

接收到来自数据链路层的 FF、CF

R7

接收到单帧，直接发送数据到应用层

R8

重组成功，发送数据到应用层

R9

重组失败，发送带有参数 N_Result 表示错误信
息的 N_Data.ind 到应用层

网络层预处理是为网络层报文重组和报文分组服务

地址信息

N_AI

DATA
帧格式标识符

FF:
网络层 CF:
CF:

CF:

数据链路层

N_AI

N_PCI

N_DATA

N_AI

N_PCI

N_DATA

N_AI

N_PCI

N_DATA

N_AI

N_PCI

N_DATA

29 bit标识符

DLC

发送分组
接收重组

DATA

的，其根据接收到的数据首先判断是来自应用层的请求还
是来自网络层的数据，如果是应用层的请求，判断请求报

CAN数据帧

文数据域长度，当数据域长度小于 8 或 7 时，即可封装成
单帧直接发送，反之进入报文分组的状态；如果是来自数
据链路层的数据帧，将数据帧解析成 N_PDU 的格式并判
断是哪种类型的 N_PDU 帧，若是 FC 帧，则进入报文分

比特流
物理层

CAN总线

图8

ISO15765 协议报文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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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_PDU 包括 3 个部分，分别是 A_AI(地址信息——
包括源地址和目的地址)、A_PCI(服务标识符)和 A_DATA

(2)测试网络层数据分组、重组和流控制管理的实现
情况；

(服务数据)。

(3)测试网络层分组失败和重组失败的情况；

N_PDU 也 包 括 3 个 部 分 ， 分 别 是 N_AI( 地 址 信
息——包括源地址和目的地址)、N_PCI(帧格式标识符)和

(4)观察协议报文从应用层到数据链路层以及从数据
链路层到应用层的报文处理流程。
在测试过程中，通过调试对整个通信过程进行跟踪。

N_DATA(帧数据)。
当应用层的数据发送到网络层，A_AI 映射到 N_AI，

测试表明，该协议栈满足 ISO15765 规定的要求，也满足

A_PCI 和 A_DATA 被封装到网络层服务数据单元的数据

一般的故障诊断要求。

域 DATA。当数据域长度大于 7 或 6 时，先分组，分组后

5

的每个 N_PDU 都包含一个 N_AI，N_PCI 标识帧类型，
N_DATA 是分组后的数据，数据长度小于 8。
数据链路层的协议数据单元是 CAN 数据帧，CAN 数
据帧也由 3 个部分组成，分别是 29 位标识符、数据控制
信息 DLC 和数据域 DATA。当网络层数据发送到数据链
路层时，N_AI 映射到数据链路层的 29 位标识符，N_PCI
和 N_DATA 被封装到 CAN 数据帧的数据部分。DLC 标识
该 CAN 数据帧数据域中的有效数据长度。
由数据链路层的 CAN 数据帧到网络层再到应用层是

结束语
ISO14229(UDS)是 非常 完 善的 车 辆 故 障诊 断 协 议标

准，ISO15765 是一套基于 CAN 总线实现 UDS 的协议标
准，是今后的发展趋势之一。本文研究分析并开发了故障
诊断 ISO15765 协议栈。协议栈设计中采用分层接口方式，
下层向上层提供接口函数。协议内部功能采用模块化设
计，确保了协议栈的可剪裁性和可移植性。该协议栈可应
用于基于 PC 机的诊断仪和手持式的诊断仪，同时也可用
于支持 ISO15765 车辆内部 ECU 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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