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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来可电子 CAN 卡通用监测软件 LCANTest”是运行在 Windows 平台上的 PC 接口 CAN 卡

通用监测软件，用来查看、发送和接收 CAN 报文。 

1.1 安装软件安装软件安装软件安装软件 

正确安装软件，在桌面生成软件执行文件的快捷方式。 

1.2 安装安装安装安装驱动驱动驱动驱动和完成设备初始化和完成设备初始化和完成设备初始化和完成设备初始化 

1. 管理员权限用户身份登录电脑； 

2. 安装驱动之前，先将 CAN 卡连接到 PC 上； 

3. 把 CAN 卡连接到 PC 的对应接口上，电脑给其供电。Windows 系统会通知侦测到新

硬件； 

4. 出现一个向导对话框，按照其说明，选择“自动安装软件”或“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

装”； 

5. 驱动文件所在位置——监测软件 LCANTest 安装目录\Drive 文件夹\设备型号文件夹

\x64 或 x86 文件夹。64 位系统选择 x64 文件夹，32 位系统选择 x86 文件夹； 

6. 驱动安装成功后，可以从设备管理器中看到设备驱动安装正常； 

7. 初始化过程成功完成后，以 LCUSB-131B 适配器为例，可以看到双色 LED 指示灯 SYS

由红色转变为绿色常亮。 

所有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中：驱动会被发现和被安装在 Windows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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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软件打开软件打开软件打开软件 

2.1 选择设备选择设备选择设备选择设备界面界面界面界面 

软件安装好之后，双击桌面的图标 ，跳出“选择设备”对话框，输入正确的设备类型、

设备端口和显示名称，然后点击确定，进入软件主界面。 

设备类型就是用户当前所用的 CAN 卡型号；当一台计算机上运行多个 CAN 卡时，设备端

口就用来区分不同 CAN 卡；当一台计算机上安装多个相同类型 CAN 卡时，为了方便区分，用

户可为它们设定不同显示名称。  

选择设备界面如图表 1 所示。 

 

图表 1 选择设备界面 

2.2 软件软件软件软件主界面主界面主界面主界面 

软件主界面由菜单栏、工具栏、设备通道选项、设备通道界面和状态栏组成。如软件主界

面如图表 2 所示。 

 

图表 2 软件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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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菜单栏 

软件菜单。 

b) 工具栏 

工具栏列出常用功能键，方便用户操作。 

c) 设备通道选项 

选中某个设备某个通道的操作界面。 

d) 设备通道界面 

某个设备某个通道的操作界面。设备通道操作界面由报文收发记录区、快捷面板

区和任务日志区组成。如图表 3 所示。 

 

图表 3 设备通道界面 

e) 状态栏 

显示软件操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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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菜单栏菜单栏菜单栏菜单栏 

 菜单栏说明如图表 4 所示： 

菜单栏菜单栏菜单栏菜单栏 下拉菜单框中功能项下拉菜单框中功能项下拉菜单框中功能项下拉菜单框中功能项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设备管理 

选择设备 弹出“选择设备”对话框，用来添加新设备 

设备信息 CAN 通道打开后可用，弹出设备信息 

退出 退出软件 

快捷面板 

打开 打开 CAN 通道 

关闭 关闭 CAN 通道 

滤波参数 

打开 CAN 通道前可用，弹出滤波参数设置对话框，用来设置 CAN

通道的滤波参数，点击“CAN 接收滤波计算器”，弹出 CAN 接收

滤波计算器工具软件 

发送当前任务 发送当前任务 

发送任务列表 发送任务列表 

停止发送 停止发送当前任务或发送任务列表 

数据记录 

保存记录 
弹出另存为对话框，设定文件名，按保存按钮后，收发记录区记

录的报文被保存到指定文件夹中，保存格式是.csv。 

清空记录 
清空报文收发记录区记录的收发报文，及清空发送帧数、记录帧

数和发送耗时的数值 

继续显示 报文收发记录区刷新显示记录的收发报文 

暂停显示 报文收发记录区暂停刷显示新记录的收发报文 

定位 
弹出定位对话框，输入数值后点击确定退出，报文收发记录区高

亮显示对应行的报文 

缓冲容量 
弹出数据记录缓冲区容量对话框，输入数值后点击确定退出，可

输入的最大值是 1000000 帧 

自动保存 
弹出自动保存缓冲区记录设置对话框，按照描述完成设置后，按

确定按钮退出。 

发送记录 

弹出打开记录文件发送对话框，选中待发送的记录文件，选择发

送文件中“接收”、“发送”或全部记录，点击发送按钮，完成记

录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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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工具栏 选中，则软件主界面中显示工具栏 

状态栏 选中，则软件主界面中显示状态栏 

快捷栏 
选中，则软件主界面中显示快捷面板；不选中，则显示任务日志

区 

窗口 

层叠 多个设备通道窗口层叠显示 

水平 多个设备通道窗口水平显示 

垂直 多个设备通道窗口垂直显示 

设备通道收发窗口 选中，则鼠标指向对应设备通道界面 

Language 

中文 中文界面 

English 英文界面 

帮助 关于 软件基本信息 

图表 4 菜单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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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工具栏 

工具栏列出了菜单栏下拉菜单框中常用功能项。 

工具栏图标依次是选择设备、打开、关闭、发送当前任务、发送任务列表、停止发送、保

存记录、清空记录、继续显示、暂停显示、设备信息、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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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备通道设备通道设备通道设备通道操作操作操作操作 

5.1 快捷面板区快捷面板区快捷面板区快捷面板区 

首先，选择某设备某通道的界面。 

选中后，在快捷面板区进行操作和设置。 

快捷面板区说明见图表 5 快捷面板区说明所示。 

设置项设置项设置项设置项 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参数设置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CAN 参数 

波特率 16 个波特率可选或选择自定义 

BTR0 /1(hex) 

选择自定义时，写入计算出的数值。如图表 6 自定义波特率

所示，自定义波特率 100k，计算出的数值是 041C，然后填入 BTR0 

/1(hex)填写框中。 

验收滤波设置 

如图表 7 滤波参数设置所示，点击验收滤波设置按钮，弹出

滤波参数设置对话框，选择滤波方式，然后在验收码和屏蔽码填

写框中填入“CAN 接收滤波计算器”计算出的结果，最后点击确

定退出滤波参数设置对话框。 

工作模式 正常模式和只听模式。 

打开/关闭 
打开或关闭 CAN 通道。CAN 通道有错误时，打开按钮红绿间隔

闪烁。 

状态 

发送帧数 记录发送的总帧数 

接收帧数 记录接收的总帧数 

发送耗时 发送所耗时间，单位 ms 

清空记录 
清空发送帧数、记录帧数、发送耗时和报文收发记录区的所有数

据。 

任务配置 

帧 ID（hex） 
可选固定、自增或随机，填写框中填入帧 ID。注意：标准帧时，

帧 ID 不大于 11 位；扩展帧时，帧 ID 不大于 29 位。 

数据（hex） 可选固定、自增或随机，填写框中填入帧数据。 

帧类型 可选数据帧或远程帧。 

帧格式 可选标准帧或扩展帧。 

发送方式 

可选正常发送、单次发送、自发自收和单次自发自收。单次发送

或单次自发自收时，可以在总线上无应答的情况下完成单次任务

或任务列表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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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发送帧数 自由填写 

每次发送间隔 自由填写，单位 ms 

发送次数 自由填写 

添加任务 点击添加任务按钮，将当前任务添加到任务列表 

删除任务 
双击选中任务列表中的任务，然后点击删除任务。连续点击删除

任务，可连续删除任务列表中任务。 

修改任务 
双击选中任务列表中的任务，修改参数，最后点击修改任务按钮

完成任务修改。 

任务操作 

循环发送 选中，则循环发送当前任务或任务列表 

发送当前任务 发送当前任务按钮 

发送任务列表 发送任务列表按钮 

任务列表 

导入任务列表 导入任务列表 

导出任务列表 导出任务列表 

任务列表中的任务 根据任务建立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 

图表 5 快捷面板区说明 

 

图表 6 自定义波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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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滤波参数设置 

5.2 任务日志任务日志任务日志任务日志 

任务日志用来记录任务执行状况。在任务日志区点击右键，弹出下拉列表，用户可选清空

日志或保持日志。如图表 8 任务日志所示。 

 

图表 8 任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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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报文收发报文收发报文收发报文收发记录记录记录记录区区区区 

报文收发记录区里可以查看报文的序号、传输方向、第几路 CAN、时间标识、增量时间、

帧 ID、帧类型、帧格式、数据长度和数据。如图表 9 报文收发记录区所示。 

 

图表 9 报文收发记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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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驱动安装驱动安装驱动安装驱动安装 

如驱动未自动安装，则可手动安装。 

例如在 win1064 位操作系统中手动安装 LCUSB-132B 驱动，打开设备管理器，选中

NJLAIKE AC-USB 硬件，点击右键，弹出下拉列表，选中更新驱动程序软件，弹出“你希望如

何搜素驱动软件? ”对话框。如图表 10 更新驱动程序软件所示。 

 

图表 10 更新驱动程序软件 

然后点击“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点击“浏览”，选中驱动文件所在位置——

监测软件 LCANTest 安装目录\Driver\ACUSB_13x_V2.6\x64\Driver。如图表 11 选中驱动文件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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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1 选中驱动文件 

然后点击“确定”，点击“下一步”，最后完成驱动安装。图表 12 完成驱动安装。 

 

图表 12 完成驱动安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