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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校验是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进行的一种验证操作。

CAN通信采用CRC校验作为一种重要的错误检测手段，是节点

判断CAN帧信息的完整性并产生确认应答的依据。

在现场总线通信和控制的实际应用中，工业应用环境往往

是极端的温度以及电磁噪声或是其他的恶劣环境，系统在这种

条件下能否正常工作至关重要，试想一下倘若生产线设备发送

的位置信息在传输过程出现了错误，轻则可能造成生产瘫痪，

重则可能导致设备损坏甚至人员伤害。

在CAN总线通信过程中CAN控制器具备完整的错误检测能

力，其中包含：位错误检测、格式错误检测、填充错误检测、

应答错误检测和CRC错误检测。作为一种重要的错误检测手

段，CRC错误检测是接收节点判断CAN帧信息的完整性并向总

线确认应答的依据。

常见的校验方法
1、最简单的校验是数据发送后进行主动回读，结果一致

才确认传输成功，很显然这种传输沟通的方式很直观并非常精

准，但是由于回读的操作使得数据传输量翻倍，也就是传输对

带宽要求高且效率低下。

2、奇偶校验，就是传输中使用额外1个位来记录传输数据

二进制数中1的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这个方案适合绝大多数硬

件，传输开销适中，因此被广泛使用，例如常见的串口通信。

3、累加和校验，该算法原理是对数据逐一进行累加后得到

一个数值，接收方在接收数据同时也进行数据的累加并最终与

发送过来的累加和进行比较，该算法计算简单，无论在硬件或

是软件实现都能保证较高的效率，常用于低速串行数据通信校

验和芯片代码的完整性判断。

4、CRC检验，该算法是基于一个多项式除法取余的结

果，其根据位数需求和多项式变化有数十种版本，凭借其硬件

实现简单，位反转侦错能力较强及运算开销适中的优点被广泛

应用与数字网络传输以及数据存储领域，如磁盘数据校验、

USB、GSM/CDMA通信，在计算机应用中经常接触到的RAR

和ZIP文件的压缩/解压数据完整性检查也采用了该算法。

5、MD5、SHA为代表的信息摘要校验，数据摘要算法也被

称为哈希（Hash）算法、散列算法，摘要算法用于数据量比较

大的场合。它通过对所有数据提取指纹信息以实现数据签名、数

据完整性校验等功能，由于其不可逆性，有时候会被用做敏感信

息的加密，如软件注册授权文件的内容保护，还有经常遇到的互

联网下载大文件（例如大小到GB级别的ISO镜像）通常会带有

MD5、SHA1等信息方便用户检查传输数据的完整性。

CAN帧中的CRC检验
1、CRC域在CAN帧中的位置

图1

如图1橙色块方框所示，一个传统CAN帧结构中，CRC

域放置在数据结束后应答检测之前，对于CAN FD也是相同

的位置，该信息对于用户应用界面来说是不可见的，可以通过

CANscope总线分析仪解码窗口或者带有CAN协议解码能力的

示波器从总线模拟波形上得到对应的CRC数据展示，见图2。

图2

2、CRC的在CAN帧中的生成

在经典CAN中，使用15位CRC，在硬

件可使用移位和异或运算完成CRC的计算，

而CAN FD规范中对帧数据长度进行了扩

展，对于数据长度小于等于16字节的CAN 

FD帧，采用17位CRC，对于数据长度大于16字节的CAN FD

帧采用21位CRC。CAN总线中使用的若干版本CRC生成多项

式g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3、CRC是如何完成校验工作的

CAN帧基于CRC多项式的安全校验是发送器根据发送的比

特计算校验值，并在CAN帧结构CRC字段中提供该结果。接收

器使用相同的多项式来计算总线上所见位的校验值，将自我计

算的校验值与接收的校准值进行比较，如果匹配，则认为帧被

正确接收，接收节点在ACK时隙位中发送显性状态，从而覆盖

发送器的隐性状态。在不匹配的情况下，接收节点在ACK定界

符之后发送错误帧。

目前CAN FD的控制器CRC校验实现过程会相对复杂一

点，在一个CAN总线网络中，帧起始被检测到后所有的节点开

始使用三组多项式g15、g17和g21同步计算CRC序列，其中

也包含发送节点，由于CRC的计算受CAN帧类型和DLC长度

影响，直到CAN帧的控制域以及DLC确认后才选择采用对应的

CRC生成序列，确定的CRC序列会在帧结构中CRC字段被采

纳用于发送或者用于接收比较。

4、有关CRC的ISO CAN FD、non-ISO CAN FD兼容性

问题

当前CAN FD协议有两个版本，为提高故障（错误）检测

能力，新版本特别引入了一个3位填充位计数器和一个额外的奇

偶校验位。此外，CRC计算方法也发生了变化。这些改进使最

新的CAN FD协议与博世（BOSCH）开发的原始CAN FD协议

不兼容。负责ISO的工作组已完成其文件，并已将其提交给DIS

（国际标准草案）在进行投票程序。

为了避免误解，CiA建议使用术语“ISO CAN FD”和

“non-ISO CAN FD”。所有符合ISO 11898-2:2015的产品

都应称为“ISO CAN FD”。执行博世（BOSCH）原始CAN 

FD协议的产品应命名为“non-ISO CAN FD”，在这个过度

阶段的产品主要目的是用于前期评估和开发，将来所有产品都

将符合ISO标准。

请注意，早前一些供应商提供的组件或者工具是针对non-

ISO CAN FD协议的，包括目前在售的部分CAN FD产品，CiA

建议仅使用ISO CAN FD产品进行设计和开发，不过你可继续

使用non-ISO CAN FD做评估和前期开发，因为协议的改变

对于用户界面是不可见，但注意的是不能同一个网络混用non-

ISO CAN FD和ISO CAN FD接口设备，这样会造成CAN总线

错误无法完成发送和接收，如果仅仅是发送或接收传统的CAN

帧将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幸运的是部分设备供应商提供的组件

或者工具允许用户选择支持ISO或者non-ISO模式，这样能很

好地在过渡时期帮助你完成工作。

总结
传统CAN以及目前CAN FD采取的校验机制，保证传输过

程中遭受破坏的帧数据几乎不会被接收以及应答成功，能有效

防止物理层传输错误，让用户界面不需要额外关注帧传输数据

的正确性。

ZigBee的前身是1998年由INTEL、lBM等产业巨头发起的

“Homer flite”技术，随着我国物联网正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ZigBee也正逐步被国内越来越多的用户接受。但在发展上还是

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如何最大化发挥ZigBee组网优势？

ZigBee技术的主要特点是支持自组网能力强，自恢复能

力强，因此，对于井下定位，停车场车位定位，室外温湿度采

集，污染采集等应用非常具有吸引力。

图1 ZigBee在智慧停车应用

组建一个完整的ZigBee网络包括两个步骤：网络初始化、

节点加入网络。其中节点加入网络又包括两个步骤：通过与协

调器连接入网和通过已有父节点入网。

1、网络初始化流程：

确定网络协调器；

进行信道扫描过程；

设置网络ID。

2、节点通过协调器加入网络：

查找网络协调器；

发送关联请求命令（Associaterequest command）；

等待协调器处理；

发送数据请求命令；

回复组网确认。

3、节点通过已有节点加入网络

ZLG致远电子基于Silicon Lab EFR32MG芯片设计的ZM32

系列ZigBee模块，充分发挥ZigBee协议优势，结合ZLG致远电

子在无线行业积累创新，可为客户提供三种不同组网方式。

手动组网

配置网络参数：

选择工作类型：协调器要先保存好配置参数，成为网络内

第一台物理设备；

配置通道号；

配置网络号(PAN ID)；

当设备的本地地址变成非0xFFFF时，设备入网成功。

普通自组网

控制协调器组网

在协调器所在的DEMO Board上找到S2，按下至少3秒

后放开，然后观察 DEMO Board 上 STATE LED 是否从闪

烁4下，变成闪烁2下；（如果还是闪烁4下，请重新按下S2 3 

秒）；

在协调器所在的DEMO Board上找到S3，一直按着不要松

开，STATE LED从闪烁2下，变成闪烁1下；此时协调器允许

新设备加入网络；

使用配置工具获取设备信息，协调器已经自动设置了唯一

网络号信息；

在路由/终端设备所在的DEMO Board上找到S3，按下至

少100ms后放开；

观察DEMO Board上STATE LED是否从闪烁4下，到闪

烁3下，最后闪烁2下；

如果还是闪烁4下，检查协调器是否一直按着按钮S3；

此时，使用配置工具获取设备信息，本地地址已自动设

置，表示网络建立成功。

用户只需要按照需求修改目标网络地址，数据就会发送到

该地址对应的设备上。

快速自组网

这时候需要协调器在Demo Board上找到按钮S3；

如果一直按着协调器的S3，就可以一直允许新设备加入网

络，松开按钮，路由设备和终端设备就不能够加入网络了；

当协调器允许加入时，路由和终端都可以加入网络，等到

本地地址变成非0xFFFF时，说明设备入网成功；

通过读取信息发现协调器已为网内路由及终端模块下发网

络号，使能模块生成本地唯一地址，快速自组网完成。

ZM32还具有多种通信方、数据加密等多种优势特点，目前

配套评估套件已备足库存，可快速实现数据传输测试、组网测

试、距离测试。不同的组网方式具有各自的利弊，不同的组网

操作方式存在一定差异。

为保证工业总线通讯的稳定性，工程师通常都在设计时考

虑防雷、防浪涌和防过电压等电路方案，今天就为读者介绍一

些有效的总线防浪涌保护解决方案。

浪涌对电路的影响
浪涌包括浪涌电流、浪涌电压，它是指电路中瞬间出现

超过正常工作电压、电流的现象。在工业通讯现场，雷电过电

压、落雷引发出的诱导雷浪涌，还有电源系统（特别是带很重

的感性负载）开关切换引起的浪涌，这些浪涌产生的瞬态过压

和过流，会导致数据总线通讯网络瘫痪甚至使元器件发出错误

的信号，会给用户带来很大的损失。

表1 几种瞬态骚扰的比较

先了解几种典型的瞬态骚扰：从表中可知，浪涌的能量最

高，过电流最大，因此危害性也是最大。

浪涌的形成有两个类型：一个是共模，一个差模。雷电

或大电流切换时产生的浪涌一般是共模的；差模形式的浪涌往

往是由于数据电缆附近有高压线经过，数据线缆和高压线之间

因绝缘不良而产生的，会在数据通信网络中较长时间内稳定存

在。光耦或磁耦器件标称的耐压是共模，也就是前端到后端之

间的耐压。如果超过这个耐压，前端后端都一起烧坏；元器件

不会标称差模的耐压，差模耐压能力由电路的设计决定，差模

电压超过电路承受范围，前端烧坏，后端不会烧坏。

目前总线浪涌防护方案有两种：采用分立元器件搭建或采

用集成模块。

常规浪涌防护方案——分立方案
许 多 应 用 要 求 满 足 I E C 6 1 0 0 0 - 4 - 2 静 电 放 电 4 级 ，

IEC61000-4-5浪涌抗扰4级要求。一般的收发器ESD、浪涌

的防护等级均比较低，如CTM1051M隔离CAN收么器的隔离

耐压为2500VDC，裸机情况下，ESD、浪涌等级均较低，所

以有必要增加外围电路。

防浪涌电路通常分为：隔离法和规避法。
隔离法：

采用光耦合器或磁耦合器，将输入和输出信号隔离分开，这

类隔离法只能抑制共模形式的浪涌，不能抑制差模形式的浪涌。

规避法：

主设备的地连在一起形成单点接地，一旦有浪涌出现就可

安全转移浪涌能量，此外有必要增加一些抑制浪涌的器件，主

要有Tvs管、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

如果将隔离法和规避法相结合，就可以更好地保护系统。

规避器件一方面可抑制浪涌保护隔离器件，也可以抑制总线上

产生的差模形式浪涌。隔离器件抑制共模形式浪涌，保护主设

备。两者相辅相成，能够更好地保护总线设备。以CAN总线为

例，下图是分立元器件形成的外围保护电路。

图1 CAN总线推荐保护电路

其中GDT置于最前端，提供一级防护，当雷击、浪涌产生

时，GDT瞬间达到低阻状态，为瞬时大电流提供泄放通道，将

CAN_H、CAN_L间电压钳制在二十几伏范围内。实际取值可

根据防护等级及器件成本综合考虑进行调整，R3与R4建议选用

PTC，D1~D6建议选用快恢复二极管。参数表如下。

表2 参数推荐表

详解 CAN/CAN FD 通信中的循环冗余校验（CRC）方法ZigBee 组网，从未如此简单！

详解总线浪涌防护方案

高效浪涌防护方案——模块方案
有没有更简洁的防护设计呢？答案是肯定的。可选择引入

专业的信号浪涌抑制器SP00S12，可用于各种信号传输系统，

抑制雷击、浪涌、过压等有害信号，对设备信号端口进行保

护。搭配ZLG的全隔离CTM或SC系列的隔离CAN收发器，如

下 图 。 可 极 大

程 度 的 提 升 产

品 的 集 成 度 ，

于 此 同 时 极 大

程 度 的 缩 小 开

发周期。

图2 模块方案

方案对比和浪涌抗扰度测试
前面讲到总线浪涌防护方案有两种，接下来总结一下：

分立元器件方案：电子器件多、搭建麻烦、复杂、占用

PCB空间、易造成EMC问题；

模块方案：使用方便、节省PCB空间、简化电路。

在收发器与CAN总线间添加SP00S12，可使CAN信号端

口轻松满足 IEC61000-4-5 ±4KV的浪涌等级要求。

采用一体化的高浪涌防护隔离CAN收发器可以完全代替隔

离CAN收发器与浪涌抑制器的组合，如下图。此方案将最大限

度简化电路设计、节省PCB空间、降低产品成本。它能够防护

4KV浪涌、15KV静电的同时还具备极佳的EMC特性。 

图5 一体化隔离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