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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来，Softing工业在工业自动化行业一直是世界领先的数字数据交换专家。从

该技术的早期规范，开发阶段开始，Softing就提供了工业网络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

Softing产品包含了整个网络生命周期的诊断需求，包括安装、调试和网络运行。因此，

通过Softing用户可以更有效地操作和维护他们的工业网络，减少网络故障的风险，从

而提高他们的工厂的可用性，并减少总体停机时间。



网络接收测试及故障排除

BusCHECK Analyzer IE是一款软件产品，用于PROFINET网络的网络接收测试和故障排除。对于网络接

收测试，用户可以根据PROFIBUS & PROFINET的国际建议（PI），自动执行测试程序并形成测试报告

。该产品还自动生成进一步的网络文档，如图形网络拓扑、库存列表和参考测量值。对于故障诊断，

BusCHECK Analyzer IE帮助检测和修复广泛的网络错误，包括不可用的网络设备、特定交换机端口上的

大量错误包或使用不正确的设备名称。

移动PC软件

▪验收测试的功能

▪诊断列表，错误统计和网络统计

▪通过支持在线和离线模式增强了灵活性

▪ 接收标准的灵活定义

自动生成验收测试文档

▪ PROFINET 验收测试报告

▪图形的拓扑结构

▪库存列表

▪参考测量值

支持终端用户和供应商之间的合作

▪测试项目配置数据的交互

▪参考测量量值的交互

Softing网络监控解决方案的全面集成

▪读取并比较BC Analyzer IE参考测量值与TH范围

▪使用来自TH Link设备的数据

网络接收测试是设备调试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在此阶段，定义并执行基于明确标准的特定网络测试程序

，并记录其结果。如果在调试阶段出现意外的网络错误，必须有效地识别和消除网络问题的根源。



网络监控与管理
在工厂运行过程中，维修人员需要随时了解通信网络的状态和健康状况。此外，必须执行网络设备

的固件更新或缺陷设备的替换等任务。新出现问题的早期指标也很重要，必须在出现重大故障甚至

停机之前解决这些问题。

全面的诊断功能

▪固定操作检查整体网络状态，诊断列表中的记

录，错误信息统计

▪故障识别、定位和分析

诊断数据的全面陈述和分析

▪网络通信数据（如负载、错误统计）网络配置

数据（如设备名称、固件版本、拓扑结构）

▪诊断消息（网络和设备诊断）

网络管理和预测维护功能

灵活地集成现有的系统和流程

▪通过SNMP和OPC将网络数据集成到监控工具和监控

系统中

▪导出所有诊断数据，支持应用程序的进一步处理，例

如 Microsoft Excel

▪基于web的本地或远程访问

▪用于确定成功维护和设备交换的检查性能，例如，固

件检查，网络负载

▪自动报警和预测性维护计划设置，例如，基于网络负

载，错误帧数，储备衰减

TH SCOPE诊断和监控软件结合TH LINK系列的网络接口，可实现永久性的网络监控和管理，以

满足 工厂操作员和维护人员的需求和要求。它们自动监控网络运行状况和状态，支持典型的网络

管理任 务，如设备固件检查，并在出现问题时提供故障排除提示。



网络诊断和工厂资产管理

smartLink HW-DP
允许任何FDT框架应用、艾默生AMS和Softing Scope软件访问PROFIBUS网络
为工厂操作和维护人员提供独立于控制器的PROFIBUS网络访问接口。该工具支持工厂资产管理应用程序
和网络诊断。很容易集成TH-LINK PROFIBUS且不会干扰现有装置的运行。

• 改造现有安装
实现工厂的IIoT功能，将成本和风险保持在最低
水平

• 连接主机系统，独立于已使用的控制器基础架
构

• Profibus网络的透明性和数据交换不受限制
 周期 I/O 数据
 监测与诊断
 资产管理
 参数化

• 支持OPC UA/MQTT
• FDT应用访问PROFIBUS设备
• HART-IP Client访问HART设备
• 网络安全-符合IEC 62443-4-2
• 用于现场总线资产管理、配置、参数化等
• 对HART设备进行参数化、资产管理和过程数据处理
• 使用HART IP轻松集成主机系统
• 使用HART over PROFIBUS轻松集成现有安装

• 通过HART IP、FDT/DTM或TACC对HART设备进行参数化、
资产管理和过程数据处理

• 通过Siemens PDM参数化
• 通过MQTT和OPC UA监视PROFIBUS I/O、资产和诊断数
据

• 检索所有PROFIBUS DP从站的实时过程，资产，监视和
诊断数据

• 检索从HART设备连接到PROFIBUS-DP RIO的过程数据
• 通过OPC UA无缝集成到更高级别
• 通过MQTT实现云连接

PROFIBUS DP 诊断监控

应用功能

支持的远程I/O

• ABB (S800, S900)
• Altus Pronto (5064, 5065)
• MTL MTL8000
• P+F (LB, FB, RPI)
• Siemens ET 200 (iSP, M, SP)
• R.Stahl IS1
• Turck (BL20, Excom)
• Wago



调试、验收及故障排除

PROFIBUS Tester 5 – Profibus网络的全
面移动诊断和故障排除仪

▪ 支持PROFIBUS DP和PROFIBUS PA（可选）

▪ 直接在PROFIBUS PA段上完成协议分析

▪ MBP物理专用信号分析

▪ 完整的电缆测试、物理信号测试和协议分析设备

▪ 掌握仿真和集成存储示波器

▪ 基于PC软件的自主操作和扩展诊断

▪ 自动创建测试报告

BC-230-PB – 在危险区域对PROFIBUS PA进行
方便的移动检查

▪ 正在运行中的测量

▪ 现场总线供电，无电池或外部电源

▪ 物理总线测试

▪ 检查所有连接的PA设备的稳定通信

▪ 只有两个功能按钮的简单操作



线缆测试

完整的线缆测试功能

▪ 测试（网络结构和接线正确的简单测试）

▪ 验证(功能测试，检查数据传输速率)

▪ 认证(按适用标准进行评估)

▪ 故障排除(基于标准化传输测试检测典型以太网问题)

▪ 信噪比(SNR)

▪ 比特误码率测试(BERT)和分组误码率测试，基

于IEEE

▪ 802.3(以太网容错)的评估

▪ 运行时比率的确定

广泛的认证功能(仅限WireXpert 500 IE)

▪ 支持的标准集

▪ 频率可达500 MHz

▪ 点击一下即可开始测量

▪ 6英寸工业触摸屏

测量文档和报告

▪ 测量数据存储在内存中

▪ SD卡的附加内存

▪ USB连接，用于将测量数据传输到PC并形成专业报告

NetXpert XG是Softing提供的用于线缆验证的产品。该产品为工业以太网的线缆测试、性能分析和故障

排除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能够快速、简单地验证和记录RJ45和M12连接器的线缆连接能力，如果您

的线缆验证是不充分，WireXpert 500 IE满足线缆认证的所有要求。

在网络安装过程中进行线缆测试，以降低网络运行中出现故障的风险。特别适用于定制电缆或安装后难

以更换的电缆（如主干连接）。根据个人的要求，可以进行线缆验证或更严格的线缆认证。

最先进线缆验证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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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WireXpert Industrial Ethernet NetXpert XG PROFIBUS PA Tester 

WireXpert工业以太网是认证500兆赫以下

工业以太网网络电缆的理想测量工具

NetXpert XG 为有源网络的电缆认证和故障

排除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

适用于危险区域的PROFIBUS PA移动式总线

动力测试仪

Analyzer IE Analyzer PRO PROFIBUS Tester 5 

用于工业以太网调试、验收测试和故障排除

的PC软件，如PROFINET网络

PC软件用于工业以太网的调试、验收测试和

故障排除，如PROFINET网络，包括对网络

tap进行telegram分析

用于测试电缆、调试、验收测试和PROFIBUS

网络故障排除的一体化移动设备

TH SCOPE TH LINK PROFIBUS TH LINK PROFINET

用于PROFIBUS、PROFINET、以太网和

Modbus TCP工业网络监控和管理的软件
独立于控制器和控制室的PROFIBUS诊断 独立于控制器和控制室的PROFINET诊断

TH LINK PC Industrial Ethernet smartLink HW-DP TH LINK Industrial Ethernet 

基于工业网络以太网的独立诊断控制器
兼容工业 4.0 下新的和现有的 PROFIBUS 

DP 网络
独立于控制器和控制室的工业以太网诊断



培训服务咨询
Softing还提供有关PROFINET网络诊断的培训和服务。作为官方的PROFINET COMPETENCE CENTER

和 CERTIFIED TRAINING CENTER，Softing针对PROFINET技术基础，为符合标准的安装以及可靠的

PROFINET网络运行提供了培训

技术培训

▪ PROFINET概述

▪技术基础

▪参数细节

▪ PROFINET实施

▪成功通过“PROFINET认证工程师”考试后

获得PI证书

故障排除培训

▪以实践为导向的以太网基础和PROFINET规格

介绍

▪专注于正确的网络安装和结构化故障排除方法

▪成功通过“PROFINET认证安装工”考试后获

得PI证书

现场故障诊断服务

▪安装质量的确定（如线缆和连接器）

▪检查网络配置，包括可用带宽和波特率有关EMC，

屏蔽等的网络评估

▪报告包括可靠通信的证明或推荐的问题解决措施

网络验收测试服务和咨询

▪基于PI组织的建议创建客户特定的验收测试

指南

▪执行PROFINET网络验收测试

▪创建测试报告，库存清单，参考测量值

▪关于如何提高网络性能和稳健性的建议

Softing服务包括网络验收测试的咨询，例如：如何将PI组织的调试指南应用于具体情况。根据要

求，Softing工程师可以进行网络验收测试并提供结果报告。现场故障排除是对Softing网络诊断

服务 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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