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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及其方

法，可以供诊断人员在诊断侧使用诊断设备对被

诊断侧的被诊断车辆进行诊断，或者供诊断人员

在被诊断侧远程控制诊断侧的诊断设备对被诊

断侧的被诊断车辆进行诊断，无需购买高端昂贵

诊断设备，在车辆没有安装诊断设备或者诊断设

备故障时，均可通过各厂家不同品牌的诊断设备

对车辆进行诊断维修，操作简单方便，不受设备、

时间、地点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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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用于与被诊断车辆的OBD口连接的第一下位机，所述第一下位机位于被诊断侧；

位于诊断侧的第二下位机以及诊断设备，所述第二下位机与所述诊断设备连接，所述

第二下位机与第一下位机的协议相同；

云端，用于对所述第一下位机以及第二下位机进行双向数据透传；

所述第一下位机获取所述被诊断车辆的OBD口各针脚定义，并经所述云端将所述各针

脚定义发送给所述第二下位机；所述第二下位机从所述云端接收所述各针脚定义，并根据

所述各针脚定义进行引脚模拟；所述诊断设备接收诊断人员的诊断指令，并根据所述诊断

指令将相应的诊断命令发送给所述第二下位机；所述第二下位机接收所述诊断命令，并经

所述云端发送给所述第一下位机；所述第一下位机接收所述诊断命令，并发送给所述被诊

断车辆的OBD口；所述第一下位机从所述被诊断车辆的OBD口接收反馈数据，并经所述云端

发送给所述第二下位机；所述第二下位机接收所述反馈数据，并发送给所述诊断设备；所述

诊断设备接收所述反馈数据，并根据所述反馈数据进行诊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所述第一下位机获

取所述被诊断车辆的OBD口各针脚定义，进一步包括：

通过所述OBD口各针脚的电压，获取各针脚定义。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诊断指令由所述诊

断人员从所述诊断侧输入所述诊断设备。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位于所述被诊断

侧的远程控制终端，用于对所述诊断设备进行远程控制；

所述诊断指令由所述诊断人员从所述被诊断侧输入所述远程控制终端，并由该远程控

制终端发送给所述诊断设备。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

为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

6.一种车辆远程诊断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下位机获取被诊断车辆的OBD口各针脚定义，并经云端将所述各针脚定义发送给

第二下位机；

所述第二下位机从所述云端接收所述各针脚定义，并根据所述各针脚定义进行引脚模

拟；

诊断设备接收诊断人员的诊断指令，并根据所述诊断指令将相应的诊断命令发送给所

述第二下位机；

所述第二下位机接收所述诊断命令，并经所述云端发送给所述第一下位机；

所述第一下位机接收所述诊断命令，并发送给所述被诊断车辆的OBD口；

所述第一下位机从所述被诊断车辆的OBD口接收反馈数据，并经所述云端发送给所述

第二下位机；

所述第二下位机接收所述反馈数据，并发送给所述诊断设备；

所述诊断设备接收所述反馈数据，并根据所述反馈数据进行诊断；

其中，所述第一下位机用于与被诊断车辆的OBD口连接，其位于被诊断侧；所述第二下

位机以及诊断设备位于诊断侧，所述第二下位机与所述诊断设备连接，所述第二下位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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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下位机的协议相同；所述云端用于对所述第一下位机以及第二下位机进行双向数据透

传。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诊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下位机获取所

述被诊断车辆的OBD口各针脚定义，进一步包括：

通过所述OBD口各针脚的电压，获取各针脚定义。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诊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诊断指令由所述诊

断人员从所述诊断侧输入所述诊断设备。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诊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诊断指令由所述诊

断人员从所述被诊断侧输入远程控制终端，并由该远程控制终端发送给所述诊断设备；

所述远程控制终端位于所述被诊断侧，用于对所述诊断设备进行远程控制。

10.根据权利要求8或9所述的一种车辆远程诊断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远程控制终端

为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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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及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车辆诊断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车辆诊断设备可以对发动机、自动变速箱等汽车电子系统的运行状况实时监控，

一旦系统发生故障，会发出相应的故障代码，比如汽车尾气排放系统的三元催化器失效，导

致尾气超标，一旦发生，系统会马上发出警示。广义的诊断包括状态监控、故障排查、性能预

测等方面，是汽车电子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0003] 传统诊断方式要将诊断设备插在车辆OBD接口中以便于直接读取数据，如今汽修

行业高级技术人员人力成本越来越高，汽车诊断设备更新换代投入成本也逐渐攀升，汽车

诊断受到设备成本、人力成本、汽车类别、距离等因素限制，当汽车中没有安装车辆诊断设

备或者诊断设备故障时，用户无法获取汽车的故障信息和故障解决方案，无法及时解决汽

车的行车故障。除此以外，大多数用户或者汽车维修店只会购置一些中低端汽车诊断设备

来满足基本的日常维修需求，但普通的诊断设备在功能和支持的汽车型号范围上都有诸多

限制，如高端车系、在线编程、特殊功能等，当遇到这类服务时只能被迫放弃。

发明内容

[0004] 基于此，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及其方法。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方面，提供一种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包括：

[0007] 用于与被诊断车辆的OBD口连接的第一下位机，所述第一下位机位于被诊断侧；

[0008] 位于诊断侧的第二下位机以及诊断设备，所述第二下位机与所述诊断设备连接，

所述第二下位机与第一下位机的协议相同；

[0009] 云端，用于对所述第一下位机以及第二下位机进行双向数据透传；

[0010] 所述第一下位机获取所述被诊断车辆的OBD口各针脚定义，并经所述云端将所述

各针脚定义发送给所述第二下位机；所述第二下位机从所述云端接收所述各针脚定义，并

根据所述各针脚定义进行引脚模拟；所述诊断设备接收诊断人员的诊断指令，并根据所述

诊断指令将相应的诊断命令发送给所述第二下位机；所述第二下位机接收所述诊断命令，

并经所述云端发送给所述第一下位机；所述第一下位机接收所述诊断命令，并发送给所述

被诊断车辆的OBD口；所述第一下位机从所述被诊断车辆的OBD口接收反馈数据，并经所述

云端发送给所述第二下位机；所述第二下位机接收所述反馈数据，并发送给所述诊断设备；

所述诊断设备接收所述反馈数据，并根据所述反馈数据进行诊断。

[0011] 另一方面，提供一种车辆远程诊断方法，包括：

[0012] 第一下位机获取被诊断车辆的OBD口各针脚定义，并经云端将所述各针脚定义发

送给第二下位机；

[0013] 所述第二下位机从所述云端接收所述各针脚定义，并根据所述各针脚定义进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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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模拟；

[0014] 诊断设备接收诊断人员的诊断指令，并根据所述诊断指令将相应的诊断命令发送

给所述第二下位机；

[0015] 所述第二下位机接收所述诊断命令，并经所述云端发送给所述第一下位机；

[0016] 所述第一下位机接收所述诊断命令，并发送给所述被诊断车辆的OBD口；

[0017] 所述第一下位机从所述被诊断车辆的OBD口接收反馈数据，并经所述云端发送给

所述第二下位机；

[0018] 所述第二下位机接收所述反馈数据，并发送给所述诊断设备；

[0019] 所述诊断设备接收所述反馈数据，并根据所述反馈数据进行诊断；

[0020] 其中，所述第一下位机用于与被诊断车辆的OBD口连接，其位于被诊断侧；所述第

二下位机以及诊断设备位于诊断侧，所述第二下位机与所述诊断设备连接，所述第二下位

机与第一下位机的协议相同；所述云端用于对所述第一下位机以及第二下位机进行双向数

据透传。

[0021] 本发明可以供诊断人员在诊断侧使用诊断设备对被诊断侧的被诊断车辆进行诊

断，或者供诊断人员在被诊断侧远程控制诊断侧的诊断设备对被诊断侧的被诊断车辆进行

诊断，无需购买高端昂贵诊断设备，在车辆没有安装诊断设备或者诊断设备故障时，均可通

过各厂家不同品牌的诊断设备对车辆进行诊断维修，操作简单方便，不受设备、时间、地点

的限制。

附图说明

[0022]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的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如图1以及图2所示，本说明书实施例提供一种车辆远程诊断系统，包括第一下位

机(VCI)110、第二下位机(VCI)120、诊断设备130以及云端140。

[0027] 第一下位机110位于被诊断侧，用于与被诊断车辆的OBD口21连接。

[0028] 第二下位机120和诊断设备130位于诊断侧，第二下位机120与诊断设备130连接，

第二下位机120与第一下位机110的协议相同。

[0029] 诊断设备130可以为各厂家不同品牌的诊断设备，由第三方诊断仪SVCI(Service 

VCI)以及上位机构成，第二下位机120通过线束与第三方诊断仪SVCI连接，第三方诊断仪

SVCI以无线的方式连接上位机，如蓝牙，上位机采用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

[0030] 云端140用于对第一下位机110以及第二下位机120进行双向数据透传。

[0031] 数据透传即透明传送，是指数据在无线传输过程中，数据不发生任何形式的改变，

仿佛传输过程是透明的一样，同时保证传输的质量，原封不动地到了最终接收者手里。实现

数据透传主要是借助了无线透传模块的力量，比如蓝牙、WiFi、ZigBee等优势明显的无线传

输技术，依赖于第一下位机110、第二下位机120以及云端140上的蓝牙模块、WiFi模块或者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112180905 A

5



ZigBee模块可实现发送方和接收方数据的长度和内容完全一致，不需对数据做任何处理，

相当于一条数据线或者串口线。

[0032] 本发明系统的诊断过程如下：

[0033] 1、第一下位机110获取被诊断车辆的OBD口21各针脚定义，并经云端140将各针脚

定义发送给第二下位机120。

[0034] 其中，针脚定义包括针脚号、通讯类型以及波特率，其可以通过OBD口21各针脚的

电压，获取各针脚定义，当然，在被诊断侧用户预先知道各针脚定义的情况下，也可以由用

户输入。

[0035] 2、第二下位机120从云端140接收各针脚定义，并根据各针脚定义进行引脚模拟。

由于第二下位机120与第一下位机110的协议相同，故第二下位机120在接收到各针脚定义

后，两者相互订阅，从而进行引脚模拟。

[0036] 3、诊断设备130的上位机接收诊断人员的诊断指令，并根据诊断指令由SVCI将相

应的诊断命令发送给第二下位机120。

[0037] 4、第二下位机120接收诊断命令，并经云端140发送给第一下位机110。

[0038] 5、第一下位机110接收诊断命令，并发送给被诊断车辆的OBD口21。

[0039] 6、第一下位机110从被诊断车辆的OBD口21接收反馈数据，并经云端140发送给第

二下位机120。

[0040] 7、第二下位机120接收反馈数据，并发送给诊断设备130的SVCI。

[0041] 8、诊断设备130的SVCI接收反馈数据，并由上位机根据反馈数据进行诊断。

[0042] 基于同一发明构思，如图3所示，本说明书实施例还提供一种车辆远程诊断方法，

包括：

[0043] S101、第一下位机110获取被诊断车辆的OBD口21各针脚定义，并经云端140将各针

脚定义发送给第二下位机120。

[0044] 其中，针脚定义包括针脚号、通讯类型以及波特率，其可以通过OBD口21各针脚的

电压，获取各针脚定义，当然，在被诊断侧用户预先知道各针脚定义的情况下，也可以由用

户输入。

[0045] S102、第二下位机120从云端140接收各针脚定义，并根据各针脚定义进行引脚模

拟。

[0046] S103、诊断设备130接收诊断人员的诊断指令，并根据诊断指令由SVCI将相应的诊

断命令发送给第二下位机120。

[0047] S104、第二下位机120接收诊断命令，并经云端140发送给第一下位机110。

[0048] S105、第一下位机110接收诊断命令，并发送给被诊断车辆的OBD口21。

[0049] S106、第一下位机110从被诊断车辆的OBD口21接收反馈数据，并经云端140发送给

第二下位机120。

[0050] S107、第二下位机120接收反馈数据，并发送给诊断设备130的SVCI。

[0051] S108、诊断设备130接收反馈数据，并由上位机根据反馈数据进行诊断。

[0052] 其中，第一下位机110用于与被诊断车辆的OBD口21连接，其位于被诊断侧，第二下

位机120以及诊断设备130位于诊断侧，第二下位机120与诊断设备130连接，第二下位机120

与第一下位机110的协议相同，由于第二下位机120与第一下位机110的协议相同，故第二下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2180905 A

6



位机120在接收到各针脚定义后，两者相互订阅，从而进行引脚模拟，云端140用于对第一下

位机110以及第二下位机120进行双向数据透传。

[0053] 诊断设备130由第三方诊断仪SVCI以及上位机构成，第二下位机120通过线束与第

三方诊断仪SVCI连接，第三方诊断仪SVCI以无线的方式连接上位机，如蓝牙，上位机采用笔

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

[0054] 实施例1

[0055] 如图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诊断指令由诊断人员从诊断侧输入诊断设备130的上

位机。

[0056]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诊断人员在诊断侧，向诊断设备130的上位机输入诊断指令，

SVCI经第二下位机120、云端140、第一下位机110将相应的诊断命令发送给OBD口21，第一下

位机110从OBD口21接收反馈数据，并经云端140、第二下位机120将反馈数据发送给诊断设

备130的上位机，上位机根据反馈数据进行诊断，诊断侧的诊断人员可以在上位机上查看诊

断结果，并根据诊断结果对车辆进行进一步诊断维修。

[0057] 实施例2

[0058] 如图2所示，在本实施例中，与实施例1的不同点在于，在被诊断侧还设置了远程控

制终端150，用于对诊断设备130进行远程控制，相应地，诊断指令由诊断人员从被诊断侧输

入远程控制终端150，并由该远程控制终端150以远程控制的方式将诊断指令发送给诊断设

备130。

[0059]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诊断人员在被诊断侧，向远程控制终端150输入诊断指令，该

诊断指令被远程控制终端150发送给诊断设备130的上位机，诊断设备130的SVCI经第二下

位机120、云端140、第一下位机110将相应的诊断命令发送给OBD口21，第一下位机110从OBD

口21接收反馈数据，并经云端140、第二下位机120将反馈数据发送给诊断设备130的上位

机，上位机根据反馈数据进行诊断，被诊断侧的诊断人员可以可以通过远程控制终端150查

看上位机上的诊断结果，并根据诊断结果对车辆进行进一步诊断维修。

[0060] 其中，远程控制终端150为笔记本电脑或者平板电脑。

[0061] 远程控制终端150和诊断设备130的上位机上均可以安装远程控制程序，如

teamview客户端程序或者向日葵客户端程序，实现远程控制终端150对上位机的远程控制，

当然也可以借助第三方远程控制平台，如teamview云或者向日葵云，实现远程控制。

[0062] 但是，本技术领域中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认识到，以上的实施例仅是用来说明本

发明，而并非用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只要在本发明的实质精神范围内，对以上所述实施例

的变化、变型都将落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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