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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是宏科）成立于 1995 年，总部位于中国
南方经济和文化中心 - 广州市，在上海和北京分别设有分公司和办事
处。

     
虹科80%以上为工程技术人员。近几年来，虹科电子高速发展，我们已
经成为所在领域的知名公司。我们还积极加入行业协会包括
PROFIBUS（中国）和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虹科是多家外国
名企在中国的窗口。

我们是德国Softing，德国COMSOFT，德国PEAK，英国Pico，英国
Pickering等世界著名公司在中国的最重要合作伙伴。虹科除了给客户
提供现成产品外，还为用户提供二次开发、维护和培训服务。我们始
终坚信客户满意是虹科成为全球卓越公司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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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
                  ---PROFIBUS方向

PB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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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BUS测试诊断方案

帮您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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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式PROFIBUS诊断分析工具

名   称 ：PROFIBUS Tester 5

品   牌 ：SOFTING

产   地 ：德 国

使    用：安装、调试、维护

功   能：诊断、分析PROFIBUS 网络

 带显示屏

  带软件

  物理测试

在线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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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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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ALL in ONE

线缆检测，包括线缆长度，线缆质量，终端电阻等

在线检测，包括信号电平，波形图等

主站模拟

协议分析

报文分析

导出报告

可直接手持检测

可基于PC软件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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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观、清晰的显示

画面更清晰，功能更强大，分析更到位：

多种多样的检测功能 支持线缆，DP，PA诊断

直观清晰的诊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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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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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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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提供物理层及通信层的概况显示，并以颜色的变化反映总线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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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 DETAIL
完成Quick Test之后该界面可显示总线通信的各种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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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 QUALITY DETAIL
完成Quick Test之后该界面可显示物理层的各种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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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OLOGY SCAN
该界面显示整个总线网络的拓扑结构，包括每一个从站及站与站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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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TEST
通过趋势测量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一些间歇性的故障，并分析基原因。



PROFIBUS /PROFINET工业通讯解决方案

www.hkaco.com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 上海 | 北京| 香港

START

Test 
Function

Recording
Functions

Setting

Network
Management

Bus Status

Signal Quality

Cable Test

总线状态

信号质量

 线缆诊断

 Edit
Configuration

 Cable
Segment List

 ……

Select test location

Setting evaluation

……

OverView

Detail

Quick Test

Trend

Extras Master 
Simulator



PROFIBUS /PROFINET工业通讯解决方案

www.hkaco.com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 | 上海 | 北京| 香港 12/11/2014      17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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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免费热线：400-999-3848

陈秋苑 ：137 9810 5591
E-mail：gdj@hkaco.com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国家科技园2-504 
邮编：510640
网址：http://www.hkac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