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activeSystems是全球领先的主动车辆安全公司之一，专注于评估和开发AEB/ AES系统和自
动驾驶车辆的目标物和测试系统。

自2006年以来，我们一直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和产品，并已成为全球标准。

我们来自“奥地利制造 的高质量产品，加上出色的
技术支持，使我们成为全球汽车制造商、测试实验室
和汽车供应商可靠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团队由高素质、充满激情的员工组成，他们在
物理、电子、机电和材料科学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和
知识

4activeSystems



V.2.0

2022年测试工况的EuroNCAP PTW官方目标物

check-square 对应UNECE所适用的L3类
check-square 真实的尺寸，形状以及回转特征
check-square 符合ISO 19206-5 WD, Euro NCAP...

可在恶劣的环境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系统轻巧结构平滑，防止损坏VUT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设计，可方便快速的更换备件
check-square 真实响应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和红外系统

可选配

check-square 不同的模型(scooter, …)
check-square 不同的光学外观及颜色
check-square 同步运动功能

4activeMC



主要特征

骑车人尺寸

摩托车尺寸

高 (身体) 1800 mm ± 20

宽(肩宽) 500 mm ± 20

长(躯干) 235 mm ± 20

重量 < 4 kg

座椅高度 820 mm

轮距 1420 mm

总宽度 750 mm

车轮直径 17“

重量 < 11 kg

check-square 可与4active FB-small，4activeSB匹配
check-square 系统轻巧结构平滑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设计
check-square 同步运动功能

性能

单目/双目摄像头, 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扩展 check

近红外/远红外☆ check

横向/纵向碰撞速度 高达 60 km/h / 高达50 + 20 km/h

运行速度 80 km/h
☆选配

4activeMC



V.2.0

全球唯一符合所有Euro NCAP VRU参数标准的方案

check-square 行人目标的高度和离地间隙完全符合标准（EPT）
check-square 自行车目标（EBT）轮子可接触到地面
check-square RCS符合国际测试标准

可与所有相关的驾驶机器人协同运作

check-square 与机器人的实时位置数据-导入/导出行驶数据
check-square 可校准驾驶机器人的横向及纵向路径偏差
check-square 完全同步模式-可同步5个独立的滑板平台

可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可承受重型车辆的碾压-卡车（40吨)
check-square 防水等级IP67
check-square 高速下仍可保持良好性能（最高速度可达72km/h)

4activeFB-small



主要特征

尺寸

性能

长 2200 mm
宽 1400 mm
重量 55 kg
运输尺寸 1490 x 950 x 90 mm

速度等级 30/50/72 km/h
纵向加速度 + 3 m/s² / - 5 m/s² 

star

横向加速度 ± 3 m/s²
转弯半径 0.5 m
离地间隙 0-7 mm
最大载重 30 kg
充电时间 ~ 1h star star

电池工作时间 EPT > 6h / EBT > 3h / PTW >1 h(@50 km/h) star star star

定位系统 dual antenna dGNSS-IMU
dGNSS-RTK L1/L2 GPS/GLONASS/BEIDOU
防护等级 IP67
工作温度范围 -10° to 40° C (-20° to 55° C) star star star star

☆取决于速度等级 ☆☆环境温度20°C情况下☆☆☆ 取决于系统加速度 ☆☆☆☆ 可使用外部的测试设备

check-square 方便快捷的电池更换系统
check-square 可在恶劣环境下轻松高效运行
check-square 隐形技术 - 雷达反射截面非常低
check-square 可承受满载40吨卡车的碾压

4activeFB-small



全球最逼真的动物目标物

check-square 可定制獐鹿，白尾鹿，驼鹿，野猪等外形
check-square 可与4activeFB，4activeSB及其他机器人平台匹配
check-square 可长期使用

可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系统轻巧结构平滑，防止损坏VUT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设计-可方便快速更换备件
check-square 真实响应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和红外系统

可选配

check-square 可加热的动物目标物4activeHT（AN）
check-square 额外的可动关节（腿部）
check-square 用于静态测试的雷达隐形支架

V.2.0

4activeAN



主要特征

尺寸

性能

獐鹿 960x1085x170 mm

白尾鹿 1490x1210x270 mm

野猪 1580x1020x560 mm

驼鹿 2490x1930x690 mm

单/双目摄像头, 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扩散 选配
近红外/远红外☆ check ( ☆选配)

超声波传感器 check

可承受撞击速度 高达 50 km/h ☆☆

行驶速度 高达 60 km/h ☆☆

check-square 系统轻巧结构平滑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设计
check-square 各种不同的动物类型可供选择
check-square 真实响应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和红外系统

重量

獐鹿 4,5 kg

白尾鹿 7,5 kg

野猪 14 kg

驼鹿 35 kg

☆☆取决于动物目标物的类型

4activeAN



V.2.0

全球可满足所有Euro NCAP C2C 参数标准的最佳方案

check-square 可满足AEB/AES- CCRx 和LSS工况
check-square 可与不同车辆目标（GVT，EVT）匹配
check-square 满足国际测试标准，低RCS的要求

可与所有相关的驾驶机器人协同

check-square 与机器人的实时位置数据-导入/导出行驶数据
check-square 可校准驾驶机器人的横向/纵向路径偏差
check-square 完全同步模式-可同步5个独立平台

可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可承受重型车辆碾压-卡车（40吨）
check-square 防水等级IP67
check-square 高速下仍可保持良好性能(最大速度80km/h)

4activeFB-large



尺寸

尺寸

性能

长 2400 mm

宽 1400 mm

重量 155 kg

速度等级 50/80/100 km/h

纵向加速度 + 3m/s² / - 6 m/s² 
star

横向加速度 ± 3 m/s²

转弯半径 7 m

离地间隙 0-15 mm

最大载重 150 kg

充电时间 ~ 1 h 
star star

电池工作时间 4a GVT > 4h (@50 km/h)star star star

定位系统 dual antenna dGNSS-IMU

dGNSS-RTK L1/L2 GPS/GLONASS/BEIDOU

防护等级 IP67

工作温度范围 -10° to 40° C (-20° to 55° C) 
star star star star

☆取决于速度等级 ☆☆环境温度20°C情况下☆☆☆ 取决于系统加速度 ☆☆☆☆ 可使用外部的测试设备

check-square 方便快捷的电池更换系统
check-square 可在恶劣环境下轻松高效的运行
check-square 隐形技术-雷达反射截面非常低
check-square 可承受满载40吨卡车的碾压
check-square Euro NCAP工况：AEB-CCRs/CCRm/CCRb,CCFtap,ELK,LSS

4activeFB-large



V.1.0

Euro NCAP VRU 工况官方认证系统

check-square 可满足所有AEB/AES-VRU测试工况
check-square 平台速度高达20km/h--通过GPS校正速度
check-square 符合ISO 19237，ISO 22078，Euro NCAP，JNCAP，CNCAP等各种标准

可与所有相关的驾驶机器人以及dGNSS系统完全同步

check-square 可获取机器人的实时位置数据-导入/导出行驶数据
check-square 可校准驾驶机器人（VUT）的横向及纵向路径偏差
check-square 完全同步模式，可实现精确的碰撞点

运输方便，设置快速

check-square 可在30分钟内快速安装
check-square 电池供电系统-续航时间长达8小时
check-square 带有主动解锁系统-可在碰撞前释放目标物

4activeSB



主要特征

尺寸

性能

驱动单元重量 85 kg

偏转及配重模块重量 60 kg

滑板重量 12 kg

滑板高度 25 mm

VUT 速度 100 km/h

滑板平台速度 20 km/h

加速度 3.5 m/s²

系统长度（横穿工况） 35 m

系统长度（纵向追逐工况） 50 m

供电 110-230 VAC / 50-60Hz

 

check-square 可与所有相关驾驶机器人和dGNSS系统完全兼容
check-square 易于快速组装/拆卸
check-square 通过WLAN轻松操作（可通过笔记本电脑，操作平板进行控制）
check-square 自动触发假人动作

Euro NCAP 工况

CPFA check

CPNA / CPNC / CBNA check

CPLA / CBLA check

CPTA / CPRA check

4activeSB



完全符合Euro NCAP 2020目标物规格标准

check-square 2个工程师可在2分钟内重新组装，方便快捷
check-square 可与4activeFB-Large 及其他机器人平台相匹配
check-square 符合ISO 19206-3 WD，Euro NCAP等标准

可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车身轻巧结构平滑，防止损坏VUT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设计-可方便快速的更换备件
check-square 真实响应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和红外系统

可选项

check-square 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外观及颜色
check-square 自主照明功能（刹车灯，双闪灯，...)
check-square 同步运动功能

V.2.0

4activeC2



主要特征

尺寸

性能

总长 4060 mm

总高 1430 mm

总宽 1800 mm

车轮直径 600 mm

轴距 2560 mm

重量 < 60 kg

单/双目摄像头，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扩散 check

近红外、远红外 ☆ check

超声波传感器 check

横向/纵向碰撞速度 高达 60 km/h / 高达72 km/h ☆☆

运行速度 高达 80 km/h

check-square 2个人可在2分钟之内重新组装，方便快捷
check-square 车身结构轻巧平滑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设计
check-square 不同的选项可供选择

s☆选配 ☆☆ELK迎面行驶10%重叠 

Euro NCAP 工况

AEB-CCRs / -CCRm / -CCRb check

CCFtap, ELK, LSS check

4activeC2



4activePA-Euro NCAP官方行人目标（EPTa、EPTc）

check-square 可模拟50%的成年男性及7岁儿童
check-square 在尺寸，形状及可动关节上复现真实人类的特性
check-square 符合ISO 19206-2，Euro NCAP，CNCAP，JNCAP 

可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系统轻巧结构平滑，防止损坏VUT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设计-可方便快速的更换备件
check-square 真实响应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和红外系统

可选项

check-square 静态行人目标物-4activePS
check-square 可加热行人目标物-4activeHT（PS，PA）
check-square 额外同步可动关节（手臂，头部等）

V.2.0

4activePA



主要特征

尺寸（成人）

性能

身高 1800 mm

肩宽 500 mm

关节可活动角度 85 °

重量 < 4 kg★★ / 7,5 kg ★★★

单/双目摄像头，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扩散 check

近红外，远红外☆ check

超声波传感器 check

碰撞速度 高达 60 km/h

运行速度 高达 10 km/h

star star 4activePS star star star 4activePA

check-square 可与4activeSB，4activeFB-Small完全兼容
check-square 防水-可在雨天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非常轻巧
check-square 系统结构轻巧平滑，不会损坏VUT

尺寸（儿童）

身高 1154 mm

肩宽 298 mm

关节可活动角度 78 °

重量 < 2 kg★★ / 4 kg ★★★
star star 4activePS star star star 4activePA

☆选配

4activePA



4activePS - 静态行人目标物

check-square 可模拟50%的成年男性和7岁儿童
check-square 在尺寸，形状上复现人类的特性
check-square 符合ISO 19206-2，Euro NCAP，CNCAP，JNCAP等标准可在恶劣环境下进

行测试

check-square系统轻巧结构平滑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设计-可方便快速的更换备件
check-square 真实响应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和红外系统

可选项

check-square 50%的成年男性
check-square 7岁，2岁及1岁儿童
check-square可加热行人目标物-4activeHT

V.2.0

4activePS



主要特征

尺寸（成人）

性能

身高 1800 mm

肩宽 500 mm

关节可活动角度 85 °

重量 < 4 kgstar star / 7,5 kg star star star

单/双目摄像头，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扩散 check

近红外，远红外☆ check

超声波传感器 check

碰撞速度 高达 60 km/h

运行速度 高达 10 km/h

star star 4activePS  star star star 4activePA

check-square与4activeSB兼容，4activeFB-small
check-square 绝对防水-在雨天条件下测试
check-square 极轻巧
check-square 柔软的结构，以防止损坏VUT

尺寸（成人）

身高 1154 mm
肩宽 298 mm
关节可活动角度 78 °
重量 < 2 kgstar star / 4 kg star star star

star star 4activePS  star star star4activePA

star 选配

4activePS



V.2.0

Euro NCAP官方自行车目标物(EBT)

check-square 标准的欧洲通用自行车-普通男性
check-square 复现尺寸，形状以及车轮的真实特性
check-square符合ISO 19206-4, Euro NCAP, UN-ECE, ..

可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系统轻巧结构平滑，防止损坏VUT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设计-可方便快速的更换备件
check-square 真实响应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和红外系统

可选项

check-square 7岁儿童所骑自行车
check-square 不同的车框架颜色
check-square 额外可活动关节（手臂、 头部等）

4activeBS



主要特性

自行车尺寸

性能

车把高度 1200 mm

车轮直径 700 mm

轮距 1230 mm

重量 6 kg

单/双目摄像头，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扩散 check

近红外/远红外 ☆ check

超声波传感器 check

纵向/横向碰撞速度 高达60 km/h / 高达45 km/h

行驶速度 高达35 km/h

check-square 与4activeSB, 4activeFB-small完全兼容
check-square 可滚动的车轮 - 可与地面接触
check-square 可折叠自行车-方便运输及存放
check-square 非常轻巧，结构柔性

骑车人数据

身高 1800 mm

肩宽 500 mm

关节可活动角度 10°

重量 < 4 kg

star 选配

4activeBS



专为Euro NCAP VRU设计的牵引系统

check-square 可执行所有AEB/AES-VRU测试工况
check-square 滑板速度高达50 km/h - 速度可通过GPS信号进行修正
check-square 完全符合ISO 19237, ISO 22078, Euro NCAP, JNCAP, CNCAP, 等各项标
准

可与所有驾驶机器人和dGNSS-系统完全同步

check-square 可从机器人接收或发送实时位置数据- 输入或输出行驶文件
check-square 根据驾驶机器人（VUT）的横向或纵向路径点误差进行修正
check-square 可以对非常精确的碰撞点进行完全同步

运输方便，安装快捷

check-square 可在30分钟内快速安装
check-square 低功耗 - 电池容量超大
check-square 完全兼容所有驾驶机器人/dGNSS-系统

V.1.0

4activeXB



主要特征

尺寸

性能

驱动单元重量 208 kg

偏转及配重模块重量 135 kg

滑板重量 12 kg

滑板高度 25 mm

VUT速度 100 km/h

滑板速度 50 km/h

加速度 3.5 m/s²

系统横向长度 65 m

系统纵向长度 50 m

电源 110-230 VAC / 50-60Hz

 

check-square 完全兼容所有的驾驶机器人/dGNSS-系统
check-square 安装和拆卸非常简易快捷
check-square 通过WLAN 操作非常简单(笔记本电脑 ，操作平板)
check-square 自动触发假人动作

Euro NCAP 工况

CPFA check

CPNA / CPNC / CBNA check

CPLA / CBLA check

CPTA / CPRA check

4activeX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