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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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自动化的机器人平台，用于前瞻性ADAS和AD测试

check-square 精确的动态群轨迹控制, 实时监控以及自动报告
check-square 开放式的接口 (ASAM OTX标准工具集) 及可扩展的连接 (Mesh)
check-square 根据欧洲NCAP VRU及相关iso标准设计

世界上最低的机器人平台与最大的性能

check-square 极低的底盘高度 (20-35 mm) 以及零雷达反射率
check-square 精确的双天线 dGNSS/IMU系统 (GPS RTK-L2, GLONASS, Beidou, Galileo) 
check-square 速度最高可达 30 km/h，最大加速度可达 +3 m/s2 及 -5 m/s2

在恶劣条件下保证最高测试效率

check-square 自动快充技术 -10 分钟充电 / 2-5 小时测试 
check-square 可承受40吨重型卡车碾压 -防护等级 IP67 
check-square 自动目标适应 以及直观的操作界面 

4activeFB-eco



性能

最高速度 5 / 8 / 10 / 20 / 30 km/h

加速度 3 m/s² and -5 m/s²  star

精度 up to 2 cm

GNSS / 惯性系统 内置双天线 IMU/dGNSS 

(GPS RTK-L2, GLONASS, Beidou, Galileo)

电池系统 LTO 20 Ah – 自主快充技术

动力系统 1000 W 双动力驱动装置

通讯方式 WLAN mesh 系统 

控制软件 4a Control (DEMO, CERT, NCAP, SWARM)

安全遥控器 坚固耐用的户外安全面板

最大可承受碾压重量 8000 kg 每个车轮

尺寸

star 符合欧洲NCAP标准，包括EPT, EBT安装

总长度 1000 mm

总宽度 600 mm

底盘高度 20-35 mm

总重量 20 kg

Model types

check-square 4activeFB-eco - DEMO: 8 km/h - 内部预设VRU 路径，用于演示
check-square 4activeFB-eco - CERT:  20 km/h - 专用于认证工况实验
check-square 4activeFB-eco - NCAP: 10/20 km/h - 完全同步模式,加速度(+3m/s2)
根据 Euro NCAP 2020法规要求设计 
check-square 4activeFB-eco - SWARM: 30 km/h - 动态群轨迹控制, 根据 OTX标准工具集和ISO 22133标准设计

4activeFB-eco



V.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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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km/h)

4activeFB-small



主要特征

尺寸

性能

长 2200 mm
宽 900 mm
重量 55 kg
运输尺寸 1490 x 950 x 90 mm

速度等级 30/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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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取决于速度等级 

star star 
环境温度20°C情况下

 star star star
 取决于系统加速度 

star star star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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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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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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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取决于速度等级 

star star 
环境温度20°C情况下

 star star star
 取决于系统加速度 

star star star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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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square 防護等級：IP 54

Euro NCAP 工况

CPFA check

CPNA / CPNC / CBNA check

CPLA / CBLA check

CPTA / CPRA check

4active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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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0

支持NCAP和主动安全测试工作流程的最佳解决方案

check-square 用于评估和报告主动安全测试的独立、开放的解决方案
check-square 在非常短的周期内验证高评级的NCAP结果
check-square 不断更新的数据库，以满足快速变化的测试需求

用户友好，易于操作的界面

check-square 工作流优化的用户界面，快速报告生成
check-square 开放的接口和无缝集成到4activeSystems测试设备
check-square 预定义的NCAP报告模板集

精确-可靠-高效

check-square 精确-可靠-高效
check-square 测试执行期间ADAS(如NCAP)测试的即时在线验证
check-square 成熟可靠的数据处理核心

4activeEQ - AVL Smart ADAS Analyzer



支持的协议和报告模板

EU-NCAP 2019 AEB/FCW City, AEB/FCW Inter-Urban, AEB/FCW VRU-Pe, 
AEB/FCW VRU-Cy, LDW, LKA, ELK

EU-NCAP 2020 AEB/FCW Car-to-Car, AEB/FCW VRU-Pe, 
AEB/FCW VRU-Cy, LDW, LKA, ELK

A-NCAP 2020 AEB/FCW Car-to-Car, AEB/FCW VRU-Pe, 
AEB/FCW VRU-Cy, LDW, LKA, ELK

C-NCAP 2021 AEB/FCW Car-to-Car, AEB/FCW VRU-Pe, AEB/FCW VRU-
TW, LKA, LDW

C-IASI 2018 AEB/FCW Car-to-Car

报告标准及格式

EU-NCAP Excel & MME
A-NCAP Excel & MME
C-NCAP Excel
C-IASI Excel

关键特性

check-square 预设的测试计划
check-square 即时的测试验证及评价
check-square 失败自检
check-square 可直接使用的报告模板

4activeEQ - AVL Smart ADAS Analyzer



V.1.0

通过计算机控制的乘用车&商用车的高级驾驶机器人系统

check-square 通过操纵方向盘、油门和刹车踏板来驱动车辆
check-square 提供横向和/或纵向，闭环或开环操作模式
check-square 以机器人的精度执行标准和定制的测试工况

用户友好的操作界面

check-square 简洁灵巧的用户界面
check-square 高性能的机器人控制软件
check-square 模块化的执行单元，灵活的应用软件

精确-可靠-高效

check-square 可快速安装至车辆，无需对车辆进行改动
check-square 紧凑，轻量化的组件 – 每个部件 < 10 kg
check-square 只需要快速的 teach-in 设置 – 无需进行校准

4activeDR-Driving Robot



ADAS/ NCAP 配置 高动态配置

标称负载 10 Nm @ 720 °/sec 60 Nm @ 1280 °/sec
最高速度 750 °/sec 1700 °/sec
最大扭矩 30 Nm 75 Nm

制动机器人

ADAS/NCAP 配置 高动态配置

行程 最大 150 mm 最大 150 mm

踏板力 最大 350 N 最大 1.800 N

执行速度 最大 0.4 m/s 最大 2.1 m/s

可选配

check-square离合器+换挡机器人用于手动变速器 
check-square 商用车适配器套装
check-square 带有制动冗余的无人驾驶附件
check-square 启动/停止引擎的钥匙

转向机器人

执行角度 最大 90°

执行扭矩 15 Nm (标称), 30 Nm (最大)

执行速度 最大330 °/s 

油门踏板机器人

check-square 向盘尺寸 - app. 377 – 405 mm 
check-square 扭矩助力安装在驾驶员侧

check-square 不会阻挡安全气囊 
check-square 驾驶员把手

check-square 安装在踏板之上 (驾驶员仍可控制踏板) check-square 安装位置可调整

check-square 气动制动冗余，可根据要求提供 check-square 夹具附件，无需钻孔

4activeDR-Driving Robot



V.1.0

专用于采集车辆声光信号的设备

check-square 检测车辆内部的声音和光学警告标识和信息
check-square 采用高性能摄像头和麦克风
check-square 适用于AEB, FCW, SAS, LSS符合EuroNCAP

大多数制造商、oem和测试实验室选用的方案

check-square 内置低延迟高性能的处理器，用于声音和图像处理
check-square 多达8种图案，颜色和颜色搜索区域
check-square 多达100个同步音调不同的软件功能代码

精确-可靠-高效

check-square 系统易于操作及配置
check-square 可在几毫秒内触发相应的触发信号
check-square  测量配置文件可以在任何时候保存并在以后重新加载

4activeEQ-AVAD 3



帧率 最高 300fps

延迟 最低 6.5ms (取决于配置)

电源输入 9-36V DC

散热 被动 (无风扇)

CAN口 波特率 最高 666,67

性能参数

尺寸信息 320x320x85mm

重量 7,5kg

性能选配件

尺寸参数

特性

check-square 最低的延迟时间 (遵循NCAP规范) 
check-square 100hz帧速率(可选高达300fps)
check-square CAN - LAN输出速率最大为1khz
check-square 只有几毫秒的信息延迟
check-square 状态信号激活记忆功能

check-square 双通道CAN口
check-square 多达8种图案，颜色和颜色搜索区域
check-square 多达100个同步声调
check-square 单个测量相机可选配帧率高达300fps
check-square LAN通讯
check-square 可将单个测量结果与整体测试链接
check-square 从具有延迟时间计算的ECU消息的位模式触发

4activeEQ-AVAD 3



V.1.0

4activeEQ-Mesh - 独特的无线mesh系统

check-square 扩大网络通讯范围, 可移动，可实现试验场全覆盖 
check-square 一个网络节点可以同时进行多个连接 
check-square 连续且即时地路由数据

提供全面的可移动高带宽数据连接

check-square 边缘设备可同时通过2.4GHz和5GHz进行连接
check-square 快速部署，无缝衔接至高速运动中的平台车
check-square 路由决策基于最低延迟

在任何应用中都可以做到 精确-可靠-高效

check-square 支持多层强加密选项
check-square 用于数据、声光信号应用的高带宽
check-square 可扩展到数百个移动的、高带宽的节点

4activeEQ-Mesh



性能参数

频率 2.4 GHz 及 5 GHz

天线接头 (2) Type N (female)

调制方式 DSSS star, CCK star, OFDM
最大物理层链路数据 300 Mbps(根据数据吞吐量变化) 

最大射频发射功率 star star 29 dBm ± 2 dB

接收灵敏度 在 -93 dBm ± 2 dB 和 -72 dBm ± 2 dB之间变化

输入电压 9 - 30 VDC POE供电

功耗 2.8 W (平均); 15 W (最大) @ 24 V    

防护等级 IP67

工作温度 -40°C to +60°C

ethernet 10/100/1000 Mbps IEEE 802.3, RJ-45, auto MDI/MDIX
USB Micro-B USB 接口用于固件升级和 GPS 设备插件

关键特性

check-square 不存在SPoF 
check-square 易于集成
check-square 低维护成本
check-square 可扩展节点
check-square 兼容802.11 

尺寸

大小 155 mm x 149 mm x 41 mm

重量 440 g ± 10 g

  star 只限于 2,4 GHz  star star  取决于当地法规

4activeEQ-M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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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ctive-OD 

4activePS-OD 新生儿

check-square 用于测试乘员检测系统
check-square 模拟新生儿的典型姿势
check-square 符合欧洲NCAP-测试协议CPD版本1.0
     
测试设置

check-square 不同的汽车可能
check-square 不同的座位位置
check-square 远程控制功能
     
物理性质

check-square 像人一样的动作，如呼吸
check-square 可调节的呼吸模式
check-square 对相关传感器系统的实际响应

V.1.0

4activePS-OD newborn



主要特点

尺寸

工作表现

雷达系统 check-square

摄像系统 check-square

激光雷达系统 check-square

超声波系统 check-square

wifi传感系统 check-square

euroNCAP运动模式 check-square

模块化概念 check-square

用户定义的运动模式 check-square

check-square 快速设置
check-square 可调节的运动模式
check-square 稳健的模块化系统
check-square 简单灵活的控制

身体高度 520mm ± 10
肩宽 170mm ± 10
头围 110mm ± 10
胸围 290mm ± 10

4activePS-OD newborn



4activePS-1 year child

check-square 用于测试自动代客泊车系统 (AVPS)
check-square 在尺寸，形状和姿势上复现真实1岁儿童的特性
check-square 符合ISO 19206-9 标准
     
可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极轻，柔性连接结构，不会损坏测试车辆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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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行
check-square 爬行姿态
check-square 坐下姿态 

V.1.0

4activePS-1year child



主要特征

尺寸

性能

单目/双目摄像头系统, 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反射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扩散效应 check

近红外/远红外传感器star

check

超声波传感器 check

碰撞速度 最大  60 km/h
运行速度 最大 10 km/h

check-square 完全适配4activeSB, 4activeFB-small, 4activeFB-eco系统  
check-square 防水 – 可在雨天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极致轻量化
check-square 柔性连接结构-不会损坏测试车辆

身高 658 mm
肩宽 172 mm
头部宽度 109 mm
躯干倾角 85 °
重量 < 2 kg

star 选配

4activePS-1year child



4activePS -2years child

check-square 可用于测试自动代客泊车系统 (AVPS) 
check-square 在尺寸，形状和姿势上复现真实的2岁儿童的特性
check-square 符合ISO 19206-9 标准
    
可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极轻的重量，柔性连接结构，不会损坏测试车辆 
check-square 可靠的模块化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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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立姿态
check-square 爬行姿态
check-square 坐下姿态 

V.1.0

4activePS-2years child



主要特征

尺寸参数

性能参数

单目/双目摄像头系统, 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反射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扩散效应 check

近红外/远红外传感器star

check

超声波传感器 check

碰撞速度 最高 60 km/h
运行速度 最高 10 km/h

check-square 完全适配4activeSB, 4activeFB-small, 4activeFB-eco系统 
check-square 防水 – 可在雨天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极致轻量化
check-square 柔性连接结构-不会损坏测试车辆

身高 (不包括鞋子) 865 mm
肩宽 232 mm
头部宽度 132 mm
躯干倾角 85 °
重量 < 2 kg

star 选配

4activePS-2years child



4activeHT – 发热假人

check-square  用于测试VUT被动式红外探测系统，例如夜视系统
check-square  同时兼容静态和动态目标物
check-square  与 4activeSB, 4activeXB, 4activeFB-SMALL, 4activeFB-eco兼容
      
由外部电池供电的加热外套提供了最佳的传热效率 

check-square  由拖线电缆外部供电(2x12V) 
check-square  加热垫确保最佳的热量传递到外部表面
check-square 可以单独控制五个加热的区域: 头部, 躯干, 腿部, 手部, 手臂
     
可选配

check-square  4activePS-HT – 可加热静态行人目标物
check-square  4activePA-HT – 可加热关节可动行人目标物
check-square  4activeAN-HT – 可加热动物形态目标物

V.1.0

4activeHT



关键特性

4activePA-HT 尺寸参数

4activePS-HT 尺寸参数

成人假人身高 1800 mm
成人假人重量 < 8 kgstar

儿童假人身高 1154 mm
儿童假人重量 < 4 kg star

check-square 完全兼容 4activeSB, 4activeXB, 4activeFB-SMALL, 4activeFB-eco
check-square 用于测试VUT被动式红外探测系统，例如夜视系统
check-square 可以单独控制5个不同的加热区域
check-square 由拖线电缆外部供电(2x12V)

4activeAN-HT 尺寸参数

鹿形目标物身高 170 mm
鹿形目标物重量 < 6 kgstar

成人假人身高 1800 mm
 成人假人重量 < 10 kgstar

儿童假人身高 1154 mm
儿童假人重量 < 5 kgstar

性能参数

横穿工况碰撞速度 up to 30 km/h (18 mph)
鹿形目标物重量 Δv 20 km/h (12 mph)

star 重量不包括附件(电池、电缆)

4active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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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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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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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 1154 mm

肩宽 298 mm

关节可活动角度 78 °

重量 < 2 kg star star / 4 kg star star star

star star 4activePS star star star 4activePA

 star 
选配

4activ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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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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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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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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lt



V.1.0

完全符合ISO 19206-4标准的儿童骑车人目标物

check-square 根据欧标自行车外形进行制作 – 6 到 7 岁儿童 (ISO 19206-4)
check-square 仿真的大小，形状和可旋转的车轮
check-square 符合 ISO 19206-4, UN-ECE R151标准

可以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极致轻量化、柔性的结构，防止VUT损坏
check-square 坚固和模块化的设计-更换零配件简单且快捷
check-square 真实响应雷达，激光雷达，相机和红外系统

可选配

check-square 不同的框架颜色
check-square 可发热骑车人 – 4activeHT

4activeBS-child



关键特性

自行车尺寸参数

性能参数

车把高度 715 mm

车轮直径 412 mm

轴距 733 mm

重量 < 5 kg

单双目摄像头, 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反射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扩散效应 check

近/远红外摄像头 star

check

超声波雷达 check

横向/纵向碰撞速度 最高 60 km/h / 最高 45 km/h

运行速度 最高35 km/h

check-square 与4activeSB, 4activeFB-small, 4activeFB-eco完全兼容
check-square 可旋转的车轮 – 完全与地面接触
check-square 可折叠自行车 – 易于运输及存储
check-square 极致轻量化及柔性的结构

骑车人尺寸参数

身高 1200 mm

肩宽 298 mm

躯干倾角 10°

重量 < 2 kg

star 选配

4activeBS-child



4activePS-scooter – 静态行人目标物

check-square 可模拟50%成年男性
check-square 按照scooter及驾驶者的大小，形状完全仿真
check-square 根据ISO标准进行设计
     
可在恶劣条件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极致轻量化,柔性的结构，防止VUT损坏
check-square 坚固和模块化的设计-更换零配件简单且快捷
check-square 完全防水-可在雨天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真实响应雷达，激光雷达，摄像头和红外系统
     
选配件

check-square 加热行人目标物 - 4activeHTstar

check-square 与 4activeSB, 4activeFB-small, 4activeFB-eco适配的连接件

V.2.0
star 具体货期请致电咨询

4activePS-eKickboard-scooter



主要特性

成人目标物尺寸

性能指标

身高 1800 mm
肩宽 500 mm
躯干倾角 85 °
重量 < 4 kg

单双目摄像头系统 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反射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效应 check

近/远红外反射 star

check

超声波雷达 check

碰撞速度 up to 60 km/h
运行速度 up to 10 km/h

check-square 可与4activeSB, 4activeFB-small, 4activeFB-eco兼容
check-square 绝对防水，可在雨天使用
check-square 极致轻量化
check-square 柔性结构，不会损伤VUT

Scooter 尺寸

总高度 1211 mm
总宽度 490 mm
踏板高度 160 mm
轮距 1114 mm
车轮 250 mm

star 选配

4activePS-eKickboard-scoo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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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CAP 2021 ADAS批准认证的电动两轮车目标物

check-square 满足UNECE，L3e-A1等级的标准
check-square 一致的尺寸、形状和微多普勒特征的特性
check-square 符合 ISO/PWI 19206-5，CNCAP 2021

在恶劣的条件下也可以实验。

check-square 极致轻盈柔软的结构，防止对测试车辆（VUT）造成损坏
check-square 坚固和模块化的系统-容易和快速更换备件
check-square 雷达、激光雷达、相机和红外系统的真实响应

其他附件可选功能

check-square 系统移动实验功能（自动速度修正）
check-square 侧倾特征
check-square 照明

4activeMC (CNCAP E-Scooter)



主要特征

骑手尺寸

车辆尺寸

高度(躯干) 1650 mm ± 20
宽度(肩膀) 450 mm ± 20
厚度 (躯干) 200 mm ± 20
重量 < 4 kg

座椅高度 760 mm
轴距 1210 mm
最大宽度 540 mm
车轮直径 400 mm
重量 < 13,5kg

check-square 与4activeFB兼容
check-square 极致轻盈柔软的结构
check-square 健壮的模块化系统
check-square 同步移动功能

性能

单/立体摄像系统，激光雷达传感器 check

360°-雷达特性 check

微多普勒扩展 check

近红外/远红外star

check

横向/纵向碰撞速度 小于等于 60 km/h / 小于等于 40 km/h
运行速度 60 km/h

star 选配

4activeMC (CNCAP E-Scooter)



V.3.0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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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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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选配

4active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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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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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 kg

单/双目摄像头，激光雷达 check

360° - 雷达特性 check

近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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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K迎面行驶10%重叠 

Euro NCAP 工况

AEB-CCRs / -CCRm / -CCRb check

CCFtap, ELK, LSS check

4activ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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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star

行驶速度 高达 60 km/h star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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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star 
取决于动物目标物的类型

4activeAN



便于运输的照明系统，用于城市环境下的夜间测试

check-square 根据Euro NCAP / CNCAP  – AEB VRU 设计的夜间照明系统
check-square 符合欧标 DIN EN 13201, ISO 19237
check-square  可模拟真实环境
    
可以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完全防水，可在雨天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具有压载单元可在风速20m/s情况下保持稳定 
check-square 体积小巧，便于运输及存储
     
可选配  

check-square 符合Euro NCAP 2020 (5 个灯柱) 的照明系统
check-square 符合CNCAP的照明系统 (6 个灯柱)的照明系统
check-square 符合Euro NCAP 2023 (7 个灯柱)的照明系统

V.1.0

4activeEQ-Light System



尺寸参数

可升降灯柱长度 5000 mm

可升降灯柱宽度 1200 mm

每套的包装尺寸 2150x950x1150 mm

每套的包装重量 380 star / 430 star star / 520 star star star kg

主要特征 

check-square 绝对防水
check-square 可抗20m/s大风
check-square 模拟真实夜间路况
check-square 体积小巧，便于运输和存储

check-square 5x star (6x star star/ 7x star star star) 可升降灯柱
check-square 5x star (6x star star / 7x star star star) LED 灯
check-square 1x 照度计用于验证法规要求的流明度
check-square 4x star(5x star star / 6x star star star) 25米电缆（包含转鼓）
check-square 1x 25米电缆
check-square 1x 卷尺
check-square 1x 水准仪
check-square 1x 铝板
check-square 铝质运输箱

starEuro NCAP 2020   star starCNCAP   star star starEuro NCAP 2023

LED 灯 220-240V. 50-60Hz. 4.000K 白色

性能参数

设备组成

starEuro NCAP 2020   star starCNCAP   star star starEuro NCAP 2023

4activeEQ-Light System



易于运输，用于ADAS和AD测试的障碍物墙体

check-square 仿真真实砖墙的特性
check-square 真实响应雷达，激光雷达，相机和红外系统  
check-square 根据ncap的要求设计，用于AEB VRU测试
     
可在恶劣环境下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极致轻量化，方便搭建
check-square 完全防水，可在雨天进行测试 
check-square 搭载压载元件以保证风速高达20米/秒情况下的稳定性
     
适用于在测试场或试验道路上的测试

check-square 多层结构纤维增强结构
check-square 模块化设计-容易扩展
check-square 方便运输及存储

V.1.0

4activeEQ-Obstruction Wall



尺寸参数

高度 2000 mm
长度（每个部分） 1220 mm
总长度 (7 个部件) 8500 mm
重量 31 kg
颜色 淡灰色

雷达特性

IR 反射率 850 to 910 nm -> 50%
雷达反射率※star 10-30 dBsm (0 deg)

20-0 dBsm (45 deg)
star 77GHz雷达

关键特性

check-square 极致轻量化，易于安装
check-square绝对防水
check-square 在20 m/s风速下保持稳定
check-square 易于运输及存储

4activeEQ-Obstruction W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