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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选用我公司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dvanced Emergency Braking System），以下简称AEBS系统（型号CM-AEBS）。

您所使用的 AEBS 系统是一种具备预警和主动防撞功能的先进汽车主动安全系统，该系统是一种为了防止车辆追尾

或碰撞而研制的预警和辅助制动系统，本 AEBS 系统适用于气制动的客车、卡车。 

 为了保证该系统能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请您仔细阅读，并按有关要求使用、维修和保养。如您在使用过程中

有疑问，请与整车厂或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联系，我们将为您解决疑难问题并提供售后服务。 

我公司电话（020）32057001 

传真 020-32057002。 

服务专线 400-968-5880 

邮箱  kormee@kormee.com 

本手册复印时的全部资料均为最新版本，我公司保留对产品资料进行修改的权利，如果今后推出的新产品或升

级产品与本手册有不吻合的地方，敬请用户谅解或向本公司查询。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mailto:kormee@kormee.com


 
 

 

重要安全须知 

使用 CM-AEBS 系列自动紧急制动系统之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中包含的安全须知与警告。 

警告！CM-AEBS 系列自动紧急制动系统不能替代驾驶员的安全谨慎驾驶。该系统是一种为了防止车辆追尾或碰

撞而研制的预警和辅助制动系统，并非自动驾驶或无人驾驶，防碰撞率并非 100%。 

安装此 CM-AEBS 系列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即表示您确认并同意按照本说明书安全须知和警告操作 CM-AEBS 系列

产品。若您不同意这些条款，您可在购买后 30 天内将原包装的 CM-AEBS 系列产品退回给经销商以获得全额退款。 

⚫ CM-AEBS 系列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支持驾驶员安全操作车辆。尽管该系统用于防止即将发生的碰撞事故，但该

系统仍可能由于其传感、感知和执行能力所限无法防止或减缓即将发生的事故。 

⚫ CM-AEBS 系列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功能设计不用于自动驾驶车辆。因此，该系统任何时候都无法取代驾驶员承

担其安全操作车辆的责任。驾驶员应根据其个人驾驶能力、法律要求和交通道路综合情况采取合适的驾驶行

为。即使配备 AEBS 系统，驾驶员仍有责任遵守道路限速规定，确保安全行车间距，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和超

车限制。 

⚫ CM-AEBS 系列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可能会发出前方碰撞报警或偶尔作出不必要或不当的减速。如发生该情况，

驾驶员可根据实际情况禁用或接管控制该系统。



 
 

 

目录 

1. AEBS 系统简介 ........................................................................................................................................................................................................................ 1 

2. 组成与说明 .............................................................................................................................................................................................................................. 4 

2-1 系统组成与配套方案 .......................................................................................................................................................................................................... 4 

2-2 部件说明 .............................................................................................................................................................................................................................. 4 

3. 安装事项................................................................................................................................................................................................................................ 10 

3-1 毫米波雷达安装 ................................................................................................................................................................................................................. 10 

3-2 视觉传感器安装 ................................................................................................................................................................................................................. 11 

3-3 控制器安装 ........................................................................................................................................................................................................................ 11 

3-4 显示器安装 ........................................................................................................................................................................................................................ 12 

4. 使用说明................................................................................................................................................................................................................................ 13 

4-1 报警显示说明 .................................................................................................................................................................................................................... 13 

4-2 设置功能说明 .................................................................................................................................................................................................................... 20 

5. 技术参数................................................................................................................................................................................................................................ 21 

6. 故障诊断................................................................................................................................................................................................................................ 22 



 
 

7. 使用须知................................................................................................................................................................................................................................ 24 

8. 注意事项................................................................................................................................................................................................................................ 24 

附录 1 气路原理图....................................................................................................................................................................................................................... 29 

附录 2 电气原理图....................................................................................................................................................................................................................... 31 

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通讯录 ............................................................................................................................................................ 32 

 



1 
 

1. AEBS 系统简介 

 感谢您选择并使用我司 CM-AEBS 系列 AEBS 系统，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安装使用说明书，祝您行车平安！ 

 AEBS 即“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是英文首字母 Advanced Emergency Braking System 的缩写。我司研发的 CM-AEBS

系列 AEBS 系统通过 77G 毫米波雷达和视觉传感器探测前方机动车辆和行人的相对位置、相对速度等信息，结合自

车的行驶速度、车身姿态以及方向盘转角等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可能发生碰撞，并根据碰撞风险等级触发前向碰撞预

警、辅助制动或自动紧急制动等功能，在自动紧急制动过程中将由 ABS/EBS 系统实现防抱死功能，在弯道自动紧急

制动过程中将由 ESC 系统实现车辆方向控制以及防侧翻功能。 

 LDWS 车道偏离预警功能集成在 AEBS 系统中，它可以在车辆超过一定速度（默认为 55km/h）的情况下无意识（驾

驶员未打转向灯）偏离行驶车道发出报警来提醒驾驶员安全驾驶，以减少车辆因车道偏离而发生的交通事故。 

 功能特点： 

➢ 前部碰撞警告（FCW）：在与前方车辆可能发生碰撞前，FCW 功能会通过声光报警的形式最多提前 2.7 秒发出警

告； 

➢ 行人碰撞警告（PCW）：在与车辆前方行人或横穿行人发生碰撞前，PCW功能会最多提前 2.4秒发出图形和声音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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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距检测警告（HMW）：在车辆与前方车辆跟车过近时，HMW 功能会通过图形和声音警告提示驾驶员与前方车辆

保持安全距离驾驶以免跟车过近； 

➢ 车道偏离警告（LDWS）：在车辆行车车速大于 55km/h，驾驶员未打转向灯偏离驾驶车道时发出图形和声音警告； 

➢ 自动紧急制动（AEB）：当驾驶车辆与前方机动车辆或行人存在碰撞危险时，AEBS系统将发出声光报警提醒驾驶

员采取措施避免碰撞事故，如果驾驶员没有采取相关制动措施，AEBS 系统将自主地对车辆进行制动来减轻碰撞

或避免碰撞。 

性能指标： 

➢ CM-AEBS系列 AEBS系统符合 JT/T 1242-2019《营运车辆自动紧急制动系统性能要求和测试规程》； 

➢ CM-AEBS系列 AEBS系统符合 JT/T 883-2014《营运车辆行驶危险预警系统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 CM-AEBS系列 AEBS系统 LDWS 功能符合 GB/T 33577-2011《智能运输系统 车道偏离报警系统性能要求与检测方

法》； 

➢ CM-AEBS系列 AEBS系统符合 GB/T 21437.2-2008《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 2 部分：沿电源线

的电瞬态传导》； 

➢ CM-AEBS系列 AEBS系统符合 GB/T 21437-2012《道路车辆 由传导和耦合引起的电骚扰 第 3 部分：除电源线外

的导线通过容性和感性耦合的电瞬态发射》； 

➢ CM-AEBS系列 AEBS系统符合 GB/T 19951-2005《静电放电产生的电骚扰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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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AEBS系列 AEBS系统符合 GB/T 28046.2-2011《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 2 部分：电

气负荷》； 

➢ CM-AEBS系列AEBS系统符合28046.3-2011《道路车辆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第3部分：机械负荷》； 

➢ 其它： 

序号 项目 指标 

1 检测目标 包括但不限于 GB/T 7258规定的机动车类型和行人 

2 最远探测距离 行人大于 60米，车辆大于 150 米 

3 同时跟踪目标 16 

4 识别准确率 ≥98% 

5 测距精度 误差±1% 

6 测速精度 误差±5% 

7 横向检测范围 至少三车道 

8 适用道路半径曲率 ≥250 米 

9 车道线检测类型 单车道线、双车道线、三车道线、实线、虚线  

10 车道线检测颜色 白色、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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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成与说明 

2-1 系统组成与配套方案 

 CM-AEBS 系列 AEBS 系统由 77G 毫米波雷达、视觉传感器、AEBS 控制器、制动执行系统、人机交互界面（仪表

集成或 AEBS 显示屏）和数据通信接口（车内通讯以及数据存储模块）组成。不同车型的推荐配套方案如下表所示，

若用户有特殊需求也可按用户需求进行配置。 

车型 传感器 控制器 制动执行系统 人机交互界面 

客车 
77G 毫米波雷达 

AEBS 控制器 
ABS&ESC 系统 AEBS 显示器 

视觉传感器 EBS&ESC 系统 车辆仪表集成 

卡车 
77G 毫米波雷达 

AEBS 控制器 
ABS&ESC 系统 AEBS 显示器 

视觉传感器 EBS&ESC 系统 车辆仪表集成 

2-2 部件说明 

（1） 77G 毫米波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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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检测车辆前方物体相对距离、相对速度等信息，并通过 CAN通讯方式与 AEBS 控制器进行数据传输。 

77G 毫米波雷达分为带安装孔位和不带安装孔位两种，如下图。 

◼ 带安装孔位 77G毫米波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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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安装孔位 77G毫米波雷达，搭配雷达支架一起使用：  

                           

（2） 视觉传感器 

用于检测车辆前方物体相对距离、相对速度、物体类型、物体状态以及车道线检测，并通过 CAN 通讯与 AEBS

控制器进行数据传输。视觉传感器分为粘贴式和卡扣式两种，如下图，左图为粘贴式，右图为卡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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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EBS控制器 

用于接收 77G 毫米波信息、视觉传感器信息以及车辆其它信息并做车辆前方目标融合算法处理以及 AEBS控

制决策处理，并且通过 CAN通讯与人机交互界面进行数据传输实现报警显示，与制动执行系统进行数据传输

实现主动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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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EBS显示器 

AEBS显示器主要用于接收 AEBS控制器发出来的信息，并且实时显示 AEBS 系统的工作状态以及报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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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动执行系统 

制动执行系统可以是我司 ABS&ESC系统，也可以是 EBS&ESC 系统。如下图，左图是 ABS&ESC系统，右图是

EBS&ESC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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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事项 

3-1 毫米波雷达安装 

77GHz 毫米波雷达,安装方向要求如下: 

对准的方向 容许值 

水平 ±1 度 

垂直 ±1 度 

如下图所示,为方便调整雷达角度，一般通过 3 个螺丝固定在车身上毫米波雷达一般需要通过支架安装在车辆前保

险杠附近（安装高度要求 30-80cm之间，建议 60cm；安装宽度为距离车辆中心左右 20cm 范围内），雷达支架必须与

车辆横向平面平行。另外，毫米波雷达前面一般都有雷达防护罩保护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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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视觉传感器安装 

 视觉传感器一般安装在前挡风玻璃内侧下端位置，保证此区域能够被雨刮器清洗，或容易清洗的区域，不被遮

挡或覆盖，保证其与车身中轴线的横向距离小于 20cm，视觉传感器出厂配置 3M 胶，方便用户安装固定。 

  

3-3 控制器安装 

 控制器安装位置一般选择在车辆底盘横梁或驾驶室的控制面板内或车辆侧部电器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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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显示器安装 

 支架式显示器应安装在驾驶室内不影响视线且便于观看的位置，用魔术贴粘牢或放在防滑垫上，以免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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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说明 

4-1 报警显示说明 

  CM-AEBS 系列 AEBS 系统分别为车辆和行人提供初级预警、碰撞预警两种不同的报警方式，LDWS 功能通

过图像和声音的方式提供报警。（以下报警显示图标为 AEBS 显示器显示图标，并不代表车辆实际显示图标） 

序号 报警标识符图示 说明 

1 

  

AEBS 显示器显示界面所有

标识符信息 



14 
 

2 

  

上电自检完毕 AEBS 显示器

主界面。从左到右依次表示

相对距离、TTC 时间以及相

对速度 

3 

  

前方主要目标为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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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前方主要目标为行人 

5 

  

AEBS 故障 

当 AEBS 出现故障的时候，

AEBS 故障灯常亮，提示驾驶

员 AEBS 功能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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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EBS 功能关闭 

当驾驶员通过 AEBS 手动关

闭开关关闭 AEBS 功能后，

提示驾驶员 AEBS 系统已手

动关闭，AEBS 功能关闭 

7 

  

车辆初级预警 

在与前方车辆可能发生碰撞

危险前，AEBS 系统提前通过

黄色报警图标和缓慢的蜂鸣

声音提示驾驶员注意安全驾

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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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车辆碰撞预警及紧急制动 

随着车辆与前方车辆发生碰

撞危险等级的提高，AEBS 系

统通过红色报警图标和急促

的蜂鸣声音提示驾驶员注意

安全驾驶 

9 

  

左车道偏离报警 

当 LDWS 系统左偏离报警工

作时，通过间隔蜂鸣以及图

像的形式提示驾驶员安全驾

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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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右车道偏离报警 

当 LDWS 系统右偏离报警工

作时，通过间隔蜂鸣以及图

像的形式提示驾驶员安全驾

驶 

11 

  

LDWS 系统故障 

当 LDWS 系统出现故障后，

LDWS 故障灯常亮，提醒驾

驶员 LDWS 功能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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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DWS 系统关闭 

当驾驶员通过 LDWS 手动关

闭开关关闭 LDWS 功能后，

提示驾驶员 LDWS 功能已手

动关闭，LDWS 功能关闭 

13 

  

行人初级预警 

在车辆与前方行人或横穿行

人可能发生碰撞危险前，

AEBS 系统提前通过黄色报

警图标和缓慢的蜂鸣声音提

示驾驶员注意安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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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行人碰撞预警及紧急制动 

随着车辆与前方行人（包括

横穿行人）发生碰撞危险等

级的提高，AEBS 系统通过红

色报警图标和急促的蜂鸣声

音提示驾驶员注意安全驾驶 

4-2 设置功能说明 

 CM-AEBS 系列 AEBS 系统可以通过 AEBS 手动关闭开关暂时关闭 AEBS 功能，通过 LDWS 手动关闭开关暂时关闭

LDWS 功能。系统重新上电 AEBS、LDWS 功能默认开启。 

◆ AEBS手动关闭开关：如下图所示，当系统通电时可对 AEBS 手动关闭开关操作，按一下开关 AEBS功能关闭，再

按一下开关 AEBS 功能开启。当 AEBS 功能通过手动开关关闭后，系统重新上电默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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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WS手动关闭开关：如上图所示，当系统通电时可对 LDWS 手动关闭开关操作，按一下开关 LDWS功能关闭，再

按一下开关 LDWS 功能开启。当 LDWS 功能通过手动开关关闭后，系统重新上电默认开启。 

5. 技术参数 

            部件 

  参数 
77G 毫米波雷达 视觉传感器 AEBS 控制器 AEBS 显示器 

工作电压 9~32V 9~32V 24±6V 24±6V 

工作温度 -40~85℃ -40~85℃ -40~85℃ -4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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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温度 -40~105℃ -40~105℃ -40~105℃ -40~105℃ 

测距范围 0.2~200 米 2~160 米 \ \ 

防护等级 IP69K IP54K IP69K IP54K 

6. 故障诊断 

 如果产品安装或使用过程中出现下述问题，请尝试使用对应方法解决。如果问题依然存在，请与我司售后服务

中心联系。 

问题现象 原因分析 解决办法 

AEBS 故障 

整车 CAN 通讯故障 检查整车 CAN 通讯 

雷达 CAN 通讯故障 
⚫ 检查雷达 CAN 通讯 

⚫ 检查雷达供电 

视觉传感器 CAN 通讯故障 
⚫ 检查视觉传感器 CAN 通讯 

⚫ 检查视觉传感器供电 

雷达故障 
⚫ 检查雷达安装是否正确 

⚫ 检查雷达有无被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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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传感器故障 检查视觉传感器镜头有无被遮挡 

LDWS 故障 

整车 CAN 通讯故障 检查整车 CAN 通讯 

视觉传感器 CAN 通讯故障 
⚫ 检查视觉传感器 CAN 通讯 

⚫ 检查视觉传感器供电 

视觉传感器故障 检查视觉传感器镜头有无被遮挡 

LDWS 报警抑制失效 转向灯信号异常 检查整车 CAN 转向灯信号是否正确 

LDWS 偏离不报警 

视觉传感器未标定或标定不准确 检查视觉传感器标定参数 

视觉传感器镜头角度异常 调节角度，需重新标定视觉传感器 

没有车道线或车道线不清晰 在清晰车道线内试验 

车道线曲率半径小于 250 米 
CM-AEBS 系列产品支持的车道线曲率

≥250 米 

车速没有达到 LDWS 使能车速 提高车速≥55km/h 试验 

前碰撞预警不工作 

请与我司售后服务中心联系 没有主动刹车 

误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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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须知 

◆ AEBS功能人为操作退出 

当 AEBS 系统正常工作中，如果产生初级预警或碰撞预警的时候驾驶员可以通过踩制动踏板、急打方向盘或打转

向灯的方式退出报警；如果 AEBS 系统已经进入紧急制动过程中，驾驶员仅可以通过急打方向盘或打转向灯的方

式使 AEBS 系统退出工作。 

◆ AEBS系统运行车速 

AEBS系统工作车速为 15km/h---80km/h，且在车辆所有负载状态下正常运行。其中 AEBS校准车速为 30km/h。 

◆ AEBS适用工况 

晴天，阴天，小雨小雪，轻微扬尘扬沙天气以及国内三级及以上的铺装路面（含光线良好的隧道）。 

◆ AEBS不适用工况 

夜晚，大雨大雪天，大雾天，严重扬尘扬沙天、乡村道路以及冰雪路面等附着系数过低路面。 

8. 注意事项 

⚫ 经常检查车辆线束是否破损，毫米波雷达以及视觉传感器的插头是否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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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检查毫米波雷达以及视觉传感器正前方和表面有无遮挡物或其它东西，否则会导致 AEBS系统失效。毫米波

雷达被泥巴等污物遮挡、表面结冰也会导致雷达“失明”。 

⚫ 雷达安装位置不能更改，如果因为车身剧烈震动、前包围托底、擦碰等外力因素，导致雷达安装位置错位，也

会产生信号失准故障，导致 AEBS 系统失效，雷达的安装位置需要进行检查或重新进行校准。 

⚫ 本系统目前仅支持公共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以及行人的识别、防碰撞预警及自动紧急制动。 

⚫ AEBS功能受限于很多场景，而且在信号不准确的情况下，不能保证危险情况下辅助制动，在任何情况下，驾驶

员应保持警惕性，必须谨慎驾驶。 

⚫ 安装本系统后并不代表可以杜绝一切交通事故 ，本系统只是减少事故的发生或减轻事故发生时的碰撞程度。 

⚫ 如出现故障时不能自行拆卸 AEBS 控制器及其它零部件进行维修，如有问题应找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咨询或者处

理。 

⚫ AEBS 对相关目标做出反应的前提是，该目标必须在传感器的视野中且被识别。对于切入目标、自身车辆变道后

才探测的目标以及急转弯道 路中的目标，AEBS 性能将受到很大限制。 

⚫ 某些目标会对雷达的探测造成影响和削弱，如公路防护栏、隧道入口，进而影响 AEBS 的相关功能。而恶劣的

天气条件，如大雨，下雪等，会导致系统功能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相关目标将无法被系统探测到或被探测到的

时间过晚，导致 AEBS 可能无法正常工作，驾驶员可根据实际情况禁用或接管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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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BS 可能在遇到特殊驾驶情形时可能会发出前方碰撞报警或偶尔做出不必要或不当的减速或者甚至不做出反应。

例如： 

➢ 过弯、进弯、出弯：AEBS 系统受限于 AEBS传感器的性能，在弯道探测车辆、行人的能力有限。在过弯、进

弯或出弯时，AEBS系统可能会对前方交通情况做出错误解读。 AEBS 系统可能突然发出报警或制动车辆。驾

驶员必须在弯道过弯时格外警惕。 

 

➢ 转弯车辆：在道路交汇或十字路口处， AEBS可能对车辆前方转弯的车辆发出意外报警。系统还可能以驾驶

员意料之外的方式制动车辆。因此，在道路交汇或十字路口处，驾驶员必须对转弯车辆保持格外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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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BS可能对进入驾驶员所在车道的车辆（卡车、轿车、摩托车）探测有所延迟。可能导致车辆与前面车辆的

行车距离过近。如遇到该情况，驾驶员应利用行车制动器保持与前方变道车辆的间距。 

    

➢ 超车：超车时，如果驾驶车辆与前方车辆间距过小，且与前方车辆处于同一车道， AEBS可能突然发出报警

或减速车辆。因此，驾驶员完成变道操作时不得减少与前方车辆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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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弯路：在连续弯路区域， AEBS 可能无法探测到前方车辆处于哪个车道。因此， AEBS可能只会产生预

警或者没有任何动作。驾驶员必须在弯路区域保持格外警惕，通过行车制动器完全控制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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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气路原理图 

◆ ABS&ESC&AEBS 气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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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ESC&AEBS 气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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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电气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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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瑞立科密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通讯录 

总部售后联系人：尹良风   电话：020-32057001-8510     服务电话：4009685880 

所属区域 各办事处地址及电话 

安徽区 

（安徽、江西）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与桐城南路交口江汽三村 10 栋 303 室                                          

电话/传真：0551—63419815 

华中区 

（湖南、湖北）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解放路 3 号福如小区 2 号楼 2 单元 7 楼左门            

电话：0710-3472190 

西南区                      

（云、贵、川、渝、青、西藏）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四公里江南国际新城 4 栋 21-2 

电话/传真：023-62783352 

西部区                      

（甘肃、新疆、青海、宁夏） 

地址：甘肃省白银市五星街 89 栋 5-6 号                         

电话/传真：0943-8230887 

华东区 

（浙江、上海、苏南、苏北） 

地址：扬州市扬子江中路 471 号春江花园 3 栋 3 单元 105 室。 

电话/传真：0514—87955183 

 梁山办：山东省济宁市梁山县拳铺工业园金都小区西栋 3 单元 4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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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区 

 

电话: 0537-7336306 

诸城办：山东省诸城市和平街 6 号和平小区北楼东单元 1 楼 101 号 

北部区 

（内蒙古、北京、天津、河

北）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顺南里 1 号院 7 号楼 1 单元 141 号 

电话/传真：010-69555104 

长春科密 

（辽宁、吉林、黑龙江） 

地址：长春市西新工业集中区建七街与新一路交汇处   

电话：0431-85197620/85197605 

快递收件地址：长春市高新区火炬路 20 号 3 楼   

河南区 

（河南、山西） 

地址：郑州市航海路与未来路口北 500 米，郑州市中联花园 2 号楼 3

单元 2 楼东户                     

电话：0371-86653220     

驻马店办：驻马店驿城区雪松大道华俊车辆厂家属院东楼 102 室               

电话：0396-2910858 

陕汽重卡 
地址：西安市泾渭开发区陕汽泾渭国际城 6 号楼 2 单元 404 室。 

电话：029-68600904 

华南区 

（广东、广西、海南）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南翔支路 1 号       

电话：020-32057001/32057003   

传真：020-32057002 

福田欧曼重卡 
地址：北京市怀柔区富乐大街 26 号院家天下 5 号楼 1 单元 5 层 502 室 

电话：010-89687190 

福建区 
地址：厦门市灌口镇大前乾街 357 号教师宿舍楼 705 室 

电话：0592-3730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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