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际舟 AEBS 系统产品说明书

Stella AEBS System Product Instruction

本文件及其内容属于昆山星际舟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包含昆山星际舟 AEBS系统专有信息。

本文件及其所载的资料或其中任何部分不得复制,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全部或部

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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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说明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dvanced Emergency Braking System)，简称 AEBS，本

系统是一种通过在主车车身安装感知传感器，探测周围目标以及其运动状态，并

通过其状态决策主车与周围目标的是否会发生碰撞以及发生碰撞的时间 TTC，从

而发出预警提醒司机，并在司机未减速的情况下，采取紧急制动措施，避免交通

事故，降低人身财产损失。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Lane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简称 LDWS，本系统

通过摄像头检测前方车道线，计算出车身与车道线之间的距离。当驾驶员无意识

偏出车道时，系统告警，提示驾驶员回到本车道内，避免因车道偏离导致的碰撞

危险。

星际舟 AEBS 系统产品（ST-APCM-01&02&03-PC）将 LDWS系统与 AEBS

系统集成作为一种高级驾驶辅助系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城市客车、长途客车、

载货车和牵引车等，其主要目标为辅助驾驶员控制车距，降低因驾驶员注意力分

散或制动不及时而导致前向碰撞事故的概率，避免或减少事故伤害和财产损失。

2、系统构成

星 际 舟 AEBS 系 统 产 品 构 成 包 括 ： 前 视 视 觉 摄 像 头 （ 型 号

-ST-AWIS-FNC30-PC）、77G 毫米波雷达（型号-ARS408）、AEBS 控制器（型号

-ST-APCM-01&02&03-PC）。下图为系统功能模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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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前视视觉摄像头

星际舟 AEBS 系统产品中的前视摄像头在系统中作为视觉感知模块，通过

CMOS成像以及深度学习算法，实现对视觉目标的检测功能，主要参数如下：

产品参数 指标

处理器 车规级 SOC芯片

系统功耗 ＜5W

图像格式 200万像素（彩色）

水平视角 60度

垂直视角 34度

目标 车辆/行人/两轮车/车道线/可行驶区域/障碍物

帧率 30FPS

工作温度 -40～85度

安装位置 前挡玻璃

前视摄像头

2.2、77G毫米波雷达

星际舟 AEBS系统产品中使用了毫米波雷达，主要功能是探测前方障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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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准确计算目标距离、相对速度、相对加速度等信息。模块参数如下表所示：

产品参数 指标（Conti ARS408）

频率范围 76 ~ 77GHz

测距范围 0.2 ~ 250m far range

0.2 ~ 70m/100m@0 ~ ±45° and 0.20 ~ 20m@±60° near range

距离分辨率 1.79m far range

0.39m near range

测距精度(点目标) ±0.4m far range

±0.1m near range

测速范围 -400 km/h ~ +200 km/h

速度分辨率 0.37 km/h far range

0.43 km/h near range

测速精度 ±0.1 km/h

水平视角 ±9.0° far range

±60° near range

垂直视角 14° far range

20° near range

角分辨率 1.6° far range

3.2°@0° ~ 4.5°@±45° ~ 12.3°@±60° near

range

测角精度 ±0.3° far range

±0.3°@0°/ ±1°@±45°/ ±5°@±60°near range

调制方式 LFM-Chirp Sequence

扫频带宽 500M

收发路数 2TX/6RX far range,2TX/6RX near range /

Digital Beam Forming

最大目标数 100 tracking ~ 256 raw data

扫描周期/频率 60ms

发射峰值功率

EIRP

<35.1 dBm

天线增益 21dBi

工作温度 -40°C ~ +85°C

存储运输温湿度 -40°C ~ +90°C

防水防尘等级 IP 6k 9k

整机功耗 6.6 W ~ 550 mA typ. And 12 W ~ 1.0 A

@max. peak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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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电压 8V~32 V DC

总线接口 2 CAN 500 kbit/s

尺寸(HxWxD) 137.25mm x 90.8mm x 30.66mm

重量 320g

壳体

Front side：PBT GF 30 black (BASF-Ultradur

B4300G6 LS sw 15073)

Rear side：AC-47100 (AlSi12Cu1(FE)) die cast, aluminium or

EN AW 5754 (3.535)

AlMg3 pressedformed aluminium

77G大陆毫米波雷达

2.3、AEBS控制器

星际舟 AEBS 系统产品中，AEBS 控制器的主要功能为前碰撞预警、紧急制

动和车道偏离预警。前碰撞预警和紧急制动是通过接收视觉感知模块和雷达感知

模块的数据，并通过融合匹配算法对周围目标进行精确判断，再融合车身姿态计

算可能碰撞的目标，并决策是否产生前碰撞预警或者制动，从而避免或者减少交

通事故带来的损失。

车道偏离预警是通过接收视觉传感器识别的车道线以及车道线距离车轮距

离，AEBS 控制器通过融合车身姿态，判断是否满足车道线偏离预警条件，并计

算车道线偏离时间，并决策是否产生车道偏离预警。

模块参数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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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参数 指标

总线接口 2 CAN

功耗 5W

工作温度 -30°C ~ +70°C

存储运输温湿度 -40°C ~ +85°C

供电电压 9V~32 V DC

尺寸(HxWxD) 139mm*114mm*35mm

AEBS 控制器

3、AEBS系统性能指标

星际舟AEBS系统产品包含两项功能：紧急制动系统以及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系统满足 JT1242以及 GBT 26773-2011法规标准要求。一共提供光学和声学两种

报警方式，具体参数指标如下表所示：

系统产品参数 指标

目标识别类别
10类（行人、骑车的人、卡车、公交车、小轿车、SUV、三

轮车、皮卡车、车道线、可行驶区域）

目标识别准确率 精度：98%，召回率：99%；

测距范围 2m ~ 150m

测距精度(点目标)
±0.4m远距离

±0.1m 近距离

最大目标跟踪数量 32个

车速要求 >15 km/h

预警方式
1 级黄色灯光闪烁+蜂鸣器，TTC<3.8s; 2 级红色灯光闪烁+蜂

鸣器+车辆-1m/s2减速，TTC<3.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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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制动方式 最大制动力减速（大于-4m/s2）至 0km/h，TTC<2.3s

司机接管方式 转向灯开启灯

紧急制动抑制方式 非工作工况、故障、标定错误

车道线检测类型 实线、虚线、双黄线、可变车道线等（车道线曲率大于 250m）

车道线最远检测距离 最远 100m

车道偏离预警启动速度 ≥45km/h

车道线检测准确率 >99%

车道线距离准确率 <±%2

最多车道线数量 4条车道线

4、适用工况

星际舟 AEBS系统产品（ST-APCM-01&02&03-PC）适用场景如下表所示：

星际舟 AEBS系统产品适用工况

环境定义 环境状态 照度(Lux) 能见度(m) 前碰撞预警 紧急制动 车道偏离预警

日间

晴天 明亮 >200 >200 适用 适用 适用

雨天

小雨 [70,200] >200 适用 不适用 适用

大雨 [70,200] [150,2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阴天/黄昏 弱光 [70,200] >200 适用 适用 适用

夜间

晴天 微暗 [1,70] [150,200] 适用 适用 适用

雨天

小雨 <70 [150,200] 适用 不适用 适用

大雨 <70 [150,2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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