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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资质以及市场经验介绍 

ACTIA 公司成立于 1986 年，总部设在法国南部城市图鲁兹(Toulouse)，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壮

大，集团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 20 个子公司，年营业额突破 2 亿欧元，专业从事商用车车载电子设备、

汽车故障检测诊断设备及汽车维修保养设备的研发和生产的高科技跨国集团公司。ACTIA 集团公司

的子公司遍布于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非洲。公司从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汽车电子产品的

生产与研发，现已成为全球汽车电子产品领域中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员，是全球领先的为汽车制造

商售后服务故障诊断方面提供解决方案的专业供应商之一，与全球主要的 OEM 汽车制造商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ACTIA 集团从成立至今一直把致力于提供高水准 OEM 诊断解决方案、专

业的诊断软件平台和广泛优质的服务作为企业立足之本。 
 
作为诊断软件专业供应商，ACTIA 集团向汽车制造商提供从汽车设计到保养和维修的整套完整

解决方案，同时为全球主要的汽车厂商提供诊断数据的开发验证服务。 
与此同时，ACTIA 集团的战略是继续发展其所有的软件开发和专业技术以形成整套独有的系统化诊

断软件系列——ACTI-DIAG。 

1.1. ACTIA 集团介绍 

 一个在全球拥有 20 个地区子公司的跨国集团 
 年销售额超过 2 亿欧元 (MORE THAN 200 M FORECAST FOR 2007) 
 在超过 2000 名的雇员中，有超过 700 名在从事着专业故障诊断和解决方案的研究 
 全球八大汽车制造商（宝马，菲亚特，通用，奔驰，三菱汽车，标致雪铁龙，雷诺，雷诺重汽）

的供应商 
 ACTIA 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硬件、软件和服务解决方案 

1.1.1. ACTIA 集团子公司在全球的分布 

 
 



 
ACTIA 集团 20 个子公司遍布全球五大洲，分布于 15 个国家和地区，全球子公司与母公司共享

同一个技术平台，各个子公司共享每个子公司的研发成果，技术保持同步。这使得建立各地的 ACTIA
子公司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需要将核心技术进行灵活转化，从而向客户提供更加符合当地化需

求的专业服务。 

1.1.2. ACTIA 集团公司业务范围 

 
ACTIA 集团下属两个公司分别从事汽车电子、故障诊断和专用通讯设备。其中汽车电子、故障

诊断部分的销售额占整个集团销售额的 84%。 



ACTIA 集团公司的核心业务包括： 
 汽车故障诊断设备及软件研发和生产（详细介绍） 
 车载电子设备研发和生产 

 
 ACTIA 集团将自己定位于集工程研发、生产制造和故障诊断检测为一体的一家集团公司，

ACTIA 充分利用这三个部分中的信息和资源发挥集团公司最大的优势。 

1.1.3. 汽车故障诊断产品 

1.1.3.1. OEM 汽车故障诊断方案 

ACTIA 凭借 20 多年汽车故障诊断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为世界主流汽车制造商提供汽车故障

诊断方案。 



 
ACTIA 为 PSA 集团（标致雪铁龙集团）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汽车故障诊断解决方案。 
ACTIA 为梅赛德斯-奔驰公司提供 VCI 和诊断数据开发平台。 
ACTIA 为 FIAT 公司提供汽车故障诊断仪。 

 
ACTIA 为 PSA 集团（标致雪铁龙集团）提供生产线末端电子电气检测系统。 
ACTIA 为 BMW 公司提供 VCI。 
ACTIA 为三菱公司提供诊断仪和 VCI。 
ACTIA 为雷诺商用车提供诊断仪和 VCI（带无线通讯功能）。 



 

ACTIA 为上海通用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汽车故障诊断解决方案。 
ACTIA 为伊朗 IKCO 公司提供诊断仪。 

 

ACTIA 公司为 MANITOU 和 Haulotte 提供完整的售后服务汽车故障诊断解决方案，包括诊断仪和

VCI（带无线功能）以及诊断数据的开发服务。 



1.1.3.2. OEM 汽车故障诊断接口 

 
ACTIA 研发和生产的 VCI 已经为全球各大主流汽车制造商所采用，这些制造商包括 BMW、戴姆勒

公司、雷诺卡车、GM、PSA、FIAT 等。 

1.1.3.3. OEM 汽车故障诊断仪 

 

ACTIA 公司为各大汽车制造商提供专用故障诊断仪。 



1.1.3.4. 汽车总装线电检设备 

 

ACTIA 公司的汽车总装线电检设备所采用的技术先进，且在生产线各个环节都能得以运用，以其高

性价比被汽车制造商所采用。 

1.2. ACTIA 中国公司介绍 

欧科佳（上海）汽车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是法国 ACTIA 集团公司于 2003 年在中国上海成立的一家独

资子公司，位于上海松江。2008 年销售额达到 5000 万人民币，员工人数超过 120 人。 

 

ACTIA 中国公司厂房 



1.2.1. ACTIA 中国公司的主要业务 

ACTIA 中国公司在国内的主要业务有三部分： 
 车载电子 

ACTIA 中国公司的车载电子产品包括数字化仪表、车身输入输出控制单元、行驶记录仪、车载

视听娱乐设备等。 
ACTIA 中国公司为国内各大客车生产企业提供商用车 CAN 总线控制系统。通过 5 年的努力，

ACTIA 已经成为商用车 CAN 总线控制系统领域的知名品牌，为国内宇通客车，厦门金旅等客车企

业配套产品。 

 

 汽车故障诊断 
汽车故障诊断部门于 2007 年成立，成立至今从事的主要业务有 PSA 售后服务诊断软件数据开

发、武汉神龙一号工厂和二号工厂生产线电检项目、武汉神龙售后服务网络设备维护和技术支持、

上海通用远程诊断系统项目等。 
经过两年多的成长，目前团队共有人员 20 多人，大部分为经验丰富的故障诊断软件应用工程师。 

 国际采购 
ACTIA 中国公司为集团内各家分公司提供国际采购服务。 

2. 产品功能以及延伸功能介绍 

2.1. ACTIA-DIAG 平台简介 

在诊断领域中，ACTIA 从工程设计到 OEM 产品生产（提供终端诊断的整套系统）再到最终用

户的售后网络（提供专业诊断工具及专业诊断数据开发平台）的整个平台技术均为 ACTIA 集团自主

研发，这使得 ACTIA 完全能够概据客户的不同需求提供符合客户要求的产品，最大的满足不同客户



的需求。 

2.2. 基于 ACTI-DIAG 平台的远程诊断系统 

下图是 ACTI-DIAG 平台的远程诊断系统的模块结构，此图中包含了整个平台的所有的模块： 
 

 

ACTI-DIAG 与一般性软件的结合为 OEM 提供了由专有诊断进程（编程、数据管理、诊断应用）进

行管理的独特的诊断流程技术。以数据驱动结构为基础，ACTI-DIAG 在应用时能与现有的其他标准

(ODX, ASAM MCD3D…)软件实现灵活兼容。 
ACTI-DIAG 包含以下软件模块：  

 ACTI-DIAG 编写：诊断及解决方案的编辑系统，用来将客户提供的诊断数据输入到 PC 并

生成诊断数据库 
 ACTI-DIAG 发布：诊断及解决方案的发布系统，负责全球更新或有区别更新。主要用来将

更新升级的数据库及相关文件布署到升级服务器，供最终用户下载更新 
 ACTI-DIAG 协同：包含 ACTI-DIAG 编写和发布以及数据储存库(CMS)之间的所有后台保

障行为。 
 ACTI-DIAG 许可：许可证和用户权限管理。此功能接近我们所说的“权利”或“作用”的管理。

正是有了 ACTI-DIAG 许可，使得为每个 Workshop 关联特有配置变成可能。 
 ACTI-DIAG 更新：允许 ACTI-DIAG workshop 进行互联网更新的专门系统，主要是指软件

的更新。 
 ACTI-DIAG Workshop：诊断应用的核心。 
 ACTI-DIAG ECU 程序刷新：根据终端用户选择的信息，通过网络连接到 ECU 程序刷新服

务器，找到所要刷新的程序，实现 ECU 程序的刷新。 



 ACTI-DIAG EOL：应用在 OEM 产品上的诊断。 
 ACTI-DIAG 嵌入：嵌入式系统中的诊断解决, 例如信息通信网关。 
 ACTI-DIAG 支持：即所有技术和基础设施用来回应终端用户的问题，该系统可能包含的内

容有知识库、呼叫中心/热线电话、ACTI-DIAG workshop 远程控制。 
 ACTI-DIAG 反馈：收集反馈意见的诊断中的应用，并产生报告。 

2.2.1. ACTI-DIAG 成功的关键因素 

 多站点和多语言的解决方案满足现有和未来的世界范围内众多开发者的常用需要，采用的

最新技术符合所有即将施行的规则标准：ODX ASAM MCD3D Euro5……  
 ACTI-DIAG 在 ACTIA 内部既用于现场客户也用于一些非现场客户。在八个不同地点有超

过 350 家终端用户使用 ACTIA 的图形化流程编辑器。 
 模块化和灵活化的解决方案可以根据汽车公司的不同用户来定制。 
 ACTI-DIAG 的组建方式使其架构不仅整合了一般性模块，同时还可以集成整车厂的专有模

块及一些现有工具。所有的一般性模块都可被整合入整车厂的信息系统中。  
 全球性的提供涵盖了从数据建立到通过全球 OEM 网络发布的不同版本：CD / DVD，互联

网更新等。 
 支持现在流行的各种汽车诊断协议 

 
ACTIA 专业技术将为整车厂带来：  

 技术和项目的不间断控制：技术和项目的不间断控制：有效的ACTI-DIAG解决方案 
 计划 / 战略项目控制：计划 / 战略项目控制：确保整车厂的重要数据在技术变革中得到妥善保存 
 预算控制：预算控制：ACTIA 作为全球性的软件编辑器能够通过动态的研发投资政策(诊断方法等)

使整车厂从OEM车辆供应市场的重要趋势中获益。 

2.3. ACTI-DIAG 平台的远程诊断系统中各部分的详细介绍 

2.3.1. 诊断应用软件：ACTI-DIAG Workshop 

此诊断应用软件可看作是专为诊断服务的核心的标准应用软件，迎合大多数 OEM 需求、外围

的功能及模块，如下图所示。 



 

标准应用软件的核心能提供主要的诊断功能，比如：与车辆或 ECU 通讯、全车诊断、显示 DTC
及 freeze frame、远程诊断、接受远程帮助及指导、诊断数据回传、视频和音频接入和输出、ECU 重

新编程功能、许可/认证/身份管理功能、诊断数据库网络升级、排除故障的步骤及多语言显示等等。 
核心程序须基于模块结构允许应用软件平台升级，比如：增加新的诊断方法等。 
 
可通过以下三种形式满足其它 OEM 定制的具体需求，如： 

 具体功能的开发集成于核心程序 
 集成已有的 OEM 具体的模块或应用程序 
 与外部系统的接口 

 
ACTI-DIAG Workshop 支持任何步骤顺序（例如：直接接入 ECU、和/或功能、和/或车辆的准备

工作，直接输入 VIN 号…可自由定义），但是有些步骤需要 OEM 具体的系统接口（例如：在诊断之

前唤醒进程）。 
图形用户界面： 

 多语言应用软件：显示文字使用 UNICODE 格式 Skin based (graphical Theme) 
 基于界面（图表风格） 
 多用户（其它应用软件可以使用相同的图形用户界面） 
 可被第三方模块/软件重复使用 
 打印：预览、打印、输出到文件 
 为 OEM 的反馈及确认用的跟踪文件：只有核心功能的执行才被记录到日志文件 

 
ECU 通讯： 

 初始化与 ECU 的通讯 
 显示有关 ECU ID 的数据 
 显示 DTC 及其相关数据帧数据 
 擦除所有 DTC 
 显示 ECU 参数 



 激活 ECU 输出（简单的：发送启动的服务帧，发送停止的服务帧） 
 全车诊断：扫描所有已安装的 ECU，并显示已安装的 ECU 的工作状态 

 
DVOM： 

 激活及显示 DVOM 的处理 
 独立的 DVOM 应用 

 
故障处理步骤： 

 固定的（基于决策树）： 
 显示文本（引导说明） 
 显示图片（连线图、元件定位图、URI 建立图…） 
 显示 ECU 参数 
 显示存在的 DTC 测试结果 
 显示 DTC 的数据帧(freeze frame)数据 

 
实用功能: 

 记录屏：提供反馈信息（被保存于执行时的日志文件中） 
 输入屏：输入 VIN，里程，产品日期… 
 图片屏：全屏只显示图片，如可以显示车型图片，也可以显示 OEM 汽车生产商要求的个

性化的图片 
 文档屏：查看 PDF、HTML、SVG... 
 在任意屏带参数启动任何外部应用程序 

 
OEM 厂商定制的功能： 

 ECU 的校准/译码 
 ECU 刷新 
 激活 ECU 输出（复杂的：同时包含远超于基本通信的服务） 
 为 OEM 的反馈及确认用的跟踪文件 
 OEM 具体系统的综合/接口 
 VIN 及车辆配置数据库 
 闪存数据库 
 技术文档资料（图表、维修步骤、备件） 
 OEM 具体的诊断策略模块的综合 



2.3.2. 诊断数据录入系统：ACTI-DIAG Authoring Tool 

 
诊断数据录入系统具有独特的编辑框架，包括几个相同界面及使用原理的编辑器。诊断数据录

入系统的框架具有连接外部数据库系统的接口。同时该系统具有友好的人机界面，软件的使用很容

易被技术人员掌握，当 OEM 汽车生产商的技术人员掌握该平台的使用之后，就可以完全独立自主

的根据自己的新车型的需要开发自己的汽车诊断数据库，不再依赖供应商，为以后的持续改进提供

了方便。 
 
诊断数据录入系统标准方案中包含： 
 

 独特的编辑框架: homogeneous editors look and feel 具有相似界面及使用原理的独特编辑器 
 车辆/ECU 通信数据的编辑器包括 VCI 的接口、通信服务和车辆构架定义 

 
诊断应用程序编辑器包含： 

 流程图编辑器：定义诊断流程、屏幕内容、与用户的交互界面； 
 图表屏编辑器：不通过已存在的屏幕模板或已定义屏建立任何类型的屏 
 标准数据/域的编辑器或浏览器（例如：DTC、Ecu 参数、测试及相关值） 
 字典/词条浏览器：通过浏览字典以找到合适的词条和得到其 ID 号（与目标语言无关），

临时使用的文本处理（导入/导出） 
 中心数据库的通用接入口（检查导入、检查导出、当在数据库中可用时的版本处理） 
 并行开发：编辑者根据自己的任务不同步地编辑数据（依赖于数据库的特点） 
 为车辆/ECU 通信的编辑工作导入 ODX 数据  
 检查器/一致性检查：为保证一致性和完整性而对数据进行校验（相关的链接检查、不完整

的数据检查等等） 



 重复使用：通过增加新的适用性，数据可重复使用 
 仿真模块： 
 用于车辆/ECU 的通信 
 DVOM 的基本测试 
 检验及验证模块： 
 用于 ECU 的通信（与诊断程序的上层无关） 
 用于车辆的通信（与诊断程序的上层无关） 

2.3.3. 使用授权系统：ACTI-DIAG Licensing Server 

ACTIA 设计研发了一个已验证通过的方案称为 WRS 并在其它的 OEM 上使用，使用授权系统

主要是用来对 ACTI-DIAG Workshop 软件的使用权限进行管理，只有经过 Licensing Server 验证的

合法的用户才有权使用 ACTI-DIAG Workshop 软件，保护了授权用户的合法权益，并保护了 OEM
汽车生产商的商业机密（如诊断数据库信息，车辆维修信息，汽车电路图等），我们给 OEM 生产商

提供以下选择： 
 ACTIA 提供诊断应用程序许可的托管服务，OEM 提供用户文件，ACTIA 负责将它们注册

到系统上。此选择包括 ACTIA 将提供客户端组件以实现许可验证及用户认证的功能 
 或 ACTIA 在现有的 WRS 的基础上设计和建立一个具体的 OEM 系统，然后再提供给 OEM 

 
ACTIA为经销商网络提供许可验证及用户认证管理系统作为WRS(Workshop Resource System) 方

案，在此选择中只采用此方案。 
 

WRS 依赖于一个存储于诊断平台加密的唯一的密钥。 
 
目前 WRS 的功能： 

 管理客户（集中化的数据库、基于网页的登入界面、更改分配给客户的 licensing 数量、删

除客户、删除客户的 log 文件等功能） 
 根据客户特点分配权限（向每位客户出售许可的数量，开放所有权限/受限权限） 
 激活诊断应用程序 
 OEM 拥有自主处理入口的接入 

 
可在线或脱机(手动或自动)完成激活，一旦被激活，诊断应用软件可脱机使用，在下次升级前一直可

以正常使用。 
 注销诊断软件同时返回特征标记 
 提供在线服务时管理不活动客户的权限（例如当进行升级处理时，诊断软件将完成这种管

理功能） 
 报告统计列表（客户数量、每个升级软件版本的激活号以及每个客户连接到 licensing server

上的所有操作记录） 
 

2.3.4. 软件升级系统：ACTI-DIAG Update Server 

ACTI-DIAG 提供两种途径进行软件或数据更新： 



 使用物理存储介质，比如：CD/DVD、闪存盘等； 
 使用虚拟介质，比如：网络 

 
由于车辆类型繁多、数据的生命周期、上市时间的限制及 DSL 上网的普及性，通过网络升级取

代了通过物理媒介升级。 
 

前面所述的发布系统允许进行完全升级（包含整个系统的软件及数据）或增加部分数据（增加

新特性和/或进行修正）。 
 

2.3.5. 诊断应用软件远程支持系统：ACTI-DIAG Remote Control 

Server 

ACTI-DIAG Remote Control 的最大特点是诊断软件具有远程控制的功能。 
 

为了满足 OEM 的需求，ACTIA 提出以下两个主要的方案： 
 使用通用软件版本，此版本只是复制本地的人机界面到远程控制桌面，通过远程桌面控制

终端用户的电脑实现远程诊断 
 使用 ACTIA 自主研发的一款软件，此软件能提供帮助中心与终端用户之间的无缝接入，从

而管理整个帮助中心与终端用户的网络连接功能。 
 

这两个方案实现的大致步骤如下： 
（1） 终端用户向支持/帮助中心发送一个请求支持的需求，此步通常是要求用户描述他要

处理的问题； 
（2） 支持/帮助中心将分析需求及给用户分配一个集中等待处理点，支持中心根据问题的

重要性可立即提供帮助或推迟提供帮助（第二天或更晚）； 
（3） 然后支持/帮助中心端将弹出集中等待处理中心：支持/帮助中心的专家与技术人员

将进入用户端应用软件的远程控制以分析问题的所在。 
针对第一种方案，实现的过程如下：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机制的处理是非常简单的： 

（1） 终端用户请求帮助 
（2） 通过网络，远程帮助服务中心运用通用的远程帮助 IP 连接软件来打开终端用户诊断软

件里的远程工具。 
（3） 终端用户和帮助中心看到的是相同的界面，但只有帮助中心才能够在上面进行控制操

作。 
ACTIA 从 1999 年就开始使用这种机制，实践证明此功能非常给客户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针对第二种方案，实现的原理图如下： 
 



 
 
具体工作流程： 
（1） 维修站通过网络发送一个详细的信息或邮件给远程控制中心； 
（2） 远程控制服务器根据优先级或能力处理请求和命令； 
（3） 远程控制服务器发送请求给帮助中心正在等待的有能力解决此问题的工程师。由于这种

解决方案，根据不同的需求和团队的力量，您可以据能力不同来处理帮助中心事务从而

改善此平台提供服务的效率； 
（4） 帮助中心打开一个聊天窗口通过网络与车间进行交流。 
 

帮助中心远程控制的功能使用完全一样的图形用户界面（由 ACTIDIAG workshop 来管理） 
终端用户和帮助中心都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语言来显示（也就是说，终端用户的 PC 显示的语言

完全可以和帮助中心的 PC 显示的语言不同，但语义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从 2007 年就开始在南美使用这种机制，而且它已成为现在帮助中心与客户之间主要服务工

具中的一种。 

2.3.6. 反馈系统：ACTI-DIAG Feedback  

反馈系统在诊断软件启动运行时启动，在关掉 workshop 软件的诊断功能后结束。 
ACTIA 已经为多个 OEM 在售后服务部分和生产制造部分建立了这样的反馈系统。 
我们具有的方案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 

 记录每一个由诊断软件执行的动作的应用软件； 
 处理发往中心数据库来统计诊断数据的应用软件；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网络浏览器来访问反馈数据服务器，通过调用不同的统计报表来提取反馈数

据库的数据并显示现阶段来自售后市场的各种统计信息。 
 



使用诊断工具记录每个已完成的工作： 
以下是应对客户需求的几个例子： 

 由于向车主说明所有修理工作都已经完成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借助诊断工具记录每一个

在车上实施的动作。我们提供打印诊断报告到文件的功能，在此报告上终端客户将看到所

有在车上实施的动作及诊断执行的结果； 
 

 对于帮助中心，我们记录（记录在事件日志文件中）修理厂在车上做了那些事情，可通过

网络以 XML 文件的形式传输完整的诊断执行结果，在此情况下，不能安装过滤反馈信息

的过滤器。 
 
形成诊断执行结果的统计报表： 

我们拥有一套完整的运行于服务器上的统计报表工具，此工具能够分析基于反馈报表的数据库

中的诊断结果。目前，此应用软件被设置为能够管理单个为 50 000 000 信息量的数据库。 
 
举例：良好部分在整车系统中所占比例的统计报表 
 

 
 
 
举例：结果曲线图 
 



 

2.3.7. ECU 刷新系统：ECU reprogramming server 

ECU reprogramming 数据包的发布： 
通过ECU 程序编辑平台生成需要更新的ECU 程序(HEX格式),由ECU程序编写人员发布到ECU 

程序刷新服务器。 
ECU程序刷新： 

ACTI-DIAG Workshop选定要刷新的模块和对应的要刷新的程序的版本，通过指定的连接访问

ECU 程序刷新服务器,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之后，由workshop 特定的ECU模块刷新机制实现对ECU的

程序的刷新。 

2.4. ACTI-DIAG VCI 

作为专业解决方案的供应商，ACTIA 在设计针对每一种串行接口(ISO914, J1850, CAN, J2534…)
的 VCI 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同时 ACTIA 一直在进行 MVCI 和 pass-throgh VCI 的生产: 2006 年被奔

驰、宝马、标致雪铁龙选为车辆通信接口的长期供应商。 
 

ACTIA 集团为专业 OEM 车辆生产商提供 VCI 解决方案及以下服务： 
 设计符合客户实际需求的 VCI，同时符合现有的以及即将执行的标准； 



 在 VCI 的硬件上和软件上确保数据和产品的连续性 
 
最新的 VCI 产品： 

 
为了保持 VCI 市场的技术领先和更大的专业优势，我们正在研发新的 ACTIA NVCI 以满足所有

当前和未来的 OEM 汽车需求。 



 
正如下图所示，ACTIA 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足够的生产能力保证能够制造符合整车厂

需要的专用 VCI 产品，这对整车厂和 ACTIA 双方来讲在这方面都没有任何的风险。 
     
     
 Lite XS PassThru XS ACTI-DIAG VCI ACTI-DIAG VCI 

STD PRO 
     
     
     
     
     
诊断协议     
ISO 9141 X X X X 
ISO 11783 X X X X 
ISO 11898 X X X X 
ISO 14229 X X X X 
ISO 14230 X X X X 
ISO 15031  X X X 
ISO 15765 X X X X 
SAE J1850  X  X 
SAE J1939  X X X 
SAE J1978 X X X X 
SAE J2534 X X X X 
RP 1210A    X 
Environnemental     
CHINA CCC X X X X 
 

2.4.1. ACTI VCI 成功的关键因素: 

• ACTIA 拥有强大的资源和经验 
• ACTIA 已准备了相关的设计提案 

上面的图表为 ACTIA 最近生产的符合通用标准规格的 VCI 产品比较：  

2.5. ACTIA 远程诊断系统的技术优势 

与传统的用于售后服务的汽车诊断工具相比，ACTIA 远程诊断系统（ACTI-DIAG 系统）

具有以下优势： 

2.5.1. 硬件方面 

工具平台： 
传统的汽车诊断工具都是专用工具，硬件设备都是由专业厂家定制的，缺乏通用性。升

级维修都要依靠特定的专业厂家，这样势必造成响应时间长，配件成本高，影响设备的使用。

而 ACTI-DIAG 系统是基于商用笔记本电脑的一套诊断系统，采用当前流行的配置，通用性



强，扩展性好，配件成本低，升级维修方便的特点。 

传统的诊断工具                        RDS系统的硬件平台 
 

平台外设资源： 
传统的诊断设备可用的硬件资源少，CPU 主频低，内存和硬盘容量都受到限制，使应

用到

2.5.2. 软件方面 

制造商可以完全独立自主开发诊断数据库 
车制造商拥有这套系统之后就可以完全独立自

主的

友好的诊断数据开发平台界面 
于 windows 操作系统平台的软件系统，人机界面友好，

图文

工作的人机界面可以根据汽车生产商的喜好自

定义

设备上的软件大小也受到影响，诊断过程执行缓慢，时间长，甚至一些较大的软件平台

无法在这类设备上使用。ACTI-DIAG 系统采用笔记本电脑，硬件资源丰富，运行速度快。

由于硬件资源多，这样就可以丰富诊断数据库的信息，方便汽修人员对遇到的问题做出快速

而准确的反应，缩短诊断周期，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传统的诊断设备无 WIFI,蓝牙等功能，

升级必须用专门的存储介质，操作不方便，同时传统的诊断设备屏幕小，显示的内容不丰富。

随着电子信息技的发展，所有这些都是升级扩展的最大瓶颈。 

ACTI-DIAG 系统是一套独立的系统，汽

开发自己想要的车型的诊断工作，不需要供应商的参与。下图为 ACTI-DIAG 系统与外

部的接口，当我们拿到 ECU 厂家的 Specification 之后就完全可以开展诊断数据库的开发工

作了，开发后生成的数据库通过 VCI 接口就可以直接用来完成对车辆的诊断。 

CDC 
诊断数据编辑、

发布，诊断流程

图的生成 

Workshop 
application

Vehicle 
communicatio
n interface 

ACTI-DIAG system 

 
RDS平台与外部资源的接口框图 

ECU 
Specification 
诊断流程图 

Vehicle 

我们的诊断数据开发平台是基

并茂，方便用户操作，方便用户安装，对于操作过电脑的人就可以上手，简单易学，不

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就可以操作。对汽车生产商来说完全可以自主的进行诊断软件的开发，不

需要过多的依赖供应商。同时 windows 操作系统的普及率高，如果操作系统发生问题时，

修复，重装过程简单。而传统的汽车诊断设备多数都是采用 winCE, Linux 操作系统，对大

多数缺乏专业专业知识的用户来讲，当操作系统发生问题导致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时，通常依

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很难修复，需依赖供应商的相关技术人员才能解决。 
诊断软件人机界面可以灵活，自主的定义 

Workshop 除了实现基本的诊断功能外，

，诊断流程也可以自定义，使诊断软件可以与汽车生产商紧密的联系起来，达到强化自



己的品牌的目的。 
 

依托网络技术，充分利用网络的优势，“远程”实现诊断数据库的开发及车辆的诊断（这

，诊断数据库的内容也要同步升级，传统的诊断软件大多都是采用光

盘或

实现对诊断数据库开发工作的分工合作，异地开发。 
软件

活或注销 ACTI-Workshop，未经过授权的 ACTI-Workshop 将无法使用，

启动

时，传统的方法是由维修站联系汽车生产商，由汽车生产

商派

据开发平台和诊断软件应用平台均采用多语言工作界面，不同的国家可以采

用不

具很难追踪发生在维修站的具体问题，比如说哪些 DTC 发生的几率高，

哪些

功能： 
断过程中可以生成诊断数据文件, 诊断数据文件中包含诊断过程中

所有 据

kshop 软件的诊断执行过程，上传到汽车生产商的数据库，可以帮助专家

分析

硬件都为 ACTIA 集团自主研发，有独

立的

是 ACTIA ACTI-DIAG 系统最大的优势所在） 
诊断数据库的更新： 

随着新车型的发布

者其它存储设备的分发的形式更新，成本高，实时性差，ACTI-DIAG 系统采用网络更

新的模式，用户可以随时通过 internet 访问更新服务器来更新所用的数据库，成本低廉，可

靠性高，实时性好。 
远程开发诊断数据： 

可以通过网络远程

使用授权： 
可通过网络激

后将自动关闭，以防止 ACTI-Workshop 被末授权的人非法使用，保护了生产商的利益，

同时也保护了汽车生产商授权的 4S 店的利益。 
远程提供技术支持与诊断辅助： 

当维修站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专家到维修站去帮助解决，时效慢，成本高。给最终买车的用户使用上的不便。而

ACTI-DIAG 系统可以实现通过网络来控制维修站的 PC 来实现远程诊断，汽车生产商的相

关人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帮助维修站远程诊断车辆，大大降低了成本。由其是当问题出在海外

市场时，传统诊断工具的这种不足显得尤其突出。 
多语言平台： 

整个诊断数

同的语言使用数据开发平台和诊断平台，有利于汽车生产商拓展海外市场。本平台可以

实现支持所有语言的功能。 
实时数据反馈： 

传统的诊断工

问题客户反应比较强烈等，而 ACTI-DIAG 系统可以把诊断过程产生的数据文件回传到

汽车生产商指定的数据库，汽车生产商的设计、生产、售后等相关部门可以从数据库上及时

清楚的了解车辆的故障率的统计分析结果，哪些故障发生的概率高，哪些供应商的零部件可

靠性差等问题，可以尽快的给出相应的对策，方便汽车生产商在生产过程中有针对性的改善

生产环境，控制生产过程，提高供应商的零部件质量，从而改善出厂车辆的质量，提高客户

的满意度。 
诊断数据回放

workshop 软件在诊

交换的数 ，诊断数据文件上传到数据反馈数据库后，可以通过工具实现诊断数据波形

回放功能来帮助专家分析车辆故障。 
视频录制功能： 

可以录制 wor
在维修站遇到的问题，给解决问题带来方便。 
所有用在 ACTI-DIAG 平台上的软件和 VCI 的软

知识产权。 



2.6. 客户案例 

2.6.1. 上海通用汽车 RDS 项目 

上海通用汽车使用 ACTI-DIAG 整个软件平台并即将布署到国内的售后诊断网络中，现

在他们已可以独立使用 ACTI-DIAG Authoring Tool 数据库开发平台开发自己的诊断数据库，

并成功实现了 4S 店的诊断数据库和软件的网络升级，远程诊断，诊断报告回传，4S 店的网

络使用授权管理等功能，RDS 系统将在通用的乐风，君越以及将来开发的车型上使用。 

上海通用ACTIA公司软件平台 

 

2.6.2. 曼尼托  

MANITOU 是 ACTI-DIAG 的用户，此外也是嵌入式诊断应用的用户 
 

 
 

2.6.3. 雷诺重汽 

 
雷诺重汽使用 ACTI-DIAG 并将其成功部署到他们的全球网络中 (Diag3G 诊断工作站, 

无线 VCI, 测量板和内镜)。 
 



 
 

2.6.4. 戴姆勒 

 
戴姆勒是 ACTIA 工程诊断工具的用户，ACTI-DIAG 最新的编辑工具（DAS 诊断工具）

用于处理所有车辆(汽车, 卡车, 巴士…)的诊断问题，该系统目前被戴姆勒用在其德国公司

的内部。ACTIA 对这套 DAS 软件进行定期的技术更新和功能更新。 
 

 

 

2.6.5. 标致雪铁龙  

 
从 ACTIA 为标致雪铁龙公司提供的解决方案可以看到 ACTIA 的 OEM 诊断软件的覆盖

面： 
• 售后服务工具和方法; 
• 终端电器和电子检查; 
• 汽车的前期控制; 
• ECU 可选组件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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