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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zone® - 创新的训练系统
speedzone® 基于激光扫描，在具有“激光地毯”的训练场地上测量用户的位置和
移动。与其他采用接触板用于运动探测的系统不同，创新的speedzone®系统不需要
任何接触板或电缆直接连接到训练场地上。

speedzone®所有的目标场地和形状（例如梯形）均可在训练场地表面上使用胶带或
者彩色颜料绘制/喷绘。  

speedzone® 的优势
事实上，可以使用客户设施处的所有现有场面。 由木材，PVC，油毡，网球场，
沙场，运动地板，格子呢轨道，人造草坪，天然草坪/球场，甚至溜冰场/场地组
成的弹性地板。 
speedzone®没有有形的场地组成部分，因此无训练障碍物和台阶，与其余的训练
场面保持地表直线一直。
 speedzone® 靠墙放置，且仅需要大约一平方米的区域，剩下的区域可用于其他训
练和活动。 
 可以将一座speedzone® 基站放置在两个相邻的训练场地前面（例如：用于儿童的
小型场地和运动员的大型场地）轮流使用。 
 客户无需花费高昂的人力财力就可自己改变目标场地的形状和尺寸。
工作人员可在一个小时内完成speedzone® 基站的拆卸工作，并且在其他地方新的
目标区域内以2到3个小时的时间完成重新安装工作。因此，事实上此系统在一定
程度上属于移动式系统。 

speedzone® 和 speedlab® 是创新和高科技概念，旨在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 这是
一个现代化的培训系统，专门针对各种速度和健康导向的培训。 

speedlab® 概念
speedzone®是speedlab®概念里的一个创新和高性能的模块。该技术基于体育科学领
域的方法。speedlab®及其组成部分speedzone®不仅仅是高科技测量系统。 speedlab®

配备有高质量的训练器材和speedlab®训练方法，speedlab®可成为运动员和教练的现
代化高端体育设施的中心元素。 

短期和长期体能分析
借助个人电脑和数据库，speedlab®组件speedzone®提供短期和长期分析的可能性，
并支持从青年到专业人员的所有体能水平的培训。当几分之一秒决定成功或奖牌
时，敏捷性，速度和认知技能成为取胜的关键。

speedlab® 模块
speedlab®包括了最先进且高性能的设备，方法，测试，分析，培训计划以及用
于计划，装备和实施概念的专家知识。可用于speedlab®概念的硬件模块和设
备：speedzone® (基于激光的训练场基站), pulsar® 3p高性能跑台，应用于百米跑道
上且具有一根150米长绳索用于跑步支持和阻力的comet®短跑训练器，Microgate 
Witty 无线训练计时器等。

speedzone®



speedzone® 
 开发更好的认知感知
 反应更快
 提高爆发力，力量 &灵敏度
 提高耐力
 运动分析
 体能诊断

speedzone® - 标准尺寸
可提供不同尺寸的speedzone®训练场标准配备。运用集成的speedzone®场地设计
工具，也可轻松实现单独定制的形状。最大尺寸为25 m x 25 m。请联系我们，
我们将实现您的需求。 

用于接收传感器的speedzone® 基站

训练指令的可视化显示器

用于输入用户数据的触摸屏; 创建和选择个人培训计划    

用于监测运动锻炼的3D摄相机 (训练)

 2D 红外激光扫描仪，可准确检测训练场上运动员的位置(跑步，梯度跑，任意跑)



锻炼 & 培训选择
锻炼 & 培训选择

单项培训课程

力量跑
 星型跑 
 T型跑  
 左右 
 前后 
 其他

梯度跑
 直线跑 
 直线向前/后跳   
 其他

训练 
 深蹲 
 开合跳 
 跨步下蹲 
 其他

热身 & 放松
 绕圈跑 
 任意跑 
 其他

培训课程

 各种单项训练的结合
 创建单项训练序列
 运动中特定的锻炼
 为培训课程创建新的单独培训  
 整合休息，热身和放松阶段 
 训练前的热身准备 
 在各个培训课程之间动态插入休息时间 
 团队或用户相关的任务
 创建各个单个团队，创建用户组
 为所有用户提供免费的锻炼

评估
个人评估
评估各个单项训练
 比较同一类别中的不同培训
 单个区域中的评估以分析单项训练中的各种运动模式
 选择各个单项训练
 比较各种不同的训练
 单个区域评估以分析训练中的各种运动模式。

团队评估

 可选现有的团队
 速度
 反应时间



区域细节
 各个单个区域间组合的选择
 评估区域变化持续时间 
 所选的各个区域间速度的评估
 指示所选的区域间的距离 

仪表板

 根据5种运动技能绘制的蜘蛛图 
 保存和对比各种技能 
 显示按钮>>全球排名<<
 显示团队排名
 清晰的蜘蛛图形将与5种运动技能相关的训练重点可视化：
  速度
  力量
  灵活性
  耐力
  协调性

教练板
教练工具吧
 用户管理 - 显示所有用户以及个人数据处理
 显示和搜索现有用户
 创建新用户资料
 编辑现有用户资料
 训练设计器 - 创建个人训练课程
 根据运动特定要求创建个人训练
 从RUNS, LADDER RUNS, EXERCISES 或 RANDOM RUNS不同类别中创建个人训
练
 创建和管理用户组和团队
 复制团队并添加更多运动员的资料至现有的团队中 
 通过工具栏关闭计算机
 场地校准工具将传感器与训练区域对齐 

speedzone® 工具箱

speedzone® 场地设计器
 确定个人训练场地的尺寸 

  最小尺寸为：1 m x 1 m
  最大尺寸为： 25 m x 25 m
定义各个目标区域

  目标区域的预定义形状 
  按需求编程特殊形状 
  目标区域在训练场上的个性定位
  轻松调整各个目标区域的大小

speedzone® UI 设计器
 单独调整菜单颜色和训练视图

  调整桌面模式： 明/暗
  选择按键的个性化颜色：19种配色方案 
  选择训练视图的强调色：可用6种配色方案

评估



h/p/cosmos sports & medical gmbh
Am Sportplatz 8
83365 Nussdorf-Traunstein
Germany
电话： +49 86 69 86 42 0
传真： +49 86 69 86 42 49 
email: sales@hpcosmos.com
网页： www.hpcosmos.com
skype: @h-p-cosmos.com (search & select name)
youtube: youtube.com/hpcosmos
twitter: twitter.com/hpcosmos
facebook: facebook.com/hpcosmos

联系方式h/p/cosmos 代理商联系方式:

深圳市瀚翔生物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Hanix United, Ltd.

服务热线：8009993513 网址：www.hanix.net

深圳：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1079号花园城数码大厦A座301室，518067，

电话 86-755-26815566 FAX 86-755-26815582 E-mail: sales@hanix.net

北京：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九号嘉华大厦D座607室100085

电话86-10-62970736 62971078 传真86-10-62970985

上海·南京·成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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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系统： speedzone®

订单号： cos103455_50-70
应用： 速度训练

灵敏性训练

speedzone® 基站

包含49寸显示屏幕 

基站/底座

基站： 宽: 370 mm x 深: 300 mm x 高: 2.300 mm
底座: 720 mm x 720 mm x 25 mm
重量： 大约90 kg
基站颜色: RAL 9010 纯白

扫描仪: 2D-LiDAR-传感器(激光成像检测和测距)

版本： 中档

变量: PRO
使用环境: 室内

清晰度: 高分辨率

光源: 红外线 (905 mm)
激光级别: 1 (IEC 60825-1:2014 EN 60825-1:2014)
孔径角: 190°
扫描频率: 25 Hz, 35 Hz, 50 Hz, 75 Hz, 100 Hz
角分辨率: 0,167°/ 0,25° / 0,333°/ 0,5° / 0,667° / 1°
工作区域: 0,7 ... 80 m
光斑大小: 4,7 mrad
评估回声: 5
模糊修正: 否

响应时间: >/=10 ms
可检测的对象形式： 几乎任意

训练格数量: 10 个训练格

保护类型: P 65 (IEC 60529)
保护等级: III
数据传输: (以太网): 19/100 Mbits/s (串行, RS-232, RS-422) 

9600... 500.000 波特率

屏幕: 对角线123 cm (49寸)

电脑: IntelNUC
内置 W-LAN: 否

LAN: 是

输入板: 对角线 38,1 cm (15 寸)
触摸屏: LED
能源供应: 电压110 … 240V AC 50 Hz / 10安培  保险丝

请注意您所在国家/地区的规格!

保护级别 / - 类型:
级别 I    / IP 20

对地泄漏电流: < 1,5 mA

系统整体尺寸: 宽：1105 mm; 高：2300 mm; 深：750 mm
净重: 大约 90 kg

德国境内运输: EURO 托盘和气泡膜

出口运输: 托盘和纸板罩 [cos10085-01]. 长: 2300 mm x 宽: 1090 mm x 高 
900 mm. 毛重约为160 kg。

保质期: 12个月。德国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