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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各类传感器、执行元件的合理选型和应用，设计构建儿童座椅翻转试验测试设备，
形成对相关产品抗翻转性能进行检验的能力。研究解读 ECE R44 和我国国家标准 GB 27887-2011 对
儿童座椅翻转试验规定的差异，从功能设计等方面提供可适应 ECE R44 特有检测需求的试验实施方
案，可满足基于技术标准实施检验的要求，并提供了试验座椅 90°自动旋转方案，通过拉力传感器
和织带张力传感器的选用，阐述了两类加载装置的实现方法和力值测试方法。
【关键词】 儿童座椅 翻转试验 拉力传感器 织带张力传感器 测试

一、前言
汽车儿童座椅作为国家机动车辆当前大量安装、使用的强制性检验产品，其翻转试验用于评价
动态条件下的座椅整体对儿童乘员的约束能力，是重要的性能测试环节。作为儿童座椅翻转试验实
现装置，儿童约束系统翻转试验台是一种专门用于检测汽车儿童座椅抗翻转性能的机电一体化装置。
此类设备通常应包括试验座椅、设备基座、翻转执行机构、试验座椅转向机构和控制系统等。
目前，国内已获资质授权的汽车及零部件检测实验室对儿童座椅翻转试验实施方案的规定虽均
满足技术标准相关要求，但在细化落实方面存在某些不一致之处。部分实验室使用的儿童座椅翻转
试验装置翻转动作实现方法、试验座椅换向方法、监测方法等尚不完善，直接或间接对设备检测精度、
可靠性等指标产生不利影响。例如，翻转执行机构常采用三相异步电机、减速机、变频器等匹配实现，
以开环控制居多，难于精确定位，速度精度不高，装置整体体积较大。卷收器安装板设计过于简单，
调节位置和角度略显困难，不便于不同规格卷收器的安装。儿童座椅安装方式单一，有的只能使用
安全带作为儿童座椅固定方式，忽略了采用 ISOFIX 接口的儿童约束系统。试验座椅转向机构设计
不合理，国内部分实验室的此类设备体积庞大、结构复杂、功能繁多，但操作不便捷，且试验座椅
90°转向严重依赖人力，定位不精准，不停机状态下无法自动旋转换向，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世界上有关儿童座椅的技术标准差异较大，国内多数此类装置未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使得装
置后期改造、调整或者升级较为困难，如对美国 FMVSS 213、加拿大 CMVSS 213 等相关标准的适应
性差。待检样品批量大时，工作效率较低。另外，行业实验室内部使用尚可，不便于技术推广和设
备转让。综上所述，亟需一类精度较高、安全可靠、操作便捷、对人力依赖小的试验设备。有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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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了一种自动换向型儿童座椅翻转试验设备，作为翻转试验方法的实现装置，已获授权国家发明
专利【1】。该设备可作为实验室在用的同类设备的替代产品，能够同时满足 ECE R44、ECE R129 和
GB 27887-2011 的相关要求。
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只有 ECE R44 涉及力值加载的要求【2】，即在假人随试验座椅翻转至 540°
位置时，以 4 倍假人重量的力值施加于假人。专利设备引入织带张力传感器，用于加载力值判定；
而在用设备采用安装有拉力传感器的加载机构进行加载力值的产生和判定。由于专利设备采用织带
张力传感器进行力值判定，故力值加载机构的结构形式和实现方式可以非常灵活，例如采用砝码方式、
拉力机配合导向环方式、手动加载方式等，可极大简化设备结构，使得设备更趋小型化。在用设备
安装有专用的丝杠加载机构，导致设备整机占用更大空间，结构略显复杂，不易实验室内搬运、转移。

二、技术要求
1. 标准要求
依据 ECE R44 条款 7.1.3 和 8.1.2“翻转”的要求规定【2】：将约束有儿童假人的儿童座椅安装
在试验座椅上，整个座椅绕着座椅纵向中心平面内的水平轴线，以 2° / 秒～ 5° / 秒的速度旋转
540° ±5°，在假人身上向下施加 4 倍假人重量的力值并保持 30 秒后测量假人下降的位移量。复原
至初始位置后，反方向重复该试验（如有必要，假人仍处于初始位置）。绕着位于水平面内的且与
上两个试验中旋转轴垂直的轴旋转，再重复进行两个方向的翻转试验。以上试验均使用试验样品所
属组别中的最小和最大的两个儿童假人。要求试验过程中儿童假人不从儿童座椅样品中掉出来，且
当试验座椅处于翻转的位置时，沿着垂直于座椅的方向，假人的头部从它的原始位置产生的位移应
不超过 300mm。
另外，在 GB 27887-2011、ECE R129 等其他技术标准中，只有翻转的相关要求，未要求施加载
荷。设备如能实现 ECE R44 的翻转试验方法，则必然具备对应的其他技术标准的相关试验能力。
2. 其他要求及实现
人因工程学是一门涉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作业能力、认知能力、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学科，
侧重于研究人、机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其研究目的就是如何达到安全、健康、舒适和工作效率的
最优化。儿童座椅翻转试验设备作为一种机械产品，其设计过程应适度考虑人因工程学因素。该设
备研发过程充分参考了国家标准 GB/T 10000-88 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使得该设备操作部位的高度、
设备短轴方向进深等数值较适宜于中国普通成年人的操作。同时，通过调整伺服电机动态刚度参数、
匹配减速机等措施，使设备整体噪声不明显。
CNAL-CL01：2018（ISO-IEC17025：2017）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认可准则规定【3】，实验室应
具有正确开展实验室活动所需可影响结果的设备。用于测量的设备应能达到要求的准确度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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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不确定度，以提供有效结果。专利方案中儿童座椅翻转试验设备采用伺服电机匹配高精度编码器，
可实现翻转动作的精确控制；电磁铁、磁力表座、电磁铁吸合板、磁力表座吸合板与各自的安装部
件均设置成可增加垫片调整空间位置的模式，同时辅以机械结构定位加以约束，可实现试验座椅换
向 90°。优化方案及在用设备的力值测试采用织带张力传感器、拉力传感器，均为成熟的传感器产品，
应用工况适宜。

三、现有方案分析
在用设备实物图如图 1 所示，翻转动作依靠三相异步电机的动力输出，力值加载通过升降丝杠
实现。约束于儿童假人上的约束装置与拉力传感器连接，在升降机构上升时，约束装置被加载，达
到规定值时，拉力传感器可识别，并反馈信号至上位机，上位机发出指令使升降机构停止动作。在
设备底部安装有作为升降动力的电机。因设备整机重量很大，一旦升降机构出现问题，很难从设备
底部进行维护或维修。因此，专利设备的方案不采用升降机构作为力值加载的方式，可以极大简化
并结合实验室条件灵活采用加载方式。拉力传感器实物见图 2。

图 1. 在用设备实物图

图 2. 拉力传感器实物图
如图 3、4 所示，分别是儿童假人处于横轴初始位置、绕横轴翻转 540°位置以及纵轴初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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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纵轴翻转 540°位置。由横轴切换至纵轴时，需要停机换向，如传动间隙过大，则需手动安装固定
块对试验座椅加以定位。优化后的 90°自动旋转方案以设备机械结构保证定位，定位精度可优化至
不高于 ±0.05°，在用方案如不安装固定块进行定位，定位精度为 ±5°，加装固定块后可优化至不
高于 ±1°，但试验实施过程会相对复杂很多。故优化方案定位精度和可靠性均高于原方案。

图 3. 儿童假人处于横轴初始位置及绕横轴翻转 540°位置实物图

图 4. 儿童假人处于纵轴初始位置及绕纵轴翻转 540°位置实物图

四、试验方法实现及设备整体优化方案构建
汽车儿童座椅的翻转试验，涉及儿童座椅的安装、儿童假人的约束、试验座椅翻转动作实现、
试验座椅 90°换向、儿童假人头部位移测量等环节。不同的过程均对应不同的子系统或监测仪器，
并由其实现。作为技术方案中儿童座椅翻转试验台的两大核
心子系统，翻转执行机构用于实现翻转动作的实施和精确调
节，实现了闭环控制；试验座椅自动换向机构用于实现翻转
过程中无人力介入的情况下，安全、便捷、自动地实现试验
座椅的 90°转向。其他子系统和辅件等，作为设备整机不可
或缺的部分，也视实际需要进行了相应设计。
设备机械部分三维图及其二维主视图分别如图 5、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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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验座椅靠背 2- 试验座椅坐垫 3- 座椅架 4- 转接架 5- 小联轴器 6- 编码器 7- 设备基座 8动力基座 9- 光 源 10- 光敏开关和继电器模组 11- 电磁铁 12- 弹簧 13- 电磁铁吸合板 14- 磁力表
座吸合板 15- 磁力表座 16-24VDC 可充电电源 17- 承载座 18- 动力基座 19- 伺服电机 20- 减速机
21- 大联轴器 22- 轴承座 23- 旋转轴 24- 转动臂
图 6. 优化方案中设备机械部分二维主视图

五、优化方案中的设备构成及试验流程
1. 机械部分构成
方案中的儿童座椅自动换向翻转试验设备，包括试验座椅、转接架、设备基座、动力基座、翻
转执行机构、试验座椅自动转向机构、控制系统和人机界面等部分。试验座椅包括座椅架、坐垫、靠背、
ISOFIX 下固定点、安全带固定点，其中座椅架由钢质方管焊接而成，其上安装有安全带上固定点、
卷收器安装固定点、安全带下固定点、ISOFIX 下固定点、坐垫、靠背。所用坐垫和靠背均由满足技
术标准要求的聚氨酯泡沫、防晒布和铝底板构成。上述各类固定点均由螺栓联接安装于座椅架上。
翻转执行机构主要包括伺服电机、减速机、联轴器、轴承座、旋转轴、转动臂、编码器及其安
装座，其中伺服电机直接和减速机连接匹配，减速机安装于动力基座上，并通过联轴器和旋转轴连接，
带动旋转轴转动，旋转轴的转动传输至转动臂，并由转动臂带动承载座实现翻转动作，编码器通过
联轴器和一侧旋转轴连接，主要采集转动的速度信息，并将速度信息反馈至 PLC。
试验座椅自动转向机构，由转动基座、弹簧、磁力表座及其安装座、电磁铁及其安装座、磁力
表座吸合板、电磁铁吸合板、24VDC 可充电电源、光敏开关和继电器模组、光源及电路辅件、安装
辅件等部分组成，用于实现试验座椅不借助人力，自动旋转 90°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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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控制系统和人机界面包括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伺服驱动器、光电开关、各类按钮、导线、
触摸屏以及其他电气元件。除触摸屏和按钮安装于控制柜上面板外，其余元器件均安装于控制柜内部。
结构整体布局简洁、紧凑。
加载力值的测量装置为一织带张力传感器，不单独安装于设备，只在试验时安装于假人约束装
置上的织带上，所测织带张力即加载力值。
2. 试验座椅自动转向机构控制方案
当试验座椅纵向中心平面平行于设备长轴方向且垂直于水平面时，通过 PLC 控制光源使其保持
熄灭状态，光敏开关模组处于通路状态，通过继电器模组，电磁铁通电，电磁铁吸合板和电磁铁吸
合，试验座椅被约束住而不能随意转动，试验座椅在初始状态下开始翻转 360°，然后再反向翻转
360°，回到初始位置，保持 2 ～ 5 秒（时间任意可设，但应大于光敏电阻的响应时间。对于响应时
间短于 2 秒的光敏电阻，保持时间可低于 2 秒。）。该段时间内，通过 PLC 内设程序控制光源使其
处于点亮状态，照射到光敏电阻上的光线使得光敏开关模组处于断路状态，通过继电器模组，电磁
铁断电，在弹簧力作用下，电磁铁吸合板和电磁铁脱开，实现旋转 90°动作，然后磁力表座吸合板
与磁力表座吸合，试验座椅被约束无法再自由旋转，完成自动转向。试验完成后，如需试验座椅恢
复至原位置，可旋转磁力表座旋钮开关，使磁性吸合力被阻断，扳动试验座椅回复原位即可。
其中，电磁铁通电后，电磁铁吸合板一旦与电磁铁接触，吸合力引起的吸合扭矩足以抵抗弹簧
拉力引起的回复扭矩，而使得试验座椅可以被牢固约束；磁力表座旋钮旋至磁性吸合力未阻断状态时，
磁力表座吸合板一旦与磁力表座吸合，吸合力足以牢固约束试验座椅不致晃动。
试验座椅自动转向机构控制电路如图 7 所示。

图 7. 试验座椅 90°自动转向控制电路图
3. 加载力值测试方案
织带张力传感器实物如图 8 所示，设备所用该型传感器线缆定义如图 9 所示。传感器信号线可
6

第十九届称重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2020.9 南京

以直接接数据采集卡或者 PLC 的模拟量端口，以获取织带张力信号。实测过程中，织带张力传感器
的夹持棒中穿过织带，织带张力的变化对夹持棒造成不同程度的弹性形变，该形变引起的电信号变
化量经过标定等处理后即可得到张力实测值。织带张力传感器实测过程如图 10 所示。

图 8. 织带张力传感器实物图

图 9. 织带张力传感器线缆定义

图 10. 织带张力传感器实测过程安装图
4. 试验流程
设备开机前，试验座椅、假人等均确保处于初始状态。用于翻转动作的 220VAC 动力电断开，
接通图 7 所示控制电路所有开关。光敏开关模组在光线未照射前处于通路状态，主回路接通，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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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通电，副回路接通，电磁铁通电。首先将磁力表座旋钮旋至磁力阻断位置，再逆时针扳转试验座
椅至电磁铁吸合板与电磁铁吸合。因动力电仍处于断开状态，故操作人员处于安全状态。且由于试
验座椅的结构特征，扳转的力臂较大，故所需的扳转力不大，对于操作者而言十分省力。扳转完成
后，磁力表座旋钮旋至磁力未阻断位置。然后接通用于翻转动作的 220VAC 动力电，设备开机，按
照 PLC 程序设定，翻转执行机构开始执行既定翻转动作，此时光源处于熄灭状态。试验座椅换向前
的翻转动作及加载过程完成后，试验座椅回到动力电接通而未开始翻转的状态，按照程序设定，自
动保持 2 ～ 5 秒（时间任意可设，但应大于光敏电阻的响应时间）。
与此同时，按照 PLC 的程序设定，光源点亮，并照射到光敏开关模组，光敏开关模组失电断开
控制电路的主回路，继而继电器作用，使得副回路断电，电磁铁失电而失去磁力。在弹簧拉力产生
的扭矩作用下，试验座椅顺时针旋转 90°至磁力表座吸合板与磁力表座吸合，完成 90°换向动作。
按照 PLC 程序设定，翻转执行机构继续执行翻转动作直至试验完成。

六、结论
儿童座椅翻转试验是对实车倾翻状态下儿童伤害值的模拟，在各国的儿童座椅技术标准中均有
规定。儿童座椅抗翻转性能的评价在硬件上严格依赖于检测设备。在用设备可满足我国国家标准、
ECE R44、ECE R129 等对试验方法的实施要求，但是设备检验效率相对较低、重量和体积偏大、后
续难以根据标准修订进行升级等。
通过设计试验座椅 90°自动换向装置，专利设备具有定位更精准等特点，且旋转过程为自动实现，
该装置进行了模块化配置，各零部件均易于替换。同时，如该装置出现故障，修复前可采用手动换
向的方式，能够避免极端情况下对检验工作的影响。
拉力传感器及织带张力传感器均用于测试力值，但作为不同种类的两种传感器，其应用对加载
装置甚至整机的结构设计具有较大影响，应根据场地、预算、测试要求等因素综合考虑、合理选型。
通过引入织带张力传感器，优化方案拓展了载荷加载方式，规避了专用加载机构的设计，对于设备
小型化、设备转场、使用维护、不同技术标准的适应性等更为有利。尽管织带张力传感器比拉力传
感器价格昂贵，但是使用该型传感器的上述优势足以弥补其成本上的略微不足。
故优化方案在试验座椅自动换向、力值加载等方面均优于在用方案，具有更优良的定位精度和
可靠性，试验过程在合规的基础上得以简化，可显著提高检验效率。
此外，儿童座椅技术标准的更新较快，各国标准的规定都不尽相同，国内对标准的修订则略显
迟滞，建议加强对国外相关技术标准和法规发展趋势的跟踪，结合产品研发动态，在标准的制修订
上与业界加强沟通，实现各国技术标准的互联互通，践行、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助力我国
儿童座椅产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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