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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儿童安全座椅不靠谱，
不合格率竟超三成!

台州家长选购认准 3C 标识

童
关于儿童安全座椅
这些你必须知道
汽车以每小时 50 公里速度行驶
时，如果发生碰撞，一个 9 公斤的
儿童瞬间可产生近 300 公斤的冲
力，再温暖的怀抱也根本不可能
安全地保护婴幼儿。
在汽车后排安装儿童座椅，是保
护孩子的必要措施，随着人们安
全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父母
都会给儿童选购儿童安全座椅。
但很多人的经验判断存在误区。
那么我们就跟业内人士来学学如
何挑选和使用安全座椅。

Email:tzsbxwb@163.com

用测试证明!
用双手当
“安全带”
多不靠谱
传统观念里，双手才是最好的安
全带，再好的儿童安全座椅都不如大
人“抱”来得安全！真是这样吗？来做
个测试，看看紧急情况下，
“ 抱”对婴
儿伤害有多大！

商报记者 富强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应选择哪种安全座椅

测试方法
日常用车，急刹车分两种，急刹
和碰撞。出于安全考虑，测试人员决
定往一个户外登山包里塞满大米，直
至总重为 15kg，替代两周岁的婴儿
参与测试。

直线急刹：
“婴儿”
直接撞头
第一轮测试“直线急刹”时的情
况 。测 试 人 员 将 车 辆 匀 速 加 速 到
60km/h，在没有发生任何警报情况
下，全力踩下刹车，直至车辆完全停
止。
在急刹过程中，由于惯性，坐在后
排的妈妈身体大幅度往前倾斜，手中
“婴儿”
在急刹过程当中，一下子
“冲”
出去，碰到前排座椅的后背，又被反
弹回来。妈妈出于本能再发力抱紧，
却由于发力过度，户外背包被勒紧到
变形。由此可见，这种急刹下的碰撞
和勒紧力度会给婴儿造成多大的伤
害。更为关键一点是，婴儿颈椎相当
脆弱，抗撞击的能力要远逊色于成年
人。

变线急刹：
“婴儿”车内来回撞击

第 二 轮 测 试 是“ 急 刹 + 紧 急 变
线”时的情况。此次测试与直线急刹
不同，急刹的同时，驾驶员还进行紧
急变线。测试显示，在“急刹+紧急变
线”时，坐在后排的“妈妈”身体先是
向前倾，然后朝着车辆变线的反方向
甩出。
手中的户外背包先是撞上前排
座椅的后背，然后直接被
“甩出”
撞上
车门，撞击的部位都是户外背包的上
半部，如果是真的婴儿，撞击部位就
是头部。据坐在后排的测试人员反
馈，甩出的力道相当大，根本就抱不
稳。如果当时车窗不是处于关闭状
态，而是打开，模拟“婴儿”会被直接
甩出车外。

碰撞测试：婴儿直接飞出去
碰撞测试是借助于模拟车进行
的，模拟车从坡度为 30 度的斜坡滑
下，到达坡底时的速度约为 30km/h，
迎面撞上一个障碍物。
测试人员坐在
位置上，手中抱着婴儿替代品——大
号的公仔。碰撞发生的一瞬间，公仔
立刻脱手而出，飞出三四米远然后落
在地上。测试发现，以 30km/h 的速度
发生撞击的瞬间，会产生约十倍于
“婴儿”
身体重量的前冲力，超出双手
的承受能力，再强壮的手臂也无法阻
止
“婴儿”
从手中飞出。
据《广州日报》

随着更多儿童的出生以及家长安全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进口儿
童汽车安全座椅的使用量正逐年提高。
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 2016 年度进口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检验
情况白皮书，对 83 批产品抽样送实验室检测，检出不合格 27 批，
涉及产品 2.5 万台，不合格率为 32.53%，其中质量安全项目不合格
7 批，涉及产品 2698 台，不合格率为 8.43%。而白皮书显示，进口产
品主要来自德国、法国、美国、英国、意大利、韩国等 19 个国家及地
区。
这一次白皮书数据的曝光，让很多家长对进口儿童安全座椅是否
能保障孩子乘车出行安全产生了质疑，那台州进口儿童安全座椅
的情况如何？
商报记者

沈海珠

台州口岸无法进口儿童安全座椅，
家长从网上选购
“我们台州口岸无法进口儿童汽车安
全座椅。在台州市场上出售的进口产品基
本来自于上海等其他口岸，或者辗转多位
经销商后，才在市场上‘亮相’的。”台州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监管处处长池扬武
说。
因为儿童安全座椅无法从台州口岸
正规渠道进口，跨境电商随之成为进口儿
童安全座椅的重要贸易形式之一。
“儿童用汽车安全座椅产品是涉及婴

幼儿人身安全的敏感产品，我们当然要挑
选安全性能高的产品。但很多进口品牌在
台州市场上找不到，只能通过网上购买。”
椒江的吴女士说
为此，记者特意从几家大型电商平台
上搜索“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发现除了最
简易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只需几百元外，
大部分的价格从上千元至上万元不等，不
少进口品牌的儿童安全座椅月销量可达
上万件。

选购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国家的 3C 认证标识很关键
在消费者印象中，进口品牌往往比国
产品牌质量要好，但是网上海淘的汽车儿
童座椅产品鱼龙混杂，大多数质量难以保
证。因此，家长在选购时，需认准国家的 3C
认证标识。
据了解，从 2015 年 2 月 1 日开始，儿童
安全座椅产品就被列入了进出口产品法
定检验目录，也就是说相关进出口产品必
须经过强制性检验检疫。同年 9 月 1 日，国
家质检总局又将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产品
纳入强制性 3C 认证。这意味着，所有儿童
安全座椅产品未经 3C 认证，不得出厂、销
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记者发现在网络平台销售的儿童汽
车安全座椅大部分没有展示 3C 认证证
书，在标签中也没有提及“3C 认证”的字
样。
为此，记者向某品牌的客服人员询
问，而客服人员表示，由于他们的产品并
没有在国内市场上市销售，所以就没有申

请 3C 认证。但客服人员强调，他们是美国
品牌，座椅通过了 NHTSA 也就是美国高
速公路安全管理局的严格检测，符合美国
的儿童安全座椅标准。
“即使是网购，也要店家出示通过我
国 3C 认证在内的各种国际认证证书，避
免由于安装使用的错误造成伤害。”池扬
武说。
那么，家长们在买儿童安全座椅时，
除了看国标外，还需注意哪些？座椅的安
全卡扣是保证儿童安全的核心部件之一，
为防止卡扣单个脱出和断裂，家长们在挑
选座椅时，要反复抽拉卡扣，看是否容易
松动。
其次，家长在购买前一定要注意儿童
安全座椅的固定方式是否与自家车型匹
配，最好现场试装。还有一些家长因为想
省钱而超前购买过大的儿童安全座椅，那
样不但对儿童起不到保护作用，反而可能
在突发状况下威胁到孩子的安全。

1 岁以内，9 公斤以下的新生儿，适
用坐椅类型：摇篮式儿童安全坐椅，反
向安装。9 公斤以下的孩子一定要购买
可反向安装的座椅，因为这个阶段的宝
宝头重脖子软，后向乘坐能避免刹车时
的强大冲力，保护宝宝脊骨。
1-4 岁，9-18 公斤的婴儿，适用坐椅
类型：幼儿专用安全坐椅，或可转换方
向的婴幼儿两用型坐椅，反向或正向安
装。1 岁后的孩子就可正向使用安全座
椅了，此时要注意确保孩子的头顶与安
全座椅的顶部有一定的间隙。只有这
样，当发生碰撞时孩子的头部才能得到
最好的保护。
4-8 岁，18 公斤以上的儿童，适用坐
椅类型：包覆型儿童安全坐椅，正向安
装。8-12 岁，36 公斤以下的儿童，适用坐
椅类型：儿童安全坐垫，安装方式：正向
安装。
儿童座椅原则上安装在后排，但是
有些双座的车型只能装在副驾驶位置，
这时候一定要记得关闭安全气囊，否则
一旦安全气囊弹开，对于儿童就是致命
的。并且，大人抱着孩子坐在副驾驶的
行为不可取，因为急刹车的一瞬间孩子
会脱手，
撞向前挡风玻璃。

为什么儿童座椅
有些正着放，有些反着放？
业内人士表示，应当根据儿童的大
小，来选择安装的方式。反着放置，一般
都是针对 15 个月以下的婴儿，考虑到
婴儿的体质特殊性，万一发生碰撞，这
反方向安装会减少碰撞时拉伸力。当孩
子的个头和年龄大了以后就可以选择
正向安装。
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不能安装在
装有安全气囊的位置上，比如副驾驶
位。以免气囊弹出时对安全座椅产生强
烈的挤压，对宝宝造成窒息或是其他严
重伤害。
1 周岁以下、体重低于 10 公斤的婴
幼儿应该选择摇篮式后向儿童安全座
椅；
1 岁至 4 岁体重在 10-20 公斤的宝宝
应该选择全包覆型安全座椅；4 岁至 12
岁体重 15—36 公斤的儿童应该选择包
覆型安全座椅。
此外，购买之前需要了解车辆使用
的是哪种类型的安装系统，以及车中的
锚点数量和位置，购买的儿童安全座椅
要与车中的其它安装系统相匹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