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安全座椅终极指南 

问题一：什么是儿童安全座椅？ 

  也许这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问题，但确实很少有人真的问过自己。儿童

安全座椅是一种系于汽车座位上，有束缚设备，仅供儿童乘坐并能在发生车祸时，

束缚着小童以保障小童安全的座椅。 

    

 

儿童安全座椅 

  可见儿童座椅有三点是必须具备的，首先要能固定在车辆的座位上，其次是仅

供儿童使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要在发生车祸时保护儿童的安全。那

普通的座椅就起不到这样的保护儿童的效果了吗？ 

  问题二：为什么要给儿童配专门的儿童安全座椅？ 



 

儿童安全座椅 

  因为车辆上面的安全带是按照成年人的尺寸设计的，在发生事故时，可最大程

度的保护成年人的安全。而当儿童乘坐车辆时，因为安全带并不能将其牢固的固定

在座位上，所以在发生事故时，安全带也不能起到保护作用，这时儿童安全座椅就

显得非常必要了。 

  问题三：多大的孩子要配儿童安全座椅？ 

  有的家长会问，我的宝宝刚刚两个月，需要儿童安全座椅吗？我的宝宝都 6 岁

了，还用坐吗？对于多大的孩子需要乘坐儿童座椅，在国内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

在国外，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有很严格的法律法规规定关于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

我们不妨先借鉴一下。 



 

不同年龄要对应不同的儿童安全座椅 

  瑞典在 1982年开始要求 7岁以下儿童乘车时，车上应备有保护儿童安全的装置。

加拿大规定体重在 18 千克以下的儿童，乘车时必须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新西兰要

求 5 岁以下孩童，必需使用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英国在 2006 年 9 月 18 日通过法

律，规定 3 岁以下孩童，3 岁至 12 岁或 135 厘米以下孩童在车内必需使用儿童安全

座椅或加高座椅。 

  虽然各国规定的年龄不尽相同，并且我国又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约束，所以这

主要就要靠家长自己了。但为安全起见，12 岁之前最好都要座儿童安全座椅。 

  看完上面三个问题，我想大家对儿童安全座椅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吧，但

看到市面上那么多的儿童安全座椅，他们之间除了品牌的原因，有其他什么区别或

分类吗？ 

问题四：儿童安全座椅如何分类？ 

  当然，除了我们所说的品牌，材质等自身因素外，区别儿童安全座椅最大的因

素就是年龄，而和年龄息息相关的体重因素，同样是儿童安全座椅分类的重要依据。 

  儿童安全座椅主要分为 4 类，其中包括： 

  年龄分类组 0/0+婴儿型（出生到 13 公斤，出生到 15 个月）； 

  年龄分类组 I 幼儿型（9-18 公斤，大约 9 个月到 4 周岁）； 

  年龄分类组 II 学童型（15-25 公斤，大约 3-7 周岁）； 

  年龄分类组 III 儿童安全坐垫（22-36 公斤，大约 6-12 周岁）。 



  可见，这其中覆盖了从出生到 12 周岁的所有年龄段，而 12 周岁后，孩子已经

可以乘坐成人座椅了，因为车上的安全带完全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智高出品的安全提篮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儿童安全座椅都提供了可调节档位，通过调节低档，可以改

变儿童安全座椅的倾斜角度或高度，所以一般来说适用的年龄范围会比较大。当然

为了避免重复消费，家长们应该尽量购买适用年龄范围比较大的安全座椅，另外在



购买时也不要过分相信商家宣传的适用年龄，很多都是夸大和虚假的，应该让宝宝

亲自试一下。 

 

好孩子出品的儿童安全座椅  



 

康贝出品的儿童安全座椅   

    而在上面的 4 类儿童安全座椅中，又以婴儿型和幼儿型最为重要。前者因为刚出

生不久的婴儿体型较小，因此需要更为体贴的照顾，为了方便婴儿上下车，同时又

不会惊扰美梦，婴儿型儿童安全座椅通常被设计成提篮式（以下简称安全提篮）。

幼儿型则因为年龄的原因，大部分已经设计成座椅的样子，又因为大部分此级别的

儿童安全座椅可以调节，所有有很多可以从 9 个月大用到 12 周岁。因此小编下面也

主要以这两款儿童安全座椅为例做为主要介绍。 

在我们了解安全提篮或儿童安全座椅之前，还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儿童安全座椅安装

的朝向，以及 ISOFIX 吧，因为这两点对后面选购儿童安全座椅会有很大影响。 

  问题五：儿童安全座椅是正向装还是反向装？ 



  经常听到有的年轻父母说自己的安全座椅是正向安装在后排座位上的，而又有

人说安全座椅应该反向安装。到底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实际上安全座椅是正向装

（儿童面朝前坐）还是反向装（儿童面朝车尾坐）是由宝贝的年龄所决定的。一般

对于 9 个月以下或者体重少于 10 公斤的儿童要反向安装汽车座椅，而再大的孩子就

需要正向安装了。 

 

主要依靠于宝宝的体重或年龄 

  而有很多父母在选择安全座椅时都希望找到能够让儿童完全平躺下来的产品，

实际上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真正完全平躺的儿童座椅是不存在的，最多是半躺，

倾斜角度在 135 度到 170 度之间，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孩子的脊椎和颈部。 

  问题六：什么是 ISOFIX 接口的座椅： 

  ISOFIX 接口是国际上专门针对儿童安全座椅的标准接口，ISOFIX 系统可以让

儿童安全座椅与汽车成为一体，可以提前随汽车减速而不是通过安全带间接减速，

极提高了儿童的安全。在国外，家用轿车基本上都支持 ISOFIX 接口而且销售的汽

车安全座椅也都必须具备 ISOFIX 接口。 



 

一个标准的分离式 ISOFIX 卡座  

   不过在国内这方面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了，国内只有部分车型的座椅具备

ISOFIX 接口，而小编就搜集了一些支持 ISOFIX 接口的车型，在此罗列出来给各位

家长参考，当然这其中难免有漏掉的车型。 



 

 

配备 ISOFIX 接口的车型会在座椅上面有特别的标识，而里面隐藏着 ISOFIX 扣锁 

  支持 ISOFIX 接口的车型包括——速腾、途安、毕加索（后座左右两个座椅都

有，在椅子背和坐垫折点处两边）、VOLVO 沃尔沃 XC90（对于七人座车型，用户

可以选装 ISOFIX 儿童安全附加座椅，并将其固定在第二排座椅的中间位置）、宝

来、途锐、标志 407、奔腾、东风 C4、途锐、宝马 325i、新 POLO 等。所以说对于

以上车型的用户我们才可以选择支持 ISOFIX 接口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否则就会

出现高价买回来的座椅无法安装在自己私家车上的问题。 



 

 

 

 

儿童安全座椅 

  对于购买了不支持 ISOFIX 接口车型的读者也不必担心，我们在购买儿童安全

座椅时购买那种通用型的儿童安全座椅。众所周知汽车的安全带有三点式与两点式



之分，所以在购买通用型安全座椅时也要询问该产品是二点式还是三点式，然后根

据自己的安全带类型选择即可。 

 

需要三点式或两点式安全带固定儿童安全座椅 

    虽然 ISOFIX接口的儿童座椅安全性很高，但是由于价格昂贵（3000元到 5000元）以及国内同类产品比较少所以市面上最多的还是通用型

儿童安全座椅，只要与安全带类型符合（一般我们都是三点式）基本上任何一款车都可以安装。  

问题七：安全提篮的特点 

  安全提篮适用于体重为 0~13kg，年龄在 0~15 个月左右大的婴儿使用。安全提

篮又分为分离式和整体式两种。分离式安全提篮本身不具有固定装置，它是通过一

个底盘固定在汽车座椅上；整体式的安全提篮则可以直接与汽车座椅固定在一起。 



 

 
分离式安全提篮 

  从便捷的角度来说分离式要比整体式便于携带，但从安全角度来说整体式却比

分离式更加安全，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大部分安全提篮以整体式居多。在结构上两种

类型的安全提篮都在婴儿头部上方位置装有遮阳顶，能够防止阳光直晒婴儿，并且

都装有提手以便移动安全提篮。分离式安全提篮可配备一套专用的婴儿推车，有利

于携带婴儿外出时使用。 



 

整体式安全提篮 

  安全提篮内部通常装有 3 点式或者 5 点式保护带。5 点式保护带包括婴儿肩部 2

条肩带，腹部左右 2 条侧保护带，婴儿两腿提篮的方向朝后安装，这样着力面大，

受力分散，当发生紧急制动时，婴儿身体各部位不会受到太大伤害。 

  安全摇篮可以安装在副驾驶位置，但前提是将副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关闭，同

样必须是后向安装。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将安全提篮安装在后排座椅位置更加

安全。 

  问题八：安全提篮的安装方法 

  安全提篮的安装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安全带对儿童安全座椅进行捆绑式

安装，另外一种就是通过 ISOFIX（儿童安全座椅专用装置）进行安装。用安全带捆

绑安全提篮时，先要按照产品说明书对捆绑方式进行学习，然后通过安全提篮上的

安装提示标记进行捆绑。安全提篮在婴儿身体两侧加有蜂窝网状式防护垫，防止婴

儿在汽车紧急制动情况下身体偏移使手臂等部位挫伤。 



 

通过三点式安全带固定 

  由于婴儿头部尺寸占自身比例的 25%，是婴儿比较容易受伤的部位，婴儿型安

全提篮在婴儿头部周围设计了弹性棉状结构，起到固定婴儿头部，缓解冲击力的作

用，预防婴儿头部在紧急制动情况下受伤。 



 



 

 

康贝出品的安全提篮既可以通过三点式安全带固定，也可以用 ISOIFX固定 

  由于婴儿身体各部位还未发育完全，还比较脆弱，所以在安装安全提篮时要将

要仔细检查，确保其牢固才可以使用。而使用 ISOFIX 系统安装婴儿型安全提篮，

需要通过设置在车后排两侧座椅上的卡扣进行连接。与安全带捆绑式相比，ISOFIX

装置更加安全牢固。 

  安全提篮与其它年龄段儿童安全座椅不同，安全提篮不但要保护婴儿的乘车安

全，而且还要为婴儿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这就对安全提篮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随着婴儿身体的不断发育，身高和体重会逐渐增加，此时，需要有更加适合其

身体尺寸的儿童安全座椅。 

问题九：幼儿型儿童安全座椅的特点 

  幼儿型儿童安全座椅适用范围是体重 9～18kg、年龄在 9 个月至 4 周岁的幼儿。

由于每个儿童身材发育速度不同，家长在考虑为儿童更换下一个年龄段儿童安全座

椅时，可通过观察儿童坐在安全座椅里的头部高度是否超出座椅顶端的保护范围，

并且参考年龄超过 3 周岁以上，这样家长便可以考虑为其更换儿童安全座椅了。 



 

德国斯迪姆的变形金刚系列儿童安全座椅  

  幼儿型儿童安全座椅的类型和婴儿型儿童安全座椅相同，分为分离式和整体式

两种。整体式儿童安全座椅的安装着重于全方位的固定方式，装卸起来比较复杂，

整体式儿童安全座椅比较适用于经常携带幼儿出行的家庭使用。 

  而分离式儿童安全座椅在配合 ISOFIX（儿童安全座椅专用装置）的情况下安装，

安全性也同样很高，安装时只需先将座椅的底盘固定到后排座位上，再把分离式儿



童安全座椅通过底盘插槽装好，便可以正常使用。由于分离式儿童安全座椅装卸方

便，比较适合不经常携带幼儿出行的家庭使用，在不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时，家长可

以将儿童安全座椅拆卸储存到后备箱里，以保持车内的宽敞整洁。 

  问题十：幼儿型儿童安全座椅的安装 

  幼儿型儿童安全座椅的安装是通过安全带捆绑和 ISOFIX 卡扣锁紧两种方式进

行安装的。用安全带捆绑方式安装时，先要通过说明书对需要安装的儿童安全座椅

有一个具体的了解，然后根据儿童安全座椅上的标示进行捆绑安装，但是在安装完

毕后家长一定要对儿童安全座椅的牢固度进行检查，确保其牢固度达到要求后才可

以使用。 

 

大部分采用这种三点式安全带固定 



    ISOFIX 系统是一种专门设置在车辆中的儿童安全辅助锁紧装置，在安装幼儿型

儿童安全座椅时，只需将座椅通过 ISOFIX 的插槽进行卡紧、固定，再使用安全带

进行辅助拉紧即可正常使用了。 

  在通常条件下，家长可以选择将儿童安全座椅安装在后排位置，后向安装会更

加安全。幼儿型儿童安全座椅在安装方向上，还是尽量保持后向安装，尽量避免将

儿童安全座椅安装在副驾驶位置上。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需要将儿童安全座椅

安装在副驾驶位置时，家长务必先要把副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关闭，并且在确保没

有其它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才可将儿童安全座椅安装在副驾驶位置。 

  当幼儿身材逐渐增高，小腿部分逐渐摆脱幼儿型儿童安全座椅的保护范围时，

家长可以选择将幼儿型儿童安全座椅改为前向安装，这样幼儿可以将腿部伸展开，

会感觉更加舒适，对幼儿身体的保护程度也不会降低。 

问题十一：我们到底去哪里买儿童安全座椅？ 

  说了那么多，不管是安全提篮或者安全座椅，也无论是那种连接方式，归根结

底还是要回归到产品上。而面对国内琳琅满目的儿童安全座椅，家长朋友们可能像

我们的老黄一样，早已经挑花了眼。进口的，国产的，有几百的，也有上千的，他

们到底有什么区别，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呢？小编也就这个问题走访了一些卖场。 

  大商场 

 

大商场 



  首先我们来说说大商场，我想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想到的地方，不可否认，那里

质量有保证，服务又非常好，但大部分价格昂贵，且以进口品牌居多，咱们老百姓

可不一定消费的起啊。 

  汽车用品专营店 

 

汽车用品专营店 

  其次可能是那些各种的汽车用品专卖店，例如月福这样的汽车装饰店，也许在

你洗车打蜡的时候就把和汽车息息相关的东西都买齐了。但是儿童安全座椅，还是

三思而后行吧，毕竟术业有专攻，那里不是专门卖儿童安全座椅的地方，而且以国

产品牌居多，挑选余地小，价格其实也不经济，大约在 800-1200 元左右。 

  汽配城  



 

汽配城 

   汽配城？那里可真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也许你在商场里看的 1500 元左右的儿

童安全座椅，在那里可能 500 元就能到手，并且商家还信誓旦旦的和你说因为大商

场进货环节多，价格贵是肯定的，而且大部分都从我们这里拿货。这话我们只能一

耳朵进一耳朵出，买的没有卖的精，这句话我们可要牢记心头，而为了我们宝宝的

安全，我们还是尽量挑选有保证的商家吧。汽配城我们还是买点贴画或者座套之类

的东西吧。 

  大型超市 



 

大型超市 

  去沃尔玛、家乐福这样的大型超市呢，其实这到不乏是个好主意。首先在质量

上，大型超市有保证，而定价也还算合理，但就是品牌挑选的余地小，进口品牌，

国产品牌也许都有，但这就要看您的运气了，如果您碰巧遇到自己心仪的品牌和产

品，那这里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没有遇到，去别的店看看也许能碰到也说不

好呢。 

  网上购买 

  而最后一种也许也是大多数年轻爸爸妈妈的选择，那就是在网上购买。那里品

牌齐全、样式选择也很多，至于价格，网上店家众多，货比三家肯定是必不可少的，

价格肯定会最实惠。但如果你怕网上购买不保险，其实现在已经不必有这个担心，

因为支付宝的应用可以让我们先看货后付款，并且有很多店家也提供见面交易。如

果对商家的信誉比较担心，那就多在网上转转，听听网友的评论，这点肯定错不了。 

问题十二：国内的常见品牌有哪些？ 

  国内常见的品牌一般可分为国产品牌和进口品牌，在国产品牌中，以好孩子、

康美乐、宝贝第一为主要品牌，而进口品牌中，目前最为流行的基本是意大利的智

高，德国的斯迪姆美国的百代适和康贝。而在这些进口品牌中，并不是所有款式都

是在国外生产，有部分是在国内生产的，这点需要大家注意，产地一地要看清楚！ 

  问题十三：国产品牌还是进口品牌？ 



  说到这个问题肯定是大家最为苦恼的，国外品牌做工精致，用料扎实，又有认

证，但价格昂贵；而国内品牌看样子好像也差不多，但做工就相对逊色多了，至于

认证基本没有。我想大家肯定和老黄有相同的疑问，为什么看着差不多的样式，国

内品牌也就 800 元左右，而国外品牌就要 2000 左右，到底差在哪？或者说差的这些

我们有需要吗？ 

 

用料扎实，工艺考究，是进口品牌最大的优势，这也是价格高的所在 

  首先应该是用料，进口品牌的靠背部分主要为 EPS 材质，非软泡沫体，这个和

赛车手头盔中所用材质相同，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座椅面料内层为聚酯纤维棉，

且经过阻燃处理，能有效防止燃烧扩散，在高温或有火环境下更加安全。而整个框

架由原生塑料一次成型（原生塑料为一级塑料，不易变形，耐高温、坚固、手感光

滑，较一般塑料略沉），在受到剧烈碰撞时吸能变形，不断不裂，防止宝宝被碎片

划伤。 

  而重要的还是设计，这点也是最难判断的，看似相同的样子其实在内部会有很

大的区别，在遇到事故时，是否能将遇到的冲击力合理化解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而

国外品牌的好多认证戳子这时看起来就更加具有说服力，而国内品牌却一个没有认

证，这点真有点含糊啊。但这些认证我们都需要吗？真的有用吗？下面让我们看看

都有那些认证。 

  问题十四：关于认证 



 

ECE-R44/04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认证：在欧洲，如果安全座椅没有这个认证，是不允许在市

场上销售的。没有经过安全测试的座椅是非常危险的，它低劣的质量不仅起不到保

护作用，反而增加对孩子的伤害。 

 

ASP证书 

  先进的侧边保护：安全座椅的安全性主要是体现在它的侧边保护上，顾名思义，

侧边保护就是对侧边进行保护，用来抵挡来自侧边的冲击力。安全座椅没有侧边保

护，就谈不上安全性，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国外的法律相对健全，所以对于儿童安全座椅有严格的要求，这点其实很

像汽车的碰撞测试。因为国内整体市场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各项法律法规都有待

完善，而如果国内品牌去国外做一个认证，高额的非常肯定又要平摊到消费者头上，

所以国内品牌没有国外认证也是在所难免了 

问题十五：国外的儿童座椅都多少钱 ？ 

  看完了国内的儿童安全座椅，也让我们看看国外的儿童安全座椅都是什么价位

的，而为了公平，小编在这里列举的都是在国内可以看得到的品牌，这样更方便大

家对比价格。 



 

儿童安全座椅 

    康贝的安全提篮，在沃尔玛网站的价格是 90 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 720 元，而

在淘宝上的价格是在 1300 元左右。 



 

儿童安全座椅 

 

儿童安全座椅 



    儿童安全座椅，价格在 150-250 美元之间，折合人民币 1200 元-2000 元之间，而

国内的进口品牌一般在 2500 元之上。 

 

儿童安全座椅 

  

    葛莱的增高垫，在沃尔玛的售价为 24美元，折合人民币 200元左右，而国内售价在 300元左右。可见，除了最后的增高垫价格相差不多外，

其他均相差不少的价钱。 

问题十六：哪个品牌好？  

  

    要说那个品牌好，小编还真不敢妄下结论，不过经过小编这些天的探访，也逐渐对这些儿童座椅的品牌有了一定认识，下面小编和大家分享一

下自己的个人看法： 

  



 

儿童安全座椅 

  斯迪姆（STM） 号称德国品牌，网上比较火，但是小编没有查到在国外有卖，

也没在国内的各大型商场见过。小编见过实物，品质中上等，价格在 2500 元左右，

比较昂贵。 

 

儿童安全座椅 

  美国葛莱（Graco），在网上，国内大型商场，以及国外都有销售，做工精良，

用料扎实，但设计样子比较一般，价格比较昂贵。 



 

儿童安全座椅 

  

  英国百代适（Britax）是世界上最大的民用航空头等舱座椅，客机成套内饰设备

制造商，所以生产儿童安全座椅自然轻车熟路。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售，但大

型商场的百代适专柜还比较少，反正小编没有见到过。品质自然没的说，价格同样

比较昂贵。 

 

儿童安全座椅 

  康贝（Combi）来自于日本，在网上卖的比较少，国外网站也没见过有卖。但

是在国内的大型商场设有专柜，做工秉承了日本车一样的精致，但样子一般，价格

比较昂贵。 



 

儿童安全座椅 

  来自意大利的品牌智高（chicco）拥有意大利跑车般的流线造型，不得不承认意

大利人连儿童安全座椅都可以做的非常漂亮，虽然小编在国外网站同样没有见到，

但在国内的网站以及大型商场均有销售，品质过硬，价格也比较昂贵。 

 

儿童安全座椅 

  来自江苏昆山的好孩子（goodbaby）品牌是国内比较大的婴童用品生产商，出

品的儿童安全座椅在网上和大型超市都有出售，样子设计一般，用料一般，价格在

600-800 元左右，比较便宜。 



 

儿童安全座椅 

  不同于好孩子的广泛生产婴童产品，宁波的宝贝第一只生产儿童安全座椅，属

于加拿大独资企业。其生产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是中国国内第一家通过欧洲

ECER44/03 安全标准的生产商，所以品质可以信赖，而在价格上，更加贴近中国市

场，更加经济。 

问题十七：小编你会怎么买儿童座椅？ 

  假如有人问小编我会如何购买儿童座椅，虽然小编尚未结婚，但是通过这些天

的调查已经基本上心里有数了，下面我就把我个人的购买计划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搭配方案 

  如果是我，我会在孩子的童年给他买两个儿童座椅：第一个是婴儿时期的提篮，

第二个是适用到 4-5 岁（18 公斤）的小型儿童座椅。 

   为什么不选择更大一号的儿童座椅，是因为周围的朋友告诉我，当孩子到了

4-5 岁之后，就不爱坐儿童座椅了，因为活动受很大的限制，反而到时候配一个增高

坐垫则更便宜，也更方便。 

  2 购买的地点和方式 

  我会选择大商场看货加淘宝网络购买的形式。 

  大商场看货主要是因为这样可以亲自看到产品的品质。而网络购买则可以用比

较低的价格买到产品。 

  3 购买哪个品牌    

  品牌，虽然大家都知道便宜没好货的道理，但最具性价比的还是我们需要的。

这里小编详细说明一下进口的几款品牌。首先是德国生产的斯迪姆，全部原装进口，



这也是网络上卖的最多的产品。但小编从国外网站以及京城个大商场，均没见到过

实体店。从这点看，似乎有网上炒作的嫌疑。 

  而美国的葛莱和英国的百代适或者日本的康贝，在国内各大商店都有自己的实

体店，做工质量和斯迪姆相比基本相同，但价格更加昂贵。 

  最后小编推荐一下智高这个意大利的品牌，价格在 2500 元左右，价格在进口品

牌中适时，而做工和用料都属于上乘，但有部分产品是在国内生产，这点需要注意。 

  写到最后  

  其实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但也有老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

就受穷的道理，而对于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都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如果您家

里实在不富裕，那其实买个国产的也可以，而如果您不缺那点钱，那买个 3、4 千的

也不算浪费。 

  

    买儿童安全座椅就象买保险一样，也许“险”永远不出，那座椅也就永远没用。从这个角度讲，其实是可以“赌”我就不会出险的，可以不用买或

不管质量买个越便宜越好。但归根结底还是要我们自己开车时要注意安全，否则出了事故，再好的儿童安全座椅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的发展历史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了保护儿童乘车的安全，欧洲人发明了汽车儿童安全座椅。

事实证明，使用汽车儿童安全座椅能最大程度上降低儿童在汽车发生紧急制动或者

意外碰撞情况下所受到的伤害。因此，儿童安全座椅很快被消费者接受，并且慢慢

在全世界得到推广。 

    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汽车技术飞速发展，汽车成为主

要的交通工具。随之而来的交通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各种乘车安全保护装置相继

问世。安全带、安全气囊作为汽车上最常见的保护装置，曾经挽救过无数人的生命。

据统计，系安全带可减少 46%的死亡可能和 76%的重伤可能，在美国因此每年减少

1 万人的死亡。安全带作为最传统的安全防护设备，是为成人设计的，对于儿童并

不适用。因为儿童的骨骼稚嫩，当汽车发生碰撞、速度迅速降低时身体会因巨大惯

性向前猛冲，此时侧跨身体的成人安全带可能会造成儿童胸部肋骨骨折、窒息甚至

颈骨折断的危险。 

    同样，安全气囊的设计也是基于对成人的保护。安全气囊爆开瞬间所产生的巨大

冲击力会对儿童造成严重伤害。据 1999 年美国统计的数据显示，由于安全气囊爆开

致死的 150 人中绝大多数是儿童。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了保护儿童乘车的安全，欧洲人发明了汽车儿童安全座椅。

事实证明，使用汽车儿童安全座椅能最大程度上降低儿童在汽车发生紧急制动或者

意外碰撞情况下所受到的伤害。因此，儿童安全座椅很快被消费者接受，并且慢慢

在全世界得到推广。 



    由第一代儿童安全座椅改进而来的Volvo背向式座椅加强了背部着力面及身体周

边的保护能力欧美等国家对儿童安全座椅的安装要求非常严格，并且要求有专门人

员辅助安装欧美等国的家庭在出行时都会对儿童安全座椅进行严格检查 成人安全

带、安全气囊对儿童来说都是隐秘的“杀手”。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安全座椅产生了。

最早的儿童安全座椅诞生于 1963 年，是由沃尔沃公司设计制作的，开发设计儿童安

全座椅的灵感来自于航天器中的宇航员座椅，这种座椅可以承受太空舱升空和降落

时产生巨大力量，从而使宇航员免受伤害。沃尔沃公司根据这一原理，提出了后向

式儿童安全座椅的概念。 

    欧美国家或地区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的发展及现状起初的儿童安全座椅结构单一，

只是通过后向乘坐对儿童进行保护，当时也出现了 5 点式安全带，但是却没有对儿

童进行侧面保护的结构。基于对儿童乘车事故的调查数据，人们逐渐认识到侧面保

护对儿童安全的重要性，开始对儿童安全座椅进行不断的改进，在儿童头部、身体

两侧及小腿部位都添加了反弹护垫，背部着力面更加柔软舒适，从而可以对儿童进

行全方位的保护。同时，适应不同年龄段儿童体型的安全座椅也相继出现。 

    儿童安全座椅首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得到了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欧美等国家相继出台相关的法规，强制儿童乘车时必须使用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汽

车儿童安全座椅因此得以迅速发展和普及，产品也逐步从泡沫制品向多元化新材料

制品发展。 

    有关儿童乘车安全的法规和标准的出台，对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的发展产生了巨大

的推动作用。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以下几大标准：欧洲 ECE R44/03 标准、美国

JPMA/ASTM、加拿大 CMVSS 213、日本 JIS 等，澳大利亚、中国台湾等地也相继

颁布了对应标准。其中以欧洲的要求最为严格，人们使用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由自发

使用转向了强制使用。 

    欧美等国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都制定了儿童安全座椅的检测方法。各国都对座

椅的动态性能有着严格的技术要求，对于检测实验中座椅的移动量也规定得十分明

晰。美国相关法规中，对座椅织物的耐磨强度、耐光强度，以及带微生物强度都提

出了具体要求，与欧洲一样，进行盐雾试验，以考察抗腐蚀能力。此外，欧洲还对

儿童安全座椅的能量吸收性、抗翻滚能力、耐高温性以及安全带的调节和卷收功能

有严格限制。 

    在欧洲，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的普及率已非常高，就像骑摩托车需要带头盔一样自

然，儿童安全座椅甚至已成为一些整车出厂的必备辅件。在中国，儿童安全座椅的

普及程度还处在初级阶段。不过，据有关部门表示，中国将于 2009 年对汽车儿童安

全颁布相应的法规及标准，另外，从 2009 年开始 C-NCAP 也会增加儿童安全座椅

方面的测试内容，这会对中国儿童安全座椅的推广和普及起到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