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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儿童汽车座，包括被动保

护装置和基于指示事故情况的触发信号触发所

述被动保护装置的触发装置，所述触发装置通过

所述儿童汽车座承载，所述触发装置还包括用于

在检测数值超过设定阈值时发出所述触发信号

的检测装置，所述检测装置包括用于检测汽车加

速度值的加速度传感器，和/或用于检测遭受的

冲击力值的压力传感器，检测装置设于汽车座的

刚性接口架上，所述触发装置与所述被动保护装

置之间信号连接并根据所述检测装置发出的所

述触发信号触发所述被动保护装置工作，迅速地

提供儿童以保护，提高了儿童使用儿童汽车座乘

车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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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儿童汽车座，包括被动保护装置和基于指示事故情况的触发信号触发所述被动

保护装置的触发装置，所述触发装置通过所述儿童汽车座承载，其特征在于：所述触发装置

还包括用于在检测数值超过设定阈值时发出所述触发信号的检测装置，所述检测装置包括

用于检测汽车加速度值的加速度传感器，和/或用于检测遭受的冲击力值的压力传感器，所

述触发装置与所述被动保护装置之间信号连接并根据所述检测装置发出的所述触发信号

触发所述被动保护装置工作，其中，所述儿童汽车座包括座椅本体和用于将所述座椅本体

和汽车连接在一起的连接架，所述被动保护装置设于所述座椅本体上，所述检测装置设于

所述连接架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汽车座，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架为刚性件，所述连接架

上具有ISOFIX接头，所述检测装置设于所述连接架上并位于所述ISOFIX接头的前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汽车座，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架包括固定地连接在所述

座椅本体上的固定架和具有ISOFIX接头的接口架，所述接口架连接在所述固定架后部且能

够在汽车碰撞时引发与所述固定架的相对运动，所述检测装置包括所述的压力传感器，所

述压力传感器设于所述固定架与所述接口架中的一个部件上且在汽车碰撞时与另一个部

件形成挤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儿童汽车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传感器设于所述接口架的

前端部，所述固定架的后端部具有在汽车碰撞发生时用于挤压所述压力传感器的凸台。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儿童汽车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架与所述接口架之间还设

有滑动导向结构，当汽车碰撞时所述固定架在所述导向结构的导向下相对所述接口架向前

运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汽车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座椅本体包括底座、设于所述

底座上用于承载儿童的壳体，以及可拆卸地连接在所述壳体前部的挡块，所述被动保护装

置设于所述挡块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汽车座，其特征在于：所述被动保护装置为包括气囊本体

的安全气囊，当所述安全气囊被触发工作时，所述气囊本体充气膨胀。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儿童汽车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安全气囊还包括用于向所述气

囊本体供气的气体发生器、用于控制所述气体发生器工作状态的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与所

述触发装置信号连接并在收到所述触发信号时控制所述气体发生器向所述气囊本体充气

工作。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儿童汽车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儿童汽车座还包括挡设在儿童

身体前侧的挡块，所述气囊本体设于所述挡块的顶部或底部，或是置于所述挡块的内侧。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儿童汽车座，其特征在于：所述儿童汽车座上还设有用于指

示所述被动保护装置是否已经被触发的指示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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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儿童汽车座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儿童汽车座，尤其涉及一种具有被动保护装置的儿童汽车座。

背景技术

[0002] 儿童汽车座因能够保障儿童乘车时的安全而被广泛使用，使用时，将儿童汽车座

固定地安装在汽车座位上，儿童坐立在儿童汽车座上并由安全带组件束缚。然而在实际碰

撞发生时，由于强大的冲击力造成的惯性力，儿童的身体仍然会向前倾，这样一方面往往会

由于束缚带的束缚力而造成儿童身体受到强大的压迫而造成伤害，另一方面还有可能因为

儿童的身体向前运动的幅度过大而撞击到车内的其他物品，造成儿童的损伤。

[0003] 针对于此，目前也有一些儿童汽车座上通过安装安全气囊的方式来使得碰撞发生

时气囊充气膨胀而对儿童进行保护。然而，气囊在何时被触发膨胀，以及如何触发，这都紧

密地关系到气囊在膨胀发生后能不能及时地充气工作而对儿童进行保护，影响儿童的乘车

安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被动保护装置的儿童汽车座，其触发装置结构简单

且触发方式可靠。

[0005]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儿童汽车座，包括被动保护装置

和基于指示事故情况的触发信号触发所述被动保护装置的触发装置，所述触发装置通过所

述儿童汽车座承载，所述触发装置还包括用于在检测数值超过设定阈值时发出所述触发信

号的检测装置，所述检测装置包括用于检测汽车加速度值的加速度传感器，和/或用于检测

遭受的冲击力值的压力传感器，所述触发装置与所述被动保护装置之间信号连接并根据所

述检测装置发出的所述触发信号触发所述被动保护装置工作，其中，所述儿童汽车座包括

座椅本体和用于将所述座椅本体和汽车连接在一起的连接架，所述被动保护装置设于所述

座椅本体上，所述检测装置设于所述连接架上。

[0006] 优选地，所述连接架为刚性件，所述连接架上具有ISOFIX接头，所述检测装置设于

所述连接架上并位于所述ISOFIX接头的前方。

[0007] 优选地，所述连接架包括固定地连接在所述座椅本体上的固定架和具有ISOFIX接

头的接口架，所述接口架连接在所述固定架后部且能够在汽车碰撞时引发与所述固定架的

相对运动，所述检测装置包括所述的压力传感器，所述压力传感器设于所述固定架与所述

接口架中的一个部件上且在汽车碰撞时与另一个部件形成挤压。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压力传感器设于所述接口架的前端部，所述固定架的后端部具有

在汽车碰撞发生时用于挤压所述压力传感器的凸台。

[0009] 进一步地，所述固定架与所述接口架之间还设有滑动导向结构，当汽车碰撞时所

述固定架在所述导向结构的导向下相对所述接口架向前运动。

[0010] 优选地，所述座椅本体包括底座、设于所述底座上用于承载儿童的壳体，以及可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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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地连接在所述壳体前部的挡块，所述被动保护装置设于所述挡块上。

[0011] 优选地，所述被动保护装置为包括气囊本体的安全气囊，当所述安全气囊被触发

工作时，所述气囊本体充气膨胀。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安全气囊还包括用于向所述气囊本体供气的气体发生器、用于控

制所述气体发生器工作状态的控制器，所述控制器与所述触发装置信号连接并在收到所述

触发信号时控制所述气体发生器向所述气囊本体充气工作。

[0013] 更进一步地，所述儿童汽车座还包括挡设在儿童身体前侧的挡块，所述气囊本体

设于所述挡块的顶部或底部，或是置于所述挡块的内侧。

[0014] 优选地，所述儿童汽车座上还设有用于指示所述被动保护装置是否已经被触发的

指示装置。

[0015]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的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本发明的儿童

汽车座，其中，在儿童汽车座的接口架上设置检测装置，通过采用检测装置来检测汽车的加

速度值或冲击力值，并与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在检测数值超过设定阈值时发出触发信号，

触发装置根据该检测装置发出的触发信号触发所述被动保护装置工作，迅速地提供儿童以

保护，提高了儿童使用儿童汽车座乘车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为实施例1的儿童汽车座的示意图；

附图2为附图1中A部放大示意图；

附图3为实施例1中触发装置触发被动保护装置之间信号连接及工作原理示意图；

附图4为实施例2中触发装置触发被动保护装置之间信号连接及工作原理示意图；

其中：100、座椅本体；10、底座；20、壳体；30、挡块；200、连接架；201、固定架；202、接口

架；203、凸台；40、触发装置；1、气囊本体；2、气体发生器；3、控制器；4、压力传感器；5、加速

度传感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阐述。

[0018] 实施例1

参见图1至图3所示，一种儿童汽车座，其包括座椅本体100和用于与汽车连接的连接架

200，其中，座椅本体100包括底座10、设于底座10上用于承载儿童的壳体20，以及可拆卸地

连接在壳体20上以在儿童身体前侧形成围挡的挡块30。连接架200自底座10的底后部向后

延伸，接口架2上设有ISOFIX接头，通过该ISOFIX接头与汽车座位上的ISOFIX接口连接而将

儿童汽车座固定地连接至汽车座位上。

[0019] 该儿童汽车座包括被动保护装置和基于指示事故情况的触发信号触发被动保护

装置的触发装置40，触发装置40通过儿童汽车座承载，该触发装置40包括用于在检测数值

超过设定阈值时发出触发信号的检测装置，触发装置40与被动保护装置之间信号连接并根

据检测装置发出的触发信号触发被动保护装置工作。连接架200为刚性件，触发装置40中的

检测装置设于连接架200上且位于ISOFIX接头的前方，可稳定地进行工作与检测。

[0020] 本实施例中，检测装置包括用于检测遭受的冲击力值的压力传感器4，当汽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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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时，通过检测汽车碰撞发生时遭受的冲击力大小，并与设定的压力阈值进行比较，当检

测到的冲击力值超过设定的压力阈值时，检测装置发出触发信号，触发装置40即根据该触

发信号触发被动保护装置，从而提供儿童以保护。

[0021] 具体地，参见图2所示，连接架200包括固定地连接在座椅本体100上的固定架201

和具有ISOFIX接头的接口架202，接口架202固定地连接在固定架201的后部且能够在汽车

碰撞时引发与固定架201的相对运动，压力传感器4设于固定架201与接口架202中的一个部

件上且在汽车碰撞时由另一个部件形成挤压。本例中，压力传感器4设于接口架202的前端

部上，固定架201的后端部具有凸台203，当汽车碰撞发生时，固定架201在惯性冲击的作用

力下而相对接口架202向前运动，使得凸台203形成对压力传感器4的挤压，从而使得压力传

感器4测量获得碰撞发生时的冲击力值。具体设置时，固定架201与接口架202之间还设有滑

动导向结构（图中未示出），当汽车碰撞发生时，固定架201在滑动导向结构的导向下相对接

口架202向前运动，使得凸台203与压力传感器4接触挤压。

[0022] 该儿童汽车座上，被动保护装置采用的为包括气囊本体1的安全气囊，该安全气囊

还包括用于向气囊本体1供气的气体发生器2、用于控制气体发生器2工作状态的控制器3，

控制器3与触发装置40信号连接并在收到触发信号时控制气体发生器2向气囊本体1充气工

作，使得气囊本体1瞬间充气膨胀而提供儿童保护。

[0023] 本实施例中，被动保护装置设于挡块30上，气囊本体1可以设于挡块30的顶部，以

在充气时能够迅速膨胀并覆盖在挡块30的上表面上，使得乘坐者在因冲击碰撞造成头部向

前摆动时撞击到的是弹性的充气气垫，从而有效地对乘坐者的头部、颈部进行了保护；气囊

本体1也可以设于挡块30的底部，以在充气时气囊本体1能够膨胀展开而覆盖在挡块30的下

表面上，从而挡设在挡块30的下部与乘坐者的双腿之间，以限制乘坐者向前的位移量，进一

步减小或避免乘坐者在汽车遭遇巨大冲击时造成的损伤；气囊本体1还可以设置于挡块30

的内侧，使在充气时同时向上膨胀展开与向下膨胀展开。

[0024] 无图示，该儿童汽车座上还设有用于指示被动保护装置是否已经被触发的指示装

置，通过该指示装置，使用者可清楚地得知被动保护装置的气囊是否被充气膨胀过，确保儿

童乘车时能够受到被动保护装置保护。

[0025] 实施例2

参见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主要区别在于触发装置40中检测装置的设

置。本实施例中，检测装置包括用于检测汽车加速度值的加速度传感器5，当该儿童汽车座

安装在汽车上供儿童乘车使用的过程中，加速度传感器5监测汽车的加速度值，当汽车发生

碰撞时，加速度传感器5检测到加速度值将超过设定的加速度阈值，此时，检测装置发出触

发信号，触发装置40即根据该触发信号触发被动保护装置，从而提供儿童以保护。

[0026] 实施例3

无图示，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主要区别在于触发装置40中检测装置的设置。本实施例

中，检测装置包括用于检测汽车加速度值的加速度传感器5与用于检测遭受的冲击力值的

压力传感器4，当汽车发生碰撞时，无论是加速度传感器5检测到加速度值将超过设定的加

速度阈值，或是压力传感器4检测到的冲击力值超过设定的压力阈值时，检测装置均发出触

发信号，使得触发装置40触发被动保护装置。

[0027] 综上，本发明的儿童汽车座，其中，通过采用检测装置来检测指示汽车的加速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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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冲击力值，并与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在检测数值超过设定阈值时发出触发信号，触发装

置40根据该检测装置发出的触发信号触发所述被动保护装置工作，迅速地提供儿童以保

护。触发装置40的结构简单，成本较低，触发方式可靠性高，提高了儿童使用儿童汽车座乘

车的安全性。

[0028]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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