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推荐性标准《汽车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模块性能

要求》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 13 日国标委综合

〔2016〕89 号文下达的《2016 年第四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由

延锋百利得（上海）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等承担制定《汽车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模块性能要求》国家推荐性标

准，项目编号 20162481-T-339。 

2. 主要工作过程 

2017 年 1 月，标准起草组查阅了汽车行业内目前有关侧面气囊

与帘式气囊的相关标准，技术协议及相关项目开发所使用的标准，并

进行了搜集和分析。根据统计，目前我国还没有汽车侧面气囊和帘式

气囊模块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国家标准，仅仅针对于正面气囊有相应

标准定义要求。为了开发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不少国内主机厂只能

采用了国际标准 ISO12097/GB/T19949 进行试验验证和开发。其不足

之处有：①、ISO12097/GB/T19949 是针对前排安全气囊的开发验证

试验规范，适用性不明确；②实际装车条件下，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

与前排气囊的位置和性能要求是不同的，在 ISO12097-2-1997 及

GB/T19949-2005 中没有阐述。 

2017 年 2 月，标准起草组收集了当前前排气囊国家标准，并参



考国内外有关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的相关标准，针对标准中的每个检

测项，编制了标准差异比较表进行分析和比较。 

2017 年 3 月 8 日-9 日，在延锋百利得（上海）汽车安全系统有

限公司召开了起草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就有关项目总体计划、项目技

术工作安排以及项目总体内容进行了讨论。主要工作安排如下： 

1) 2017年 3 月-4 月，资料的收集与对比分析，不一样的技术要点进

行讨论。 

2) 2017年 5 月-7 月，草案编写包括 1.范围 2.术语定义 3.技术要求

4.试验方法 5.设备要求等，并进行验证试验。 

3) 2017年 9 月，汽车安全气囊工作组会议，向工作组成员介绍标准

草案，讨论和修改。 

4) 2017年 10 月-12 月继续对草案进行完善，意见解决，验证试验，

完成编制说明（编制和研究过程）。 

5) 2018年 4 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汽车碰撞试验及碰撞防

护分技术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讨论修改标准草案。 

6) 2018年 8 月，标准公开征求意见。 

7) 2018年 11 月，完成送审稿修改和意见处理。 

8) 2018年 12 月，安排标准技术审查。 

9) 2019 年 1 月-2 月，完成标准送审稿的修改工作；2019 年 3 月，

完成标准报批工作。 

标准起草组针对起草的标准中，每一个检测项进行讨论，针对内

容技术要点进行了集中讨论，并形成了初步结果： 



机械冲击，温度对机械冲击没有太大影响。另考虑到安装时间等

问题，解决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该试验暂定只在常温条件下进行。 

温度振动，温度定义-35℃到 85℃，24 小时；温度曲线图需要重

新编制。按照 VW 的 Z 向 72 小时来定义。 

温度冲击，SAB 调整成高温 85℃，CAB 保持 90℃，低温，时间，循

环次数都不变。 

湿热循环试验，取消 TE，按国外相关标准 365 小时进行定义，

曲线也按国外相关标准要求进行。 

盐雾试验，需描述 CAB 拉直，铺平，充分接受浸泡。 

点爆试验，箱外，试验区域环境温度要注明常温条件；定义出箱

2 分钟点爆。 

粉尘试验，按照国标处理。 

热老化试验，注明低湿-环境箱或热老化箱带除湿功能。不做湿

度强制要求。 

坠落试验，增加误点爆的考核要求。 

测电阻，方法再确认。征求气囊专家要求。 

增加发生器容器试验。 

2017 年 8 月 3 日在延锋百利得（上海）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召开了起草组第二次工作会议，针对标准草案每一个模块进行了讨

论，并形成了初步结果： 

范围，适用于 M1 类车辆所安装的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模块，其

它类型车辆也可以参照执行。主要考虑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主要安装



在乘用车上，货车、大中型客车基本没有安装。 

术语定义，研究和编制了侧面气囊模块是一种安装在汽车座椅内

部或其他内饰中的安全气囊模块, 是用来保护乘员的被动安全装置，

在汽车发生碰撞时用于保护车内乘员，侧面气囊模块总成是由一个气

袋、气体发生器、安装支架、标签及其他辅助零件组成；帘式气囊模

块一种安装在汽车侧面顶部的安全气囊模块, 是用来保护乘员的被

动安全装置，在汽车发生碰撞时用于保护车内乘员。帘式气囊模块总

成是由一个气袋、气体发生器、安装支架、标签及其他辅助零件组成。 

侧面气囊模块和帘式气囊模块展开要求 

模块的子零件不得有因气囊展开而引起的脱落和硬质飞溅物（如

金属件、塑料件），如有软质飞溅物（如气袋织物），其总质量不大

于 3g。气囊表面不允许存在任何破裂或燃烧。气囊的连接不能脱离

试验工装或者车身位置，甚至只是部分位置的松动发生也是不允许

的。气囊的缝线应保持完整，气袋不允许撕开。气囊模块的气袋必须

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设计要求的形状展开到位，并达到设计要求的

保护区域，具体展开时间需符合设计要求。经环境试验处置的或未经

环境试验处置的气囊模块的充气时间应在设计要求的误差范围之内。

气囊模块在静态展开试验过程中，气囊点爆时的声音不得造成驾驶员

和其他乘员的听力的永久伤害。气囊点爆时产生的尘埃和气体不得造

成驾驶员和其他乘员的永久伤害。 

侧面气囊模块和帘式气囊模块环境试验要求 



每项环境试验前后，目视检查气囊模块的外观有没有损坏，如果

有损坏，应记录并进行修复，让后续试验可正常进行。如无法修复，

试验需重新开始。气体发生器的点火电阻必须被检测和记录，点火电

阻需满足 2.0±0.3Ω。 

环境试验矩阵表 

 

机械冲击试验 

当气囊模块受到一系列冲击时，能否经受住一些不利影响。一间

能符合常温条件的试验场所。一台冲击试验机，气囊模块能够固定在

冲击试验机的夹具或平面上。 

冲击试验机的特性应保证测量点预定方向上测得的实际脉冲值在

图 1 所示的范围内。 



 

                                  图 1半正弦波 

D 标准脉冲持续时间   A 标准脉冲加速度峰值 

T1 使用常规冲击试验机产生冲击时监测脉冲的最短时间 

T2 使用振动发生器产生冲击时监测脉冲的最短时间 

测量点是气囊模块上最接近冲击试验机表面中心的固定点，除非

有一固定点的与此表面有更强的刚性连接，在这种情况下，选用这一

点作为冲击点。 

TANK 和气袋试验保留，环境试验前后需比较。 

盐雾：基体无腐蚀（发生器除外）。模块尽量拉直铺平，使模块充分

暴露在盐雾中。对于标准的格式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2017 年 9 月 12 日-13 日，在青岛汽车碰撞分委会安全气囊工作

组会议上，同与会委员及专家就“汽车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模块性能

要求”标准草案进行集中分析，听取意见并进行讨论。同时在会议后，

陆续收到各车厂及专家对于标准草案的反馈意见。根据如上信息，起

草组针对提出问题及解决方法见表 1。 

表 1：青岛会议—意见及处理 



序号 意见 处理 

1 建议增加并明确“缝

合线”，“充气时间”，

“烧蚀”术语定义。 

采纳。更新标准草案条款3。 

缝合线：用于缝合气袋周圈，分割气袋舱室及其他

设计要求中不允许被脱开的连接线。用于保持安全

气囊完整性和功能性的缝纫线。 

充气时间：安全气囊气袋展开到位的时间或对气袋

充气使之达到要求的程度所需的时间。 

烧蚀：气囊在展开时，气袋被烧穿的现象。 

2 建议对于试验矩阵中

各检测项先后顺序进

行调整。 

 

采纳。明确以“坠落试验-盐雾试验-静态展开试验”，

“温度冲击试验-静态展开试验”，“热老化试验-

静态展开试验”为三套环境+静态展开的顺序试验， 

并更新草案 4.2.2 试验矩阵。 

3 建议对于粉尘试验的

摆放方式进行明确。

取消关于粉尘箱设备

的尺寸，角度的要求。 

采纳。更新标准草案 5.3，对于粉尘试验中模块的

摆放方式进行了明确。同时考虑到帘式气囊模块的

尺寸特性及目前汽车行业实验室实际使用的粉尘

箱设备的情况，取消设备关于尺寸角度的要求限

制。 

4 建议温度振动试验 Z

方向振动时间由 72

小时更改为 24 小时。 

采纳。考虑实车在振动过程中帘式气囊和侧面气囊

相比于正面气囊所承受的振动程度，无需比正面气

囊标准中对于振动的要求更严苛，可保持一致。更

新标准 5.4。 



5 建议将湿热循环 /温

度冲击试验中，定义

的曲线中每段保温时

间是否合理进行评

估。同时除了定义的

的保温时间，应增加

实测 Te 时间的选择。 

采纳，后续工作组将进行多个模块样本 Te 时间的

测量，来验证定义的保温时间的合理性。并在标准

草案 5.5，5.7 中对于湿热循环试验和温度冲击试验

中曲线保温阶段描述中，增加 Te 时间的选择。同

时增加 Te 时间测量方法的定义。 

6 建议明确湿热试验

中，气囊模块在环境

箱中的摆放方式。 

采纳。更新标准草案条款 5.5，增加模块在环境箱

中的摆放方式和摆放要求。 

7 建议评估是否有必要

增加热老化试验。 

考虑到目前行业内各主机厂均把热老化试验作为

DPV 试验的一个必须检测项，在本标准中增加低湿

热老化与高湿热老化两个试验。 

8 建议在低湿热老化试

验过程中，增加 90℃，

1000 小时的选择。 

采纳。考虑到实车环境条件，在标准中除了 107℃，

408 小时的加速老化外，可增加 90℃，1000 小时的

慢速老化选择。更新标准草案 5.8.1。 

9 建议评估温度冲击试

验中帘式气囊的高温

温度及试验循环次数

是否应同正面气囊标

准中保持一致。 

考虑环境试验的一致性，采纳目侧面气囊和帘式气

囊统一按高温 85℃执行温度冲击试验。 

正面气囊标准中定义的 300次循环针对气囊门盖撕

裂线处，帘式气囊和侧面气囊没有门盖，比较行业

内对于无门盖气囊的要求，定义为 60 次循环。 



10 建议把完整性和电阻

的评价要求更新在每

项环境试验的要求

里。同时明确电阻的

评价要求。 

采纳。更新标准草案，将完整性和电阻要求更新在

每项环境试验的评价要求中。同时明确电阻统一要

求：符合设计要求，不定义数值。 

11 建议评估在标准草案

中是否应参考正面气

囊标准要求，将阳光

模拟试验保留在此标

准草案中。 

考虑到帘式气囊与侧面气囊实际的装车位置区别

于正面气囊，这 2 个气囊实际并不会受到光照的直

接影响，因此相比正面气囊标准，在本草案中取消

该项试验。 

 

12 建议在静态展开试验

中增加点爆电流及持

续时间的描述。 

采纳。在草案标准条款 6 中增加点爆电流描述。 

13 建议评估帘式气囊静

态展开试验中高温温

度 90℃的合理性。同

时应确认保温后出箱

2 分钟进行气囊起爆

和出箱立即进行气囊

起爆的区别。 

实车状态下，顶衬位置离车顶更近，在高温情况下，

该位置的帘式气囊模块温度比车内其他位置的气

囊温度更高。 

关于出箱起爆时间的确认，后续将通过多个样本测

量出箱后 2分钟内温度的变化情况进行进一步的论

证。 

2018 年 1 月，在延锋百利得（上海）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召

开了起草组第三次工作会议，对于在青岛会议中及会议后的反馈意见



与解决方法再次进行逐一评估，对于解决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点进行了

明确，并落实了这些问题点的后续试验验证措施。详见表 2。 

表 2：上海会议—试验验证措施 

序号 问题点 验证方法 

1 建议将湿热循环试验和

温度冲击试验中，曲线

中定义的每段保温时间

是否合理进行评估。 

收集多个平台的帘式气囊和侧面气囊模块，针

对湿热循环试验及温度冲击试验曲线中每段

保温温度，统计各平台模块的保温时间（温度

到达时间）。 

2 建议评估气囊模块保温

后出箱 2 分钟进行起爆

和出箱立即进行起爆的

区别。 

收集多个平台的帘式气囊和侧面气囊模块，统

计各模块到达保温温度后，出箱 2 分钟及 3 分

钟时的温度变化情况。 

2018年 3 月，起草组初步将验证试验的结果进行了汇总和统计，

并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2018年 4 月，汽车碰撞分委会 2018 年度会议在福州召开，起草

组组向汽车碰撞委员会委员和专家将目前标准编制的过程，研究内容

进行了讨论，并在会议中汇总了有关专家的意见，见表 3。 

表 3：福州会议—意见及处理 

序号 意见 处理情况 

1 建议评估在静态展开试

验中，要求气囊模块在

装配有内饰件的车身中

该标准草案针对的气囊模块级别的试验，并未

涉及到子系统试验要求。按照目前行业内各车

厂对于气囊模块的要求，只有当模块级展开试



进行试验。 验符合要求后，方可开展后续的子系统试验。

另，系统试验应有对应的子系统试验标准，应

区分于模块级试验标准要求。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内容 

1. 标准编制的目的 

为了开发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不少国内主机厂只能采用了国际

标准 ISO12097/GB/T19949 进行试验验证和开发。其不足之处有：①、

ISO12097/GB/T19949 是针对前排安全气囊的开发验证试验规范，适

用性不明确；②实际装车条件下，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与前排气囊的

位置和性能要求是不一样的，在 ISO12097/GB/T19949中没有阐述。 

我国于 2005年发布实施 GB19949-2005《道路车辆安全气囊部件

第 2 部分：安全气囊模块试验》。距今已经超过 10 年，随着我国汽

车工业的飞速发展，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加，制定汽车侧面和帘式气

囊的技术标准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日益凸显； 

同时规范和指导国内气囊制造厂商的开发设计、制造和检验工

作，实现汽车工业的规范化，为可能出现的质量事故提供权威的评判

标准。  

新的标准规定了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模块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

法，及对应产品的功能要求。描述了清晰，准确和统一的试验方法和

准则，目的是为了保证气囊模块产品的质量和功能。 

2.标准编制原则 

参考气囊模块的国家标准以及汽车行业内各主流主机厂在产品



开发过程中对于产品的性能要求。 

3．标准的主要内容 

见表 4 汽车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模块性能要求标准内容。 

表 4 汽车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模块性能要求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4.1 侧面气囊模块和帘式气囊模块展开要求 

4.2 侧面气囊模块和帘式气囊模块环境及静态展开试验程序 

5 环境试验 

5.1 坠落试验 

5.2 机械冲击试验 

5.3 粉尘试验 

5.4 温度振动试验 

5.5 热湿度循环试验 

5.6 盐雾试验 

5.7 温度冲击试验 

5.8 热老化试验 

5.8.1 低湿热老化试验 



5.8.2 高湿热老化试验 

6 静态展开试验 

6.1 侧面气囊模块静态展开试验 

6.2 帘式气囊模块静态展开试验 

6.3 数据记录 

4．国内外相关标准现状 

目前国内外无汽车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的相关国家标准和国际

标准。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1．气囊环境试验指标的确定 

每一项气囊环境试验完成以后，气囊模块应保持完整性，任何可

观察到的损坏都应记录下来。即使有明显损坏，试验也应该按照表 1

继续进行。为了使试验能够顺利进行，可以对妨碍安装的损坏部件进

行维修。如无法修复，则试验终止。每次试验完成之后，测量并记录

点火电阻的数值，点火电阻需满足设计要求。 

2．气囊静态展开试验指标的确定 

气囊模块在进行静态展开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模块的子零件不

得有因气囊展开而引起的脱落和硬质飞溅物（如金属件、塑料件），

如有软质飞溅物（如气袋织物），其总质量不大于 3g。 

气囊模块在进行静态展开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气袋与乘员接触

面不允许存在任何破裂或烧蚀现象，其他位置也不允许出现可能对乘

员造成潜在伤害的直径大于 3mm 的破裂小洞。 



气囊模块在进行静态展开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气囊的连接不能

脱离试验工装或者车身位置，也不能出现影响气囊功能的松脱。 

气囊模块在进行静态展开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气囊的缝合线处

应保持完整。 

气囊模块在进行静态展开试验过程中，气囊模块的气袋必须能够

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设计要求的形状展开到位，并达到设计要求的保护

区域。 

经环境试验处置的和未经环境试验处置的气囊模块的充气时间 

应在设计要求的误差范围之内。 

3．验证试验 

3.1 湿热循环试验 

工作组使用多个不同平台的帘式气囊，侧面气囊，检测其在各个

温度下的 Te 时间用以验证。其中 Te3 时间由原草案中的 200 分钟更

改为 300分钟。见表 5 及图 2。 

表 5：湿热循环试验 Te测试汇总结果 

 

Te1 Te2 Te3 Te4 

温度 

℃ 

时间

min 

温度 

℃ 

时间

min 

温度 

℃ 

时间

min 

温度 

℃ 

时间

min 

CAB1 50 20 -34 23 84.3 284 51 70 

CAB2 50 20 -33.7 13 84.6 104 50.25 43 

CAB3 50 20 -34.4 17 83.7 206 50.5 82 

SAB1 50 20 -34 46 84.3 284 53 88 



SAB2 49.2 25 -35 39 83.6 149 50 70 

标 准

建议 

/ 
240 

/ 
30 

/ 
200 

/ 
135 

 

图 2 湿热循环试验 Te 测试曲线 

3.2 温度冲击试验： 

工作组使用多个不同平台的帘式气囊，侧面气囊，检测其在高温

和低温温度下的 Te时间用以验证。确认草案中给出的 Te 时间完全可

以符合目前所有产品的需求。见表 6及图 3。 

表 6：温度冲击试验 Te测试汇总结果 

 

Te1 Te2 

温度 

℃ 

时间

min 

温度 

℃ 

时间

min 



CAB1 85 46 -32.2 58 

CAB2 85 39 -32.2 58 

CAB3 85 30  -32.6 23  

SAB1 85 60 -33.3 93 

SAB2 85 75 -33.7 97 

标 准

建议 

/ 
150 

/ 
150 

 

图 3 温度冲击试验 Te 测试曲线 

3.3 静态展开试验： 

工作组使用多个不同平台的帘式气囊，侧面气囊，验证模块到达

指定保温温度后，出箱 2 分钟，3分钟模块温度损失情况。 



经验证，模块分别在达到高温 85℃和-35℃后，实际出箱 2 分钟

及 3 分钟后的温度如下图，考虑到实际温度损失情况及目前汽车行业

内实验室的可操作性，在草案中暂定模块到达保温温度后出箱 2 分钟

进行点爆。见表 7和图 4。 

表 7：模块保温后出箱 2 分钟及 3 分钟测试汇总结果 

 

 

 

图 4  测试曲线 

3.4 所有环境试验及静态展开试验验证 

起草组应用多个不同平台的帘式气囊，侧面气囊，按标准矩阵进

行全套环境试验及环境试验后的静态展开试验。 



经验证，相关平台的帘式气囊和侧面气囊，均能满足本草案标准

的要求，试验结果理想。同时所有设备在运行本标准检测程序时，各

参数，状况无异常，本草案标准对于试验设备的要求符合目前行业需

求。 

（四）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

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侧面气囊和帘式气囊是降低或避免交通事故中（尤其发生侧面碰

撞时）驾驶员或乘员身体侧面和头部受伤的有效保护措施，该气囊模

块可协同正面的驾驶员气囊模块和乘员气囊模块一起，从多角度全范

围的对车内乘员进行有效撞击保护。预计该标准实施后将有利于促进

我国汽车行业对于被动安全系统的发展，大大 降低因发生车辆碰撞引

起的交通事故、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

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在本标准的起草过程中，标准起草组参考国际 ISO12097-2-1997

标准和国内 GB/T 19949-2005 标准中的技术要求，同时也综合考虑了

国内车辆行业的实际需求。从技术指标上，目前标准中提出的相关主

要技术指标上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的要求。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与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无冲突，与现行的 GB/T 19949

《道路车辆安全气囊部件第 2 部分：安全气囊模块试验》标准相协调、

补充。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该标准为国家推荐性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办法、实施日期等）； 

建议标注批准发布后，相应部门应及时开展标准的宣贯指导工

作，以促使标准使用者更好的理解标准的内容和要求，为标准的顺利

实施打下良好的基础。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侧面气囊模块和帘式气囊模块展开要求
	模块的子零件不得有因气囊展开而引起的脱落和硬质飞溅物（如金属件、塑料件），如有软质飞溅物（如气袋织物），其总质量不大于3g。气囊表面不允许存在任何破裂或燃烧。气囊的连接不能脱离试验工装或者车身位置，甚至只是部分位置的松动发生也是不允许的。气囊的缝线应保持完整，气袋不允许撕开。气囊模块的气袋必须能够在规定时间内按照设计要求的形状展开到位，并达到设计要求的保护区域，具体展开时间需符合设计要求。经环境试验处置的或未经环境试验处置的气囊模块的充气时间应在设计要求的误差范围之内。气囊模块在静态展开试验过程中...
	每项环境试验前后，目视检查气囊模块的外观有没有损坏，如果有损坏，应记录并进行修复，让后续试验可正常进行。如无法修复，试验需重新开始。气体发生器的点火电阻必须被检测和记录，点火电阻需满足2.0±0.3Ω。
	机械冲击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