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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第 5 章、第 6 章、第 7.1 条款和第 8 章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荐性条款。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采用了 BS EN1078：1997 和 F1447—06，本标准的条款与采用

的标准条款对应如下： 
－5.2.2 条对应 BS EN1078：1997 的 4.3 条； 
－5.2.3 条对应 BS EN1078：1997 的 4.6.6 条； 
－5.2.4 条对应 BS EN1078：1997 的 4.6.5 条； 
－5.2.5 条对应 F1447—06 的 10.2 条； 
－6.4 条对应 BS EN1078：1997 的 5.7 条； 
－6.5 条对应 BS EN1078：1997 的 5.6 条； 
－6.6 条对应 BS EN1078：1997 的 5.5 条。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在于，按照本标准制造的头盔，在实际使用时尽可能的保证使用者头部的安全。

各项试验的设置是保证头盔的强度。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文体用品标准化中心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体育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佛山市顺德区跨

速头盔有限公司、乐清市麒麟摩配有限公司、珠海太连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燕玲、郑根朝、田旭、张明、卢明钏、刘飞、于文川、李维胜、牛聪敏。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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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头盔  自行车、滑板、轮滑 

运动头盔的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自行车、滑板、轮滑运动头盔的术语和定义、规格、要求、试验方法、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产品说明书。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自行车、滑板、轮滑运动者佩戴的头盔。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0000  中国成年人人体尺寸（GB/T 10000-1988）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运动头盔（以下简称头盔）sports helmet 

运动头盔是指在运动过程中，用来吸收撞击能量，减少佩戴者头部意外伤害的装具。 

3.2  
壳体  shell 

头盔的外层结构。 

3.3  
缓冲层 cushion coat 

是指用来吸收撞击能量的适体垫层。 

3.4  
舒适衬垫 comfort pad 

保证头部佩戴舒适的衬垫。 

3.5  
佩戴装置 retention system 

保证将头盔牢固的佩戴在头部的整套装置，包括使佩戴者更舒适的调节装置、系带等。 

3.6  
系带 strap 

佩戴装置的一部分，是系紧在佩戴者的下颚下面用来稳固头盔的带子。 

3.7  
基础平面 basic plane 

是指由左、右外耳孔中心和右眼眶下缘点组成的一个平面。即图1中的O—O＇平面。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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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平面  reference  plane 

在基础平面之上，并于基础平面保持一定距离（X）的一个平行平面。这个距离（X） 由头型型号

确定。见图2及表1。 

 

 

 

表 1  不同规格尺寸的基础平面和参考平面距离及保护范围尺寸    单位为 mm 

左、右耳孔中心 
右眶下缘点 

O O’ 

图 1 基础平面（O-O’）侧视图 

参考平面 

基础平面X
O O’ 

图 2 参考平面及基础平面 

规格型号 X  L/2 Y R S T U 

特小 23 85 87 38 24 142 80 

小 25 90 95 39 25 147 84 

中 27 95 103 40 26 153 87 

大 30 100 110 41 27 158 90 

 

3.9  
试验区及保护范围  test area and protection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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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头盔上进行碰撞等试验时的检验范围，它与头部最小保护范围（ABCDEF线以上部分）一致。见

图3及表1。 

 

 

T

L/2 

U 

图 3 试验区及保护范围 

4  规格 

头盔按GB 10000 及未成年人的头围尺寸分为大、中、小和特小四种规格。见表2。            

表 2  头盔规格 

规格       头围尺寸，mm 

          特小        500～540 

          小        540～560 

          中        560～580 

          大       580～600 

特小号头围尺寸允许小于表 3头水平围 40mm，其它规格的头围尺寸允许小于表 3头水平围 20mm。 

       

5 要求 

5.1 结构 
头盔由壳体、缓冲层、舒适衬垫、佩戴装置等组成。 

5.1.1 壳体 
应符合： 

    a) 使用质地坚韧，具有耐水、耐热、耐寒材料制成； 

Y 

参考平面

B
A S 

12.7 

D   R C

GF E

X 基础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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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表面应坚固，平滑，边沿应圆钝，以防直接伤及头部； 

    c) 在本标准的试验中壳体不应出现危及佩带者的破裂； 

    d) 壳体外表面凸出物高度应不大于 7mm（易脱落件不受此限）； 

    e) 可设有通风孔。  

5.1.2 缓冲层 
应符合： 

a) 用能较多地吸收冲击能量，遇汗水和化妆品不会出现变异的材料制成； 

b) 形状、规格尺寸适体，佩戴不移位；内表面不应有长度大于 2mm 的凸出物及尖锐物体； 

c) 应覆盖 3.9 和图 3 所规定的头部最小保护区； 

d) 可设有通风孔。 

5.1.3 舒适衬垫 
应符合： 

a)用体感舒适,吸汗、透气，遇汗水和化妆品不会出现变异和掉色的耐用材料制成； 

b)不应使用使皮肤感到不适的材料和粘合剂； 

c)保证头盔佩戴的舒适性。 

5.1.4 佩戴装置 
佩戴装置的所有部件应安全可靠地装配在头盔上，并满足以下要求： 

a)系带宽度应不小于 15mm； 

b)应配有调节和保持紧固张力的装置。该装置应能调节系带扣不处于下颌骨位置上； 

c)在施加负载的情况下，能用一只手解开佩带装置。 

5.1.5 保护范围 
头盔必须覆盖图3中ABCDEF线以上区域。 

5.2 性能 
5.2.1 头盔质量（含附件） 

头盔的质量为：厂方标称值 ±30g。 

5.2.2 头盔视野 

左、右水平视野不小于 105°，上视野不小于 25°，下视野不小于 45°。 

5.2.3 头盔佩戴装置稳定性 
头盔应不从头型上脱落。 

5.2.4 头盔佩戴装置强度性能 
佩戴装置的动态伸长量应不超过 35mm，静态伸长量应不超过 25mm且不应出现系带撕断、连接件脱

落及系带扣松脱的现象。 

5.2.5 头盔吸收碰撞能量性能 
加速度峰值不大于 300g。 

6 试验方法 

6.1 实验室环境条件 
温度 20℃±3℃，相对湿度 25%～75% 。 

6.2 头盔结构、规格尺寸、保护范围检验及标识内容检查  
6.2.1 检验工具 

分度值不大于0.5mm的长度测量器具及大、中、小、特小号标准头型。 

6.2.2 检验步骤 
 a) 用目测的方法检查头盔的结构、外观及标识情况； 

 b) 用测量器具检验头盔的内、外表面，系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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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测量头盔规格尺寸及保护区，将头盔佩戴到相应规格的标准头型上，可调整佩戴装置的调节

装置并在头盔的顶端加 5kg载荷，测量头盔的保护区，并标出试验区；  

 d) 结果应符合第4章、第5.1条及7.1条的规定。 

6.3 头盔质量检验 
6.3.1 检验工具 

分度值不大于 5g的称重器具。 

6.3.2 检验步骤 
a) 称量幷记录头盔的质量（含附件），按 g 计； 

b) 结果应符合 5.2.1 的规定。 

6.4 头盔视野检验 
6.4.1 检验装置 

由角度标尺、头型及头型固定架等组成，分度值为 1°，量程可满足5.2.2要求. 

6.4.2 检验步骤 
按6.2.2c）将头盔正确的佩戴在合适的试验头型上： 

a)左、右水平视野：两个两面角分别由纵向竖直中央平面和向左、右两个对称方向形成的不小于   

105°平面组成，位于参考平面和基础平面之间，其边是直线LK。如图4所示； 

 

对称平面 

参考平面 

L
105°

105°
K

基础平面 

 

图4 左、右水平视野 

b)上视野：两面角由头型参考平面和其向上形成角度不小于 25°的平面组成，其边是直线L1L2＝

31+31=62mm。如图5所示； 

c) 下视野：两面角由头型基础平面和其向上形成角度不小于 45°的平面组成，其边是直线K1K2＝ 

31+31=62mm。如图5所示； 

d) 结果应符合5.2.2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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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下视野 

6.5 头盔佩戴装置稳定性试验 
6.5.1 试验装置 

参考平面 

参考平面 

纵向竖直平面中的头型剖面图 

最小 25° 

最小 45° K 

L 

K2

K1

L2

L1

中心竖轴 

 

L1

L2

 31
 

L 

 31
 

纵向竖直中线平面 

中心横向竖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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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基座、试验头型、冲击砝码（质量 10.0kg±0.1kg）、引导装置（总质量 3.0kg±0.1kg）、释

放装置、滑轮、弹性带（1000N负载下，伸长量应小于 18mm/m）等组成，如图6所示。 

6.5.2 试验步骤 
a) 按 6.2.2c)将头盔正确的佩戴在合适的试验头型上，系紧系带； 

b) 如图 6 所示，引导装置与释放装置的挂钩应挂在头盔后部中间位置上； 

c) 冲击砝码应从 175mm±5mm 的高处释放，沿引导装置的导轨自由坠落，每顶头盔冲击一次； 

d) 结果应符合 5.2.3 的规定。 

单位：mm 

 

 

图 6 佩戴装置稳定性试验台 
6.6 头盔佩戴装置强度试验 
6.6.1 试验装置 

由固定架、试验头型、冲击砝码（质量4.0kg±0.2kg）、标尺、加载装置（总质量5.0kg±0.5kg）、

模拟下颚装置（宽度为87mm～90mm）等组成，如图7所示。 

6.6.2 试验步骤 

600

弹性带 

滑轮 

参考平面 

基座 

＞
10

0 

 1
75
±

5
 

60
0 

 

冲击砝码质量 10.0kg±0.1kg

引导装置质量 3.0kg±0.1kg 

A A 

25 

A-A 

 

 



GB ××××—×××× 

8 

a) 按 6.2.2c)将头盔正确的佩戴在合适的试验头型上，系带穿过模拟下颚并系紧，使加载装置（总

质量 5.0kg±0.5kg）自由作用在佩戴装置上维持 30s，随即确定标尺起始零位； 

b) 稳定后释放冲击砝码，使其从 600mm±5mm 的高度自由落下并撞击在终点挡板上； 

c) 利用标尺测出模拟下颌装置的动态最大位移和 2min 时的剩余位移，即为佩戴装置的相应伸长

量； 

d）在施加负载的情况下， 能用一只手解开佩带装置； 

e) 结果应符合 5.2.4 及 5.1.4c）的规定。 

                  

 

图 7 佩戴装置强度试验台 

头盔 
头型 

           模拟下颌装置

 

 

  标尺 

 
         冲击砝码 4.0kg±0.2kg 

坠
落

高
度

6
0
0
m
m
±
5
m
m
 

导杆 

加载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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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头盔吸收碰撞能量性能试验 
6.7.1 试验装置 

试验设备由碰撞试验台及分析记录仪组成，应符合5.2.5、6.7.1.1、6.7.4.1、6.7.4.2有关保证碰

撞能量、碰撞效果一致的规定。 

6.7.1.1 碰撞试验台 
由坠落引导装置、头型、头型固定架、球形接头，砧、砧座，释放系统及座基等部件组成，如图8

所示。其主要部件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释放装置 

支撑装置 

 

图8 碰撞试验台 

a)头型：由近似人体头部频率响应的结构及金属材料制成，频率响应 1400Hz 以下平坦，最低共振

频率为 2500Hz。头型分特小、小、中、大四个型号，（见表 3及图 9）。坠落头型的总质量（含

传感器及连接件）分别为：特小号 4+0.1 

 0 kg、小号 4+0.1 

 0 kg、中号 5+0.1 

 0 kg、大号 6+0.1 

 0 kg。其中，传感

器及连接件的质量不大于坠落头型总质量的 25%，在头型的重心安装有加速度传感器 。 

b)砧与砧座：砧用工具钢（T10A）制成，碰撞面粗糙度不低于 Ra 0.8,硬度不低于 HRC 50。砧与

砧座钢性连接，砧座应钢性的固定在座基上，并保证碰撞面与头型碰撞点法线垂直。 

平砧：由直径 130mm±3mm、厚度 15mm以上的钢板制成；如图 10。 

路缘石砧：有两个面，相交于撞击边缘，形成一个 105°±0.5°夹角，高度为 50+2 

 0 mm，长度为    

125+2 

 0 mm；如图11。  

c)座基：由钢筋混凝土制成，其质量不小于 1600kg。 

 

 

落高 

头盔 

   头型 

  
加速计 

球型接头

加速计 

导轨
头型 

头盔 

平砧 

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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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B 

d
c 

B

a 

e
 

B 

图 9 头型 

                             

                            表 3    头型尺寸                    单位：mm 

型   号 误差 
符 号 名 称 

特小 小 中 大 

a 头水平围 540 560 580 600 

b 头长 170 180 190 200 

c 耳额距 95 100 105 110 

d 头宽 145 155 166 177 

e 耳顶高 110 120 130 140 

±2 

 

 

 

 图 10 平砧 

直径 130mm±3mm 

  1
5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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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路缘石砧 

R=15mm±0.5mm 

50mm~52mm

125mm~127m

105°±0.5° 

 

6.7.1.2  测试分析仪器系统 
由单轴加速度传感器、放大器及数据处理、显示及记录等部分组成，其主要性能要求如下： 

a)频率响应范围 0+0.2 

 0 Hz ～1000Hz，频带截止点 -3+0.5 

-1 dB，衰减斜率 -9dB/oct～-24dB/oct； 

b)满足5.2.5提出的加速度值检测要求； 

c)测量不确定度 U=5%(k=2)。 

6.7.2  头盔样品试验前处理  
头盔样品试验前必须按照表4规定进行处理。每顶头盔样品选一项处理。 

高温或低温处理后的头盔样品应在 3min内完成试验；若超过 3min，应将头盔样品放回保温箱中再

处理 5min以上，方可进行试验。水浸处理后的头盔样品，应淋干 20min后进行试验。 

表 4  头盔试验前处理 

条        件 
项      目 

温度，   ℃  时间，   h 

高温 50±3 4～24 

低温 -15±2 4～24 

水浸 15～23 4～24 

6.7.3 试验区与碰撞点 

6.7.3.1 试验区 
试验区为图3中的ABCDEF线以上部分，（见图3及表1）。 

6.7.3.2 碰撞点 
在试验区内任意选取 4个最薄弱的部位作为碰撞点，每个碰撞点进行 1次冲击，其中两个碰撞点使

用平砧，另外两个碰撞点使用路缘石砧（沿通风孔长、宽方向各一次），两个冲击点相距不小于 120mm，

冲击速度与冲击次数见表5。 

表 5  头盔吸收碰撞能量性能检验条件 

平 砧 6.2 
速度，m/s 

路缘石砧 4.8 

同一冲击点上的冲击次数，次 1 

冲击速度是在碰撞发生前 40mm 时测得，不小于理论速度的 95%。 

 

6.7.4 试验步骤 
6.7.4.1 将加速度传感器刚性地固定在头型重心上，传感器敏感轴与头型碰撞点法线夹角应不大于 5°。 

6.7.4.2 校准碰撞试验装置：调整碰撞试验台头型撞击速度，使之以 5.44m／s（碰撞发生前 40mm 时测

得）与标准试块碰撞。相同条件下进行三次间隔为 75s±15s 碰撞，每次碰撞加速度峰值偏差不大于 3%；



GB ××××—×××× 

12 

试验前及试验后各进行一次校准，如试验后平均加速度峰值与试验前平均加速度峰值相差大于 5%，此

试验结果无效。 

6.7.4.3 将经过环境处理后的头盔正确佩戴于相应规格的试验头型上，使碰撞点位于头盔的试验区内，

系紧系带，按表 5 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 

6.7.4.4 结果应符合 5.2.5 及 5.1.1c)的规定。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每顶头盔应有以下永久（头盔的整个使用寿命中都能看到的）标志： 

a)产品名称 ； 

b)生产厂名称和厂址； 

c)产品用途； 

d)产品规格型号； 

e)生产日期、产品批号或编号； 

f)执行标准； 

g)头盔质量（g）； 

h)合格标志； 

i)警示语：使用前应阅读使用说明书；使用时必须系紧系带；发生较大撞击应停止使用；不应用腐

蚀性溶剂擦洗头盔；正确佩戴运动头盔能有效降低运动伤害，但不能完全避免伤害。   

7.2 包装、运输和储存  
7.2.1 产品包装箱上应有 7.1 规定的标志内容。 

7.2.2 产品在运输和储存时要注明防止碰撞、受潮和有机化学物品的侵蚀。 

8 产品说明书  

每一项头盔应附产品中文使用说明书，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内容： 

a) 应提醒购买者挑选适合自己头型尺寸的合格的头盔； 

b) 使用时必须系紧系带； 

c）头盔如果发生较大撞击应停止使用或鉴定是否可继续使用； 

d）注意保管，不用腐蚀性溶剂擦洗头盔，不要撞击头盔； 

e）使用期限由工厂根据产品情况提出； 

f) 不得更改头盔的结构； 

g) 正确佩戴运动头盔能有效降低运动伤害，但不能完全避免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