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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 TBIS 是為了建置引領世界自行車產業標準與規範自行車製造過程，有效確保產品安全及其外

部效益(含對國際發訊、產品高值化、引領自行車產業發展等)，彰顯由 TBIS 檢測通過之產品有

著更高的安全要求。當自行車在公用道路行駛時，則適用該國法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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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適用範圍 

本標準規定了對最大寬度為 1 m、最大允許載重量為 250 kg、並配有電動輔助裝置（最大額定功率為 250 

W，最高速度為 25 km / h）單輪跡載人和載貨自行車的一般要求和測試方法。 

此外，本標準還規定了對最大寬度為 2 m，最大允許重量為 300 kg，也有電動輔助（最大額定功率為 250 

W，最高速度為 25km / h）多輪跡載人和載貨自行車的一般要求和測試方法。 

本標準不適用於符合 ISO 4210， ISO 8098（兒童自行車）， EN 16054（BMX 自行車）和 EN 15194

（EPAC 自行車）要求的自行車。 

2 規範性參考文獻 

本文中引用了以下文件，其部分或全部內容構成了本文件的要求。 對於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則僅適用所

引用的版本。 對於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的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訂）均適用。 

EN 1078：自行車騎行者以及滑板和旱冰鞋使用者的頭盔 

ISO 4210-2：2015-07，自行車 - 自行車的安全要求 - 第 2 部分: 城市和徒步自行車、青年自行車、山地自行

車（Mountainbikes）和公路自行車的要求； 

ISO 4210-3：2014-07，自行車 - 自行車的安全要求 - 第 3 部分：一般測試方法;  

ISO 4210-4：2014-01，自行車 - 自行車的安全要求-第 4 部分：煞車器的測試方法;  

ISO 4210-7：2014-07，自行車 - 自行車的安全要求 - 第 7 部分：車輪和輪輞的測試方法;  

ISO 4210-8：2014-07，自行車 - 自行車的安全要求 - 第 8 部分：踏板和驅動系統的測試方法;  

EN 12195-2：2001-02，道路車輛的負載固定設備 - 安全性 - 第 2 部分：人造纖維製成的捆綁帶； 

EN 12195-3：2001-07，道路車輛負載物的固定裝置 - 安全性 - 第 3 部分：捆綁鏈帶； 

EN 12195-4：2004-04，道路車輛負載物的固定裝置 - 安全性 - 第 4 部分：捆綁鋼絲繩； 

EN 15194：2017-12，自行車 - 電動機輔助驅動輪 -  EPAC 自行車; 

EN 15918：2011 + A1：2013，自行車 - 自行車拖車 - 安全要求和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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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術語 

應用本文件時適用ISO 4210-1的規定和以下術語。 

3.1  
載人和載貨自行車 

自行車，尤指用於運輸貨物和/或人員 

注1：以下稱之為載貨自行車。 

3.2  
單輪跡載貨自行車 

自行車，其各車輪的佈置正好位於同一直線上。 

3.3  
多輪跡載貨自行車 

自行車，其各車輪的佈置處在一個以上的直線上，並且具有至少兩根車軸和三個車輪。 

3.4  
駐車煞車系統，其在一個或多 個煞車之後可持續保持在煞車狀態，而無需採取其他任何措施。 

3.5  
空載 

載人和載貨自行車及其附屬系列設備（根據製造商的描述）正常使用的質量。 

3.6 
載重 

駕駛員、裝載貨物/人員的質量之和。 

3.7 
最大允許總重 

空載加上最大載重之和。 

3.8 
座位 

座位包括駕駛員座墊和乘客，並非基於自行車座墊的原理製造的乘坐裝置在內。 

3.9 
最大可適用的測試假人 

三種可用標準尺寸（D9，D18 或 D22）中最大的測試假人，其尺寸或最大質量等於或大於製造商為運送的乘員

設定的尺寸或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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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一體式防護裝置 

保護裝置是座位或載人自行車一個組成部分，或者與座位的其他必要且重要的部件（例如腳踏板）一起預裝，

並且不允許拆卸或僅使用專用工具時才能拆卸。 

3.11  
附加保護 

一種不符合一體式防護裝置的定義、隨座椅一同交付的保護裝置 

3.12  
腳踏板 

用於支撐被運送人員腳的裝置 

3.13  
可達區域 

預期被運送的人員可以用手或腳到達的區域 

3.14  
約束系統 

一種用於將乘坐人員保持在座位上安全位置的裝置 

3.15  
跨襠式安全帶 

一種設置在被運送的人員兩腿之間以防止乘坐人員向前滑行的裝置 

3.16  
乘員艙 

內部空間包括內部空間及其內部裝飾襯墊、用於運送人員的座椅和長凳。 

3.17  
車輛特定的空間軸系統 

空間軸系統與避震的車輛質量綁定，其 x 軸和 y 軸位於水平面上，x軸平行於行進方向，y 軸垂直於車輛縱向中

心平面指向側面，z 軸指向上方 

3.18  
軸距 

車輛的車輪軸承點之間在平行於 x 軸方向上測得的距離；車輛停在水平地面上，車輪轉向角為零 

3.19  
輪距 

對於多輪跡車輛而言，一根單輪軸的兩個車輪的車輪接觸點之間在平行於 y軸方向上測得的距離；車輛停在水

平地面上 

3.20  
承載容器上之最大允許載重 

承載容器上，最大允許裝載貨物/人員的質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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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 

為區分不同類型的結構形式和驅動方式，本標準對載貨自行車進行了分類，如表 1 所示。 

表 1  - 分類 

 A 級 
載人 

B級 
載貨 

C級 
載人和載貨 

類型1 
(單輪跡) 

— 1A 1B 1C 

電動 1Ae 1Be 1Ce 

類型2 
(多輪跡) 

— 2A 2B 2C 

電動 2Ae 2Be 2Ce 

 

5 要求 

5.1 測試條件的測量誤差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基於標稱值的測量誤差應對應於以下參數： 

力和扭矩  0 / + 5％ 

質量和重量  ±1％ 

尺寸   ±1 mm 

角度   ±1° 

持續時間  ±5 s 

溫度   ±2°C 

壓力   ±5％ 

速度   ±10％  

5.2 表面規格 

5.2.1 要求 

零部件表面不得有尖銳物或鋒利的稜角。 

粗糙的表面不得有造成人身傷害的風險。部件表面所有可觸及區域中的外露螺紋必須永久地覆蓋，例如用帽形

螺母。 螺母和螺釘頭，如果它們突出量小於 8 mm 且沒有毛邊，則在部件表面難以觸及的區域中突出是允許的。 

若使用者自由觸及空間中的角落、稜邊和突出物突出超過了 8mm 且未被距突出物末端最遠 25mm 內的相鄰表

面所覆蓋，應進行倒角或倒邊處理。 倒角半徑或倒邊寬度必須大於 0.5 mm。 

圖 1 顯示了螺母、螺釘和允許突出的零部件的端蓋示例。 圖 2 顯示了不允許突出的零部件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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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 1  - 滿足要求的零部件示例（螺母和螺栓端蓋的示例） 

單位：mm 

 

a) 未加以覆蓋、向外突出的螺紋 

 

b) 未加以覆蓋、突出且稜邊鋒利的（固定的）設備部件 

圖 2  - 不滿足要求突出零部件的示例 

5.2.2測量方法 

應使用合適的設備進行測量。 

5.3 安全相關的緊固件的安全性和強度 

5.3.1  概述 

所有用於緊固懸掛元件的螺栓、或用於將發電機托架、煞車部件和輪罩安裝到車架或前叉上或將座墊安裝到座

桿上的螺栓都必須採取合適的保固措施，例如止動墊圈、防鬆螺母或液態螺紋防鬆膠。用於安裝輪轂和盤式煞

車器的緊固件應配備耐熱防鬆膠。 

注 1：用於安裝輪轂發電機的螺釘未包括在內。 

注 2：例如螺栓的機械和物理特性應符合 DIN EN ISO 898-1 中的規定。 

5.3.2 最大鎖緊扭矩 

載入在車把、副車把、車把手立管、座墊和座桿的螺栓連接的緊固扭矩必須比製造商推薦的扭矩值至少高 20％

但不得破壞螺栓連接。  



TBIS 79010:2021 (FDTS) 

 

11 
 

 

5.3.3 折疊式自行車的機構 

如果自行車配備有折疊機構，則必須將其設計成使得自行車能夠以簡單、耐用和牢固的方式進行鎖定以便於使

用，且在其折疊狀態期間不會對纜索造成損壞。 鎖定機構在行駛過程時不得接觸輪胎或輪圈，並且必須杜絕在

行駛時無意中鬆動或打開折疊機構。 

5.4 載重的位置 

應如此選擇承載容器或座椅的位置，使得載貨自行車在各種裝載和行駛狀態下可以安全地行駛和煞車，駕駛員

不受阻礙且視線不受限制。 如果向後方的視線受限，則請注意第 5.24 節的規定。 

要盡力爭取使得車輪載重均勻分佈和整體重心盡可能低。 

5.5 煞車系統 

5.5.1 要求 

5.5.1.1 概述 

一輛載貨自行車必須配備至少兩個可獨立操作的煞車系統。至少一個煞車器必須作用在前輪軸上，一個煞車器

必須作用在後輪軸上。煞車系統必須工作而不會卡住。 

提供了兩種測試方法來確定煞車效果。經驗表明兩種方法都是合適的並且兩者都可以使用。如果在測試跑道上

進行測試，則可以直接測量最小煞車減速度，此時上升特徵曲線清晰可見。在替代測試方法中，在一台測試設

備上測量煞車力，並且根據這些測量值來計算煞車效果的值。煞車器上升的特性曲線可由線性測量來確定。最

後通過簡單的行駛檢查來檢查自行車在測試跑道上煞車停車是否穩定和安全。 

耐熱性試驗必須強制進行。在試驗臺上進行測試可以使用獨立隔離的煞車器元件在實際的軸載重大小下進行。 

第5.7節（停車和縱向穩定性）中描述了對鎖定功能的要求。 

無論測試方法如何，都必須滿足表2、表3和表4中所列的要求。 

注：參見ISO 4210-4：2014，4.6.5.7，第h點），測試方法 – 在測試跑道上進行簡單檢查。 

5.5.1.2 測試跑道上的測試方法 

適用5.5.1.1中的一般性要求。 

a）、b）和c）項要求必須滿足。 

a）在測試跑道上進行試驗時，載貨自行車應滿足表2中列出的滿載和空載條件下的要求。 

在測試路段上進行測試時，根據製造商的規定，載重自行車在滿載和卸載狀態下都必須滿足表2所列出的

要求。由於根據設計和負載條件的車軸負載分配，不一定必須使用前輪煞車器來達到載重自行車的最高煞

車減速度，因此煞車效果較高的車軸最小煞車減速度就可以被採用。 

為了不超過運輸和貨運自行車的許可總重量，在裝載人員及/或貨物時，必須將運輸和貨運自行車的空重以

及（80±5）kg的騎車者重量從許可的總重量中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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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負載不止一個時，則依上述所確定裝載物的負載重量必須根據製造商指定的最大單個負載按比例來分

配。 

表2 –載貨自行車軸作用區域的煞車減速度的最小值 

自行車類型 使用條件 
 

適用範圍 
最小煞車減速度 

a min 

 

載貨自行車 
 

乾燥 前輪煞車 3.4 m/s2 

潮濕 前輪煞車 2.2 m/s2 

乾燥 後輪煞車 2.2 m/s2 

潮濕 後輪煞車 1.4 m/s2 

 

b）載貨自行車應考慮其可能的適用場合和可能的駕駛員駕駛能力，因此須具有穩定、安全的煞車性能。在測

試跑道上進行測試時，自行車穩定、安全的煞車特性可理解為：在所要求的路徑規範內煞車時不應發生以

下情況： 

1) 搖晃加劇； 

2) 鎖緊前輪； 

3) 由於過度打滑導致自行車失控，導致騎車者將腳踩到地面上來試圖重新控制車輛，或者偏離多車軌

載重自行車煞車距離的5％以上。此時不得進行主動導正方向。 

 
對某些煞車系統無法完全防止車輪在煞車時打滑。只要不發生 3）中提到的情況，就可以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 

倒踩煞車器必須另外通過 ISO 4210-4：2014，4.6.4 的線性測試。 

c）對於載貨自行車：為確保在潮濕和乾燥條件下煞車時的安全性，潮濕條件和乾燥條件下的煞車效果之比必

須大於 4:10。 

該比率的計算方法可參見 ISO 4210-4：2014，4.6.3.11 中 c）點關於測試跑道的規定內容。 

5.5.1.3 試驗台的要求和測試方法 

適用5.5.1.1中的一般性要求。 

a）和b）項要求必須滿足。 

a）對最小煞車力的要求 

為了測試車軸上的煞車力，如 5.4.2.2.1（最小煞車力）中所述，將車輛的重量減小到實際使用過程中分佈在相

應軸上的實際軸載重。 在試驗期間，載貨自行車必須符合表 3 中列出的要求。 最小煞車減速度在 5.4.1.2 的表

2 中列出，用於計算減小的最小煞車力。 對於多輪跡載貨自行車，適用作用於整根車軸的最小煞車減速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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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 對載貨自行車最小煞車力的要求 

自行車類型 使用條件 適用範圍 最小煞車力FBr 

載貨自行車 

乾燥(tr) 
前輪煞車 𝐹Br = 𝑚ges ·3.4 m / s2 

後輪煞車 𝐹Br = 𝑚ges ·2.2 m / s2 
 

潮濕(na) 
前輪煞車 𝐹Br = 𝑚ges ·2.2 m / s2 

後輪煞車 𝐹Br = 𝑚ges ·1.4 m / s2 

 

其中： 

𝑚ges 載貨自行車的最大允許總重量； 

𝑎min 最小減速度，單位為 m / s2。 

對於載貨自行車適用以下規定：為確保在潮濕和乾燥條件下煞車時的安全性，潮濕條件和乾燥條件下的煞

車效果之比必須大於 4:10。 

該比率的計算方法可參見 ISO 4210-4：2014，4.6.5.7 中 g）點關於測試台的規定內容。 

 

 

b）耐熱性要求 

各輪組上的所有煞車器都應滿足耐熱性要求。如果 各輪組上的各個煞車器皆相同，則只需要測試其中一個

煞車器即可。 

將煞車系統冷卻至室溫後，必須達到表 3 中列出 FBr所需的最小煞車力。 

在測試過程中，煞車把手和車把手之間的距離不得低於 3 mm。煞車操作力不得超過 180 N。 

最後，必須對各零部件進行目視檢查。不允許出現裂紋（例如煞車夾器與碟盤）、塑化、其他永久性變形、輪

胎壓力損失或輪胎損壞以及低於規定的磨損極限。在允許調整的情況下，可調整區域不得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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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測試 

5.5.2.1 測試跑道上的測試方法 

適用 5.5.1.2 的要求，在滿載和空載條件下，煞車減速度都必須滿足表 2 中列出的要求。 

5.5.2.1.1 煞車器釋放 

在每次開始煞車效果測試之前，所有駐車煞車器都必須釋放。 

 

圖3  - 駛入煞車區域示意圖 

車輛的各組煞車必須逐個地進行煞車測試。 

對於前輪和後輪，應選擇 12.5 km / h 至 25 km / h 之間的合理行駛速度。到達起始線後開始煞車過程（參見圖

3）。 

煞車預力需為 70±5N 或更小，如果拆除煞車元件的車輪。於煞車過程中不允許發生煞車預力的情況。 

煞車器可進行最多 25 次反復測試進行磨合，或者必須能確保摩擦面具有可靠的煞車性能。完成煞車過程前後

煞車距離必須盡可能恒定。如果最後 5 次煞車操作的煞車距離的平均值變化不超過±10％，則可視為滿足要求

的。 

5.5.2.1.2 測試方法 

煞車測試應選擇 12.5 km / h 至 25 km / h 之間能達到的最大初始速度進行。初始速度應進行記錄。 

在煞車測試期間，操作力不得超過 180 N；必須採用合適的方式進行記錄。 

必須採用合適的方式記錄最小煞車減速度。為此，應選擇使用一個記錄系統（精確度在±1％以內）。 

在煞車測試期間，多輪跡載貨自行車駛離行駛車道線不超過煞車距離的±5％。同時，不允許出現反向轉向。 

必須將載重安放在製造商根據第 5.19 節（承載容器和固定的要求）規定標記出的承載容器，直到達到製造商規

定的質量為止。最大質量在第 1 章（適用範圍）中進行了定義。在這種情況下駕駛員也被視為負載。 

可在 ISO 4210-4：2014，4.6.1 節中找到並使用測試過程（乾燥和潮濕條件  ）的詳細說明。如有對載貨自行車

而言不適用的描述仍使用當前標準的描述。測試臺上的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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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測試台上的測試程序 

5.5.2.2.1 最小煞車力 

a）為替代駕駛員的體重，應在座椅上居中施加80 kg的試驗載重。載重必須按照第5.19節（對承載容器和固定

的要求）放置在製造商規定的承載容器。應這樣選擇並使用放置在座椅表面上的試驗載重，要求其不超過

座椅表面和承載容器表面300 mm的高度。 

在試驗臺上進行試驗之前，必須確定載貨自行車每根車軸上承受的載重，以確定最大允許總重量。為此，

將載貨自行車的每個輪子各自放置在一個天平秤上，從而確定每根軸的負載。任何與軸相關的後續測試都

將使用其軸載重而不是總質量進行。載重的質量在測試過程中可以去除。 

測試車輪之載重必須垂直向下，以保證在測試期間車輪不發生滑移。為此所需的力可以施加在自行車（輪

軸，腳踏軸承，座桿等）的任何地方，條件是施加力必須垂直向下。 

b) 煞車系統必須根據製造商的說明進行調整，並根據ISO 4210-4：2015進行煞車。 

c）軸載重的換算係數（用於可能的類似情況）應根據以下公式進行計算： 

𝑘AL=𝐴L/𝑚ges           （1） 

其中： 

𝑘AL 軸載重的換算係數； 

AL 分佈在相應軸上的實際軸載重； 

𝑚ges 載貨自行車的最大允許總重。 

如果乾燥條件下煞車效果測試安排在潮濕條件下煞車效果測試完成後進行，則可以更換煞車盤和煞車襯片。

為了獲得滿足要求的結果，建議您這樣做。 

d）可在ISO 4210-4，4.6.5節中找到並使用測試過程（乾燥和潮濕條件  ）的詳細說明。如有對載貨自行車而言

不適用的描述仍使用當前標準的描述。 

不允許在測試（乾燥條件）期間進行冷卻。 

在測試臺上進行的測試不能通過地面輪或通過皮帶來測量出單個煞車力來計算方法算出煞車距離。 

前輪和後輪應分別測試。 

e）乾式測試 

對於手動煞車器，在測試自行車時向其施加足夠的垂直力以防止車輪在測試期間滑移，然後將測試裝置的

驅動器加速至指定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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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以20 N的間隔將操作力從40 N提高到180 N。如果已達到所要求的先前算得的最小煞車力，則應視為成

功終止測試。如果車輪被鎖死，煞車器超載保護被啟動或煞車桿接觸車把，則不能再進一步增加操作力。對於

每個操作力，在1分鐘內進行三次測量。必須遵守圖4所示的時序。在施加下一個更高的操作力之前，煞車器必

須冷卻1分鐘。 

使用的操作力必須位於規定操作力的±10％範圍內。操作力的施加必須根據ISO 4210-4，4.2.2之要求進行。施

加的操作力必須以±1％的精度記錄，並且必須在煞車開始後0.5秒內達到其完全的效果。 

對於操作力的每個級別，所記錄的煞車力應持續3±0.2秒。記錄煞車力時應記錄該測量期間的平均煞車值。 

 

圖例 

F 煞車力 
1 操作力F1 
2 操作力F2 
t 時間 
a 啟動階段 
b 暫停 

圖4  - 2個測量區塊的流程圖示例 

f）濕式測試 

測試的實施必須符合5.4.2.2 中第e項的規定並增加以下內容：煞車系統的潤濕必須在煞車開始前5秒內開始，

並持續到測量過程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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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濕噴嘴應根據ISO 4210-4的要求進行安裝。 

在測試臺上進行測試時，應根據ISO 4210-4：2014，4.6.5.3滿足線性度的要求來確定穩定、安全的煞車停

止特徵值，以及根據ISO 4210-4：2014，4.6.5.7，第h點要求對測試跑道進行簡單測試。 

5.5.2.2.2 耐熱性（WSF） 

本試驗採用表4中的煞車能量E進行。由車輪和輪胎組成的測試單元和煞車器被安裝在一套測試設備上，速度Br

（WSF）為12.5 km/h±5％。測試時應使用具有新的煞車套件、功能上正常的煞車系統。 煞車系統必須按照製造

商的規格進行設置，並按照ISO 4210-4：2015-01規定進行煞車。 

在考慮到有效載重 AL的情況下，耐熱性在單一輪上進行測試。 表4中的煞車能量根據以下公式計算。 

煞車力應按下式計算： 

𝐸⋅𝑐 = 𝐹Br（WSF）⋅𝑣BR（WSF）⋅𝑡 

其中重量係數c表示有效的軸載重： 

𝑐=𝐴L/𝑀 

其中： 

𝐹Br（WSF） 煞車力，單位為牛頓； 

AL  載重，單位為kg； 

𝑎min  最小減速度，單位為m/s2； 

M   100 kg（表4中 55 Wh對應於100 kg載重）; 

𝑣Br（WSF） 測得輪胎外緣圓周速度，單位為m/s （即12.5 km/h = 3.472 m/s）; 

t  每個測試週期的持續時間（中斷除外）（即15 min= 0.25 hr）; 

c                          重量係數 ; 

E  總煞車功率，單位為瓦。 

在試驗臺上進行測試可以使用獨立隔離的煞車器元件在實際的軸載重大小下進行。 

表4  - 總煞車功率值 

自行車類型 
總煞車功率 E 

[Wh] 
載貨自行車 55 

 

耐熱性測試應進行兩次，如圖5所示。 待煞車器冷卻至室溫後重複該循環測試內容。 

在測試循環內不允許調整煞車器。 允許在循環1和循環2之間的冷卻階段中重新調整煞車器。 以下情況適用：

非自調整系統應根據製造商的規格進行調整。相應地可自調節系統應確認測試開始之前已完成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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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熱測試過程的煞車力 

 
最小煞車力，以牛頓為單位 

 暫停直到煞車器達到室溫為止 

 時間 

 作用力 

 煞車 

 暫停 

 煞車力的確定 

 

圖5  - 耐熱性循環的示意圖 

在釋放煞車器的情況下進行3次每次5分鐘的穩定速度煞車後，在達到室溫後進行為時3±0.2秒的煞車力測試。

要達到的煞車力可根據表3計算而得。 

使用FBr (WSF)，即與穩定速度煞車時相同的力，完成每5分鐘穩定速度煞車後釋放煞車器。 

在測試過程中，煞車手柄和車把手之間不得發生接觸。驅動力不得超過18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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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多輪跡載貨自行車的傾翻穩定性（類型 2） 

5.6.1 多輪跡載貨自行車的靜態傾翻穩定性 

5.6.1.1 要求 

在按照5.5.1.2進行試驗過程中，不得出現任何輪子有離開地面的情況。 

5.6.1.2 測試方法 

試驗應在一個斜率至少18％（10.2°）的傾斜表面（α，參見圖6）上進行。 

試驗應在座桿於最低插入深度的情況下進行。 

應這樣選擇並使用放置在座椅表面上的試驗載重，要求其不超過座椅表面和承載容器表面150 mm的高度。 

座椅上施加50公斤，車把上左右各施加10公斤，承載平面上施加由製造商給定的最大載重。 

靜態橫向傾翻穩定性必須在所有載重條件下證明，直至每個承載區域承受相應最大載重。 

如果可以確定某載入條件在傾翻穩定性方面是最關鍵的，則證明這種載入條件就足夠了。 

 

α 傾斜角 

圖6 - 靜態傾翻穩定性 

5.6.2 多輪跡載貨自行車的動態傾翻穩定性（類型 2） 

5.6.2.1要求 

在根據5.5.2.2的測試中，在8km/h的恒定速度下，不得出現任何輪子有離開地面的情況。。 

5.6.2.2 測試方法 

試驗在平坦表面上進行轉圈行駛。 

測試跑道的直徑為10米，對多輪跡載貨自行車而言應以各個車輪的中心計量。 

試驗應在8 km/h（在圓形路徑當中或外輪上測量）的速度下進行。 

必須檢查輪胎最大充氣壓力。 

在試駕期間，測試人員必須保持直立的乘坐姿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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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從一次自由滑行開始。 

靜態橫向傾翻穩定性必須在所有載重條件下證明，直至每個承載區域承受相應最大載重。 

如果可以確定某載入 條件在傾翻穩定性方面是最關鍵的，則證明這種載入條件就足夠了。 

當行駛完整的一圈且車輪沒有明顯失去與地面的接觸時，該測試可視為通過。 

 

5.7 停車和縱向穩定性 

5.7.1 要求 

類型1和2載貨自行車必須配備一個機械式鎖定功能。該鎖定功能可以通過例如駐車架和/或駐車煞車器來實現。 

該鎖定功能必須能夠防止載入和卸載的載貨自行車在10％坡度的一個斜面上發生滾動。 

對於較大的坡度，允許採用適當的附加措施（例如車輪楔形塊）。 

試驗按5.6.2要求進行。 

5.7.2 測試方法 類型1 

5.7.2.1. 試驗條件 

載貨自行車必須處於以下狀態： 

- 載貨自行車的必須可供正常使用的狀態； 

- 輪胎應充氣至製造商為此狀態推薦的氣壓； 

- 傳動機構必須空轉，或者在自動傳動機構的情況下，處於“駐車”位置，如果有的話； 

- 如果轉向系統可以鎖定則必須將其鎖定。如果可以通過向左或向右轉動來鎖定轉向系統，則必須分別在

這兩個方向上進行測試； 

- 如果沒有安裝轉向鎖，則應按以下轉向角進行試驗： 

- 直線前進的位置; 

- 傾斜至單邊駐車架的一側（如果有的話）。 

 

5.7.2.2 水平穩定性的驗證 

5.7.2.2.1 測試區域 

測試區域應由平坦、堅硬、乾燥的水平面組成，表面沒有鬆散的建築材料例如沙子或沙礫。 

5.7.2.2.2 測試方法 

測試應分別在 

- 滿載狀態 (最大允許總重量減去騎車人（80±5）kg的重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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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載狀態（無騎車人） 

兩種情況下進行。 

試驗過程： 

1）載貨自行車立於試驗架上，駐車架折疊或處於停放位置，載貨自行車直立由駐車架支撐。 

2）移動載貨自行車以使中間縱向平面和支撐表面之間的角度增大三度（通過將載貨自行車繼續往垂直方

向移動）。 

3）移動時不應導致駐車架自動折疊或返回到行駛位置。 

5.7.2.3 在傾斜平面上驗證 

5.7.2.3.1 試驗設備 

- 此測試需使用一個試驗平臺。 

- 停車平臺必須有一個堅固、平坦的矩形表面，載貨自行車可以放在該表面上，而不會導致表面明顯地彎

曲。 

- 停車平臺的表面必須具有足夠的防滑性能，以便在俯仰和傾斜測試期間載貨自行車不會從支撐表面滑落。 

- 停車平臺必須設計成可以橫向傾斜和縱向傾斜。 

5.7.2.3.2 測試方法 

- 載貨自行車與駐車架一起立於停車平臺上，如果是中央支架則打開或處於停車位置，載貨自行車可以靠

在支架上。 

- 根據表4將停車平臺以最小的傾斜角放置，然後分別以縱向向上/向下傾斜。 

表5  - 表面斜度/表面傾斜角 

側傾 
翻斗支架/中央支架 

斜度  傾斜角 

側傾 （向左和向右） 8 % 4.6° 

縱向向下傾斜 10 % 5.7° 

縱向向上傾斜 10 % 5.7° 

參見圖7。 

 

- 如果載貨自行車立於中央支架和僅一個車輪停在傾斜的平臺上，則在該位置進行中央支架測試。 如果載

貨自行車立於中央支架停在傾斜的停車平臺上，並且前輪或後輪都可以與支撐表面接觸，則測試必須進

行如此，即載貨自行車僅能立於中央支架和後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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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停車平臺按照表4中所示的角度傾斜，則載貨自行車必須保持不易翻倒的狀態。 

- 或者, 在載貨自行車放置在其位置之前，停車平臺可以在所要求的範圍內傾斜。 

 

a) 橫向傾斜 

單邊傾斜腳架 
b) 橫向傾斜 

雙邊中立腳架  
c) 縱向傾斜 

上行與下行 
 

圖7  - 停車的傾斜角度（自行車駐車示例） 

5.8 轉向 

5.8.1 要求 

5.8.1.1 概述 

對於類型1車輛（單輪跡），轉向總是由前輪實現，對於類型2車輛（多輪跡）則有不同的轉向形式。 

對於類型1車輛，可以區分為直接前叉轉向（其中前叉的前轉向管與普通自行車一樣直接連接到車把）以及間

接前叉轉向（其中轉向前叉通過連桿或鏈條或鋼纜在空間上與分離的車把相連接）。 

對於類型2車輛，前輪或後輪均可以轉向。 

圖8中給出了配有三個車輪的多輪跡車輛的一覽圖。原則上，這些結構形式在配有四個車輪的車輛中也有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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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盤轉向 

 

後輪轉向 

 

前叉轉向 

 

轉向節轉向 

1 行駛方向 

圖8  - 載貨自行車的轉向系統 

5.8.1.2 車把手的尺寸 

除非國家法規另有規定，否則車把手的總寬度必須介於350 mm和1 000 mm之間。 

 

5.8.1.3 握套與端塞 

5.8.1.3.1要求 

車把的末端必須配有握套與端塞。在按照5.8.1.3.2和5.8.1.3.3的方法進行試驗時，握套與端塞應能承受個別設

定的拉脫力。 

 5.8.1.3.2 冷凍試驗 

將裝有握套與端塞的車把在常溫條件下浸入水中1小時，然後置於冰箱中，直至溫度低於-5°C。從冰箱中取出

樣品，當溫度達到-5°C後，沿握套與端塞拔出方向上施加一個70 N的力，如圖7所示。保持該拉力，直到車把

的溫度上升達到+ 5°C的溫度。允許在車把端塞上開啟一個開口用於安裝試驗緊固裝置，前提是該開口不會影

響車把端塞在車把上的位置，且在測試期間緊固裝置不會觸碰到車把。 

5.8.1.3.3 熱水試驗 

將裝有握套與端塞的車把手樣品浸入溫水（60±2）°C中並保持1小時。將樣品從溫水中取出，在室溫下自然放

置30分鐘後，沿握套與端塞拔出方向上施加一個100 N的力，如圖9所示。該拉力應保持1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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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車把把手 
2 車把 
3 牽引裝置 
4 拉環 
5 距離 
注意：拉環可以拆分。 

圖9 – 用於握套與端塞的拉動裝置示例 

 

5.8.1.4 轉向穩定性 

轉向裝置必須能夠自由地從中心位置向每側至少轉過轉向角θ1，經過正確調整後，轉向軸承必須均勻地自由轉

動而不會卡住或太過鬆弛。 

在轉向裝置的整個轉向行程中不得存在自由遊隙。這可通過使車把手在不同的轉向位置往復運動來檢查。 

表6  - 轉向角值 

轉向類型 前叉轉向 轉向節轉向 後輪轉向 轉盤轉向 

轉向角 
θ1 

直接轉向 
60° 

連桿或拉索/鏈條 
30° 

30° 30° 30° 

 

當騎車者坐在座墊上並握住車把把手，騎乘者和座墊處於通常位置且自行車按照製造商規格已滿載時，則包括

自行車、騎乘者和最大有效載重在內的總重量至少25％部分應由轉向軸承擔。 

注意：在有多個承載容器的情況下，應按照製造商的說明進行分配。如果沒有可用資訊，則應採用最惡劣情況

（在轉向軸上承受最小的負載）。 

 

5.8.2 轉向裝置 - 靜態強度和緊固試驗 

5.8.2.1 轉向裝置 - 側向彎曲試驗 

5.8.2.1.1 概述 

該測試適用於車把手和立管製造商或自行車整車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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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1.2 要求 

在根據5.8.2.1.3的測試中，不允許出現車把手立管組合的裂縫或斷裂。但施力點發生永久變形是允許的。永久

變形量不得大於15 mm。 

5.8.2.1.3 測試方法 

按照製造商的說明組裝車把手，並且用於組裝車把手的部件必須和正常的行駛位置對齊。 在距車把末端50mm

處沿平行於轉向軸方向施加1000 N的力，如圖10所示。 

測試力應保持1分鐘。 

 

1  最小插入深度 
2  夾塊 

圖10  - 轉向裝置：側向彎曲試驗 

5.8.2.2 車把手立管單元：前向彎曲試驗 

5.8.2.2.1 概述 

相同的車把手立管組合的測試分兩階段進行，如下文所述。 

5.8.2.2.2 要求 第1階段 

根據5.8.2.2.3的方法進行試驗時，不允許出現可見的裂縫或斷裂；另外，在施力點處測得的測試力方向上的永

久變形量不得超過10mm。 

5.8.2.2.3 測試方法 第1階段 

若立管有延伸插入豎管內徑，必須穩固地與治具以最小插入深度固定在一起；若車把立管緊固豎管外徑，也應

該固定在適合的鋼棒上，將鋼棒固定於治具上，使鋼棒突出的長度適中。 

立管與車把手的接合處施向前向下的作用力1600 N，作用力與延伸套管夾軸心45°，並維持此作用力1分鐘。停

止施力後測得永久變形量。如果車把手立管組合滿足5.8.2.2.2的要求，則應繼續進行試驗的第2階段。 

5.8.2.2.4 要求 第2階段 

根據5.8.2.2.5進行測試時不得出現明顯的裂縫或斷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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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2.5 測試方法 第2階段 

將車把手立管組合如同第一級別一樣進行安裝。將測試力逐步增加地施加在與5.8.2.2.3相同的位置和相同的方

向上，直到力達到最大值2 600 N或在施力點處和測試力方向上進行測量確定發生了50 mm的位移為止。若車

把立管沒有損壞，，則將力保持1分鐘。 

 

1 夾緊裝置 
2 粗鋼棒 

圖11  -車把手立管前向彎曲測試 

 

5.8.2.3 車把手和車把手立管 –扭轉安全測試 

5.8.2.3.1 要求 

根據5.8.2.3.2測試車把手和車把手立管之間的扭轉安全，不得發生相對移動。 

5.8.2.3.2 測試方法 

車把手應正確地安裝在車把手立管上，同時按照製造商的說明緊固。車把手立管必須和垂直的軸一起牢固地以

最小插入深度插入支承裝置中並固定。圍繞車把手立管夾緊裝置的中心軸施加80 Nm的扭矩。 此扭矩應通過在

車把兩側垂直向下地施加的力均勻分配，力應保持1分鐘。 

注意：測試力的施加可能因車把手形狀而異；圖12顯示了相關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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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mm 

 

圖例 

1  最小插入深度 

2 夾塊 

圖 12  - 車把和車把手立管 - 通過向夾塊施加力來測試抗扭曲穩定性 

5.8.2.4 車把手立管和轉向裝置 – 剛性與緊固試驗 

5.8.2.4.1 要求 

在對車把手立管和轉向軸之間的抗扭曲穩定性進行測試時，車把手立管與前叉豎管間不得發生相對移動。 

按照 5.8.2.4.2 進行測試時，車把手立管和轉向軸之間的彈性變形不得低於 7 Nm；且根據 5.8.2.4.3 進行測試時，

車把手立管與前叉豎管間不得發生相對移動。 

在測試時，車把手立管、前叉或任何轉向運動傳遞部件上不得出現明顯可見的裂縫、斷裂或可目測識別的塑性

變形。靠摩擦相連接的部件在實驗扭矩大於80Nm時發生彼此相對的位移或扭轉是允許的。如果在測試扭矩大

於80 Nm時發生這種情況，則應使相同的測試扭矩反向調整±20％，並且以最小第一次可察覺分離扭矩（即發

生第一次可察覺的扭轉或位移時的扭矩）的90％重複進行扭轉或位移。 

5.8.2.4.2 轉向剛性 

如果是前叉轉向將前叉豎管與培林等正確地安裝在車架上。將車把手立管組合前叉豎管，同時按製造商的規定

上緊夾緊機構。 

轉向裝置應固定在轉向輪的軸或輪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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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垂直於車把手立管軸線的平面內，在可能的每個旋轉方向上施加一次 50Nm 的扭矩。 每次扭矩應保持 10 秒。 

在每種情況下，分別基於正前行駛方向來測量車把的轉向角。 

注意：施加力的方式可能因車把的形狀而異；圖 13 中給出一個示例。 

5.8.2.4.3 緊固試驗 

使用 5.8.2.4.2的試驗裝置，並將轉向機構固定在轉向輪的輪軸上。 

在垂直於車把手立管軸線的平面內，在每個可能的旋轉方向上施加一次 80Nm 的扭矩。 每次扭矩應保持 10 秒。 

單位：mm 

 

1  車架/前叉組件 

2 鋼棒 

圖 13  -車把手立管和轉向裝置 – 剛性與緊固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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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動態轉向測試 

5.8.3.1 要求 

在測試期間，不得損壞開關線纜、煞車拉索和電纜。 

轉向部件上不得產生明顯的損傷。軸承不得出現明顯可見的間隙。 

5.8.3.2 測試方法 

在測試期間，往右側和往左側進行 1000 次轉向運動，直到最大可能的轉向角度出現之前。 

如果沒有轉向限位塊來限制最大轉向角，則應在距離中間位置±60°的轉角範圍內進行測試。 

允許的總重量必須是軸載的 25％。 

輪胎製造商建議的最大胎壓。 

5.8.4 車把手立管單元 - 動態測試 

5.8.4.1 概述 

對於沒有車把手立管單元的載貨自行車，取消本測試。 

5.8.4.2 測試方法 第 1 階段 

如果車把手和車把手立管不是通過例如焊接或其它永久方式連接，將用於車把手安裝的零件在一個垂直於車把

手立管軸線的平面內進行調整（參見圖 14），並根據製造商的說明將車把手安裝在車把手立管上。 

 

圖 14  -可調整車把手的調整示意 

車把手立管必須牢固地以最小插入深度插入一治具基座（符合 ISO 4210-2：2015, 4.7.3）中以固定，或根據製

造商的說明將車把手立管安裝在前叉豎管，而前叉豎管又固定在適當長度的裝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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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把手（根據製造商的說明，此把手不適用於車把手立管）上兩側距離末端 50 mm 處施加動態變化的測試

力 F6，並持續 100,000 次。同時，測試力被互為反相地沿平行於前叉豎管的軸線的方向施加，如圖 16a 所示。

表 7 中列出了這些測試力。 最高測試次數必須符合 ISO 4210-3：2014，4.5的規定。 

如果車把手立管由製造商裝配有副把手，則必須根據製造商的裝配說明安裝車把手立管，此時車把手立管應在

一個垂直於車把手立管軸線的平面內校準；然後，將反相力施加到副把手上，如圖 14 和圖 15 中 a）所示。 

單位：mm 

 

a) L > 100 b) 100 ≥ L ≥ 50  c) 50 > L  

圖15  - 副把手與車把手– 測試抗扭曲穩定性 

如果是車把手製造商表示車把手有延伸部分，則必須方式施異相力於模擬的副把手上進行測試，如圖 15b）所

示。 

如果車把手符合 ISO 4210-2：2015，4.7.7.2 的要求，則必須拆除副把手，並且在相同緊固裝置的同一單元上進

行第 2 階段的測試。 

表 7  - 車把手測試施力值 

第1階段 測試力F6 270 N 

第2階段 測試力F7 450 N 

單位：mm 

 

a) 第1階段 – 異相負載 b) 第2階段 - 同相負載 

圖 16  - 車把手/立管組 - 動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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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a）測試組裝了副把手（俯視圖） b）測試用於模擬的副把手（俯視圖） 

圖17  -包括車把手立管的車把 – 異相動態測試 

5.8.4.3 測試方法 第2階段 

在車把上兩側距離自由端 50 mm 處施加動態變化的測試力 F7，並持續 100,000 次。同時，測試力被互為反相

地沿平行於車把手立管的軸線的方向施加，如圖 17b 所示。表 7 中列出了這些測試力。 最高測試次數必須符

合 ISO 4210-3：2014，4.5的規定。 

 

5.8.4.4 轉向振顫 

5.8.4.4.1 要求 

在根據5.8.4.4.2的測試中，無論車把手是否受到刺激的情況下，載貨自行車不應伴隨著頻率和/或振幅的增加發

生振顫。 

 

5.8.4.4.2 測試方法 

駕駛穩定性測試應按如下方式進行： 

總共要測試三種情況： 

1）有駕駛員，未加載重； 
2）有駕駛員，加一半載重； 
3）有駕駛員，加全部載重。 
 

載貨自行車的允許總重量應按製造商的說明確定。 基於車輛總重量扣除自重和駕駛員的重量（80±5）kg，即

可確定允許的有效載重。 

在配備多個承載容器和最大載重的情況下，應根據製造商的說明來分配載重；如果是半載，應按比例分配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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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情況 3） 

根據製造商說明的允許總重量： 200 kg 

減去自行車重量： 40 kg 

騎手重量結果： 80 kg 

允許載重重量： 80 kg 

測試速度為 15 km/h 和 25 km/h。 

測試跑道的斜率在1％和3％之間。 

測試駕駛員以直立坐姿駕駛（座椅位置根據駕駛員調整，車把位於最高位置）。 

在測試行駛過程中，拇指與食指和把手之間的接觸必須在其中一個車把把手上進行。用另一隻手在車把上拇指

和食指之間的對面一側進行振動。這種對轉向機構的刺激在平行於車輛中心平面的水平方向上進行。將測試力

施加到車把上與車輛中心平面成90°並且盡可能位於外側的部位。 

輪胎應按照輪胎上標示的最大允許氣壓的（80±5）％進行充氣。 

測試應在鋪設瀝青筆直的行車道上進行，路面平坦、光滑。應選擇一個路段，在該路段上可以暫時保持所需速

度而不需要踩踏踏板。 

測試跑道必須乾燥。 

測試期間風速不得超過3m/s。 

在測試期間，不允許踩踏板。 

5.8.4.4.3 測量設備 

測試自行車或測試跑道應配備以下測量設備： 

a）合適的速度表（測量精度±5％），用於向駕駛員顯示速度； 

b）用於記錄速度的速度記錄儀（測量精度±2％）； 

c）用於記錄轉向裝置振顫程度的裝置（例如加速度感測器或視頻記錄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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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車架 

5.9.1 避震車架 - 特殊要求 

避震的車架必須這樣設計，使得彈簧或阻尼元件的失效不會導致輪胎接觸車架的任何部分，或者車架上已經連

接車輪的部件與其他的車架部件脫離。 

注意：參見 ISO 4210-6：2015，附錄 C。 

5.9.2 對所有車架類型的要求 

在按照5.9.3至5.9.6進行的試驗過程中，車架的任何部件都不得出現明顯的裂縫或斷裂，並且不允許避震系統的

任何部件發生脫離。 

對於複合材料車架，在測試時間內在施加測試力位置發生的最大偏移量（兩個峰值之間的跨度）與初始值相比

增加量不應超過20％（參見ISO 4210-3：2014，4.6）。 

5.9.3 車架 - 踩踏力疲勞測試 

5.9.3.1 概述  

如果是有避震系統，測試時，必須將彈簧、氣壓或避震器調整至最大避震度，如果是氣動避震器，氣壓無法手

動調整，以其他模擬的裝置取代避震器，確保模擬裝置的末端跟硬度可以精準模擬原始避震器的規格。如果避

震系統不包含車樞關節，而是仰賴彎曲效果避震，確保避震器維持最小避震度。 
如果避震系統含有可以調整的托架或連接器，讓自行車能夠根據不同地面或車體姿態調整避震力，將這些可調

整的零件調整至最大避震度。 

5.9.3.2 測試方法 

使用全新的車架與前叉組合做為測試樣品，前叉可以相同長度與相同硬度的模擬前叉代替(附錄E) 

備註: 如果使用原始的前叉進行測試，前叉可能會在過程中出現瑕疵或損壞；因此，建議可使用強度較高的模

擬前叉進行測試。將車架樣品安裝於測試治具上，前叉或模擬前叉軸心距離治具Rw（車輪的半徑 ±30 mm），

花鼓能以軸心自由轉動。將後輪軸心以堅硬垂直的支架固定於治具上，距離一樣是Rw，且支架跟軸心之間可

以自由旋轉，而支架的底部（與治具連接處）應該以球狀樞紐連結。 
在樣品上安裝曲柄、鏈盤跟鏈條組件，或者以堅硬的裝置代替車架五通，可參考圖18與以下項目a或b。 
a) 如果使用曲柄跟鏈盤，將兩邊曲柄高度都降至與地平面夾45度角的位置（精準度公差±2.0°），並將鏈條前

端固定於鏈盤上，如果三片齒盤，固定於中間者，如果有兩片齒盤，固定於較小者。將鏈條末端與後輪軸心相

連結，固定點與後輪軸心延伸線垂直。 
b) 如果使用模擬裝置（參考圖18），確保模擬裝置可以依著車架五通自由旋轉，且替代曲柄的臂有175 mm長

（長度L），且兩臂都降至與地平面夾45度角的位置（精準度公差±2.0°）。以一垂直的臂（以此臂替代鏈盤）

固定替代曲柄臂，垂直臂的固定點與後輪軸心延伸線垂直，再將具有球狀樞紐的支架固定於垂直臂兩端。垂直

臂的長度（Rc）為75 mm，與模擬鏈條的拉桿治具的結合處，其軸線應平行於距離車架的中心線50 mm。 
對踏板連接處（或其他替代的裝置）重複施向下的操作力 F1，確保操作力不損失超過 5%。施力大小為 1200 N

的測試力應進行 100 000 次，由兩側測試力交替進行組成。最高測試次數必須符合 ISO 4210-3：2014，4.5 的

規定。 

 



TBIS 79010:2021(FDTS) 
 

34 
 

 

 

 

 

圖例 

Rw 剛性支座和垂直連接件的高度 

Rc 垂直槓桿臂的長度 

L 前叉長度 

1 球狀樞紐 

2 支架 

圖18  - 車架 - 踩踏力疲勞測試 

5.9.4 車架 –水平力疲勞測試 

5.9.4.1 概述 

建議使用搭配的前叉進行測試 - 見 5.9.4。 

含避震器的前叉或後避震器元件應通過調節彈簧/阻尼單元或通過外部裝置或用合適大小的剛性接頭替換彈簧

元件來進行這樣的鎖定，使得彈簧元件按照製造商的說明或在沒有說明的情況下，進行占彈簧最大壓縮量20％

的預變形。 

5.9.4.2 測試力的確定 

5.9.4.2.1 概述 

為確定測試力，必須知道載貨自行車的總質量和重心位置。 

除非載貨自行車的重心已知，否則可以通過實驗方法來確定（見附錄 B.1）或計算得出（見附錄 B.2）。 

5.9.4.2.2 總重心的位置在遠後/下方（𝒙𝑺≥0.8Z𝑺） 

測試力 Ftest，與總質量𝑚ges:載貨自行車的最大允許總重和重心位置（𝑥𝑆/𝑧𝑆）有關，應由總煞車力（減速度為 6 

m/s2）減去作用在後輪上的煞車力的一半來算得，並四捨五入取整為 100 N，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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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  = 6 m/s2； 

g  = 9.81 m/s2； 

μ  = 0.8； 

m  𝑚ges載貨自行車的最大允許總重，單位為kg； 

WB 軸距，單位為mm； 

𝑥𝑆 前軸與總重心的水平距離，單位為mm； 

z𝑆  行車道上方的總重心高度，單位為mm。 

5.9.4.2.3 總重心位置在前/上方（x <0.8 z） 

對於最大總重量為120 kg的載貨自行車，測試力𝐹test為±500 N；如果載貨自行車的𝑚ges載貨自行車的最大允許

總重較高，則測試力𝐹test計算公式為𝑚ges·500N/120 kg。 

 

5.9.4.3 測試方法 

如圖19所示，將車架以平常的形態，以後輪輪軸固定於治具上，且可以自由轉動，，如圖19所示。應確保前、

後輪軸水平對齊。 

將動態水平測試力Ftest向 前方和向後方施加到前叉軸上並進行100,000次往復施力，如圖19所示。當施加力時前

叉固定在垂直平面中，但前叉可以自由前後移動。最高測試次數必須符合ISO 4210-3：2014，4.5的規定。 

 

1 自由滾動導輪 

2 具剛性且可轉動之後輪軸固定座 

圖19  - 車架 - 水平力的動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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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5 車架 -垂直力疲勞測試 

5.9.5.1 概述 

如果避震系統含有可以調整的托架或連接器，讓自行車能夠根據不同地面或車體姿態調整避震力，將這些可調

整的零件調整至最大避震度。；或者用剛性接頭來替換避震元件，以確保可以精確地模擬原始設計的車架安裝

和橫向剛度。 

5.9.5.2 測試方法 

將車架以平常的形態，以後輪輪軸固定於治具上，且可以自由轉動。在前叉軸心安裝合適的滾輪，讓車架受力

時可以前後自由移動。圖20中給出了一個例子。將原配的座桿或等效的治具按照製造商說明插入座管上端至最

小插入深度或75 mm的深度，並按照製造商的說明用通常的夾緊方式固定。穩固地將一延伸桿水平裝置在座桿

後側，安裝點為圖20中的H，此點與座墊連接點的中心相交；安裝點與座桿的距離為圖20中的h3，此距離應該

是座墊的最高高度，如果不知道座墊的最高高度，h3則可以設在250 mm處。 

在剛性接頭和吊桿元件的軸線交叉點後方70 mm處施加大小為1200 N、方向垂直向下的動態測試力，並進行50 

000次測試，如圖20所示。最高測試次數必須符合ISO 4210-3：2014，4.5的規定。 

單位：mm 

 

L 前叉的長度 

h3 座桿的延伸長度 

Rw 車輪半徑 

F 測試力 

圖20  - 車架 –垂直力疲勞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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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6 車架 - 在承載容器上施加垂直力的動態試驗 

5.9.6.1 概述 

如果避震系統含有可以調整的托架或連接器，讓自行車能夠根據不同地面或車體姿態調整避震力，將這些可調

整的零件調整至最大避震度。；或者用剛性接頭來替換彈簧元件，以確保可以 精確地模擬原始設計的車架安

裝和橫向剛度。 

5.9.6.2 測試方法 

如圖21所示，將車架以平常的形態，以後輪輪軸固定於治具上，且可以自由轉動。在前叉軸心安裝合適的滾輪，

讓車架受力時可以前後自由移動。 

將承載容器通過一塊合適的、尺寸為400 mm × 300 mm的壓力板，以大小為所給定的承載容器上之最大允許載

重（單位為kg）乘以重力加速度9.81 m/s2和1.5倍係數的動態測試力、按照典型的使用佈置進行100, 000次施力。

測試力應盡可能地施加在中央的兩根輪軸之間的承載容器上，或對於承載容器佈置在前輪軸前方或在後輪軸後

方的情況，則應在實際可行的情況下水平方向上盡可能遠離軸線施加測試力。 

 

圖例 

AT 輪距 

L 測試前叉的長度 

Rw 車輪半徑 

F 測試力 

圖21  - 在承載容器上施加垂直力的動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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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 車架 - 側向力的動態試驗 

5.9.7.1 概述 

當多車軌車輛轉彎時，會產生在單車軌車輛不會出現的橫向力。 

在彎路上當內輪剛從道路上抬起並且車輛以重心高度zs繞著穿過兩個外輪與地面接觸點連線傾倒時，最大的側

向力就會出現在前軸或後軸的外輪與地面的接觸點上。車輛傾倒所需的橫向加速度a1可以按照公式（5）計算

出來： 

 

其中 

a1  橫向加速度； 

l  傾覆力的有效槓桿； 

AT  軌道寬度； 

WB  輪距，以mm為單位； 

g  重力加速度9.81 m / s2。 

 

兩軌車輛中用於傾覆力的有效槓桿l相當於軌距寬度的一半(𝑙=𝐴T/2)。 但是，對於三車軌或多車軌車輛，則適

用公式（6）： 

 

其中 

xs 整體重心到前軸的水平距離，以mm為單位； 

l 傾覆力的有效槓桿； 

AT 軌距寬度； 

WB 輪距，以mm為單位。 

 

這種橫向加速度會在個別所觀察的車軸的車輪與地面接觸點的外側產生一個橫向力。這個力量（在以等速轉彎

的情況下）相當於整個車輛的靜態車軸負載（見附錄B）乘以橫向加速度。假定測試力為最大力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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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2 要求 

對於多輪跡車輛，應對前輪和後輪的懸架進行動態測試。對於對稱設計的結構僅測試一側便已足夠。 在依照

5.8.7.3進行測試時不應在車架或懸架的任何部位上出現任何可見的裂縫或斷裂。 

5.9.7.3 測試方法 

施加在每個待測試車輪懸架上的測試力𝐹Qdyn將通過一根合適的、可圍繞相應輪軸自由旋轉、長度對應於車輪

半徑的長度r的槓桿在垂直於行駛方向的方向上動態地施加，超過100,000次。 在這種情況下，應該水平地支撐

另一根軸的車輪懸架和腳踏軸承。 

在同一軸上的相對的車輪懸架必須由類似的槓桿支撐，該槓桿在模擬的車輪與地面接觸點處必須具有旋轉自

由度。 
 

 
  
其中 
FQdyn  動態測試力； 
m  𝑚ges載貨自行車的最大允許總重，以kg為單位； 
g 重力加速度9.81 m / s2; 
xs 整體重心到前軸的水平距離，以mm為單位； 
zs 高於路面上方的總重心的高度，單位為mm； 
WB 輪距，以mm為單位； 
AT 軌距 
l 圍繞傾覆軸的有效槓桿； 
r 車輪半徑。 

(8)  vorne  正面的(前輪) 
(9)  hinten 後面的(後輪) 
 
※ 圖22中僅列出前一後二的結構型式， 未列出前二後二或前二後一型式的測試力計算方式，前二後二或前二

後一型式是否同樣依照算式(8)、(9)來計算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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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m 𝑚ges載貨自行車的最大允許總重，單位為kg 

AT 輪距（axle track） 

l 圍繞傾斜軸的有效槓桿（leverage） 
 

圖22 - 俯視圖 - 三輪跡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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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m 𝑚ges載貨自行車的最大允許總重，單位為kg 

FQdyn 側向測試力 

 
圖23 - 側視圖 - 多輪跡載貨自行車 

 

圖例 

FQdyn 側向測試力 

圖24  - 俯視圖 -三輪車的試驗裝置 

5.10 前叉 

5.10.1 概述 

在5.10.3、5.10.4和5.10.5進行的強度試驗中，避震前叉應通過調節彈簧/阻尼單元或通過外部裝置來進行這樣的

鎖定，使得前叉按照製造商的說明可以在正常行駛條件（無道路衝擊）下使用或在沒有說明的情況下，進行占

彈簧最大壓縮量的20％的預變形。 

5.10.2 軸和車輪的安裝 

用於接收前叉前軸的溝槽或其他裝置必須進行如此校準方向，使得當軸或錐體定位在槽的端部時，前輪在前叉

中心地延伸。當將軸或錐體安裝在槽的末端時，前輪可在前叉中心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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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 前叉 - 靜態彎曲測試 

5.10.3.1 要求 

在進行 5.10.3.2 中規定的測試時，前叉的任何部分不應出現任何斷裂或可見的裂縫，並且永久變形（以車輪軸

相對於叉形柱頭軸的位移進行測量）不應超過 10 mm。 

5.10.3.2 測試方法 

前叉按附錄 C 進行安裝。將前叉安裝於可轉動的荷重裝置上，（參見圖 25）。 位移量錶應安裝在受荷重裝置

上方，用於測量前叉測試過程中前叉垂直方向的永久變形。 

 

圖例 

1 位移量錶 

2 受荷重裝置 

3 剛性支座，包括轉向頭支撐 

圖 25  - 前輪叉 - 靜態彎曲試驗 

沿垂直方向在受荷重裝置平面上施加大小為 100N 的靜態預載力。 重複此過程，直到獲得比較穩定一致的位移

讀數。 然後，將位移測量裝置歸零。 

將靜態力增大到 F5並保持 1 分鐘，然後應將力減小到 100N 並檢查記錄可能的永久變形。 

測試力 F5可基於總質量 m ( 𝑚ges載貨自行車的最大允許總重，單位為 kg)按如下計算公式得到： 

 

5.10.4 前叉 -彎曲疲勞和後向衝擊試驗 

5.10.4.1 通則 

如果前叉與車架一起進行疲勞試驗（水平方向測試 力依照5.8.4規定）未出現明顯的開裂或破損，則可以省略

前叉的彎曲疲勞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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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2 要求 

在進行 5.10.4.2 中規定的測試時，前叉的任何部分不應出現任何斷裂或可見的裂縫。 

在進行 5.10.4.4.2 測試方法 2 時，以非焊接形式的結合部位不應出現任何相對移動。 

對於複合材料前叉，在測試時間內在施加測試力位置發生的最大偏移量（兩個峰值之間的跨度）與初始值相比

增加量不應超過20％（對於非避震前叉，若為避避震前叉則為40%）（參見ISO 4210-3：2014，4.6）。 

5.10.4.3 測試方法 

前叉按附錄C進行安裝，如圖26所示。 

 

圖例 

1 旋轉的載重傳遞裝置 

2 剛性支座，包括車頭培林 

圖 26  - 前叉 - 動態彎曲測試 

動態變化的力𝐹Test在車輪平面內並垂直於叉形柱頭管方向上通過一個載重傳遞裝置施加到前叉端滾輪上，並完

成 100,000 次 。 

與重心位置和最大允許質量相關，FTest測試力的確定方式與車架動載重試驗的水平測試力相同（參見 5.9.4.2）。 

若在測試時間內在施加測試力位置發生的最大偏移量（兩個峰值之間的跨度）與初始值相比增加量超過了20％

（對於非避震前叉，若為避震前叉則為40%）（參見ISO 4210-3：2014，4.6），則該測試可以終止。 

在完成 100,000 次後停止測試，並應仔細檢查樣件是否破損。如果發現斷裂，則終止測試。 

如果樣件完成了100,000次未超過上述規定的最大偏移量也未發生斷裂的情況，則可根據ISO 4210-6：2015，

5.4.1 MTB 的要求進行衝擊試驗。 當落錘下落在前叉端滾輪上靜止後，測量前叉端滾輪下方的永久變形，並仔

細檢查樣件是否發生斷裂。 

5.10.4.4 前叉 - 後向衝擊試驗 

5.10.4.4.1 測試方法 1 

前叉按附錄 C 進行安裝，如圖 27 所示。在前叉中安裝一質量小於或等於 1 kg且尺寸滿足圖 28 所示數值的測

試端滾輪。測試端滾輪受衝擊表面的硬度必須至少為 60H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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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22.5±0.1）kg的落錘應如此衝擊位於前叉筒中的測試端滾輪，使得載重沿著與行進相反的方向施加在車

輪平面內。 在試驗端滾輪下方安裝一個偏轉測量裝置，紀錄滾輪與前叉的垂直位置。。 

在拆除位移量錶後，將落錘提高到600mm的高度並控制其如此下墜，使其在前叉預彎曲的相反方向上撞擊測

試端滾輪輥。 預計此試驗端滾輪輥會彈回原位。 當落錘下落到測試端滾輪輥上靜止後，測量滾輪輥體下方的

永久變形。 

注：參見ISO 4210-3：2014，附錄B. 

 

 

圖例 

1 質量較小的測試端滾輪輥（最大1 kg） 

2 22.5千克落錘 

3 剛性支座，包括轉向頭支撐 

4 向後衝擊方向 
 

圖27  - 前叉：後向衝擊測試 

單位：mm 

 

圖例 

1  輕滾輪（最大1 kg） 

圖28  -輕滾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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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4.2 測試方法 2 

施一力矩80 Nm於樣品上，持續1分鐘，任何前叉豎管可以旋轉的方向都必須施力。 圖29中給出了一個實驗裝

置的典型示例。 

 

圖例 

1 前叉 

2 前叉支承裝置（以轉向頭管的形式） 

3 剛性支座 
4 試驗適配器 
 

圖29 -前叉扭轉力測試（典型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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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5 使用輪轂或碟式煞車器的前叉 

5.10.5.1 要求 

在進行 5.10.5.2 和 5.10.5.3 中規定的測試時，應按照動態測試 - 靜態測試的順序對單個樣件進行。前叉的任何

部分不應出現任何斷裂或可見的裂縫，並且永久變形（以車輪軸相對於叉形柱頭軸的位移進行測量）不應超過

5mm（對於非避震前叉，若為避震前叉則為 10mm）。 

5.10.5.2 使用輪轂/盤式煞車器的前叉 - 煞車器底座的動態測試 

前叉應根據附錄C通過一個常規的軸承以轉向頭管的形式安裝在裝置中。在一前叉軸端上需固定一個已支承可

旋轉的軸端治具，如圖28所示。該治具同時用作長度L2的扭矩支承（參見表8）和用作煞車器固定點的合適支

點。 

動態力與載貨自行車總質量m  (𝑚ges載貨自行車的最大允許總重)單位為kg相關，其計算公式如下： 

 

試驗力應朝向後方重複20000次作用在垂直於前叉豎管軸線方向（如圖30所示）的前叉末端。最高測試次數必

須符合ISO 4210-3：2014，4.5的規定。 

表8  - 不同車輪直徑下的前叉長度 

車輪直徑 20"  24“  26“  650b  29“ 或 700c  

前叉長度，L2  254  305  330  349  368  

  

5.10.5.3 使用輪轂/盤式煞車器的前叉 - 靜態煞車力矩測試 

車前叉應根據附錄C通過一個常規的軸承以轉向頭管的形式安裝在裝置中。在一根車前叉軸端上需固定一個已

支承可旋轉直線形的適配器軸端治具，如圖28所示。該適配器治具同時用作長度L2的扭矩支承（參見表8）和

用作制動煞車器固定點的合適罩蓋支點。如果車輪尺寸未在表8中列出，則長度L2必須等於車輪直徑的一半。 

位移測量裝置應安裝在前叉的輪轂軸上，用於測量前叉在垂直於前叉豎管方向和車輪平面內的偏轉和永久變形。 

應在扭矩支承的端部沿垂直於前叉豎管軸線方向和車輪平面內施加一個大小為 100N 的靜態反向預加力。重複

此過程，直到獲得比較穩定一致的位移讀數。 然後，將位移測量裝置設定為零。 向後的力 F =·m·g 應沿垂直

於前叉豎管軸線方向和車輪平面內施加在前叉上。力應保持 1 分鐘，然後應將力減小到 100N 並檢查記錄可能

的永久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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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1 剛性支座，包括轉向頭支撐 

2 煞車器固定點 

3 力臂治具 

L2 車輪叉長度 

F7 測試力 

圖30  - 使用輪轂/盤式煞車器的前叉 - 靜態煞車扭矩測試 

 

  

5.11 車輪和車輪/輪胎單元 - 載貨自行車動態測試 

5.11.1 要求 

在根據5.11.2.1和5.11.2.2進行測試時，車輪的任何部分都不得出現斷裂、鬆脫或肉眼可見的裂縫。不允許由於

車輪導致輪胎或內胎（如果有的話）破損導致的輪胎氣壓損失。未損壞的輪胎必須保留在輪圈上。 

5.11.2 測試方法 

5.11.2.1 類型1 

對於類型1，測試應按照ISO 4210-7：2014，第4節和附錄A進行。 

5.11.2.2 類型2 

測試分兩個級別在同一單元上進行，如下文所述。 

圖31中給出了測試佈置的一個示例，其中車輪軸被夾在兩根擺臂的自由端之間，當輪胎在跳塊之間接觸地面輪

時，兩根擺臂在水平方向上延伸。對於單側懸掛的輪組，應對測試佈置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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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 

1 作用在軸上的合力 

γ 考慮到橫向力的外傾角 

h 跳塊高度 
 

圖31  - 車輪/輪胎單元 - 多輪跡載貨自行車的動態測試 

5.11.2.2.1 測試方法 第1階段 

將車輪、外胎、內胎（如果需要）完整組裝，並充氣至最大胎壓的90%。 
將輪組安裝至固定治具，透過輪軸使輪組受力達640 N。輪組可以自由垂直跳動於裝有跳塊之地面輪上。輪組

軸心與地面輪的軸心必須垂直於同一條線上。 
測試的安裝範例請見圖A.1，地面輪的尺寸必須介於500 mm到1000 mm之間，地面輪上之金屬跳塊的寬度則為

50 mm± 2.5 mm，厚度10 mm ± 0.25 mm，且邊緣圓滑呈45°。跳塊與跳塊之間的距離不得小於400mm。 
以25 km/hr (±10 %)的切線速度轉動地面輪，讓車輪與跳塊互相撞擊500 000次。 

。車輪和轉鼓的軸線必須彼此垂直對齊，且車輪和轉鼓在同一平面內旋轉（外傾角γ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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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2.2  測試方法 2階段 

車輪/輪胎單元應安裝如第1階段中所述，使得在車輪/輪胎元件上施加大小為所述載貨自行車承受最大載重時

車輪靜態負荷的150％但至少1200 N的垂直力。車輪和地面輪的軸線必須彼此垂直對齊，且車輪在一個與地面

輪成γ角度的傾斜平面內旋轉（外傾角γ0= 15°）。 

地面輪 以25km/h（±10％）的圓周速度旋轉，讓車輪與跳塊互相撞擊250, 000次為止。 

5.12 輪罩/擋泥板 

5.12.1 要求 

適用ISO 4210-2：2015，4.12的要求。 

5.12.2 測試方法 

測試應按照ISO 4210-3：2014，4.2進行。 

5.13 踏板和踏板/腳踏曲柄驅動系統 

5.13.1 要求 

適用ISO 4210-2：2015，4.13的要求。 

5.13.2 測試方法 

測試應按照ISO 4210-8：2014，第4節的規定進行。 

5.14 傳動鏈和傳動帶 

5.14.1 要求 

適用ISO 4210-8：2014，4.4的要求。 

5.14.2 測試方法 

ISO 4210-8：2014，4.5的要求適用於拉伸力逐漸增大直至皮帶的拉伸力達到4 000 N。 

5.15 電驅動 

5.15.1 要求 

適用EN 15194：2017，4.2的要求。 

對於帶有移動可充式蓄電系統的電動載貨自行車例如燃料電池適用歐盟第3號條例/2014[2]規定。對於其他技術，

必須遵守相關的歐洲標準和法規。 

5.15.2 測試方法 

測試應按照EN 15194：2017，4.2的規定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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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 齒盤和皮帶傳動的保護裝置 

5.16.1 要求 

適用ISO 4210-2：2015，4.15的要求。 

5.16.2 測試方法 

目視檢查 

5.17座墊/和座桿 

5.17.1 墊座墊和座桿 

5.17.1.1 概述與要求 

在對避震座桿進行以下測試時，必須將避震器調整為最大阻力。測試要求如下: 

第1階段: 無避震功能:不得出現斷裂或目視可見之裂痕。有避震功能:不得出現斷裂或目視可見之裂痕，若避震

功能失效，主要零件不得分離且上下半部不得任意轉動。 
第2階段: 無避震功能:不得出現斷裂或目視可見之裂痕，測試中位移量不得大於10 mm。有避震功能:不得出現

斷裂或目視可見之裂痕，若避震功能失效，主要零件不得分離且上下半部不得任意轉動。 
5.17.1.2 測試方法 第1階段（動態試驗） 

將座桿正確地安裝於固定治具上，且調整高度在最小插入深度標記處）並緊固至自行車製造商推薦的扭矩。 

座桿安裝時應與水平面成73°傾斜角，如圖30所示。 

將延伸桿裝在安裝座墊的位置上，讓延伸桿往下往後傾，與水平面夾角10度，並且從座墊中央點到延伸桿末端

有70 mm的水平距離供測試施力，。如圖32所示。 

在前文描述以及在圖32中所示的點處重複施加1200 N的垂直向下的動態測試力F3達100,000次。最高測試次數

必須符合ISO 4210-3：2014，4.5的規定。 

單位：mm                    

 

圖例 

1 最小插入深度的標記 

圖32  - 座桿 - 動態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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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1.3 測試方法 第2階段（靜力強度試驗） 

將座桿正確安裝於固定治具上，且調整高度在最小插入深度標記處（根據ISO 4210-2：2015，4.16.2中確定）

並緊固至自行車製造商推薦的扭矩。 座桿安裝時應與水平面成73°傾斜角，如圖33所示。 

在座墊鎖緊裝置上垂直施加大小為2 000 N的測試力F4並持續1分鐘。 在整個測試過程中，應對測試力施加點的

位移進行監測。 

 

圖例 

1 最小插入深度的標記 

圖33  - 座桿 - 靜力強度測試 

5.17.2 座墊 

5.17.2.1 要求 

要求和測試適用於運送年齡7歲以上人員所用的座墊。 

在進行5.17.2.2的測試時，在施力點處不得出現肉眼可見的裂縫、斷裂或超過20 mm的變形。 

對於運送7歲以下人員（兒童）的座椅，適用第5.20節中的要求和測試方法。 

5.17.2.2 動態載重的測試方法 

座墊必須滿足表9所列要求。座椅表面不得產生裂縫，且其他部件也不得產生肉眼可見的裂縫或破損。 

測試應在一點或兩點依次進行，正如下列a）、b）或c）中所規定那樣： 
a）對於配備一個或兩個座墊的車輛， 在座位及靠背上; 
b）對於配備三個座椅的車輛，在2個相鄰座位和靠背上; 
c）對於配備四個座椅的車輛，在一端的座椅和靠背上以及兩個中央座椅和靠背中的某一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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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測試過程中，未作要求受力的座墊必須承受750 N的力。測試力必須施加在座椅的負載點。此要求也可以通

過載入80 kg的重量來實施。 

座墊的施壓治具（見圖35）作用在座椅的中心。 

靠背的施壓治具（見圖34）施加在靠背的中心位置，或在靠背的頂部下方100 mm處，以較低者為准。 

 已確定的力（F）由座墊的施壓治具來施加，如上面a），b）或c）中的規定。 

保持該力，並將規定的測試力朝向後方、與靠背成直角施加到靠背上。 

然後，首先從靠背然後從座椅上卸下兩個負載。這是一個測試的週期。 

要以適當的循環次數施加載重。 

5.17.2.3 靜載重測試方法 

對於所有可調節靠背而言，測試力應施加在最直立的位置。座椅的施壓治具作用在座椅上。 

使用施壓治具對以下座位區域進行測試： 

- 對於配備一個座椅的車輛，在座位上; 

- 對於配備二個座椅的車輛，同時在2個座位上; 

- 對於配備三個座椅的車輛，同時在2個相鄰座位上; 

- 對於配備四個以上座椅的車輛，同時在一側的兩個座椅上以及中間兩個座椅上。 

在測試過程中，沒有使用到的座椅必須承受其最大允許的力。該力必須施加到座椅表面上的負載點。該應力也

可能由適當的質量來代替。 
 
座椅的壓力重物要施加在座椅的中間。 
 
靠背的壓力重物要施加在靠背的中心或靠背頂部邊緣下方100mm處，以較低的點為準。 

測量值列於表9中。 

表 9  - 座椅測試的值 

測試  測試參數 

座椅和靠背的 
耐久性測試 

負載變化 

(次數?原文用字與疲勞次數不同) 
25 000 

下坐力 
允許最大負載 

kg × 9.81 m/s2 

座椅和靠背的 
靜載荷測試 

下坐力 最大允許載荷的1.6倍 

kg × 9.81 m/s2 10·10 s(±2 s)+1·30 min(±10 s) 

靠背力 最大允許載荷的0.5倍 
kg × 9.81 m/s2 10·10 s(±2 s)+1·30 min(±10 s) 

10·10 s(±2 s)+1·30 min(±10 s): 是否為10次 x 10秒(±2秒)的短暫施力 + 1次 x 30分(±10 秒) 的長時間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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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34  - 用於靠背的施壓沖頭 

單位：mm 

 

圖35  - 用於座椅的施壓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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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輻條護罩（侵入保護） 

5.18.1 載人和載貨自行車的可達區域 

將最大可用的測試假人固定在載人自行車的座位上。自行車輪蓋的所有可拆卸部件都應拆下。測試中必須使用

固定到肩部和大腿的測試臂和測試腿，用於檢查載人自行車的哪些零部件可能被觸碰到（參見圖36）。 測試

假人的設計應符合附錄A的規定。 關於試驗臂和測試腿的尺寸，請參見表A.1。 

測試肢體兩部分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應彎曲超過90°。 測試腿的任何部分都不得超出穿過B點的垂直平面。 

所有可能的座椅位置都應被使用。 

 

圖36  - 確定可達區域的大小範圍 

5.18.2 危險的邊緣和凸起 

5.18.2.1 要求 

在任何情況下，載人自行車的所有可觸及的邊緣和凸起必須經倒圓或倒邊處理，且無毛刺。 

載人自行車的所有表面必須無毛刺且沒有鋒利的邊緣。 

5.18.2.2 測試方法 

所有危險的邊緣和凸起都必須進行目視檢查和觸摸檢查。 

5.18.3 橫切點和擠壓點 

在車輛行駛時, 行車道和載人自行車的任何相對於載人自行車移動或旋轉的部件均不得處在可達性區域內。在

可達性區域內，移動部件之間不得有彼此小於12mm間距的橫切點或擠壓點，除非在載人自行車安裝以供使用、

折疊或對齊時發生移動（例如在調整靠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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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達性區域內的所有部件的邊緣和端部（參見5.18.1）應按照5.18.2規定進行倒圓角，除非邊緣或端部與相對表

面之間的距離始終小於5 mm。 

應使用5.18.1中描述的測試方法來確定可達性區域內的部件。 

5.18.4 間接接觸車輪 

5.18.4.1 要求 

對載人自行車上的乘員而言，應無法使得側飾板與車輪相接觸。 

應使用5.18.4.1中描述的測試方法。 

5.18.4.2 測試方法 

使用圖37中所示的測量探頭，從內部空間的內側向側飾板施加80 N的力並持續1分鐘。 

 

 

圖例 

1 半球形端面 

2 直徑60mm 

圖37  - 半球形測量探頭，直徑60 mm 

測量探頭的直徑必須為60 mm，半球形的端部半徑為30 mm。 

5.18.5 腳部保護和腳部附著的測試方法 

載人自行車設計時必須避免腳部和車輪之間的接觸。 

被運送的人員與載人自行車的車輪不允許發生接觸。這通過車輪接觸測試（見5.18.5.1）來進行評估，這是一

項功能測試，不取決於保護裝置的規格。一體式防護裝置的大小必須符合5.18.5.2的要求。一體式防護裝置必

須符合5.18.5.3的要求。 

5.18.5.1 車輪接觸測試 

必須測試乘員的腳和載人自行車的車輪之間發生碰撞的可能性。 

5.18.5.1.1 車輪接觸測試 

根據5.18.5.1.2進行的測試必須在沒有其他保護裝置的情況下進行。檢查測試假人（附錄A）是否接觸車輪。 

如果乘員不會與車輪發生接觸，則允許該一體式防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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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5.1.2 車輪接觸測試的測試方法 

必須安裝由載人自行車製造商提供的座椅。 不得安裝隨產品所附的可選配件。人體模型必須安放在座位上，

如附錄A所述。 

通過使用假人的腿部和腳部元件來檢查與車輪接觸的可能性。 

如果載人自行車適用於運送體形較大或體重較重的人員，則應安排測試人員檢查與車輪接觸的可能性。 

測試人員的選擇應基於表10中對應於第5百分位女性和第95百分位元男性的身高數據。 

表10 – 身高分佈 

 

 

年齡組別 

身高 
mm 

男性 女性 

百分比 

5 50 95 5 50 95 
 

50 95 5 50 95 5 
 

50 95 

18-65 1 650 1 750 1 855 1 535 1 625 1 720 

18-25 1 685 1 790 1 910 1 560 1 660 1 760 

26-40 1 665 1 765 1 870 1 545 1 635 1 725 

41-60 1 630 1 735 1 835 1 525 1 615 1 705 

61-65 1 605 1 710 1 805 1 510 1 595 1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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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5.2 腳部保護裝置的強度測試 

5.18.5.2.1 腳部保護裝置的強度和耐久性要求 

載人自行車的所有零部件，包括用於保護腳部並可能與乘坐人員的一隻腳相接觸的附件在內，必須能承受5 J

的衝擊力。根據5.18.5.2.2進行測試後： 

- 所有零部件均不得破損或有明顯裂縫； 

- 任何永久變形量均不得超過15mm。 

5.18.5.2.2 腳部保護裝置強度和耐久性的測試方法，動態測試 

用一個撞擊區域為半球形的錘體對腳部保護裝置進行撞擊，錘體半徑為25 mm，蕭氏硬度A為（55±3°）。撞擊

能量為5 J（±5％）。必須使用測試假人（見附錄A）確定撞擊點，在該點區域，足部可能碰觸到安全防護裝置。 

5.18.5.3 對擱腳踏板的要求 

座椅必須配備擱腳踏板。裝有座椅的運輸容器的地板適用對擱腳踏板的要求。 

5.19 承載容器和固定的要求 

承載容器只能安裝到載貨自行車上的指定部件上，並且必須安全且牢固地連接到車架上（不能擺動）。 

正常行駛（車把撞擊，腳踏運動）以及上、下車時，承載容器不得產生妨礙。 

承載容器應安裝在車架上，以使載貨自行車的重心盡可能低。 

如配備了多個承載容器，請注意載重均勻分佈。 

每個承載容器上都必須由製造商清晰地標注最大允許負載。 

承載容器應包含可防止在全力煞車時或突然轉彎時貨物發生滑動、翻倒、來回滾動、掉落的裝置，例如貨物固

定網、蓋板、鉤環或捆綁帶可用的固定結構。 

捆紮材料必須符合歐洲標準EN 12195-2、EN 12195-3和EN 12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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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7歲以下人員（兒童）運送 

5.20.1 一般要求 

對於人員運送，每個人都必須有合適的座位。 
注意： EN 14344，6.1和EN 15918附錄A可用於説明確定座位區域（座椅寬度、座椅長度、靠背/側靠最小高度

等）。 
以下要求和測試方法適用於在載貨自行車上運送兒童。這適用於兒童作為被動運送的人（即不踩踏板）年齡從

9個月到7年，無需外界幫助可獨立坐著（注意《德國道路運輸許可條例》）。 
5.20.2 可達區域 

必須按照5.18檢查可達區域。 

5.20.3 化學特性（某些元素的遷移） 

適用DIN EN 15918：2011 + A1：2013，5.1的要求。 

5.20.4 易燃性 

適用DIN EN 15918：2011 + A1：2013，5.2的要求。 

5.20.5 前方保護罩 

只要是可以通過車輪將小的物件拋到兒童運送裝置上，則適用DIN EN 15918：2011 + A1：2013，6.7的要求和

測試方法。 

5.20.6 懸掛 

適用DIN EN 15918：2011 + A1：2013，6.8的要求和測試方法。 

5.20.7 兒童運送裝置的小零件 

適用DIN EN 15918：2011 + A1：2013，6.9的要求。 

5.20.8 折疊機構 

如兒童運送裝置配備了折疊機構，則適用DIN EN 15918：2011 + A1：2013，6.10的要求和測試方法。 

5.20.9 約束系統的強度 

適用DIN EN 15918：2011 + A1：2013，6.18的要求和測試方法。 

5.20.10 用於兒童運送的載貨自行車車廂的剛性 

如果兒童運送裝置採用乘客艙設計，則適用DIN EN 15918：2011 + A1：2013，6.19的要求和測試方法。 

5.21 7歲以上人員運送 

5.21.1 概述 

對於人員運送，每個人都必須有合適的座位。 

注意：DIN 33402-2可用於説明確定座位區域（座椅寬度、座椅長度、靠背/側靠最小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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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運動部件引起的風險 

載貨自行車的運動零部件的設計和構造必須能夠防止因與這些零部件接觸而發生事故的風險；如果存在風險，

則運動零部件必須配備分離式或非分離式防護裝置。 

測試按照5.18.5.1.2要求進行。 

必須在操作說明書中指明特殊防護裝置及其使用注意點，如果可能，還應在載貨自行車車體上注明。 

5.22 照明系統 

載貨自行車的設備必須符合法律規定。 

5.23 警告裝置 

載貨自行車的設備必須符合法律規定。 

5.24 後視鏡 

載貨自行車的設備必須符合法律規定。 

5.25人體工程學和工作設備的設計 

如果載貨自行車被用作工作設備，則必須遵守人體工程學的相關規則。 

5.26 裝有固定式承載容器和特種掛車的載貨自行車的整車測試 

對於由於運輸任務而將特種掛車固定連接到車架結構上的載貨自行車而言，除了進行5.7、5.8、5.9和5.17中要

求的零部件測試外，還需要驗證整車的結構安全性和耐久性。 

應在最大負載和正常使用情況下為即用型車輛提供此證明。正常使用不包括在惡劣條件下（例如極冷或極熱）

或在惡劣的道路條件下使用以致對車輛造成損壞。 

輪胎、照明設備的可更換光源和諸如刹車片的其他易損件不包括在耐久性要求中。 

5.26.1 要求 

車輛的設計和構造必須在正常使用期間不會造成任何損壞；同時，應按照製造商的說明進行相應設備所需的定

期維護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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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2 驗證方法 

製造商確保能滿足耐久性的要求。 根據製造商的選擇，必須使用以下方法之一來獲得通過耐久性的證明： 

a）通過累積代表性里程的行駛試驗來進行車輛實際的耐久性測試： 

試驗車輛在物理上必須累積至少300公里的總行駛里程，其中20％將在按照附錄F要求的比利時路面上進行。

在此，車輛必須在最大負荷下運行, 並部分利用最大可能的速度。路線的選擇必須考慮特殊事件，例如爬

坡和下坡，最大可能的減速度煞車和衝擊載重，如坑窪或路緣石。 

在進行測試時，任何系統或零部件都不允許發生故障。車架、承載容器元件、前叉、車把手立管、車把或

者座桿上不允許出現裂紋或斷。安全相關的零部件不允許發生鬆動（例如車把、座桿等）。非安全相關零

部件（例如顯示幕，控制器等）允許發生滑動，但不得脫落。 

 

b）在試驗臺上測試車輛的耐久性： 

將待測試車輛妥善組裝好並安裝在試驗臺上，該試驗台能夠以疊加形式施加通常的使用載重。作為執行器，

有氣動、液壓或電動載入單元可用於施加力，或者可通過執行器或輥式試驗台施加道路激勵。製造商或負

責的試驗機構應提供一份關於試驗裝置適用性的證明。 

所有的整車測試都應在不同載重等級下進行測試，以真實反映使用過程中常見變化的載重（例如不同的速

度和道路狀況）。 

附錄D中給出了在轉鼓試驗臺上進行測試的一個示例。 

在進行測試時，任何系統或零部件都不允許發生故障。車架、承載容器元件、前叉、車把手立管、車把或

者座桿上不允許出現裂紋或斷。安全相關的零部件不允許發生鬆動（例如車把、座桿等）。非安全相關零

部件（例如顯示幕，控制器等）允許發生滑動，但不得脫落。 

c）計算耐久性的方法： 

如果已經按照5.7、5.8、5.9和5.17中要求證明零件部件測試通過並且已經獲得了整車模型的描述，優選地

使用電腦化的數位方法例如有限元分析（FEM），製造商可以避免通過測試來證明整車的耐久性。 為這種

數位化描述，需提供耐久性的計算證明以確定相應的載重傳遞情況，亦考慮其特殊情形（參見a）點）。 

即使有了數學證據，也必須確保這是在可能的最大有效載重和可達到的最大速度的情況下獲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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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標識 

載貨自行車上必須具有清楚識別車輛所需的所有標識，包括以下最少說明要求，這些說明必須清晰可讀且永久

保持： 

a）本國家標準的編號和日期； 

b）製造商，分銷商或進口商的名稱和地址； 

c）系列或級別和類型的描述； 

d）序號，如有的話; 

e）製造年份； 

f）每個承載容器的最大允許有效載重； 

g）載重的固定。 

7 使用說明書 

下文所述使用說明書可以按照國家法規以任何格式（紙張、CD、網站等）提供，並且必須使用載貨自行車銷

售的所在國家/地區的語言撰寫或通過視覺手段例如象形圖來表現。圖紙中必須特別清晰地突出產品安全資訊。

如果資料以電子格式提供，則必須根據顧客要求提供紙質版本。顧客必須可從製造商或銷售商處獲得此資訊。

使用說明書中應包含以下資訊： 

a）關於載貨自行車的提供方式（即運輸方式）的說明，並警告不當使用的風險； 

b）行駛前的準備 - 根據座桿和車把手立管上標記的提示調整適合使用者的車把手立管和座墊高度。關於將煞

車桿分配給前、後輪煞車器的明確提示，關於現有的煞車力調節器說明其功能和設置以及如何正確使用倒

輪閘煞車器（如有）的明確提示； 

c）關於座墊最小高度及其測量方法的說明； 

d）關於可調懸架系統（如有）的推薦設置方法的提示； 

e）關於駕駛安全、佩戴自行車頭盔（符合DIN EN 1078）、定期檢查煞車器、輪胎、轉向、輪輞的建議以及

在潮濕路面上煞車距離延長的警告； 

f）關於在裝載和卸載狀態下的駕駛和煞車動作的說明，特別是在坡道或彎道上行駛時； 

g）關於正常使用或維護期間路上陷坑等特定風險的提醒； 

h）關於腳部保護裝置（例如鎖踏或踏腳套）的安全使用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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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關於載貨自行車允許的總重量的說明，包括駕駛員和載重在內（載貨自行車自重加上駕駛員及載重）; 

j）關於正確的裝載和固定載重以及是否存在多個承載容器的說明，關於如何在承載容器上正確分配載重的說

明。 

1）載重應如此進行安放，以使整個載重的重心盡可能位於車輛的縱向中心線上。同時重心應盡可能低。 

2）車輛所承受載重必須在允許的總重量和允許的軸載重範圍內。 

3）即使是部分載重，也應該爭取重量均勻分佈，以便各根軸按比例承受載重。 

4）重量分佈不合理會對煞車性能和行駛穩定性產生負面影響。 

k）關於載貨自行車是否適合安裝承載容器和（或）兒童座椅的說明； 

l）如果製造商允許，使用拖車的建議值（最大的拖車載重和車鉤的位置以及最大垂直載重）； 

m）警告用戶加掛拖車對載貨自行車煞車距離的負面影響； 

n）提醒駕駛員注意當載貨自行車在公共道路上使用時必須符合的國家法律要求（例如燈光和反光板）; 

o）關於如何擰緊車把、車把手立管、座墊、座桿和車輪的螺栓連接和插接式連接的提示資訊以及螺紋連接的

扭矩值； 

p）關於如何正確設置快速夾緊裝置的說明，例如“該裝置關閉時必須緊靠在前叉筒上”； 

q）如何正確裝配交付時未安裝元件的說明； 

r）關於正確潤滑的說明，在哪些位置、時間間隔和用什麼媒質； 

s）關於正確的鏈條張力以及如何調整這些或其他驅動機構的說明（如適用）; 

t）關於設定變速檔位及其功能的說明（如適用）； 

u）關於煞車器調整和摩擦部件更換的資訊； 

v）關於一般維護保養的建議； 

w）關於對安全至關重要的零件使用專用原裝備件的重要性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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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如何對輪輞進行護理以及關於輪輞磨損風險的明確解釋（參見4.11.5和6.2）； 

y）關於合適備件的資訊，例如輪胎、內胎和煞車閘瓦； 

z）關於附件的資訊 - 如果附件在安裝狀態下提供，應提供關於功能、必要的維護（如適用）和相關的備件

（例如燈泡）的詳細說明； 

aa）關於提醒駕駛員注意由於密集使用可能造成的損壞，並建議定期檢查車架、前叉、懸架元件（如果有）以

及複合材料零部件（如果有）。該說明的措辭如下： 

警告 - 載貨自行車與所有機械部件一樣容易遭遇磨損和高應力影響。由於應力緣故，不同的材料和零部件

可能對磨損或耗損有不同的反應。如果超出計畫的零部件使用期限，則該零部件可能會突然失效並可能導

致駕駛員受傷害。高應力區域的任何類型的裂縫、凹槽或顏色變化都表明該零部件的使用期限到期；隨即

該零部件應該進行更換。 

對於由複合材料製成的零部件，其損壞情況駕駛員可能無法看見；製造商必須解釋事故損壞的後果和發生

碰撞的後果；複合材料零部件應發還到製造商處進行檢查或銷毀和更換。 

bb）就複合材料部件而言，提醒駕駛員注意高溫條件（熱輻射）對他們在受限環境中所暴露複合材料的影響

（如適用）； 

cc）最大輪胎氣壓，由輪輞或輪胎上推薦最大輪胎充氣壓力的較低值確定。 

其他相關資訊可由製造商自行決定。 

關於按規定為兒童系上安全帶的資訊； 

關於可以攜帶幾名兒童/人員的最大重量和最大尺寸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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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標準） 
 

測試假人 

 

注意：測試假人的尺寸參見表A.1。 

圖A.1  - 測試假人 

極限偏差： 

- 外形尺寸 ±2mm; 

- 角度 ±2°; 

- 若有規定，邊緣半徑必須達到（1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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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假人D18和D22應配備可拆卸的測 試臂和測試腿。每個測試肢體都是由一根粗硬的繩索構成，包括三根直

徑為（8±2）mm的堅硬管狀材料、長度為A1、A2和A3的可用作測試臂，長度為B1、B2和B3的可用作測試腿。 

 

這些測試肢體A3或B3中第三部分代表手或腳。內部的繩索被緊固到第三部分，繩索的另一端在從第一部分出

來的位置處配備了一件輔助工具，通過它繩索可以分別在A點和B點短時緊固到測試假人。例如：這條繩索末

端的繩套在A點或B點鉤在測試假人上的小鉤子上。 

如果測試肢體被固定到測試假人並且被拉直，則從該固定點到第三肢體部分的最外緣點的距離必須和長度A或

長度B相等。 

表A.1  - 測試假人和尺寸 

測試假人和尺寸 D9 D18 D22 
重量 kg  9 18 22 

標稱形狀（豎直方向尺寸）mm  715 1 050 1 165 
a mm  315 390 425 
b mm  290 360 390 
c mm  225 280 305 
d mm  70 86 94 
e mm  55 66 80 
f mm  45 55 60 
g mm  65 80 90 
h mm  470 595 640 
j mm  50 60 65 
k mm  155 180 190 
m mm  160 190 205 
n mm  125 150 160 
pmm  215 265 285 
q mm  155 205 215 
r mm  20 20 20 
s mm  160 175 175 
t mm  120 135 140 
A mm  230 385 440 
A1 mm  65 120 140 
A2 mm  100 140 160 
A3 mm  60 120 130 
B mm  255 505 595 
B1 mm  45 150 180 
B2 mm  130 255 305 
B3 mm  75 13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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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參考） 
 

自行車或載貨自行車的重心計算 

B.1 重心的試驗確定 

B.1.1 概述 

對於單輪跡車輛的正常使用和特別是三輪車輛，就像載貨自行車經常會遇到的那樣，的傾覆安全而言，重心位

置是至關重要的。 

自行車的重心可以通過測量相應的車輪載重來確定。 

為了檢測重心的高度，除了在水平面上對車輛稱重外，還需在傾斜面上進行稱重，這樣可以基於車輪載重計算

出重心高度。 

坐標系設置如下： 

x方向 = 與行駛方向相反，原點位於前輪軸上 

y方向 = 在車輛橫向方向上，位於車輛中心（不適用於單輪跡車輛） 

z方向 = 垂直向上，原點位於前輪軸上 

 

圖B.1 - 自由體圖（兩輪）用於計算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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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公式： 

 

其中： 

zs x方向上的重心=行駛方向; 

WB 軸距; 

GH 後軸上的重量; 

GGge 自行車總重量。 

 

其中： 

ys y方向上的重心=車輛橫向軸線方向; 

GHl 左後軸上的重量; 

GHr 右後軸上的重量; 

S 輪距 

GGge 自行車總重量。 

 

 

其中： 

zs Z方向上的重心=垂直; 

WB 軸距; 

G'H 後軸上的重量（自行車傾斜）; 

GH 後軸上的重量; 

H 傾斜稱重時的高度差; 

GGge 自行車總重量。 

注意：坐標系的原點應始終設置位於前軸上，因此重心在車道上方（z方向）的高度值必須總是增加車輪的半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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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示例（圖B.2和圖B.3）是指無駕駛員和未載入的車輛。當然，該方法同樣可以應用於已載入的車輛。 

 

圖B.2  - 自行車放置於地面稱重（水平測量）  

為計算兩輪車的重心，首先在車輛完全水平直立的情況下測量前輪和後輪上的車輪負載。為此，在使用天平秤

時，首先將前輪放在天平上，將後輪放在與天平齊平的墊塊上並記錄重量（參見圖1）。然後將天平秤推到後

輪和前輪下方的墊塊下麵以測得後輪上的重量。 

在下一步驟中自行車進入任何傾斜位置，例如，後輪位於較低點（見圖2）。由此可以測量後輪上的重量。為

了能夠計算重心的高度（z方向），必須記錄軸距以及前、後軸之間的高度差。 

可以使用上文列出的公式來計算重心。 

B.1.1.1 測量和計算結果（示例1） 

 

圖B.3  - 自行車傾斜一定角度稱重（前輪或後輪升起後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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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 上圖所示自行車的重量分佈 

前輪重量 8.6 kg 

後輪重量 12.9 kg 

前輪上的重量（自行車處於傾斜位置時計算出總重量 --- 後輪處於

傾斜位置） 
8.2 kg 

後輪重量（測量值，自行車處於傾斜位置） 13.3 kg 

自行車總重量 21.5 kg 

軸距 120 cm 

高度差 35.6 cm 

 

表B.2  - 自行車的重心 

xs 72.0 cm 

zs 7.2 cm (+35.0 cm 車輪半徑 = 42.2 cm 在地面上) 

 

圖例 

1  重心 

圖B.4  - 確定自行車的重心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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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多輪跡自行車或載貨自行車的重心計算 

B.1.2.1 概述 

 

圖B.5  - 三輪車或載貨自行車（側視圖） 

 

圖B.6  - 三輪車或載貨自行車（側視傾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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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B.7  - 三輪車或載貨自行車（後視圖） 

為了計算通常被用作載貨自行車的三輪車的重心，首先進行示例1（兩輪車）的步驟（參見圖B.6和B.7）。 

為了計算y方向的重心，必須測量後輪的輪距（見圖B.7）。 然後，當僅使用一台天平秤時，將天平秤放置在

一個後輪下方並且再次放置在另一個平衡物的下方用於校正高度，使得後輪的重量可以在車輛的精確水平方向

上測量。 請注意：前輪位置也必須與後輪精確齊平才能正確測量，另請參見圖B.6。 

然後在下一步驟中，通過將第二個後輪放在天平上並將另一個後輪放在平衡物上來對第二個後輪進行測量。 

B.1.2.2 測量和計算結果 

表B.3  - 載貨三輪車的重量分佈 

 

前輪重量 17.26 kg 

左後輪重量 18.30 kg 

右後輪重量 22.64 kg 

後軸總重量 18.30 kg + 22.64 kg = 40.94 kg 

三輪車的總重量 58.20 kg 

左後輪重量（傾斜稱重） 18.74 kg 

右後輪重量（傾斜稱重） 23.14 kg 

後軸總重量（傾斜稱重） 18.74 kg + 23.14 kg = 41.88 kg 

軸距 152 cm 

後軸輪距 80 cm 

高度差  32.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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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 載貨三輪車的重心 

xs 106.9 cm 

ys −3.0 cm (向右，參見圖7) 

zs 11.4 cm 

 

B.2  重心的計算和確定 

對於一輛單輪跡或多輪跡車輛，如果空載車輛、駕駛員和載重的重心位置均已知或可估計，則可以計算總重心

和前後靜態軸載重如下： 

其中： 

m 總質量，單位為kg; 

xs 總重心和前軸在水平方向的距離，單位為mm; 

ys 總重心在行車道上方的高度，單位為mm; 

WB 軸距（wheelbase），單位為mm; 

B 車輛質量，單位為kg 

R 駕駛員質量，單位為kg 

C 前負荷質量，單位為kg 

L 後支架承載質量，單位為kg 

xB VR軸/車輛重心（空載）水平方向的距離，單位為mm 

yB 車輛重心在車道上方的高度（空載），單位為mm 

xR VR軸/車輛重心水平方向的距離，單位為mm 

yR 駕駛員重心在車道上方的高度，單位為mm 

xC VR軸/前載重重心水平方向的距離，單位為mm 

yC 前載重重心在車道上方的高度，單位為mm 

xL 後載重重心/ VR軸水平方向的距離，單位為mm 

yL 後載重重心在車道上方的高度，單位為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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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輪靜態軸載重（ALf）以kg為單位，計算如下： 

 

後輪靜態軸載重（ALr）以kg為單位，計算如下： 

 

  



TBIS 79010:2021(FDTS) 
 

74 
 

附錄C 

（標準） 
 

前叉支承裝置 

前叉應通過一個常規的軸承以轉向頭管的形式安裝在裝置中。 軸承之間的距離會影響結果。 因此，實際的軸

承距離（如果已知）使用±5 mm的公差。 如果沒有關於距離的說明可用，則應假設其值為（150±5）mm。 測

量點位於軸承中間。 距離測量的示例如圖B.1所示。 

在受載情況下，叉形柱頭管會彎曲並有可能接觸替換轉向頭管。 替換轉向頭管的設計必須防止這種接觸。 

 

a） 根據外部軸承殼進行測量 

 

b）根據內部集成軸承進行測量 

圖例 

d 軸承之間的距離 

圖C.1  - 距離的測量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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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D 

（標準） 
 

在測試臺上測試車輛 

D.1 要求 

在根據5.26.2 b項要求進行測試時任何系統或零部件都不允許發生故障。車架、承載容器元件、前叉、車把手

立管、車把或者座桿上不允許出現裂紋或斷。安全相關的零部件不允許發生鬆動（例如車把、座桿等）。非安

全相關零部件（例如顯示幕，控制器等）允許發生滑動，但不得脫落。 

D.2 測試設備 

測試設備（見圖D.1）由兩個直徑至少為400mm的同步轉鼓組成。轉鼓的寬度必須確保所有車輪都能站立於轉

鼓上。將以下的跳塊平行於軸一個接一個地固定在轉鼓的鼓面上，共分為3個測試級別： 

第1級： 

至少2個跳塊，寬度為50 mm（±1 mm），高度為30 mm（±1 mm）的跳塊，倒邊為20 mm ×45°（參見圖D.2）。

兩個轉鼓之間的跳塊彼此之間應保持二分之一的間距。 

第2級： 

至少2個跳塊，寬度為50 mm（±1 mm），高度為30 mm（±1 mm）的跳塊，倒邊為20 mm ×45°（參見圖D.2）。 

2個相鄰跳塊的中軸線之間的圓周距離不得超過400mm。兩個轉鼓之間的跳塊彼此之間應保持三分之一的間距。 

第3級： 

至少2個跳塊，寬度為70mm（±1 mm），高度為70 mm（±1 mm）的、倒圓半徑R = 20 mm（參見圖D.3）。 2

個相鄰跳塊的中軸線之間的圓周距離不得超過400mm。兩個轉鼓之間的跳塊彼此之間應保持一半的間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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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測試方法 

轉鼓距離a（圖D.1）必須適配於載貨自行車的軸距WB（圖D.1），以使輪胎的接觸點位於轉鼓的中心。測試應

根據製造商說明的最大輪胎充氣壓力下進行。驅動由待測載貨自行車的腳踏軸承提供。 

完成組裝的載貨自行車通過張緊彈簧c（圖D.1）（彈簧剛度：6.8 N/mm）在6個連接點（例如頂管、座管和叉

軸兩側）固定在試驗臺上但可在垂直方向上自由移動。彈簧的伸長量（偏移）必須為30 mm至50 mm之間。轉

向車輪通過導向輥和驅動輥保持在軌道中。對於轉向節轉向或轉盤轉向，轉向軸通過張緊彈簧保持在軌道中。 

應使用下面列出的重量（沙袋，填充10 kg、直徑為5 mm  ~  10 mm鋼珠）： 

- 40公斤放置於支承面中央，分為4個沙袋懸掛到側面可隨之擺動（需要固定裝置）; 

- 各10公斤用於固定在車把把手左右兩側，距離車把末端50mm，沿側面懸掛（需要固定裝置）; 

- 對於安裝有一個或多個載物箱或欄筐的載貨自行車，配重沙袋應根據形狀進行適當的分配分配，直至達

到製造商給定的最大允許總重量。對於帶有一個或多個自由承載區域的載貨自行車，請使用一個合適的

載物箱牢固地連接到承載區域上; 

- 根據製造商給定的X kg，用於固定在標準兩輪行李架的中間（如果有）。 

此外，應在左側和右側腳踏曲柄上分別固定一個20千克的剛性重物（例如杠鈴盤）。 

圖D.1中給出這種測試設備的一個示例。 

測試分三個級別進行： 

第1級： 

測試在15 km/h（±1.5 km/h）的圓周速度下進行。測試持續時間為共計250,000次跳塊衝擊。通過目視檢查可以

檢測到共振，在這種情況下，應提高速度； 

第2級： 

測試在15 km/h（±1.5 km/h）的圓周速度下進行。測試持續時間為共計250,000次跳塊衝擊。通過目視檢查可以

檢測到共振，在這種情況下，應提高速度； 

第3級： 

測試在3 km/h（±0.3 km/h）的圓周速度下進行。測試持續時間為共計250,000次跳塊衝擊。通過目視檢查可以

檢測到共振，在這種情況下，應提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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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側視圖 

 

b）頂視圖 

圖例 

1 車輪導輥 
2 彈簧張緊桿 
3 張緊彈簧 
WB 軸距 
a  單位為Kg，取決於製造商 
b  單位為Kg，小於最大總重量 

圖D.1  - 輥式試驗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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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mm 

 

圖D.2  - 跳塊 第1級和第2級 

 

單位：mm 

 

圖D.3  - 跳塊 第3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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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E 

（信息） 
 

備用測試前叉的特性 

待測試前叉必須以與原裝前叉類似的安裝方式或標準方法進行安裝（參見附錄B）。 

在完成安裝之後，待測試前叉的長度L（在軸和軸承之間）必須與配合車架一起使用最長的前叉相同。 

由於施加了1 200 N的垂直力，需測量試驗前叉在前輪軸中心施加力方向上的偏轉。用150mm長的替換轉向頭

管（帶軸承）夾緊叉形柱頭管來水平固定前叉。如同在自行車中一樣，將叉形柱頭管和叉冠的支承座一起直接

安裝在替換轉向頭管下方的支承單元中（參見圖B.1）。 

a）如果計算如下，水平動載重測試中和垂直動載重測試中前叉的偏轉率比Dr均不得超過1.0： 

 

其中： 

Dr  偏轉率； 

K1  對應於1417，為一個常數； 

L  前叉長度，單位為mm； 

δ  偏轉度，單位為mm。 

例如 

輪叉長度  L=460mm 

偏轉度   δ =6.85mm，由此 

偏轉率   Dr 

=1 417×10000×6.85/4603 

=0.997 21≤1.0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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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如果計算如下，試驗前叉在衝擊測試中的偏轉率Dr不應超過1.0： 

 

其中： 

Dr  偏轉率； 

K2  對應於709，為一個常數； 

L  前叉長，單位為mm； 

δ  偏轉度，單位為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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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F 

（標準） 
 

“比利時路”試驗跑道結構規範 

 

依據汽車工業研究協會（Motor Industry Research Association 1）公告III/49 

7.1 行車道寬度 

≥3.70 m 

7.2 路面 

行車道表面必須故意設計成不平整，以對應於狀況不佳的鋪石道路。 

在行車道的縱向方向上，凸起高度和凹陷深度在600mm和1500mm之間變化，同樣變化的深度最大為75mm。

凹陷必須是具有橢圓形輪廓的盤形，其縱向軸線橫向於行車道。 

每個石塊的高度應盡可能多地隨機變化，並且與平均高度的偏差為±25 mm。 

7.3 路面耐久性 

雖然路面是故意設計為壞路，但它必須設計堅實，以保證其在使用中不會持續變差。 

7.4 石塊尺寸 

寬度：130 mm±10 mm 

長度：150 mm至230 mm 

高度：100 mm至150 mm 

7.5 路面材料 

花崗岩石塊 

7.6 底基 

混凝土澆築時應保證其上表面可以用作“表面”章節中描述的波紋路面的基礎。 

 

 

 

 

  

                                                           
1汽車工業研究協會的聯絡地址 ：Watling Street，Nuneaton，Warwickshire CV 10，OTU，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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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石塊路面 

用於鋪設石塊的基面由乾水泥和沙子混合而成。石塊放置時應使得凸起和凹陷完全是無規律的。應該注意的是，

這種建造方式必須適合於獲得穩定不變動的石塊路面，因此與通常的鋪設方式存有偏差。因此，石塊必須牢固

地保持在它們最初鋪設的位置上。 

7.8 石塊間隙 

石塊間隙必須為25 mm±5 mm，將與濕砂漿混合的碎石掃入最深石塊頂部下方約10 mm處。剩下的10mm可以

用陶土或粘土進行填充，以增大路面潮濕時打滑的風險。 

7.9 邊緣條和斜面 

傾斜的、堅硬無彈性的邊緣條在橫向上限制測試跑道，並且在開端和末端時均有一個傾斜角為1:20的斜面。 

7.10 道路曲率 

由於車行路路面不平整，因此無法滿足標準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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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G 

(標準) 

前輪組碟煞扭力疲勞強度要求 

 

G.1 總則 

本項測試方法適用 TBIS 79010 定義之單輪跡或單一前輪的多輪跡前碟煞輪組 

 

G1.1 要求: 

依照 G1.2詳述方法完成測試後，前輪組不得出現斷裂或目視可見之裂痕與任何功能失效的情況。 

 

G1.2 測試方法: 

1. 將前輪組由輪軸支撐並於輪圈處緊固，如下圖 G1 所示。 

2. 透過前輪花轂碟煞盤固定處施加一重覆扭矩 T ( T  =  mges x 3.4 m/s2  x  輪半徑)，共 100,000次受力，如

圖 G1所示。測試的最大頻率必須符合 4.3.1.5之規定。 

 

 

圖 G1 前輪組碟煞扭力疲勞強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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