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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网站消息，近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
中心中国新车评价规程管理中心(下
称C-NCAP)发布了《车用儿童约束系
统评价规则(2017 年版)》（下称《新版
评价规则》）。即日起，《新版评价规
则》开始实施。与此前使用的《2014
年版评价规则》相比，《新版评价规
则》主要有4处修改和完善。

2016 年 12 月 26 日，C-NCAP 首
次对 24 个型号的车用儿童约束系统
产品进行评价，结果令人忧心：总体
表现欠佳，仅有“好孩子”、“两只老
虎”两个国产安全座椅品牌获得了较
好的评价与推荐。据悉，2016 年，
C-NCAP 共测试两个批次 41 个型号
的儿童座椅产品，涉及婴儿组、幼儿

组和学童组。结果显示，碰撞安全性
能方面有待深入研究和改进。

据技术人员介绍，这批产品评价
结果不乐观，其中，婴儿用儿童约束

系统，颈部载荷失分严重，幼儿用儿
童约束系统，头部载荷失分较严重，
学童用儿童约束系统，小假人由于肩
带位置导致胸部载荷得分率不高、大

假人膝部移动量失分严重。使用方
便性方面，标志问题尤为突出，仍然
存在明显的缺失、不易查找、表达不
清晰或不完整等现象。

针对目前市场产品及《2014年版
评价规则》的不足，2016 年该中心根
据 3 年来积累的数据分析、试验经验
和中国市场儿童约束系统产品的新特
点，及时提出评价规则的修改完善。

据悉，《新版评价规则》是经过与
生产企业及技术专家的多次交流和
意见征询、官网公示和行业会议，广
泛采纳专业意见和建议后形成，正式
发布后即开始实施。《新版评价规则》
相比《2014 年版评价规则》主要有 4
处修改和完善：

第一是扩大儿童座椅评价的范

围，除 2014 年版规则规定的通用类
型、ISOFIX 通用类型产品外，增加了
其他安装方式的半通用类型产品。

第二是由于评价的产品范围变
化，在使用方便性能评价内容中进行
相应的修改和补充。

第三是完善碰撞安全性能测试
方法和要求。即应用新的 Q 系列儿
童假人进行动态测试并调整相应性
能指标要求、幼儿组增加反向安装评
价。

第四是增加误作用试验，即对于
使用附加固定点或固定方式安装的
产品，只保留一种主要固定方式进行
正面碰撞试验，降低因错误安装导致
严重伤害的风险。

据人民网

新版儿童安全座椅评价规则实施

要了解轮胎花纹，首先要知道它
的“结构”。简单来说，轮胎花纹主要
由花纹沟、花纹块和节距等构成，花
纹与轮胎的舒适性、抓地力、操控、转
弯、排水和噪音等性能有着密切的联
系。

第一类，单导向花纹：单导向花
纹在集结了横向花纹和纵向花纹两
者优势的同时，它还具有制动性能优
异，干湿地抓地力俱佳和极强的排水
性能，从而增强湿地驾驶的稳定性
能，适合于高速行驶。单导向花纹轮
胎在安装时要注意，安装位置必须要
与行驶方向相同。

第二类，非对称花纹：这类花纹
的特点是胎面左右两侧花纹形状不
同。外侧胎面为转弯和操控而设计
的高侧向支撑面，确保干地路面转弯
的操控性。内侧胎面能确保湿滑路
面行驶时有更好的防滑性。非对称

花纹在告诉行驶时具有超强稳定性，
能够带来非凡的驾驭体验。

第三类，块状花纹：块状花纹常
常运用在越野轮胎上，所以又被称为
越野花纹。它的花纹沟之间也是相互
连接，呈独立的花纹块结构。越野花
纹块较大，沟纹较深，这样能提高轮胎
的抓地性能和牵引力。同时，通过特
殊的沟槽设计，能让轮胎在行驶过程
中自动去除石块和土块，有助于维护
轮胎的性能并防止进一步的损失。

第四类，综合花纹：当然，有些轮
胎在设计时会考虑将各类不同类型
的花纹优势相结合，如一些针对SUV
而设计的轮胎，它就是将块状花纹与
肋条花纹设计相结合，这样既提升轮
胎的操控性和直线行驶的稳定性，又
能增强轮胎的抓地力和自洁能力。

据河北新闻网

2017上半年，全国机动车和驾驶
人数量保持较快增长，机动车比去年
底增加 938 万辆，机动车驾驶人增加
1381 万人。这是记者 7 月 11 日从公
安部交管局获悉的。

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截至2017
年 6 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04
亿辆，其中汽车 2.05 亿辆；机动车驾
驶人达 3.71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3.28亿人。

2017 年上半年机动车新注册登
记量达 1594 万辆，略高于去年同期
水平；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达 1322 万
辆，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全国有 49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
超过100万辆，23个城市超200万辆，
北京、成都、重庆、上海、苏州、深圳 6

个城市则超过了300万辆。
自 2016 年下半年以来，全国私

家车月均增加 164 万辆，保持快速增
长趋势。截至 6 月底，我国小型载客
汽车保有量达 1.68 亿辆，其中私家
车就达到 1.56 亿辆。此外，截至 6 月
底，全国载货汽车保有量达 2273 万
辆，2017 年上半年载货汽车新注册
登记量达 156 万辆，为历史最高水
平。

在驾驶人方面，驾龄不满 1 年的
驾驶人有 3217 万人，接近驾驶人总
数的 9％。全国有 16 个省区市的机
动车驾驶人数量超过 1000 万人，其
中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四川、浙江
6省驾驶人数量超过了2000万人。

据新华社

监控实时接入
统一监管平台
记者了解到，《规定》曾于2016

年 5 月发布征求意见稿征求公众
意见，征求意见稿中的出租车必须
安装监控设备条款，曾引起舆论的
广泛关注和争议。

此次正式出台的《规定》与此
前的征求意见稿一致，规定车内配
置不少于1套录音设备和3路录像
设备，录像范围应至少覆盖前、后
排座椅（如车内有防劫网，可存在
局部遮挡）、前排副驾驶侧车窗及
行李箱内区域；录音、录像设备安
装不得影响驾驶及乘车安全；录
音、录像数据须同步，且在本地存
储的容量可满足录像存储不少于7
天，并实时接入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的统一监管平台，实现远程查阅、
导出；使用录音、录像数据时，应当
按照相关规定确保信息安全，保护
司机和乘客的个人隐私。

在《规定》征求公众意见时，相
关部门曾表示，过去广州所有出租
车都没有安装车内视频监控，对于
乘客投诉司机拒载、失物找回等事
项，由于缺少直接证据而难以裁决。
针对此情况，相关部门试图通过技
术手段来解决。此外，也可远程监

控司机是否有拒载等违规行为。
安装监控能否保护乘客隐私安

全？相关工作人员称，出租车严格
意义上来说也是准公共场所，任何
人都可以乘坐，只要提前告知乘客
车内有摄影头，应该可以获得谅解。

据悉，该《规定》自2017年8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投诉是治理违规经营
最好的办法”

《办法》则对包括出租车在内
的广州市客运行业服务投诉处理
办法进行了明确。

《办法》表示，道路旅客运输、
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运输）、
公共汽（电）车及出租汽车（含巡游
出租汽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
业服务对象认为经营者或驾驶人
违法违规经营，或存在不当行为侵
害了其合法权益，可以以来访、来
电、来信或电子邮件等形式，提请
行业主管部门处理。

如何进行投诉？《办法》表示，
市民可通过广州市政府服务热线

“12345”、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12328”，广州交通信息网等渠道
投诉。

《办法》表示，相关部门接到投

诉时，应当根据受理条件，当场告
知投诉人是否受理，当场无法确定
的，在 15 日内告知投诉人是否受
理。对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理
由。依据相关法规、规章，其中公
共汽（电）车行业投诉处理时限为
15 日。出租汽车行业投诉处理时
限为 20 日，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
的，经本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延
长 10 日。道路运输行业投诉处理
时限为30日。

据了解，认定为有责服务投诉
的，对被投诉人违反相关规定需实
施处罚的行为，相关部门将依法对
其作出行政处罚和记分，并纳入驾
驶人信誉档案及经营者日常服务
质量信誉考核。

7 月 4 日，广东省人大代表在
广州市交通委员会调研时，广州市
交通委员会主任陈小钢曾主动谈
及出租车违规经营问题，他说，“市
民最近对出租车违规经营（议价、
不打表）意见比较大，对于出租车
违规经营，一方面要通过信息化手
段加强管理和执法，另外也需要社
会、市民共同参与，共管共治，其中
投诉是最好的办法。”

据《羊城晚报》

2017年上半年全国新增机动车938万辆

广州出租车将配录音录像设备
乘客可投诉违规经营

广州市近日接连印
发了《广州市客运出租汽
车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下称《规定》）和《广州市
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行
业服务投诉处理办法》
（下称《办法》）两份文件，
这两份文件对广州市出
租车等客运行业的技术
管理及投诉处理办法进
行了明确。

据悉，广州市出租车
将配置不少于1套录音
设备和3路录像设备，并
实时接入交通行政主管
部门的统一监管平台。
对于出租车等客运行业
的违规行为，市民可通过
拨打“12345”、“12328”
等渠道进行投诉。

每 位 车 主 都 知
道，汽车轮胎与我们
的驾车安全息息相
关，定期检查轮胎、
保养轮胎、更换轮胎
都是必备功课。然
而在挑选轮胎的时
候，却对数百款不同
花纹、不同型号的轮
胎犯难——轮胎的
花纹会影响到我们
的实际使用么？

进一步扩大儿童座椅评价范围

关于汽车轮胎花纹的这些知识关于汽车轮胎花纹的这些知识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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