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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研究中国男性体征的AEB行人假人,以国内某公司开发的行人假人为模型,三维扫描获取假人关键部位

尺寸和三维形态;结合假人功能需求,完成了AEB行人假人的下肢外封闭层的开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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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智能汽车主动安全的发展,汽车的安全标准

不断提高,行人碰撞对主动安全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相关研究表明,装配有汽车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uton-
omousemergencybrake,AEB)的汽车能够显著提升

汽车的安全性,降低对行人的危害[1]。AEB行人系统

测试装置是基于法规标准产生的测试设备,其中AEB
软体目标假人是用于模拟目标行人的人体模型,为行

人碰撞试验充当撞击目标物。外封闭层是假人外部用

于体现衣服/皮肤/头发的布制品。碰撞试验时,合体

包裹假人的外封闭层,能够最大限度地模拟行人,提升

行人的仿真度,同时其表面的纺织品具抗撕裂、防水、
低辨识、非反射性材质,能够有效提升试验数据的准确

性,对假人的雷达红外反射信号起着决定性作用。
目前基于国内标准体型的行人假人研究较少。中

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解明浩研究了国外成熟的某款

AEB软体目标假人的上衣织物属性,为国内 AEB软

体目标假人外衣织物开发做准备[2]。刘伟东通过对50
百分位中国体征的男性假人进行研究,获取人体运动

的步幅、双腿正面间距、摆臂角、运动速度,为中国人体

AEB行人假人开发提供数据支撑[3]。国际通用的行

人假人以欧洲人的体型特征研制,不符合中国人的体

型,无法提高事故再现的准确性,所以并不适合中国汽

车行业使用。因此研究适合中国人体型特征的行人假

人对我国AEB测试装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三维扫描国内某公司开发的标准男体行人假

人,得到假人的关键部位数据和三维形态,完成了假人

下肢外封闭层的款式设计、样板开发及样衣制作,为国

内行人假人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1 AEB行人假人关键部位尺寸与三维形态获取

某企业依据中国标准男体制作的 AEB行人假人

如图1所示。采用北京博维恒信公司的3Dcamega非

接触三维人体扫描仪对假人进行三维扫描,获得的假

人下体关键部位尺寸见表1。

图1 AEB行人假人

2 AEB行人假人与实际人体的共异性分析

虽然AEB行人假人的外观造型源于标准人体,但
其构造与人体不尽相同。行人目标必须能够代表与车

辆中使用的传感器相关的人为属性,行人是穿着长袖

T恤和不同颜色的裤子,黑色T恤和蓝色牛仔裤,衣服

·53·     2021年第9期             研究开发




必须由防撕裂和防水材料制成。皮肤表面部分必须具

有非反射性的肉色纹理。行人假人衣服和皮肤在850
~910nm波长范围内的红外线反射率必须在40%~
60%的范围内[4]。在测试中为避免车辆的损坏,行人

假人不能存在硬质点,假人支架的反射率为0。行人假

人部分参数见表2。
表1 假人下体关键部位尺寸

序 号 部 位 假人尺寸/cm

1 腰围高 103.0
2 腰围 80.9
3 臀围 84.6
4 大腿围 52.0
5 腿肚围 31.2
6 脚腕围 20.5
7 会阴高 76.5
8 大腿长 44.0
9 小腿长 35.0
10 胫骨点高 41.5
11 臀宽 35.5
12 脚长 25.0

表2 AEB行人假人部分性能参数

参 数 描 述

防水性能 雨雪天气可正常使用

防风性能 风速≤8.0m·s-1

承撞性能 80km·h-1

中心管模块 +5°及-5°可调换

腿部模块 左右腿可拆卸

手臂模块 左右臂可拆卸,摆臂角度可调

躯体模块 5°前倾设计

整体重量 ≤5kg
移动速度 ≤20km·h-1,≤0.5g

  标准人体的股关节为多轴型关节,股骨头为3/4
的球体,以股骨头为中心,腿部可实现多方向的绕轴运

动。而假人的臀部是以电动机作为动力驱使腿绕电动

机输出轴进行绕轴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轴体的转向

较为单一,是单轴关节。关节类型不一样决定了假人

下肢外封闭层的样板结构不同于人体的裤装结构。人

体骨盆和假人臀部构造示意图如图2所示。

电动机

图2 人体骨盆与假人臀部对照图

3 AEB行人假人下肢人体工学及结构分析

在汽车碰撞检测试验中,行人假人需要以规定的

速度模拟行走。从人体角度看,在行走的过程中,股关

节和膝关节肌肉会发生屈伸,相应的臀部及膝盖部位

的皮肤会发生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拉伸变化,所以

在设计包裹下肢的外封闭层样板结构时,必须结合人

体工学分析,考虑这两个部位的拉伸量变化。

3.1 臀部封闭层结构

人体下半身在运动时,皮肤伸展的主要线路是大

臀部———臀沟———大腿内侧———膝盖,如图3所示。
这是提高裤子运动功能的主要线路[5],根据拉伸量的

大小及方向确定臀部功能区的样板结构。人体下肢运

动引起裤子牵引拉伸的方向示意图如图4所示。

皮肤的伸展基点
（动体测量基准点）

臀沟、大腿内侧的伸展线

后面 前面

图3 下半身皮肤皱纹和主要伸展方向

图4 人体下半身运动引起的裤子牵引方向示意图

(虚线为皮肤拉伸方向,裤子的牵引方向,斜线部分为运动量

调节有效范围)

假人的臀部是单轴关节,只能绕轴前后摆动,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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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体的纵向拉伸最大。经查阅文献[6]发现,人体大腿

抬高45°时,臀沟附近皮肤的伸长率可达到约30%;大
腿抬升至90°时,臀沟附近皮肤的伸长率最大,超过

40%。前臀部位的拉伸率约为10%~20%。假人必须

能完成步行和骑在摩托车上2种动作,大腿的抬升角

度约为90°,此时裤子的后臀纵向拉伸最大,如图5所

示。综合人体前臀部和后臀部的纵向变化率,在裤子

的大腿根部采用横向刀褶的工艺设计,后臀部褶裥量

大于前臀部放松量。

图5 行人假人骑行摩托车腿部弯曲示意图

按正常人体所穿带裆底的裤子的结构制作外封闭

层,由于假人的臀部骨盆处是一个有宽度和厚度的电

动机,很容易出现卡裆现象,会损伤假人的结构,不利

于下肢的灵活摆动。另外,行人假人重心区还有支撑

柱的存在,所以,假人下体外封闭层的裆部采用开裆设

计。

3.2 腿部的封闭层结构

假人的腿部模块可拆卸。膝盖为单轴性结构,只
能绕轴前后摆动。对实际人体而言,在这一动作过程

中,膝盖表面皮肤纵向拉伸量为27%~47%,皮肤的拉

伸值约为1.85cm。在抬腿的过程中,臀部延展区至

膝盖方向纵向拉伸率约为11%~26%[7],拉伸值约为

1.3cm,两者拉伸和为3.15cm。
基于此,在腿部外封闭层的膝关节处采用刀褶工

艺,以增大膝关节处的纵向拉伸量,褶裥的量约为2倍

的皮肤拉伸量,即切缝展开量约6cm。

3.3 脚部的封闭层结构

脚部封闭层参照鞋子结构。鞋子从结构上分为素

头式、分节式、舌式、围盖式等结构[8]。在碰撞试验中,
行人假人的脚部不受人心理认知的影响,试验中鞋子

的主要功能是方便行人假人的穿脱,故鞋子定为舌式

结构。
在缝制过程中裤装的脚腕部分与鞋相连接。由于

面料的服贴性较差,常规的直接缝合使得脚腕与脚面

连接处产生堆叠,影响裤子的整体美观性。重新对此

处的结构进行设计,将裤子的脚腕前部余量与鞋舌相

结合形成插片,让鞋舌末端的弧线契合脚腕的围度,减
少纺织品在脚面的堆叠,提升连体鞋子的合体程度,如
图6所示。

图6 鞋子插片示意图

4 AEB下肢外封闭层款式设计及样板开发

综合假人关键部位的人体工学分析,下肢封闭层

款式及外封闭层结构样板如图7和图8所示。

图7 行人假人下肢封闭层款式图

前片
后片

前片 后片

后跟鞋套

鞋楦鞋底

图8 外封闭层结构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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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EB行人假人下肢外封闭层虚拟试衣与成

衣制作

  将扫描的行人假人模型导入CLO3D软件作为虚

拟试衣的模特,样板虚拟缝合后的试衣效果如图9所

示,整体较为合体。样衣制作效果如图10所示。

图9 假人虚拟试衣图

图10 假人下肢外封闭层的三视面

6 结语

将国内某公司开发的行人假人进行三维扫描得到

假人的下肢数据,使用人体工学对假人下肢进行分析,
确定关键部位的放松量,结合所扫描的假人下肢数据

最终得到假人下肢外封闭层的样板。通过样衣试验确

定样板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所开发的样板符合要

求,同时为国内假人的标准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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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OuterClosureLayerfortheLower
BodyofthePedestrianDummyBasedonAutomaticEmergency

Braking(AEB)DetectionSystem
WANGChun-jie,YIN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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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nordertostudytheAEBpedestriandummywithChinesemaleaveragebodytype,apedestriandummydevelopedbya

domesticcompanywastakenasthemodel,thekeydimensionsandthree-dimensionalshapeofthedummywereobtainedbythree-di-

mensionalscanning.Combinedwiththefunctionalrequirementsofthedummy,outerclosurelayerforthelowerlimboftheAEBpe-

destriandummywasdeveloped.

Keywords:AEB;pedestriandummy;outerclosurelayer

·83· 纺织科技进展            2021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