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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包装件在运输过程中会受到水平冲击，用水平冲击试验模拟包装件在运输过程中承受

水平冲击的状况，用于评定运输包装件在受到水平冲击时的耐冲击强度和包装对内装物的保

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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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包装件在运输过程中会受到水平冲击。汽车运输的冲击主要取决于路面状况，车辆的启动和制动，

货物重量及装载稳定性。火车在挂钩撞合时产生的水平冲击。空运中当飞机盘旋时产生较大的水平

冲击。海运中，由于受海浪的冲击也会引起船身的摇晃而产生水平冲击。因此可以用水平冲击试验

模拟包装件在运输过程中承受水平冲击的状况，用于评定运输包装件在受到水平冲击时的耐冲击

强度和包装对内装物的保护能力。 

2.  试验原理 

使试验样品按预定状态以预定的速度与一个垂直速度方向的挡板相撞，也可以在挡板表面和试

验样品的冲击面、棱之间放置合适的障碍物以模拟在特殊情况下的冲击。 

3.  试验设备 

（1）水平冲击试验机 

水平冲击试验机由钢轨道、台车和挡板组成。钢轨道为二根平直钢轨，平行固定在水平平面上。 

台车应有如下性能：第一，应有驱动装置，并能控制台车的冲击速度；第二， 台车台面与试验样

品之间应有一定的摩擦力，使试验样品与台车从静止到冲击前的运动过程中无相对运动。但在冲击

时，试验样品相对台车应能自由移动。 

挡板应安装在轨道的一端，其表面与台车运动方向成 901的夹角；挡板冲击表面应平整，其尺

寸应大于试验样品受冲击部分的尺寸；挡板冲击表面应有足够的硬度与强度，在其表面任何100mm2

的面积上承受 160kg 的负载时，变形不得大于 0.25mm；需要时，可以在挡板上安装障碍物，以便

对试验样品某一特殊部位做集中冲击试验；挡板结构架应使台车在试验样品冲击挡板后仍能在挡

板下继续行走一定距离，以保证试验样品在台车停止前与挡板冲击。 

（2）斜面冲击试验机(见图 7.2) 

斜面冲击试验机由钢轨道、台车和挡板组成。钢轨道是二根平直且互相平行的钢轨，轨道平面与

水平面的夹角为 10 1；轨道表面保持清洁、光滑，并沿斜面以 50mm 的间距划分刻度；轨道上

应装有限位装置，以便使台车能在轨道的任意位置上停留。台车的滚动装置，应保持清洁，滚动良

好；台车应装有自动释放装置，并与牵引机构配合使用，使台车能在斜面的任意位置上自由释放；

试验样品与台面之间应有一定的摩擦力，使试验样品与台车从静止到冲击前的运动过程中无相对

运动。但在冲击时，试验样品相对台车应能自由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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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板应安装在轨道的最低端，其冲击表面与轨道平面成 90 1的夹角，并符合前述的要求；在

挡板的结构架上可以安装阻尼器，防止二次冲击。 

 

美国蓝氏 LANSMONT 的斜面冲击试验机及冲击波形测量实物如下图： 

  

LANSMONT IT 213-6K 斜面冲击试验机 

货架尺寸 cm:213*213 

挡板尺寸 cm:244*244 

冲击速率：2.2m/sec 

负载质量：2721kg 

长*宽*高 cm：732*270*284 

LANSMONT 斜面冲击试验机 

 

冲击测量仪应能够测量冲击加速度、脉冲持续时间、冲击速度变化量等参数；能够监测冲击波形；

能够控制和记录重复碰撞的次数。国内外测量仪器如北京西科 VSA 冲击测量系统，美国 Lansmont 

TP3 冲击测量系统。 

 

                Lansmont TP3 冲击测量 

TP3 是 Lansmont 公司经典的数据采集系统，已发展为行业

内的标准配备，专长于捕抓和分析跌落，振动，冲击等瞬态加

速度信号，可完成冲击波形，幅值，脉宽，速度变化量，容差，

频谱，响应谱，应力变形等专业分析。 

Lansmont TP3 冲击测量 

 

（3）吊摆冲击试验机(见图 7.3) 

吊摆冲击试验机由悬吊装置和挡板组成。 

悬吊装置一般由四角用钢丝绳悬吊起来的长方形台板组

成。台板应具有足够的尺寸和强度，以满足试验的要求。当

自由悬吊的台板静止时，应保持水平状态。其前部边缘刚好

触及挡板。悬吊装置应能在运动方向自由活动，并且将试验

样品安置在平台上时，不会阻碍其运动。 

挡板的冲击面应垂直于水平面，并符合前述的要求。 
图 7.3 吊摆冲击试验机简图 

挡板

台板 

试样

挡板 

试样 

90o 

10o

台车 释放装置 钢轨道

图 7.2 斜面冲击试验机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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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验程序 

（1）按 GB/T 4857.17（编制运输包装件试验大纲的一般原理）的要求准备试验样品。 

（2）按 GB/T 4857.1（运输包装件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的要求对试验样品各部位进行编号。 

（3）按 GB/T 4857.2（运输包装件温湿度调节处理）的要求选定一种条件对试验样品进行温湿度预

处理。试验应在与预处理相同的温湿度条件下进行。如果达不到预处理条件，则必须在试验样品离

开预处理条件 5min 之内开始试验。 

（4）按 GB/ T4857.18（编制运输包装件试验大纲的定量数据）规定选择试验强度值。试验时，水

平冲击速度值可从 1.5，1.8，2.2，2.7，3.3，4.0，5.0m/s 中优选。公路运输基本值为 1.5m/s，变化

范围为 1.52.7m/s；铁路运输基本值为 1.8m/s，变化范围为 1.85.0m/s。变化范围的选择由包装件

的运输条件、质量、产品的特点而定。 

对于斜面冲击或吊摆冲击的水平冲击速度与台车发车位置高度或台板拉起的高度有如下关系： 

ghv 2                               （7.2） 

式中  v —斜面冲击或吊摆冲击试验中冲击处的瞬时速度（m/s）； 

      h —斜面冲击试验中，台车发车位置高度；或吊摆冲击试验中，台板拉起的高度（m）； 

g —重力加速度（m/s2）。 

根据公式 7.2 可以通过设置不同高度来预定冲击速度。 

（5）将试验样品按预定状态放置在台车（水平冲击试验机和斜面冲击试验机）或台板（吊摆冲击

试验机）上。利用斜面或水平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时，试验样品的冲击面或棱应与台车前缘平齐；

利用吊摆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时，在自由悬吊的台板处于静止状态下，试样品的冲击面或棱恰好触

及挡板冲击面。对试验样品进行冲击时，其冲击面与挡板冲击面之间的夹角不得大于 2。试验样品

进行棱冲击时，其冲击棱与挡板冲击面之间的夹角不得大于 2。如试验样品为平行六面体，则应使

组成该棱的两个面中的一个面与挡板冲击面的夹角误差不大于5或在预定角的10%以内（以较大

的数值为准）。 

（6）利用水平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时，使台车沿钢轨以预定速度运动，并在到达挡板冲击面时达

到需要的冲击速度。 

（7）利用斜面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时，将台车沿钢轨斜面提升到可获得要求冲击速度的相应高度

上，然后释放。 

（8）利用吊摆冲击试验机进行试验时，拉开台板，提高摆位，当拉开到台板与挡板冲击面之间距

离能产生所需冲击速度时，将其释放。 

（9）无论采用何种试验机进行试验，冲击速度误差应在预定冲击速度的5%以内。 

（10）试验后按有关标准或规定检查包装及内装物的损坏情况，并分析试验结果。 

 

三、  可控水平冲击试验 

1． 概述 

虽然上述水平冲击试验可以模拟包装件在流通中的受水平冲击的状况，但是由于试验条件与实

际运输环境有差别，所以试验结果可能不理想。例如火车在挂钩撞合时，车辆连接装置将吸收一部

分能量，而包装件受到的冲击将比直接水平冲击载荷要小。又如运输过程中包装件一般以堆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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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在车厢内，其后部或周围有其他货物，冲击时，包装件除受到冲击外，还将受到后部货物的挤

压，因此需要用脉冲程序装置产生所需要的冲击脉冲，通过这样的可控水平冲击试验模拟包装件在

运输过程中承受水平冲击的状况，用于评定运输包装件在受到水平冲击时的耐冲击强度和包装对

内装物的保护能力。可控水平冲击试验的试验结果更接近实际的运输环境对包装件作用。 

2． 试验原理 

使试验样品按预定状态，以一定的冲击速度冲击，通过脉冲程序装置产生更接近实际的运输环境

的冲击脉冲（见图 7.4）。 

 
美国蓝氏 LANSMONT 的水平冲击试验机实物如下图： 

   

型号 HITS 水平冲击试验机 

最大负载 kg 2721.5 

最大速度变化 19.3km/h 

加速距离 304.8cm 

冲击能力 1g-300ms；10g-50ms； 

15g-30ms；40g-10ms 

货箱尺寸 269.4*139.7 

挡板尺寸 152.4*139.7 

符合标准 ASTM D4169；ASTM D4003 

LANSMONT HITS 水平冲击试验机 

 

止回载荷装置的作用：放置在试验样品之后，与试验样品相同或相似的模拟装置。冲击时，止回

载荷装置对试验样品所产生的挤压力，即为止回载荷。用止回载荷可以模拟在运输车辆中包装件后

部所受到的载荷，即水平冲击时包装件间的相互作用。 

脉冲程序装置的作用：安装在隔板或冲击面上，这种装置可采用液压、弹簧或缓冲材料等形式，用

以产生所需冲击脉冲（如：脉冲的波形、峰值加速度和持续时间）的装置。该装置可以模拟运输中

的部分弹性碰撞。 

隔板的作用：隔板垂直固定在台车的台面上，碰撞时包装件与之相撞击，以模拟实际运输过程中包

装件与车厢内壁的水平冲击情况。 

3. 试验设备 

（1）可控水平冲击试验机 

可控水平冲击试验机由台车、冲击座和脉冲程序装置组成。台车：台车台面应平整，具有足够的

台车 

止回载荷装置 
试样 

隔板脉冲程序装置

冲击座

图 7.4  可控水平冲击试验原理图 



试验技术 

尺寸，以满足放置试验样品和止回载荷装置的要求。台面上应有直立隔板，隔板与台面成 90±0.5。

台车台面与隔板应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刚度，在试验时保持刚性。隔板与试验样品相接触的表面应平

整，且其尺寸应大于试验样品受冲击部分的尺寸。需要时，可在隔板上安装障碍物，以便对试验样

品某一特殊部位做集中冲击。台车应有导向装置，使台车向脉冲程序装置冲击面作单一方向运动。

采取适当措施，使试验样品与台车从静止到冲击前的运动过程中无相对运动，并有冲击后限制台车

运动（防止二次回弹）的装置。 

冲击座和脉冲程序装置：冲击座应有足够的尺寸以承受台车的冲击。在冲击座和台车隔板之间应

安装脉冲程序装置，在台车隔板撞击冲击座时能产生需要的冲击脉冲。 

（2）止回载荷装置 

可采用特殊的止回载荷装置提供一个适当的止回载荷，也可以采用与试验样品相同的包装件作

为止回载荷装置，以获得需要的载荷质量。止回载荷装置和试验样品相接触面的面积应相等。在

试验样品后设置止回载荷就是模拟在运输车辆中包装件的后部所受到的载荷。 

（3）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由加速度传感器、信号放大器、显示和记录装置组成。要求能显示并记录试验样品所

承受冲击加速度—时间历程。测试系统要有足够的加速度量程，在任何冲击点上不得出现过载现

象。测试系统的频率响应至少为20倍的测量频率。在测量范围内，测试系统的精度应在±5%之

内，测试系统的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有关规定。需要时，应有附加测试仪器，用于测定台车的冲

击速度变化。该系统的响应精度应为实际值的±2.5%。测量的速度变化精度应在±5%以内。 

4． 试验程序 

（1）按 GB/T 4857.17（编制运输包装件试验大纲的一般原理）的要求准备试验样品。 

（2）按 GB/T 4857.1（运输包装件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的要求对试验样品各部位进行编号。 

（3）按 GB/T 4857.2（运输包装件温湿度调节处理）的要求选定一种条件对试验样品进行温湿度预

处理。试验应在与预处理相同的温湿度条件下进行。如果达不到预处理条件，则必须在试验样品离

开预处理条件 5min 之内开始试验。 

（4）确定试验强度参数。 

进行试验时，试验样品的数量、试验顺序、试验次数及冲击速度、脉冲持续时间等试验强度参数

由试验目的、内装物特点、运输装卸环境条件等因素决定，如无特殊规定，也可参照下述内容： 

  冲击速度变化在 0.55.0m/s 范围内选择。对于公路运输，其冲击速度基本值为 1.5m/s;对于铁路

运输其冲击速度基本值为 1.8m/s。 

在铁路运输中，其冲击加速度一般在 0.16g 范围内变化，最大可达 18g。脉冲持续时间从几毫秒

到 300ms。 

在公路运输中，其冲击加速度一般在 0.115g 范围内变化，脉冲持续时间从 40ms800ms，有时

可达 1s。 

当托盘包装用叉车装卸时，托盘包装将经受水平冲击力的作用。最大冲击强度为 10g、50ms 和

40g、10ms 的脉冲。 

对于四面均能插入的托盘，试验时，托盘应旋转 90°在第二面上也需进行水平冲击试验。 

包装件在运输中可能经受的冲击次数应视具体流通环境而定。一般冲击次数为 215 次。如果需要，

建议进行一系列较低值冲击试验或一系列逐步增加冲击强度的试验，而不是进行单一的高值冲击

试验。这种试验可在二个冲击值之间分出损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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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回载荷装置的重量由运输工具的性能和运输环境条件决定。如果包装件为均质，一个特定的载

荷装置减速时产生的作用力与该载荷装置的质量成正比。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相互关系可以

以公式（7.3）表达: 

gFP                                    （7.3） 

式中：P —止回载荷装置对试验样品单位面积上的挤压力，Pa； 

 —试验样品密度，kg/m3； 

g —重力加速度，9.8m/s2， 

F —比例因子，m。 

比例因子 F 决定于车辆牵引装置，脉冲持续时间和包装件与车厢底板面的摩擦系数，经验上， 

F = 0.89m。在无特殊要求的条件下，止回载荷装置的重量可由下面的经验公式（7.4）决定: 

L

FW
W P                              （7.4） 

式中：W —止回载荷装置重量，kg； 

WP—试验样品重量，kg； 

L—试验样品在平行冲击方向的长度，m。 

如果用斜面冲击试验机做试验，为适应非水平面，止回载荷装置重量应适当减少。 

（5）将试验样品放置在台车的轴向中心的位置上，接受冲击的面或棱稳定地靠着隔板。止回载荷

装置放在试验样品的后部，紧靠着试验样品（注：如果试验样品为托盘包装时，则不必附加止回

载荷装置）。 

试验样品进行面冲击时，其冲击表面与隔板之间夹角应不大于 2°。 

试验样品进行棱冲击时，其冲击棱与隔板之间夹角应不大于 2°。如试验样品为平行六面体，则应

使组成该棱的两个面中的一个面与隔板面的夹角为预定角，其角度误差不大于5°，或在预定角的

10%以内（两者取较大值）。 

（6）根据要求的冲击加速度值，冲击波形和持续时间选择合适的脉冲程序装置，按预定的冲击速

度进行冲击。冲击速度误差应不大于预定水平冲击速度的5%。 

（7）试验后按有关标准或规定检查包装及内装物的损坏情况，并分析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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