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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重式灌装机器人 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定重式灌装机器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向预制灌装容器灌装液态物料的定重式灌装机器人（以下简称机器人）。广泛应用于

化工、食品、医药、农药等液态物料的定量灌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836 爆炸性环境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11291.1 工业环境用机器人 安全要求 第1部分：机器人 
GB 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 16798 食品机械安全卫生 
GB 19891 机械安全 机械设计的卫生要求 
GB 25285.1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GB 25286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GB 31571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766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4768 防霉包装 
GB/T 4879 防锈包装 
GB/T 5048 防潮包装 
GB/T 7932 气动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12642 工业机器人 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 
GB/T 12644 工业机器人 特性表示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706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GB/Z 19397 工业机器人 电磁兼容性试验方法和性能评估准则指南 
GB/T 20867 工业机器人 安全实施规范 
JB 7233 包装机械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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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8430 机器人 分类及型号编制方法 
JB/T 8896 工业机器人 验收规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3.1  

灌装容器 filling vessel 

用来存放内装物（液态物料）的贮存器，单位为桶。 

注：“桶”指灌装容器，如钢桶、塑料桶、钢塑复合桶等，简称为“桶”（以下同）。 

3.2  

净含量 net quantity 

除去灌装容器皮重后内装物的实际质量。 

3.3  

净含量偏差 net quantity deviation 

净含量与标称值之差。 

3.4  

称量范围 weighing range 

机器人定量灌装时最小标称值与最大标称值之间的范围。 

3.5  

灌装件合格率 qualified package ratio 

在灌装过程中，灌装合格的灌装件数量与灌装件总数量的百分比。 

注：“灌装合格的灌装件”指灌装件净含量偏差和灌装件外观均合格的灌装件。 

3.6  

灌装能力 filling capacity 

机器人稳定运行时，在额定条件下，单位时间内灌装完成的合格灌装件数量，单位为桶/h。 

4 分类和型号 

4.1 分类 

4.1.1 按灌装物料温度特性分 

a) 常温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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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温灌装； 
c) 伴热保温灌装。 

4.1.2 按液态物料物理特性分 

a) 桶口上灌装； 
b) 桶口内灌装； 
c) 液面下灌装； 
d) 液面随动灌装。 

4.1.3 按灌装物料称量范围分 

10 kg～35 kg、35 kg～100 kg、100 kg～500 kg和500 kg～1000 kg。 

4.1.4 按作业环境分 

a) 一般工业环境机器人； 
b) 腐蚀性环境机器人； 
c) 易燃易爆环境机器人。 
注：常用机器人型式见附录A。   

4.2 型号 

型号编制按JB/T 8430的规定。 

    □ R  G  □ -□  □-□

称量范围代号：1、2、3、4

用途代号：采用灌装的汉语拼音Guan Zhuang的第一个字母“G”来表示  
名称代号：工业机器人采用“人”字的汉语拼音Ren的第一个字母“R”

来表示

企业代号

设计代号：产品结构设计改进的顺序，依次用字母A、B、C…或数字1、2、

3…表示，第一次设计的产品无顺序代号

非防爆型式省略不表示，防爆型式用B表示

自由度数：3、4、5、6……

 
注：称量范围代号：1表示10 kg≤称量范围≤35 kg、2表示35 kg＜称量范围≤100 kg、3表示100 kg＜称量范围≤500 

kg、4表示500 kg＜称量范围≤1000 kg。 

示例：北方 RG4-2-A 表示 4 自由度的灌装机器人，称量范围 35 kg～100 kg，非防爆型式（省略），为第一次改进

设计，企业代号为“北方”。 

5 性能 

机器人的性能指标参数，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包括下列各项： 
a) 坐标型式； 
b) 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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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额定负载； 
d) 各轴运动范围； 
e) 工作空间； 
f) 最大单轴速度； 
g) 最小定位时间； 
h) 位姿准确度和重复性； 
i) 基本动作控制方式； 
j) 输入、输出接口； 
k) 编程方式； 
l) 驱动方式； 
m) 动力源参数及耗电功率； 
n) 外形尺寸和重量； 
o) 灌装能力； 
p) 净含量偏差； 
q) 灌装合格率。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机器人应按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图样和工艺文件进行制造。 
6.1.2 机器人制造所用材料及外购元器件、部件，入厂时需经检验部门复检，并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6.1.3 机器人配有夹持器时，其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6.2 功能和组成 

6.2.1 机器人可实现全过程自动计量和灌装。 
6.2.2 机器人主要由本体、末端执行器（灌装头）、控制系统和安全防护装置组成，还可以包括视觉

寻址系统、传输辊道系统和动力源装置等组成。 

6.3 安全要求 

6.3.1 机器人的基本安全要求除应符合 GB 11291.1 和 GB/T 20867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 JB 7233 的规

定。 
6.3.2 机器人应具有与安全有关的注意事项和警告标志，标志的大小和位置应能使在危险区外面的人

员安全、清楚地看到。标志的颜色尺寸及印刷型式应符合 GB 2893 和 GB 2894 的规定。 
6.3.3 机器人应具有安全控制功能，保证安全生产，机器人的机械安全设计应符合 GB/T 15706 的规定。 
6.3.4 机器人应有联锁保护功能，当缺少物料或误操作时，应报警并停止工作。 
6.3.5 机器人的非地面操作部分应有阶梯、平台踏板、护栏和安全防护罩。 
6.3.6 机器人的易脱落零部件应有防松装置。齿轮、链条、摩擦轮等运动部件裸露时应设置防护罩。

机械的往复运动机构应有限位保护装置。 
6.3.7 用于存在静电引燃（爆）等静电危害环境的机器人应符合 GB 12158 的规定。 
6.3.8 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机器人在灌装容器口 1 m 范围内应控制灌装排放气体中可燃物的浓度，保持

在爆炸下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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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 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机器人安全要求的设计和结构措施应符合 GB 25285.1 的规定。用于爆炸性环

境的机器人还应符合 GB 3836 和 GB 25286 的规定。 
6.3.10 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机器人应经国家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行防爆检验，并取得整机防爆合格证。 
6.3.11 机器人应实现全过程密闭灌装或区间密闭灌装，对灌装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并提

供并入用户废气回收处理系统的连接方式。 
6.3.12 灌装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浓度应符合 GB 31571 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规定。 

6.3.13 接地 

6.3.13.1 机器人操作机、控制装置、动力源应有接地点。不能明显表明的接地点，应在其附近标注明

显的接地符号“ ”。 
6.3.13.2 接地点与机器人中因绝缘损坏可能带电的金属部件之间的电阻不得超过 0.1 Ω。 
6.3.13.3 接地装置的其他要求应符合 GB 50169 的规定。 
6.3.13.4 机器人控制和动力装置的电源电路与壳体之间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0 MΩ。 

6.3.14 耐压强度 

机器人交流动力电源电路与邻近的非带电导体间，按GB 5226.1中18.4的试验要求，应无击穿、闪

络及飞弧现象。 

6.4 噪声 

机器人在空载运行时所产生的噪声，在噪声源1米处测量应不大于85 dB(A)。 

6.5 连续运行 

机器人在额定负载和工作速度下连续运行120 h应工作正常。 

6.6 示教编程 

示教编程通常有示教器在线示教和离线编程示教两种。按自动灌装工艺要求，通过示教编程确认机

器人的行走轨迹和坐标位姿以及速度应工作正常。 

6.7 电源适应能力 

当供电电网电压有波动，在额定电压的-15%～+10%范围内，频率为50±1Hz时，机器人工作应正常。 

6.8 电磁兼容性 

机器人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Z 19397中6.5的规定。 

6.8.1 辐射敏感度 

机器人在受到射频干扰时工作应正常。具体参数按产品标准的规定执行。 

6.8.2 磁场敏感度 

机器人在受到强磁场干扰时工作应正常。具体参数按产品标准的规定执行。 

6.9 环境气候适应性 

机器人在表1环境条件下使用、运输、贮存时应能保持正常。其他项目由产品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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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环境、工作、贮存和运输条件 

环境条件 工作条件 贮存、运输条件 

环境温度 0 ℃～40 ℃ –40 ℃～+55 ℃ 

相对湿度 ≤90%（40 ℃） ≤93%（40 ℃） 

大气压力 86 kPa～106 kPa 

注：特殊环境机器人，其环境气候条件按产品标准的规定。 

6.10 耐振性 

机器人的操作机、控制装置在受到频率为5 Hz～55 Hz、振幅为0.15 mm的振动时，工作应正常。 

6.11 耐运输性 

机器人按要求包装和运输后，工作应正常。 

6.12 可靠性 

机器人的可靠性用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和平均修复时间（MTTR）来衡量，具体数值应在

产品标准中规定。一般MTBF不小于5000 h，MTTR不大于30 min。 

6.13 液压系统 

用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其液压系统应符合GB/T 3766的规定。液压源的压力波动值应按液压产品标

准的规定执行。 

6.14 气动系统 

用气动驱动的机器人，其气动系统应符合GB/T 7932的规定。 

6.15 外观和结构 

6.15.1 机器人结构应布局合理，操作方便，造型美观，便于维修。 
6.15.2 在机器人成套设备中，所有紧固部分应无松动；活动部分润滑和冷却状况良好。 
6.15.3 文字、符号、标志应清晰、端正。各轴关节处应标明轴号及其运动方向。 
6.15.4 机器人表面不应有凹痕和变形；漆膜及镀层应均匀、无气泡、划伤、脱落和磨损等缺陷；金属

零件不应有锈蚀及其他机械损伤。 

6.16 卫生要求 

6.16.1 灌装食品和药品物料时，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灌装头）及输送管路的机械设计卫生安全应符合

GB 19891 的相关规定。灌装药品物料时与灌装物料接触的材料应符合国家对药品生产设备的有关规定。

灌装食品物料时与灌装物料接触的材料应符合 GB 16798 的规定。 
6.16.2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灌装头）及输送管路应有原位清洗（CIP）和原位杀菌（SIP）的功能。 

7 试验和检查 

7.1 试验条件 

按JB/T 8896中5.1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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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性能测试 

7.2.1 各轴运动范围 

按JB/T 8896中5.4.1的规定进行。 

7.2.2 工作空间测量 

按JB/T 8896中5.4.2和GB/T 12644中5.5的规定进行。 

7.2.3 最大单轴速度 

在额定负载条件下，使被测关节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其他关节固定，令机器人被测关节以最大速度

做最大范围的运动，测出速度的最大值。重复测量10次，以10次所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7.2.4 最小定位时间 

按GB/T 12642中第9章最小定位时间的规定进行。 

7.2.5 位姿准确度和重复性 

按GB/T 12642中7.2的规定进行。 

7.3 机械安全检查 

按GB 11291.1、GB/T 20867、GB 2893、GB 2894、GB/T 15706和 JB 7233的规定对机器人进行机械

安全检查，应符合本标准中6.3.1～6.3.6的规定。 

7.4 防静电安全检查 

按GB 12158的规定对用于存在静电引燃（爆）等静电危害场所的机器人进行防静电安全检查，应

符合本标准6.3.7的规定。 

7.5 防爆安全检查 

按GB 25285.1、GB 3836和GB 25286的规定对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机器人进行防爆安全检查，应符合

本标准6.3.8～6.3.10的规定。 

7.6 环保检查 

按GB 31571的规定对机器人进行环保检查，应符合本标准6.3.11～6.3.12的规定。 

7.7 电气安全试验 

7.7.1 接地 

按GB 5226.1中18.2和18.3的规定进行接地电阻和绝缘电阻的测量，应符合本标准中6.3.13的规定。 

7.7.2 耐压强度试验 

按GB 5226.1中18.4的规定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3.14的规定。 

7.8 噪声试验 

按JB/T 8896中5.7的规定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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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连续运行试验 

对机器人进行示教编程，在额定负载状态及实际工作下连续运行。运行中如出现故障，经排除后，

重新启动机器人，但运行时间需重新计算。在线运行试验的同时，检查动力源功率消耗、压力变化和温

升，均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连续运行时间应符合本标准中6.5的规定。 

7.10 工艺操作试验 

在正常工艺条件下，按机器人灌装工艺要求，对机器人进行示教编程。通过手动低速、单步执行等

模式对机器人进行示教编程，对机器人进行行走轨迹和坐标位姿示教，切换到自动模式，逐一确认行走

轨迹和坐标位姿以及速度。最后启动机器人进行自动运行和灌装操作工艺流程联动调试，应符合本标准

中6.6的规定。 

7.11 电源适应能力试验 

在电源额定电压的+10%和-15%，机器人分别运行15 min，应符合本标准中6.7的规定。 

7.12 电磁兼容性试验 

按GB/Z 19397中第6章的要求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8的规定。 

7.13 环境气候适应性试验 

按JB/T 8896中5.10要求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9的规定。 

7.14 振动试验 

按JB/T 8896中5.11要求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10的规定。 

7.15 运输试验 

按JB/T 8896中5.12要求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11的规定。 

7.16 可靠性试验 

可靠性验证试验方法按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12的规定。 

7.17 外观和结构检查 

按JB/T 8896中5.2的规定进行检查，应符合本标准中6.15的规定。 

7.18 额定灌装能力试验 

采用符合相关要求的灌装容器，机器人正常运转后连续灌装M桶，记录灌装时间，按公式（1）计

算机器人的灌装能力。 

 
T
MV =  .................................................................................... (1) 

式中： 
V  ——灌装能力，单位为桶每小时（桶/h）； 
M ——灌装合格总桶数，单位为桶； 
T ——灌装时间，单位为小时（h）。 

7.19 净含量偏差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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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JJF 1070的规定，校验秤的最大误差应小于或等于被检测灌装件净含量最大偏差的三分之一，按

表2的规定复称灌装件净含量。 
按公式（2）计算平均实际含量。 

 ∑
=

=
n

i
iq

n
q

1

1
 ................................................................................ (2)

  
式中： 

q ——抽样成品的平均实际含量； 

iq ——每桶灌装物料实测净含量； 

n ——抽样桶数。 
样本平均实际含量应大于或等于标注净含量减去样本平均实际含量修正值 S⋅λ ： 

 ( )SQq n ⋅−≥ λ  ..................................... (3) 

式中： 

nQ ——标注净含量； 

λ ——修正因子
n

t 1
995.0=λ ； 

S ——实际含量标准偏差 ( )∑
=

−
−

=
n

i
i qq

n
S

1

2

1
1

。 

平均实际含量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计量检验抽样方案 

成品批量 

n 

抽样桶数 

n 

平均实际含量修正值（λ·S） 允许单桶超出净含

量偏差 1 倍，小于或

者等于 2 倍的桶数 

允许单桶超出净

含量偏差 2 倍的

桶数 
修正因子 

λ 

实际含量标准偏差 

S 

1～10 N - - 0 0 

11～50 10 1.028 S 0 0 

51～99 13 0.848 S 1 0 

100～500 50 0.379 S 3 0 

501～3200 80 0.295 S 5 0 

大于 3200 125 0.234 S 7 0 

注1：本抽样方案的置信度为 99.5%。 

注2：一个检验批的批量小于或等于 10 桶时，只对各桶的实际含量进行检验和评定，不作平均实际含量的计算。 

7.20 灌装合格率试验 

a) 机器人连续正常工作条件下，连续灌装M 桶； 

b) 目测（M 桶）样品的外观质量，统计外观不合格数 1a ； 



CRIA 0002—2016 

10 

c) 统计灌装净含量偏差不合格数 2a 。 

按公式（4）计算灌装合格率。 

 %1001 21 ×





 +
−=

M
aaP  .................................................................... (4) 

式中： 
P ——灌装合格率，%； 

1a ——灌装外观不合格数，单位为桶； 

2a ——净含量偏差不合格数，单位为桶。  

8 检验项目 

机器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应按JB/T 8896的规定要求进行。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验类别 
本标准序号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性能 

各轴运动范围   5 d） 7.2.1 

2 工作空间   5 e） 7.2.2 

3 最大单轴速度   5 f） 7.2.3 

4 最小定位时间 —  5 g） 7.2.4 

5 位姿准确度和重复性   5 h） 7.2.5 

6 

安全 

机械安全检查   6.3.1～6.3.6 7.3 

7 防静电安全检查   6.3.7 7.4 

8 防爆安全检查   6.3.8～6.3.10 7.5 

9 环保检查   6.3.11～6.3.12 7.6 

10 接地   6.3.13 7.7.1 

11 耐压强度   6.3.14 7.7.2 

12 噪声   6.4 7.8 

13 连续运行   6.5 7.9 

14 工艺操作   6.6 7.10 

15 电源适应能力 —  6.7 7.11 

16 电磁兼容性 —  6.8 7.12 

17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适应性 —  6.9 7.13 

18 耐振性 —  6.10 7.14 

19 耐运输性 —  6.11 7.15 

20 可靠性 —  6.12 7.16 

21 液压系统   6.13 — 

22 气动系统   6.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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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检验类别 
本标准序号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23 外观和结构   6.15 7.17 

24 耗电功率 —  5 m） — 

25 灌装能力   5 o） 7.18 

26 净含量偏差   5 p） 7.19 

27 灌装合格率   5 q） 7.20 

注： “”为检验项目。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机器人产品上应装有标牌，标牌尺寸和技术要求按 GB/T 13306 的规定，标牌上至少应标出下列

内容： 
a) 产品型号； 
b) 产品名称； 
c) 动力源参数及耗电功率； 
d) 外形尺寸及重量； 
e) 生产编号； 
f) 制造单位名称； 
g) 出厂年、月。 

9.1.2 包装标志 

包装箱外表面应按 GB/T 191 的规定做图示标志。 

9.2 包装 

9.2.1 机器人的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 
9.2.2 机器人在包装前，必须将操作机活动臂牢靠固定。 
9.2.3 操作机底座及其他装置与包装箱底板牢靠固定。 
9.2.4 控制装置应单独包装。 
9.2.5 包装材料应符合 GB/T 4768、GB/T 4879、GB/T 5048 的规定。 
9.2.6 若有其他特殊包装要求，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9.2.7 包装箱内应有下列文件： 

a) 特性数据表和产品检验合格证； 
b) 安装、使用、维修说明书及安装图； 
c) 随机备件、附件及其清单； 
d) 装箱清单及其他有关技术资料。 

9.3 运输 

机器人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包装好的机器人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雪直接淋袭、接触腐蚀性气体与机械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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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运输、装卸时，应按本标准 9.1.2 中包装标志的规定标识方向放置，应小心轻放，不允许倒置

和碰撞。 

9.4 贮存 

长期存放机器人产品的仓库，其环境温度为 0 ℃～40 ℃，相对湿度≤90%（40 ℃）。其周围环境应无

腐蚀、易燃气体，无强烈机械振动、冲击及强磁场作用。贮存期限及其维护要求按产品标准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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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灌装机器人型式 

A.1 按液态物料物理特性分类 

按液态物料物理特性分为：桶口上灌装、桶口内灌装、液面下灌装和液面随动灌装。 

A.1.1 桶口上灌装 

灌装头不动，物料在桶面上呈柱状进入桶口。适用于粘度较大、不易产生飞溅的无毒无害液体灌装

（如图A.1 中a、a'）。 

A.1.2 桶口内灌装 

灌装头短距离运动，进入桶口进行灌装。适用于粘度一般、易产生飞溅和无泡沫的液体灌装（如图

A.1 中b、b'）。 

A.1.3 液面下灌装 

灌装头长距离运动到桶底灌装，完成后一次性提出桶口。适用于粘度小、产生大量泡沫、易挥发、

有静电、易燃易爆的液体灌装（如图A.1 中c、c'）。 

A.1.4 液面随动灌装 

灌装头长距离运动到桶底开始灌装，灌装头的物料出口随着液面升高。不适用于上述3种灌装型式

的可选用液面随动灌装。（如图A.1中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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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4 种灌装型式示意图 

A.2 按灌装物料的温度特性分类 

按灌装物料的温度特性分为：常温灌装、保温灌装和伴热保温灌装。 

A.2.1 常温灌装 

常温灌装是指在灌装过程中无需对物料管路采取保温或伴热的灌装形式。适用于凝固点较低，在环

境温度下，以液态形式存在的物料。 

A.2.2 保温灌装 

保温灌装是指在灌装过程中对物料管路采取保温、无需伴热的灌装形式。适用于通常在环境温度下

会发生凝结或变质的物料。 

A.2.3 伴热保温灌装 

伴热保温灌装是指在灌装过程中对物料管路采取伴热和保温的灌装形式。适用于凝固点较高，在环

境温度下，极易发生凝结或变质的物料。 

A.3 按灌装物料称量范围分类 

按灌装物料称量范围分为：10 kg≤称量范围≤35 kg、35 kg＜称量范围≤100 kg、100 kg＜称量范

围≤500 kg、500 kg＜称量范围≤1000 kg。 

表A.1 灌装物料称量范围分类表 

灌装物料称量范围 
高精度灌装机器人 标准精度灌装机器人 

分度值（kg） 
最大允许灌装误差

（kg） 
分度值（kg） 

最大允许灌装误差

（kg） 
10 kg～35 kg 0.01 ±0.02 0.02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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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装物料称量范围 
高精度灌装机器人 标准精度灌装机器人 

分度值（kg） 
最大允许灌装误差

（kg） 
分度值（kg） 

最大允许灌装误差

（kg） 
35 kg～100 kg 0.05 ±0.1 0.1 ±0.2 
100 kg～500 kg 0.1 ±0.2 0.2 ±0.4 
500 kg～1000 kg 0.2 ±0.4 0.5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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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 /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长春北方化工灌装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广州达意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中国化学赛鼎宁波工程有限公司、中海油山东化学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勾阳、姜有锐、娄亚军、张颂明、孙德春、蒋世财、王忠鹏、姜洪彬、许振伟、骆继国、黄艺珠、王汉杰、田德永、何文明。

定重式灌装机器人 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定重式灌装机器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向预制灌装容器灌装液态物料的定重式灌装机器人（以下简称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化工、食品、医药、农药等液态物料的定量灌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836 爆炸性环境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 11291.1 工业环境用机器人 安全要求 第1部分：机器人


GB 12158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 16798 食品机械安全卫生

GB 19891 机械安全 机械设计的卫生要求

GB 25285.1 爆炸性环境 爆炸预防和防护 第1部分：基本原则和方法

GB 25286 爆炸性环境用非电气设备


GB 31571 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16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766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4768 防霉包装


GB/T 4879 防锈包装


GB/T 5048 防潮包装


GB/T 7932 气动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 12642 工业机器人 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


GB/T 12644 工业机器人 特性表示

GB/T 13306 标牌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5706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GB/Z 19397 工业机器人 电磁兼容性试验方法和性能评估准则指南


GB/T 20867 工业机器人 安全实施规范


JB 7233 包装机械 安全要求


JB/T 8430 机器人 分类及型号编制方法


JB/T 8896 工业机器人 验收规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灌装容器 filling vessel


用来存放内装物（液态物料）的贮存器，单位为桶。


注： “桶”指灌装容器，如钢桶、塑料桶、钢塑复合桶等，简称为“桶”（以下同）。

净含量 net quantity


除去灌装容器皮重后内装物的实际质量。


净含量偏差 net quantity deviation


净含量与标称值之差。

称量范围 weighing range

机器人定量灌装时最小标称值与最大标称值之间的范围。

灌装件合格率 qualified package ratio


在灌装过程中，灌装合格的灌装件数量与灌装件总数量的百分比。


注： “灌装合格的灌装件”指灌装件净含量偏差和灌装件外观均合格的灌装件。

灌装能力 filling capacity


机器人稳定运行时，在额定条件下，单位时间内灌装完成的合格灌装件数量，单位为桶/h。

4　 分类和型号


4.1　 分类

4.1.1　 按灌装物料温度特性分


a) 常温灌装；

b) 保温灌装；


c) 伴热保温灌装。

4.1.2　 按液态物料物理特性分


a) 桶口上灌装；

b) 桶口内灌装；


c) 液面下灌装；

d) 液面随动灌装。


4.1.3　 按灌装物料称量范围分


10 kg～35 kg、35 kg～100 kg、100 kg～500 kg和500 kg～1000 kg。

4.1.4　 按作业环境分


a) 一般工业环境机器人；


b) 腐蚀性环境机器人；


c) 易燃易爆环境机器人。


注： 常用机器人型式见附录A。  

4.2　 型号


型号编制按JB/T 8430的规定。




□ R  G  □-□□-□


称量范围代号：1、2、3、4


用途代号：采用灌装的汉语拼音Guan Zhuang的第一个字母“G”来表示


名称代号：工业机器人采用“人”字的汉语拼音Ren的第一个字母“R”


来表示


企业代号


设计代号：产品结构设计改进的顺序，依次用字母A、B、C…或数字1、2、


3…表示，第一次设计的产品无顺序代号


非防爆型式省略不表示，防爆型式用B表示


自由度数：3、4、5、6……




注： 称量范围代号：1表示10 kg≤称量范围≤35 kg、2表示35 kg＜称量范围≤100 kg、3表示100 kg＜称量范围≤500 kg、4表示500 kg＜称量范围≤1000 kg。

示例： 北方RG4-2-A表示4自由度的灌装机器人，称量范围35 kg～100 kg，非防爆型式（省略），为第一次改进设计，企业代号为“北方”。

5　 性能


机器人的性能指标参数，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包括下列各项：


a) 坐标型式；

b) 轴数；

c) 额定负载；

d) 各轴运动范围；

e) 工作空间；

f) 最大单轴速度；

g) 最小定位时间；

h) 位姿准确度和重复性；

i) 基本动作控制方式；

j) 输入、输出接口；


k) 编程方式；


l) 驱动方式；


m) 动力源参数及耗电功率；


n) 外形尺寸和重量；

o) 灌装能力；


p) 净含量偏差；


q) 灌装合格率。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机器人应按规定程序批准的设计图样和工艺文件进行制造。


6.1.2　 机器人制造所用材料及外购元器件、部件，入厂时需经检验部门复检，并应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6.1.3　 机器人配有夹持器时，其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6.2　 功能和组成

6.2.1　 机器人可实现全过程自动计量和灌装。


6.2.2　 机器人主要由本体、末端执行器（灌装头）、控制系统和安全防护装置组成，还可以包括视觉寻址系统、传输辊道系统和动力源装置等组成。

6.3　 安全要求

6.3.1　 机器人的基本安全要求除应符合GB 11291.1和GB/T 20867的规定外，还应符合JB 7233的规定。


6.3.2　 机器人应具有与安全有关的注意事项和警告标志，标志的大小和位置应能使在危险区外面的人员安全、清楚地看到。标志的颜色尺寸及印刷型式应符合GB 2893和GB 2894的规定。


6.3.3　 机器人应具有安全控制功能，保证安全生产，机器人的机械安全设计应符合GB/T 15706的规定。


6.3.4　 机器人应有联锁保护功能，当缺少物料或误操作时，应报警并停止工作。


6.3.5　 机器人的非地面操作部分应有阶梯、平台踏板、护栏和安全防护罩。


6.3.6　 机器人的易脱落零部件应有防松装置。齿轮、链条、摩擦轮等运动部件裸露时应设置防护罩。机械的往复运动机构应有限位保护装置。

6.3.7　 用于存在静电引燃（爆）等静电危害环境的机器人应符合GB 12158的规定。


6.3.8　 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机器人在灌装容器口1 m范围内应控制灌装排放气体中可燃物的浓度，保持在爆炸下限以下。

6.3.9　 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机器人安全要求的设计和结构措施应符合GB 25285.1的规定。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机器人还应符合GB 3836和GB 25286的规定。

6.3.10　 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机器人应经国家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行防爆检验，并取得整机防爆合格证。


6.3.11　 机器人应实现全过程密闭灌装或区间密闭灌装，对灌装过程中产生的废气进行有效收集，并提供并入用户废气回收处理系统的连接方式。


6.3.12　 灌装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浓度应符合GB 31571污染物排放限值的规定。

6.3.13　 接地


6.3.13.1　 机器人操作机、控制装置、动力源应有接地点。不能明显表明的接地点，应在其附近标注明显的接地符号“”。


6.3.13.2　 接地点与机器人中因绝缘损坏可能带电的金属部件之间的电阻不得超过0.1 Ω。

6.3.13.3　 接地装置的其他要求应符合GB 50169的规定。


6.3.13.4　 机器人控制和动力装置的电源电路与壳体之间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0 MΩ。

6.3.14　 耐压强度


机器人交流动力电源电路与邻近的非带电导体间，按GB 5226.1中18.4的试验要求，应无击穿、闪络及飞弧现象。

6.4　 噪声


机器人在空载运行时所产生的噪声，在噪声源1米处测量应不大于85 dB(A)。

6.5　 连续运行


机器人在额定负载和工作速度下连续运行120 h应工作正常。


6.6　 示教编程


示教编程通常有示教器在线示教和离线编程示教两种。按自动灌装工艺要求，通过示教编程确认机器人的行走轨迹和坐标位姿以及速度
应工作正常。

6.7　 电源适应能力


当供电电网电压有波动，在额定电压的-15%～+10%范围内，频率为50±1Hz时，机器人工作应正常。


6.8　 电磁兼容性


机器人的电磁兼容性应符合GB/Z 19397中6.5的规定。


6.8.1　 辐射敏感度


机器人在受到射频干扰时工作应正常。具体参数按产品标准的规定执行。


6.8.2　 磁场敏感度


机器人在受到强磁场干扰时工作应正常。具体参数按产品标准的规定执行。

6.9　 环境气候适应性


机器人在表1环境条件下使用、运输、贮存时应能保持正常。其他项目由产品标准规定。


表1　 环境、工作、贮存和运输条件

		环境条件

		工作条件

		贮存、运输条件



		环境温度

		0 ℃～40 ℃

		–40 ℃～+55 ℃



		相对湿度

		≤90%（40 ℃）

		≤93%（40 ℃）



		大气压力

		86 kPa～106 kPa





注： 特殊环境机器人，其环境气候条件按产品标准的规定。

6.10　 耐振性


机器人的操作机、控制装置在受到频率为5 Hz～55 Hz、振幅为0.15 mm的振动时，工作应正常。


6.11　 耐运输性


机器人按要求包装和运输后，工作应正常。


6.12　 可靠性


机器人的可靠性用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和平均修复时间（MTTR）来衡量，具体数值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一般MTBF不小于5000 h，MTTR不大于30 min。


6.13　 液压系统

用液压驱动的机器人，其液压系统应符合GB/T 3766的规定。液压源的压力波动值应按液压产品标准的规定执行。

6.14　 气动系统


用气动驱动的机器人，其气动系统应符合GB/T 7932的规定。

6.15　 外观和结构


6.15.1　 机器人结构应布局合理，操作方便，造型美观，便于维修。


6.15.2　 在机器人成套设备中，所有紧固部分应无松动；活动部分润滑和冷却状况良好。


6.15.3　 文字、符号、标志应清晰、端正。各轴关节处应标明轴号及其运动方向。


6.15.4　 机器人表面不应有凹痕和变形；漆膜及镀层应均匀、无气泡、划伤、脱落和磨损等缺陷；金属零件不应有锈蚀及其他机械损伤。

6.16　 卫生要求


6.16.1　 灌装食品和药品物料时，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灌装头）及输送管路的机械设计卫生安全应符合GB 19891的相关规定。灌装药品物料时与灌装物料接触的材料应符合国家对药品生产设备的有关规定。灌装食品物料时与灌装物料接触的材料应符合GB 16798的规定。


6.16.2　 机器人末端执行器（灌装头）及输送管路应有原位清洗（CIP）和原位杀菌（SIP）的功能。

7　 试验和检查

7.1　 试验条件


按JB/T 8896中5.1的规定进行。


7.2　 性能测试


7.2.1　 各轴运动范围

按JB/T 8896中5.4.1的规定进行。


7.2.2　 工作空间测量


按JB/T 8896中5.4.2和GB/T 12644中5.5的规定进行。


7.2.3　 最大单轴速度


在额定负载条件下，使被测关节进入稳定工作状态，其他关节固定，令机器人被测关节以最大速度做最大范围的运动，测出速度的最大值。重复测量10次，以10次所测结果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7.2.4　 最小定位时间


按GB/T 12642中第9章最小定位时间的规定进行。

7.2.5　 位姿准确度和重复性


按GB/T 12642中7.2的规定进行。

7.3　 机械安全检查


按GB 11291.1、GB/T 20867、GB 2893、GB 2894、GB/T 15706和 JB 7233的规定对机器人进行机械安全检查，应符合本标准中6.3.1～6.3.6的规定。


7.4　 防静电安全检查


按GB 12158的规定对用于存在静电引燃（爆）等静电危害场所的机器人进行防静电安全检查，应符合本标准6.3.7的规定。


7.5　 防爆安全检查


按GB 25285.1、GB 3836和GB 25286的规定对用于爆炸性环境的机器人进行防爆安全检查，应符合本标准6.3.8～6.3.10的规定。


7.6　 环保检查


按GB 31571的规定对机器人进行环保检查，应符合本标准6.3.11～6.3.12的规定。


7.7　 电气安全试验

7.7.1　 接地


按GB 5226.1中18.2和18.3的规定进行接地电阻和绝缘电阻的测量，应符合本标准中6.3.13的规定。

7.7.2　 耐压强度试验

按GB 5226.1中18.4的规定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3.14的规定。

7.8　 噪声试验

按JB/T 8896中5.7的规定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4的规定。

7.9　 连续运行试验

对机器人进行示教编程，在额定负载状态及实际工作下连续运行。运行中如出现故障，经排除后，重新启动机器人，但运行时间需重新计算。在线运行试验的同时，检查动力源功率消耗、压力变化和温升，均符合产品标准的要求。连续运行时间应符合本标准中6.5的规定。

7.10　 工艺操作试验


在正常工艺条件下，按机器人灌装工艺要求，对机器人进行示教编程。通过手动低速、单步执行等模式对机器人进行示教编程，对机器人进行行走轨迹和坐标位姿示教，切换到自动模式，逐一确认行走轨迹和坐标位姿以及速度。最后启动机器人进行自动运行和灌装操作工艺流程联动调试，应符合本标准中6.6的规定。

7.11　 电源适应能力试验


在电源额定电压的+10%和-15%，机器人分别运行15 min，应符合本标准中6.7的规定。

7.12　 电磁兼容性试验


按GB/Z 19397中第6章的要求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8的规定。

7.13　 环境气候适应性试验

按JB/T 8896中5.10要求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9的规定。

7.14　 振动试验


按JB/T 8896中5.11要求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10的规定。

7.15　 运输试验


按JB/T 8896中5.12要求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11的规定。

7.16　 可靠性试验


可靠性验证试验方法按产品标准的规定进行，应符合本标准中6.12的规定。

7.17　 外观和结构检查

按JB/T 8896中5.2的规定进行检查，应符合本标准中6.15的规定。


7.18　 额定灌装能力试验

采用符合相关要求的灌装容器，机器人正常运转后连续灌装M桶，记录灌装时间，按公式（1）计算机器人的灌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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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灌装能力，单位为桶每小时（桶/h）；




M


——灌装合格总桶数，单位为桶；




T


——灌装时间，单位为小时（h）。

7.19　 净含量偏差试验


按JJF 1070的规定，校验秤的最大误差应小于或等于被检测灌装件净含量最大偏差的三分之一，按表2的规定复称灌装件净含量。


按公式（2）计算平均实际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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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抽样成品的平均实际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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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每桶灌装物料实测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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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桶数。

样本平均实际含量应大于或等于标注净含量减去样本平均实际含量修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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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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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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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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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实际含量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计量检验抽样方案


		成品批量


n

		抽样桶数


n

		平均实际含量修正值（λ·S）

		允许单桶超出净含量偏差1倍，小于或者等于2倍的桶数

		允许单桶超出净含量偏差2倍的桶数



		

		

		修正因子


λ

		实际含量标准偏差


S

		

		



		1～10

		N

		-

		-

		0

		0



		11～50

		10

		1.028

		S

		0

		0



		51～99

		13

		0.848

		S

		1

		0



		100～500

		50

		0.379

		S

		3

		0



		501～3200

		80

		0.295

		S

		5

		0



		大于3200

		125

		0.234

		S

		7

		0





注1： 本抽样方案的置信度为99.5%。


注2： 一个检验批的批量小于或等于10桶时，只对各桶的实际含量进行检验和评定，不作平均实际含量的计算。


7.20　 灌装合格率试验


a) 机器人连续正常工作条件下，连续灌装

M


桶；


b) 目测（

M


桶）样品的外观质量，统计外观不合格数

1


a


；


c) 统计灌装净含量偏差不合格数

2


a


。


按公式（4）计算灌装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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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灌装合格率，%；




1


a


——灌装外观不合格数，单位为桶；




2


a


——净含量偏差不合格数，单位为桶。 

8　 检验项目


机器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应按JB/T 8896的规定要求进行。检验项目见表3。

表3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类别

		本标准序号

		检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性能

		各轴运动范围

		(

		(

		5 d）

		7.2.1



		2

		

		工作空间

		(

		(

		5 e）

		7.2.2



		3

		

		最大单轴速度

		(

		(

		5 f）

		7.2.3



		4

		

		最小定位时间

		—

		(

		5 g）

		7.2.4



		5

		

		位姿准确度和重复性

		(

		(

		5 h）

		7.2.5



		6

		安全

		机械安全检查

		(

		(

		6.3.1～6.3.6

		7.3



		7

		

		防静电安全检查

		(

		(

		6.3.7

		7.4



		8

		

		防爆安全检查

		(

		(

		6.3.8～6.3.10

		7.5



		9

		

		环保检查

		(

		(

		6.3.11～6.3.12

		7.6



		10

		

		接地

		(

		(

		6.3.13

		7.7.1



		11

		

		耐压强度

		(

		(

		6.3.14

		7.7.2



		12

		噪声

		(

		(

		6.4

		7.8



		13

		连续运行

		(

		(

		6.5

		7.9



		14

		工艺操作

		(

		(

		6.6

		7.10



		15

		电源适应能力

		—

		(

		6.7

		7.11



		16

		电磁兼容性

		—

		(

		6.8

		7.12



		17

		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适应性

		—

		(

		6.9

		7.13



		18

		

		耐振性

		—

		(

		6.10

		7.14



		19

		耐运输性

		—

		(

		6.11

		7.15



		20

		可靠性

		—

		(

		6.12

		7.16



		21

		液压系统

		(

		(

		6.13

		—



		22

		气动系统

		(

		(

		6.14

		—



		23

		外观和结构

		(

		(

		6.15

		7.17



		24

		耗电功率

		—

		(

		5 m）

		—



		25

		灌装能力

		(

		(

		5 o）

		7.18



		26

		净含量偏差

		(

		(

		5 p）

		7.19



		27

		灌装合格率

		(

		(

		5 q）

		7.20



		注：  “(”为检验项目。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


9.1.1　 机器人产品上应装有标牌，标牌尺寸和技术要求按GB/T 13306的规定，标牌上至少应标出下列内容：

a) 产品型号；


b) 产品名称；


c) 动力源参数及耗电功率；


d) 外形尺寸及重量；

e) 生产编号；


f) 制造单位名称；

g) 出厂年、月。

9.1.2　 包装标志

包装箱外表面应按GB/T 191的规定做图示标志。


9.2　 包装

9.2.1　 机器人的包装应符合GB/T 13384的规定。


9.2.2　 机器人在包装前，必须将操作机活动臂牢靠固定。


9.2.3　 操作机底座及其他装置与包装箱底板牢靠固定。


9.2.4　 控制装置应单独包装。


9.2.5　 包装材料应符合GB/T 4768、GB/T 4879、GB/T 5048的规定。

9.2.6　 若有其他特殊包装要求，应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9.2.7　 包装箱内应有下列文件：


a) 特性数据表和产品检验合格证；


b) 安装、使用、维修说明书及安装图；


c) 随机备件、附件及其清单；


d) 装箱清单及其他有关技术资料。


9.3　 运输


机器人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包装好的机器人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雨雪直接淋袭、接触腐蚀性气体与机械损伤。


b) 运输、装卸时，应按本标准9.1.2中包装标志的规定标识方向放置，应小心轻放，不允许倒置和碰撞。

9.4　 贮存

长期存放机器人产品的仓库，其环境温度为0 ℃～40 ℃，相对湿度≤90%（40 ℃）。其周围环境应无腐蚀、易燃气体，无强烈机械振动、冲击及强磁场作用。贮存期限及其维护要求按产品标准的规定执行。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用灌装机器人型式


A.1　 按液态物料物理特性分类


按液态物料物理特性分为：桶口上灌装、桶口内灌装、液面下灌装和液面随动灌装。


A.1.1　 桶口上灌装


灌装头不动，物料在桶面上呈柱状进入桶口。适用于粘度较大、不易产生飞溅的无毒无害液体灌装（如图A.1中a、a'）。


A.1.2　 桶口内灌装


灌装头短距离运动，进入桶口进行灌装。适用于粘度一般、易产生飞溅和无泡沫的液体灌装（如图A.1中b、b'）。


A.1.3　 液面下灌装


灌装头长距离运动到桶底灌装，完成后一次性提出桶口。适用于粘度小、产生大量泡沫、易挥发、有静电、易燃易爆的液体灌装（如图A.1中c、c'）。


A.1.4　 液面随动灌装


灌装头长距离运动到桶底开始灌装，灌装头的物料出口随着液面升高。不适用于上述3种灌装型式的可选用液面随动灌装。（如图A.1中d、d'）。




图A.1　 4种灌装型式示意图


A.2　 按灌装物料的温度特性分类


按灌装物料的温度特性分为：常温灌装、保温灌装和伴热保温灌装。


A.2.1　 常温灌装


常温灌装是指在灌装过程中无需对物料管路采取保温或伴热的灌装形式。适用于凝固点较低，在环境温度下，以液态形式存在的物料。


A.2.2　 保温灌装


保温灌装是指在灌装过程中对物料管路采取保温、无需伴热的灌装形式。适用于通常在环境温度下会发生凝结或变质的物料。


A.2.3　 伴热保温灌装


伴热保温灌装是指在灌装过程中对物料管路采取伴热和保温的灌装形式。适用于凝固点较高，在环境温度下，极易发生凝结或变质的物料。


A.3　 按灌装物料称量范围分类


按灌装物料称量范围分为：10 kg≤称量范围≤35 kg、35 kg＜称量范围≤100 kg、100 kg＜称量范围≤500 kg、500 kg＜称量范围≤1000 kg。

表A.1　 灌装物料称量范围分类表


		灌装物料称量范围

		高精度灌装机器人

		标准精度灌装机器人



		

		分度值（kg）

		最大允许灌装误差（kg）

		分度值（kg）

		最大允许灌装误差（kg）



		10 kg～35 kg

		0.01

		±0.02

		0.02

		±0.04



		35 kg～100 kg

		0.05

		±0.1

		0.1

		±0.2



		100 kg～500 kg

		0.1

		±0.2

		0.2

		±0.4



		500 kg～1000 kg

		0.2

		±0.4

		0.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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