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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老助残机器人安全 一般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助老助残机器人（以下简称机器人）的本质安全设计措施以及使用信息的要求和准则。

描述助老助残机器人相关的基本危险，并提出了消除或充分减小这些危险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老年人

/残疾人生活辅助类机器人。 
尤其是对以下两种类型的助老助残机器人： 
——功能辅助型机器人如：外骨骼机器人、移动式仆人机器人； 
——功能代偿型机器人如：智能轮椅。 
本标准不适用于作为医疗使用的机器人。医疗使用机器人的实例包括（但不局限于）：上肢训练机

器人、下肢训练机器人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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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标准。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IEC 60335-1:2014(ED4.1),IDT） 
GB 4706.1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电池充电器的特殊要求（IEC 60335-2-29:2010,IDT） 
GB 4943.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IEC 60950-1:2005,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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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0204-1:2005,IDT） 
GB 7247.1 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 1 部分：设备分类、要求（IEC 60825-1:2007,IDT） 
GB/T 925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CISPR 22:2006,IDT） 
GB/T 15706 机械安全 设计一般要求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ISO 12100:2010,IDT） 
GB/T 16855.1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 1 部分 设计一般要求（ISO 13849-1:2006,IDT）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EC 61000-4-2:2001,IDT） 
GB/T 17626.3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IEC 61000-4-3:2010,IDT） 
GB/T 17799.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IEC 61000-6-1:199

7,IDT） 
GB 17799.3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发射（IEC 61000-6-3:2011,IDT） 
GB/T 18029 轮椅车座（靠）垫阻燃性的要求和测试方法（ISO 7176-16:1997,IDT） 
GB/T 18029.21 轮椅车 第 21 部分：电动轮椅车、电动代步车和电池充电器的电磁兼容性要求和测

试方法（ISO 7176-21:2009,IDT） 
GB/T 18336.2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评估准则 第 2 部分：安全功能组件（ISO/IEC 1

5408-2:2008,IDT） 
GB/T 19670 机械安全 防止意外启动（ISO 14118:2000,MOD） 
GB/T 20002.2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 第 2 部分：老年人和残疾人的需求（ISO/IEC Guide 71:200

1,IDT） 
GB/T 20438.1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第1部分：一般要求(IEC 61508-1:1

998,I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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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438.2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第2部分：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

全相关系统的要求(IEC 61508-2:2000,IDT) 
GB/T 20438.3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功能安全 第3部分：软件要求(IEC 61508-3:199

8,IDT) 
GB 24436 康复训练器械 安全通用要求 
GB 28526 机械电气安全 安全相关电气、电子和可编程电子控制系统的功能安全(IEC 62061:2005,

IDT) 
GB/T 25000.51 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第 51 部分：就绪可用软

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ISO/IEC 25051:2014,MOD) 
GB/T 30961 嵌入式软件质量度量 
GB/T 30976.1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第1部分：评估规范 
GB/T 30976.2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第2部分：验收规范 
GB/T 33008.1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网络安全 可编程控制器（PLC）第1部分：系统要求 
GB/T 33009.1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网络安全 集散控制系统（DCS）第1部分：防护要求 
GJB 8114 C/C++ 语言编程安全子集  
ISO 13482 机器人和机器人装置—个人护理机器人安全要求(Robots and robotic devices –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personal care robo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助老助残机器人 robots for the disabled and the elderly 
为老年人或者身体有功能障碍的人提供日常护理的机器人。  

3.2  
老年人 the old 
六十岁以上的公民。 
[GB/T 24433-2009，定义 3.1] 

3.3  
残疾人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残疾人是指在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的方式从事

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注：改写 GB 24433-2009，定义 3.2。 

3.4  
功能辅助型 functional auxiliary 
为老年人或身体有功能障碍的人完成指定动作提供帮助的机器人。 

3.5  
功能代偿型 functional compensatory type 
为老年人或身体有功能障碍的人完成指定动作的机器人。 

3.6 
危险 hazard 
潜在的伤害源。 
[GB/T 15706-2012，定义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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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风险 risk 
伤害发生的概率与伤害严重程度的组合。 
[GB/T 15706-2012，定义 3.12] 

3.8 
风险估计 risk estimation 
确定伤害可能达到的严重程度和伤害发生的概率。 
[GB/T 15706-2012，定义 3.14] 

3.9  
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 
机器限制的确定、危险识别和风险估计的组合。 
[GB/T 15706-2012，定义 3.15] 

3.10 
风险评价 risk evaluation 
以风险分析为基础，判断是否已达到减小风险的目标。 
[GB/T 15706-2012，定义 3.16] 

3.11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包括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在内的全过程。 
[GB/T 15706-2012，定义 3.17] 

3.12 
保护措施 protective measure 
用于实现风险减小的措施。这些措施由下列人员实施： 
——设计者（本质安全设计、安全防护和补充保护措施、使用信息）。 
——使用者（组织措施：安全工作程序、监督、工作许可制度；提供和使用附加安全防护装置；使

用个体防护装备；培训）。 
[GB/T 15706-2012，定义 3.19] 

3.13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inherently safe design measure 
通过改变机器设计或工作特性，而不是使用防护装置或保护装置来消除危险或减小与危险相关的风

险的保护措施。 
[GB/T 15706-2012，定义 3.20] 

3.14 
安全相关控制系统 SRCS safety-related control system 
其失效可能导致风险立即增加的控制系统。 
注 1：改写 GB 28526，定义 3. 2. 4。 
注 2：SRCS 包括由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控制电路、电源电路、气动液压控制回路等组成的全部控制系统，其失

效可能导致功能安全的降低或丧失。 

3.15 
功能安全 functional safety 
机械及机械控制系统有关的整体安全的组成部分，它取决于 SRCS、其他技术安全相关系统和外部

风险降低设施功能的正确行使。 
 注 1：改写 GB/T 20438.4-2006，定义 3. 1. 9。 

http://www.baidu.com/link?url=NDtrGIb6SjF_iw0qzModAUo_xFtTu1WDPcmv5m4TWKSgvSGifuS1FRdY_xDiJlr4Cr6BNrk7nCaSdyFvDEVRRMtkxeojCVK9qubOzgeTQKQdpFkzAl-YREQv5A0dqPts&wd=&eqid=c291891e0004c9a00000000557f9e0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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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2：本标准只考虑机械应用中取决于 SRCS 正确功能的功能安全。 

 注 3：ISO/IEC 指南 51 定义安全为免除不能接受的风险。 

[GB 28526-2012，定义 3.2.9] 
3.16 

安全相关控制功能 SRCF Safety-Related Control Function 
由具有规定的完整性等级的 SRCS 执行的控制功能，预期用于保持机器的安全状况或防止风险立即

增加。 
注 1：改写 GB 28526，定义 3.2. 16。 

3.17 
安全完整性等级 SIL safety integrity level 
一种离散的等级(三种可能的等级之一)，用于规定分配给 SRCS 安全相关控制功能的安全完整性要

求。在这里，安全完整性等级 3 是最高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1 是最低的。 
注 1：改写 GB/T 20438.4-2006，定义 3.5.6。 

注 2：本标准不考虑 SIL4，通常不适合与机械相关联的风险降低要求。适合 SIL4 的要求，见 GB/T 20438.1 和 GB/T 

20438.2。 

[GB 28526-2012，定义 3.2.23] 
3.18 

安全相关障碍 safety-related obstacle 
若与机器人接触或碰撞，可能造成伤害的物体、障碍物或地面条件。 
[ISO 13482-2014，定义 3.21.2] 

3.19 
安全相关速度限界 safety-related speed limit 
机器人可达到某一点（本体位置），但不造成无法接受风险的速度上限。 
[ISO 13482-2014，定义 3.21.3] 

3.20 
安全相关力量限界 safety-related force limit 
机器人某一点可施加在人或其他周围物体上，而不造成无法接受的风险的力量上限。 
[ISO 13482-2014，定义 3.21.4] 

3.21 
奇异点  singularity 
当发生雅克比矩阵降秩的情况。 
注 1：改写 ISO 10218-1:2011，定义 3.22。 

注 2：从数学角度讲，在奇异状态中，为保持笛卡尔空间中的速度，关节空间中的关节速度可能无限大。在实际操

作中，笛卡尔空间内定义的运动在奇异点附近将产生高转速，因而导致危险的情况。 

注 3：雅克比矩阵通常定义为机器人坐标系间坐标的一阶偏导数的矩阵。 

 [ISO 13482-2014，定义 3.28] 
3.22 

电敏保护装置  electro-sensitive protective equipment 
ESPE 
以保护性脱扣或存在感测为目的，一同工作的装置及/或构件的组合，且至少包含下列各项。 
——敏感器件； 
——控制/监测装置； 
——输出信号切换装置和（或）安全相关的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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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改写 IEC 61496-1:2004，定义 3.5。 

注 2：与 ESPE 相联系的安全相关的控制系统，或 ESPE 本身，可能还包括一个次要切换装置、抑制功能、停止功能

性能监视器等。 

注 3：安全相关通讯界面可整合至与 ESPE 相同的模块中。 

[ISO 13482-2014，定义 3.29] 
3.23 

压敏保护装置  pressure-sensitive protective equipment 
PSPE 
使用“机械驱动脱扣”方式，触发装置和构件的组合，以在危险情况下提供保护。 
注 1：PSPE 的实例为压敏垫及压敏地板、缓冲器、压敏缘及压敏棒。 

注 2：PSPE 通过使用不同的技术产生一个停止信号，如机械接触、光纤传感器及气压传感器。 

[ISO 13482-2014，定义 3.30] 

4 危险识别及风险评估 

危险识别应当能够识别助老助残机器人中可能出现的特定的任何危险。附录A包含了一份典型的危

险清单。当然，这一清单不应该被认为包含了所有的危险可能性。特定的助老助残机器人系统，亦可能

因其特殊设计、预定用途或可合理预见的误用，而出现其他危险。应对每一个设计过程都应该有特定的

危险识别。对在危险识别中确定的危险，应进行风险评估，这种风险评估应对下列情况给予特别的关

注： 

a) 机械危险； 
b) 电气危险； 
c) 能量危险； 
d) 热危险； 
e) 噪声危险； 
f) 振动危险； 
g) 辐射危险； 
h) 电磁兼容危险； 
i) 材料/物质产生的危险； 
j) 人类工效学产生的危险； 
k) 与机器人使用环境相关的危险； 
l) 源自机器人运动的危险； 
m) 因导航定位错误产生的危险； 
n) 安全相关控制系统的功能失效产生的危险。 
若适用上述危险源，风险评估应特别考量机器人的操作或活动部分的风险。 
首先通过设计和替代，然后再用安全防护和补充保护措施，消除或减少风险，其余的风险应采用其

他措施（如：警告、标记、培训）来减小。 

5 安全要求及保护措施 

5.1 一般要求 

应根据 GB/T 15706 中有关危险的原则来设计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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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应满足本章要求。 
可由一种或多种方法，验证是否满足本章的要求，依下列各项。 
注：下列验证方法（但不局限）可以满足本章要求： 

a) 目测； 

b) 实际试验； 

c) 量测； 

d) 在操作中观察； 

e) 检查回路图； 

f) 软件检测； 

g) 审查以任务为主的风险评估； 

h) 检查架构图、配置图及相关文件。 

5.2 安全通用要求 

5.2.1 机械安全 

5.2.1.1 面、边、角 

5.2.1.1.1 一般要求 

机器人整体形状及其外部零件设计时，应避免因机器人形状导致使用者刮伤、切割或其它伤害。 

5.2.1.1.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可能造成伤害的粗糙表面、尖角及锐边都应该避免或予以覆盖； 
b) 机器人上可触及的机械开口的设计符合 GB/T 12265.3 及 GB/T 18717.2 的要求； 
c) 机器人关节的设计，应确保当关节依制造商预定的情况移动时，不会碾压任何人体部位； 
d) 限制承载物为非锐利或无尖角的物体。 

5.2.1.2 运动部件 

5.2.1.2.1 一般要求 

机器人的设计，应避免暴露在外的运动部件造成无法接受的风险。 

5.2.1.2.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运动部件不能暴露在外； 
b) 增加运动部件之间的最小间距来避免挤压和剪切危险，使得人体的相应部位可以安全的进

入，或通过减小间距使人体的任何部位不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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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电气安全 

5.2.2.1 一般要求 

机器人应能承受其可能经受的瞬态过电压并正常工作。 
机器人的接触电流不应过大，并且其电气强度应符合规定的要求。 
机器人具备良好的保护接地措施，能防止间接触电的发生。 
机器人的结构应使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足够承受可能经受的电气应力。 

5.2.2.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机器人及其充电桩等与电网连接部件，应能承受规定的脉冲电压的冲击； 
b) 机器人的设计和结构应当保证接触电流或保护导体电流均不可能产生电击危险，固体绝缘具备

足够的抗电强度； 
c) 机器人与强电连接部分，如机器人充电桩等设备，可将出现对地电压的易触及金属部件同大地

紧密连接在一起，使机器人上的故障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内； 
d) 机器人的结构设计应保障具备足够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并选择适宜的固体绝缘材料。 

5.2.3 能量安全 

5.2.3.1 电池充电安全 

5.2.3.1.1 一般要求 

内部含有充电系统的机器人应保证使用者意外触电的风险在可接受程度。其应符合 GB 4706.18 或

GB 5226.1 适用部分，且应满足 GB 4208 及 EN 50272，亦能防止充电系统由于过度充电及深度放电造

成的危险。 

5.2.3.1.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充电接点及插头的设计应采取可防止意外触碰带电零件的设计； 
b） 充电接点的电压应根据其应用和使用环境符合相应的标准，如 GB 5226.1、GB 4706.18 等； 
c） 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尽量选择充电电流低的电池。 

5.2.3.2 储能安全 

5.2.3.2.1 一般要求 

储能的无控制释放不应造成危险，此适用于机器人操作及机器人关闭时。 
机器人应提供使储存的危险能量受控制释放的措施。 
机器人相关位置应贴上标签以标识储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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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储能器可以是气压蓄压器、液压蓄压器、电池等。 

5.2.3.2.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储存的能量在合理可行范围内应保持在低水平。 

5.2.4 热危险 

5.2.4.1 极端温度 

5.2.4.1.1 一般要求 

应避免机器人使用者因为极端温度引起的灼烧、冻疮、不适或其他类似疾病。 
注：表面温度介于 10℃~43℃通常不视为极端温度。 

5.2.4.1.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消除或避免机器人内产生极端温度的零部件； 
b) 选择具有合适的导热性的材料及其质地。 

5.2.4.2 防火 

5.2.4.2.1 一般要求 

机器人应避免使用过程中因失火造成的危险。 

5.2.4.2.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提供过流保护装置； 
b) 选择的零部件、元器件和消耗材料能避免产生可能引起着火的高温； 
c) 限制易燃材料的用量； 
d) 把易燃材料与可能点燃源屏蔽或隔离； 
e) 使用防护外壳或挡板，以限制火焰只在机器人内部蔓延； 
f) 使用合适的材料制作外壳，以减少火焰向机器人外蔓延的可能性； 
g) 含有座（靠）垫的机器人，应保证其材料满足 GB/T 18029 的要求。 

5.2.5 噪声危险 

5.2.5.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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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的设计，应保护机器人使用者及任何靠近机器人的人，使其免于因机器人产生噪音而直接引

发使用者不适、心理压力、听力损失或其他疾病。 

5.2.5.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低噪声构件：助老助残机器人应以操作时其本质上为无声的构件构成； 
b) 适当的操作行为：考虑到助老助残机器人的任务，需将其动作和（或）运动设计得尽可能

安静； 
c) 声阻尼材料：助老助残机器人应使用限制噪音并减少对外界环境的排放的材料。 

5.2.6 振动危险 

5.2.6.1 一般要求 

机器人的设计，应保护机器人的使用者，不受到使用中的机器人直接或间接的振动伤害。 
例如： 
——0.5 Hz 至 80 Hz 可能造成对健康、舒适、感知问题的振动； 

——0.1 Hz 至 0.5 Hz 可能造成运动病的振动。 

5.2.6.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机器人应选用减振材料； 
b) 机器人产生振动的部件，其振动频率应降到最低。 

5.2.7 辐射安全 

5.2.7.1 游离辐射 

机器人使用者以及相关人员或家畜不因来自机器人或其相关构件放射的游离辐射造成危险。 
通常不应在任何助老助残机器人中使用可产生游离辐射的机制。若该机制对机器人的应用而言为必

要，则应开发特殊的安全保护措施。 

5.2.7.2 非游离辐射 

5.2.7.2.1 一般要求 

机器人的设计，应保护机器人使用者，不受到激光及其他电磁波源的危险。除激光以外的光源的设

计满足应 IEC 62471 的要求，不得超过使用者的暴露限界。 
激光的使用应符合 IEC 60825-1，且应尽可能采取应用所需的最低等级。 

5.2.7.2.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CRIA 0002—2017 

10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所使用的激光的设备，不得超过 GB 7247.1 等级 1 的规定。 

5.2.8 电磁兼容安全 

5.2.8.1 一般要求 

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GB 17799 和 GB/T 18029.21 的要求，防止机器人因电磁兼容性（EMC）
问题而出现安全功能失效、发生危险运动等危险。 

机器人系统应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会对环境中的其他设备产生不能承受的电磁干扰。建

议进行以下测试： 
a) 辐射发射测试：在频率 30-6000MHz 范围内测量，测量机器人对环境中其他设备产生的辐射骚

扰，应满足 GB/T 9254 辐射发射限值的要求。 
b) 静电放电抗扰度：静电放电抗扰度应符合 GB/T 17626.2 中试验的规定：接触放电，试验电压

6kV；空气放电，试验电压 8kV。试验期间的机器人不应产生功能、性能丧失或降低，试验后

机器人应能正常工作，机器人内贮存的数据不应丢失，满足 A 级要求。 
c)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应符合 GB/T 17626.3 中试验等级 3 的规定。

试验后机器人性能不应发生损伤或降低，机器人应能正常工作，设备内贮存的数据不应丢失，

满足 A 级要求。 

5.2.8.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于 6.1 所述的控制系统的功能，应设计成符合标准 GB 25826 中 6.4.3 电磁抗扰度的要求； 
b） 其他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功能，依其预定的操作环境，应符合 GB/T 17799.1 或 GB 17799.3。 

5.2.9 材料产生的危险 

5.2.9.1 一般要求 

应避免机器人使用者因材料不适宜而引起皮肤发红发痒、起风团和水疱等。 

5.2.9.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机器人及其与人接触的配件，材料不应对人体皮肤产生刺激与致敏作用； 
b）  机器人及其与人接触的配件，材料中 RoHS 元素含量需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5.2.10 人类工效学产生的危险 

5.2.10.1 人机相容性 

5.2.10.1.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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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设计应避免因使用造成的危险。 

5.2.10.1.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机器人各肢体关节等机械形状和尺寸参照 GB 1000-88； 
b) 机器人与使用者接触的部位须用坚韧、质轻且有弹性的材料制成； 
c) 机构活动关节需要和使用者活动关节共线，例：骨骼各关节如：膝、髋、踝关节，其自由

度需考虑到人体相应关节，确保其运动形式与人的运动形式相同，且各关节要有一定的运

动范围，使其既不限制人体的运动又确保动作安全； 
d) 机器人与使用者交互界面，应考虑使用者的可触及范围、操作反应力、手臂、腿等解剖结

构，使其容易操作。 

5.2.10.2 心理压力及姿势、生理压力的危险                                                 

5.2.10.2.1 一般要求 

机器人的设计应避免因使用者的心理压力和姿势、生理压力造成的危险，助老助残机器人的设计应

确保任何此类风险已降至最低。 

5.2.10.2.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手动控制装置的设计与定位，应确保它们在操作时没有身体压力或不舒适； 
b) 含有座椅的助老助残机器人，应确保在机器人操作期间可保持良好的姿势； 
c) 使用拆卸或手持式的命令装置，而非永久性固定在机器人的不当位置上； 
d) 提供充足照明； 
e) 在设计机器人时，应在合理可行范围内降低或避免在一段长时间为检测关键信号而带来的

持续关注的需求；  
f) 适当的显示设计； 
g) 降低信号的不确定性和提高检测能力。 

5.2.11 与机器人使用环境有关的危险 

5.2.11.1 一般要求 

机器人的设计，应使得在使用期间，在预定的气候环境条件下不造成危险，移动部分的设计可承受

水、湿气、粉尘及沙粒，电气构件应密封以防水或湿气。 
a) 耐高温：应保护机器人，使其不因在高温环境中使用导致危险。若机器人有因高温而造成任何

伤害的风险，则所有机器人内部元器件需进行有效的热设计，控制元器件的环境温度，使其在

所处的工作环境条件下不超过稳定运行要求的最高温度，以保证机器人正常运行的安全性，长

期运行的可靠性； 
b) 耐低温：若机器人预定在低温环境中操作时，则其设计应能耐受冰雪的情况，应防止移动部分

http://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799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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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电气构件因冰雪堆积而失效； 
c) 防尘能力：应保护机器人，使其不因环境中所出现或累积的沙尘而导致危险。若机器人有因粉

尘污染而造成任何危险的风险，则所有机器人受影响的元器件、零件或子系统，需达到 GB 4208
标准定义 IP6X 保护等级。若粉尘进入并无问题，而沙粒进入是唯一的危险风险时，机器人受

影响的零件、部件或子系统设计，需达到 GB 4208 标准定义 IP5X 保护等级。如机器人存在因

高温部件所引起的与粉尘相关的火灾等危险，则机器人的设计应能防止危险的静电电荷累积，

以避免粉尘在带电部件外表面的积累； 
d) 防水能力：机器人应能耐受水的侵入而不会造成任何风险，若机器人中有因水而造成任何危险

的风险，则所有机器人的零件、部件或子系统及内部装置，应能达到 GB 4208 标准 IPX6 防水

等级测试的要求； 
e) 耐盐雾：如机器人可能在沿海地区、其他靠近海洋、海水或其他含盐水环境中使用时，则风险

评估应考虑盐雾对机器人的影响。如风险评估发现盐雾腐蚀有潜在的危险，则机器人应具有相

应防护装置，确保其风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5.2.11.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关节及其它运动部件的密封； 
b) 用于移动部件的防尘材料； 
c) 电气元件的涂层或密封； 
d) 选择材料并采取措施，提供本质保护，以防范极端温度（参照 5.2.4.1）； 
e) 防水或防潮材料； 
f) 耐盐分的材料或涂层，如油漆、清漆或有机涂层。 

5.2.12 源自机器人运动的危险 

5.2.12.1 一般要求 

机器人的任何运动（预期或非预期）的危险，应减少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机器人组件的设计、构

建、保护或包覆等，应能使因断裂或松动而引起的危险的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 
应保护暴露人员，免于机器人在正常使用及机器人操作、弯曲、倾斜及在其工作环境中的类似操作

情况下的危险移动，例：翻滚及失控等。 

5.2.12.2 机械不稳定性 

5.2.12.2.1 一般要求 

机器人的设计应具有足够的稳定性，以允许他们在特定条件下使用。特殊机器人类型（如穿戴式机

器人、轮式机器人）的特定稳定性要求，在 5.2.13.6 和 5.2.13.7 中定义。 
机器人的设计，应尽量减少由于失效或可合理预见的误用造成的机械不稳定（如翻转、下降或在运

动时的过度倾向）。 
机器人的设计，应在不需使用者执行任何特殊动作或程序的情况下，也可维持其机械稳定性。 
在机器人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机械稳定性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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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应符合其预定目标对应的机械稳定性标准（例如轮式机器人，见 GB/T 18029.1 和 GB/T 
18029.2 轮椅动态和静态稳定性）。 

机械稳定性应能保持以抵抗来自任何移动部件和机器人负载的静态和动态的力量（如伸缩机械臂）。 

5.2.12.2.2 本质安全设计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机器人与地面接触面的设计，在合理可行范围内应尽可能增大； 
b）  机器人重心的设计，在合理可行范围内应尽可能降低； 
c）  机器人的设计，以确保机械共振的影响不会导致不稳定； 
d）  移动部件重量，特别是机械手臂，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要尽可能降到最低。 

5.2.12.3 行驶期间的不稳定 

5.2.12.3.1 一般要求 

可行驶的机器人的设计应确保它不会任何翻车、失控、本体零部件掉落或行驶期间负载下降的危险。

依据特定应用类型及设计所决定的特定操作环境中，所有预定行驶模式（如前进/后退、旋转、转/调头、

加速、减速），均需达到此要求。 
对稳定性随状态及载重变化的机器人，应规定每种预定情况的最大速度及加速度。 
对于自主行驶的机器人，在合理可行范围内，其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确保在可预见情况下的行进稳定

性。 
应保护任何在机器人附近的人员，使其不受机器人跌倒或翻滚的伤害。 
风险评估应考虑因载人机器人上的乘客不正确的定位而造成的潜在危险。 

5.2.12.3.2 本质安全设计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机器人质量分布的设计，应确保即使当机器人在指定的预定环境中的最大坡度上行驶，以最大

加速/减速行进或以最大速度转弯时，机器人不致跌倒、翻滚或翻覆； 
b) 行驶制动器的设计（如车轮，腿/脚）应确保在所有的地形上，即使是光滑的表面等，均能与

地面保持足够的附着力； 
c) 机器人的稳定性的设计，应确保它在不规则地面上行驶，直到达到在机器人指定环境条件最差

情况时，不会下降、翻转或推翻。 

5.2.12.4 承载负载的不稳定性 

5.2.12.4.1 一般要求 

机器人负载（包括乘客）的运动特性的变化不会引起任何危险。 
在机器人周围的人应受到保护，当机器人执行任务以及同时承载最大负荷时，均不受与安全相关的 
物体掉落的伤害（如液体晃荡在储存容器中）。 
风险评估应考量负载掉落的后果，及在任何此等事件之后机器人所应执行的任何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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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4.2 本质安全设计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应在机器人上设计有握持件、放置区域、架子等，尤其是末端执行器（如夹子或机械手），以

避免因失去负载而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b) 使用贴合形体的设计； 
c) 固定负载（如螺丝、弹性带、弹簧夹）； 
d) 限制设备，以避免超过最大额定负载。 

5.2.12.5 碰撞情况下的不稳定性 

5.2.12.5.1 一般要求 

在危险移动和碰撞过程中的与安全有关的障碍物应受到保护。机器人和任何其他安全相关的障碍物

之间的碰撞不应造成机器人的不稳定： 
a) 风险评估应确定相应的参数对在整个工作范围内引起接触的风险产生影响的最大允许值（例如

接触力）； 
b) 机器人在运动过程中，机器人的设计应确保达到其预定操作指定的界限时，机器人接收到任何

碰撞力或安全相关障碍的检测信号，也不会造成任何危险翻车、失控、或机器人本体零部件脱

落。 

5.2.12.5.2 本质安全设计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机器人的质量分布和形状的设计，应使遭遇意外的碰撞在最大限度内不会导致翻车； 
b）  使用软材料吸收导致危险不稳定性的力量。 

5.2.12.6 穿戴式机器人的不稳定性 

5.2.12.6.1 一般要求 

穿戴式机器人（例如外骨骼）的设计应确保当机器人连接用户或用户移除时的稳定性。 
在穿戴或卸下过程中，机器人必须保持关闭，且容易移动，并防止意外启动。 
在穿戴或卸下过程中在外力作用下移动的机器人，应确保没有危险的动作可以发生，并且作用在人

体的力量不能造成任何伤害。 

5.2.12.6.2 本质安全设计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穿戴机器人的设计，应确保在穿戴或卸下的过程中，人员可以保持在稳定的位置（例如，坐着、

躺着）； 
b) 使用足够低的功率的驱动器，以确保使用者在连接或移除机器人时不被伤害。 

5.2.12.7 载人机器人在乘坐和离开时的不稳定性 

5.2.12.7.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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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机器人的设计，应确保在乘客乘坐或离开的预定使用情况下，机器人不会翻滚或失控。 

5.2.12.7.2 本质安全设计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机器人质量分布及形状的设计，应确保使用者乘坐/离开时不致翻滚； 
b）  机器人移动平台制动性能的设计，应确保乘客乘坐/离开时不致失控。 

5.2.12.8 与安全的相关障碍物的碰撞 

5.2.12.8.1 一般要求 

机器人的设计需使与安全相关的障碍危险碰撞的风险低至合理的范围内。风险评估应当包括如何管

理机器人与安全相关的障碍物之间的碰撞的程序。 

5.2.12.8.2 本质安全设计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应限制机器人的移动速度，确保其不超过风险评估规定的最大值； 
b）  移动部件的设计应使其不能超越可接受的冲击能量； 
c）  使用可将冲击力降至不造成伤害的程度的材料或结构。 

5.2.12.9 人机交互中的危险—身体接触 

5.2.12.9.1 一般要求 

如果人和机器人之间的接触交互在助老助残的使用过程中是预定的，应通过风险评估确保人在交互

过程中的安全。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a) 检测在机器人最大空间内的人； 
b) 在预定的交互中，设计时，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尽可能降低机器人对人的物理反应（如接触力）； 
c) 机器人的设计，除预定的交互部分外，尽可能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避免人类和机器人其他部分

的交互。 

5.2.12.9.2 本质安全设计 

在涉及身体接触的人机交互所有的应用任务中，机器人的设计应在合理可行的范围内，尽可能减少

人的皮肤与机器人产生任何程度的摩擦、剪应力、动态冲击、力矩、重心的转移弧、负重和身体支撑。 

5.2.13 因定位导航错误产生的危险 

5.2.13.1 一般要求 

可定位及导航的助老助残机器人，在定位和导航发生故障后不会导致不可预期的危险。 
定位不确定时不会导致移动平台或者机器人相关部件发生位置偏移。 
机器人具有准确导航、自主避障的能力，规划合理的运动路线，可回避任何已知安全相关障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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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不造成任何无法接受的碰撞及机械不稳定性的风险。  
若使用定位及导航降低风险，则此种控制系统的功能应依 6.1 的要求。 

5.2.13.2 本质安全设计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针对环境及任务，应设计助老助残机器人使其在不需导航下也可降低风险； 
b） 具有碰撞回避、行进表面感测等安全功能，应使其不需要导航，即可安全地操作助老助残机器

人； 
c） 如使用（自然或人工）地标进行定位，应使助老助残机器人从其受限空间的任一点，均可侦测

足够的地标。用于导航的地标或标记应是明确的。 

5.2.14 信息安全 

5.2.14.1 一般要求 

5.2.14.1.1 物理安全要求 

无线设备采用统一电压供电，供电电压优选直流 12V，最高不超过 24V。 
拆除或封闭不必要的 USB、无线等接口。若确需使用，应通过安全管理技术手段实施严格访问控

制。 
所有有线通信线缆必须采用超五类以上的双屏蔽线缆和屏蔽通信模块。 

5.2.14.1.2 数据及应用安全要求 

5.2.14.1.2.1 机器人应用软件安全要求 

——符合 GB/T 18336.2 中通信、密码支持、用户数据保护、安全管理等相关技术要求。 
——符合 GB/T 20270 中用户身份鉴别、自主访问控制、用户数据完整性保护、用户数据保密性等

相关技术要求。 

5.2.14.1.2.2 机器人操作系统及控制终端操作系统安全要求 

符合 GB/T 20272 中用户自主保护级安全要求。 

5.2.14.1.3 机器人控制系统安全要求 

a) 符合 GB/T 33008.1 中标识和认证控制、使用控制、系统完整性、数据保密性、限制的数

据流、事件的及时响应、资源可用性等网络安全技术要求； 
b) 符合 GB/T 30976.1 中系统能力评估要求，及 GB/T 30976.2 中验收规范要求； 
c) 符合 GB/T 33009.1 中现场控制层网络安全技术要求。 

5.2.14.1.4 机器人辅助装置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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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辅助装置（如：摄像头、传感器、雷达等）应符合 GB/T 33009.1 中现场设备层网络安全技

术要求。 

5.2.14.2 本质安全设计措施 

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措施： 
a) 应建立有效的身份鉴别机制，确保用户身份的唯一性和真实性； 
b) 应提供安全有效的密钥更新和管理机制； 
c) 如需要，应使用经过国家密码管理部门认证通过的国有加密算法实现报文加密，以保证数据传

输的保密性；     
d) 应设计合理的自主访问控制策略、功能、范围； 
e) 应设计合理的用户数据完整性保护功能，确保存储、传输、处理数据的完整性； 
f) 机器人操作系统、控制终端操作系统需通过信息安全等级评估，控制系统应通过相关安全评测。 

6 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要求 

6.1 安全性能的要求 

6.1.1 一般要求 

通过控制系统实施保护措施的，适用第 6 条的规定。助老助残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功能（电动、液压、

气动和软件）所需的安全完整性等级（SIL）应通过风险评估来确定，并应符合 ISO 13849-1 或 IEC 62061。
这应包括验证和确认。 

如果下列一个或多个功能用于降低风险，除非 6.1.4 适用，否则应为每个所使用的功能定义 SIL： 
a） 紧急停止（参照 6.2）； 
b） 保护性停止（参照 6.3）； 
c） 操作空间限制参照 6.4（包括禁止区域避免，参照 6.6.3）； 
d） 安全相关速度控制（参照 6.5）； 
e） 安全相关力量控制（参照 6.8）； 
f） 避免危险碰撞（参照 6.6.2.1 及 6.6.2.2）； 
g） 稳定性控制（包括过载保护）（参照 6.7 及 6.8）。 
在下面的小节中，定义了每种类型助老助残机器人的两个子类型，代表风险的两个等级。它是由制

造商决定哪种类别适用。 

6.1.2 助老助残机器人种类 

6.1.2.1 功能辅助型机器人 

6.1.2.1.1 移动式服务机器人 

——类型 1.1：小型、质量轻、低速且无操纵机； 
——类型 1.2：大型、质量重、高速或者有操纵机。 

6.1.2.1.2 身体辅助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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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1.2.1 约束类型 

——类型 2.1：低动力身体辅助（使用者能制约助老助残机器人）； 
——类型 2.2：高动力身体辅助（使用者不能制约助老助残机器人）。 

6.1.2.1.2.2 非约束类型 

——类型 2.3：低动力、无自主模式、静态稳定、质量轻、低速； 
——类型 2.4：非低动力、自主模式、非静态稳定、质量重或者高速。 

6.1.2.2 功能代偿型机器人 

——类型 3.1：站立、单个乘客、室内平坦表面、低速、质量轻且半自主； 
——类型 3.2：多乘客、非站立乘客、室外、非平坦表面、非低速、质量重或者自主。 
注 1：若高度足够低，以致于一个跌倒或倾覆的机器人不能碰撞乘客的上半身，这样的尺寸被认为是“小”（包括一

个坐着或躺着的人，取决于其预期用途）。则其尺寸是为小型，制造商依其预期的任务和用户群，决定可视

为小型的最大尺寸。 

注 2：如果重量足够轻，以致于因冲击而造成的轻伤外不太可能发生其他的伤害，并且一个单独的用户陷入危险时，

他可将其抬起而脱困，这样的重量被认为是“轻量级”。制造商依其预期的任务和用户族群，决定可视为轻量

级的最大重量。 

注 3：如果其速率低于正常用户群通过风险评估确定的正常行走速率，这样的速度被认为是“低速”。对于一个健康

的成年人，行走速度通常假定为 6 公里/小时。 

注 4：如果动力足够低，在本质上安全设计措施已经应用后，除轻伤以外的伤害不会发生，这样的动力被认为是“低

动力”。制造商依其预期的任务和用户族群，决定可视为低动力的最大动力。 

注 5：“静态稳定”假定是，在本质安全设计措施已经应用后，机器人的稳定性在没有驱动电源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稳

定性。依机器人的预期用途，这些包括当使用者和机器人接触时，维护机器人和用户的稳定性，例如通过抓

取机器人上的把手或倚靠在机器人上。 

6.1.3 对选定助老助残机器人类型要求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表 1 中提及的安全完整性等级定义了在大多数应用中提供足够的风险降低的标准。但并不表示在所

有应用中，具有此 SIL 等级的安全功能即能满足所有的风险降低要求。除非 6.1.4 有不同的要求，否则

必须符合表 1 中规定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表 1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安

全功能 

机器人的类型 

功能辅助型机器人 
功能代偿型机

器人 
移动式服务机

器人 

身体辅助机器人 

类型 

1.1 

类型

1.2 

类型

2.1 

类型

2.2 

类型

2.3 

类型

2.4 

类型

3.1 

类型

3.2 

紧急停止 2 1 2 1 2 2 2 

保护停止 1 2 1 2 1 1 1 3 



CRIA 0002—2017 

19 

工作空间限制（包括禁忌

区域回避） 
11 2 1 2 N/A 2 N/A 3 

安全相关的速度限制 1 2 1 1 1 2 1 3 

安全相关的力量控制 1 2 13 34 N/A 15 N/A N/A 

危险碰撞避免 1 2 N/A N/A 1 2 N/A 36 

稳定性控制（包括过载保

护） 
1 22 N/A 1 1 22 17 22 

1.回避禁止区域应具有 SIL2。 

2.如果助老助残机器人的本质上不稳定，需要 SIL3。 

3.如果风险评估显示，使用者可能因任何特殊情况（失去意识），而无法制约助老助残机器人，

则除非机器人上有本质限制可防止造成危险，否则 2.2 型要求应适用。 

4.如果其他限制功能（例如 工作空间和速度限制）也需要提供保护以防止同样的风险，则允

许 SIL2，但所有相关功能的设计均应为此等级。 

5.如果力控制用于避免碰撞或主动控制，SIL2 是需要的。 

6.控制系统应该达到 SIL3 但传感机制可能无法达到此要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传感器系统

失效所造成的风险，应尽可能地降低。 

7.如果助老助残机器人本质上是不稳定的，SIL1 是被需求的。 

 

6.1.4 针对特定应用程式的安全完整性等级要求 

对助老助残机器人及其预定应用所进行的全面风险评估的结果，可决定对该应用所需要安全相关控

制系统的安全完整性等级，高于或低于上述等级，且应符合该等级。 
应明确鉴别选择其中较高或较低的安全相关安全完整性等级，且应在受影响设备的使用信息中，包

含适当的限制及注意事项。 

6.1.5 替代方法 

也可以使用其他替代安全完整性要求（如控制可靠性）的标准（如 ANSI / RIA R15.06 - 1999，4.5.4）。
当使用这些替代标准来设计安全相关的控制系统时应达到风险降低的等效水平。 

6.2 紧急停止 

每项能启动机器人运动或其他危险状况的命令装置，皆应具有手动的紧急停止功能。机器人的设计

不能因紧急停止功能故障或失效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该紧急停止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机器人紧急停止功能需优先于其他所有的功能，它能超越其他功能撤除机器人驱动器的动力，

使机器人全部运动部件停止运动； 
b) 紧急停止装置的操作未经复位是不可恢复的； 
c) 机器人启动前，必须手动复位，紧急停止装置本身的复位不应导致机器人的任何运动； 
d) 紧急停止装置须易于使用者操作。 
如果在指令装置上规定紧急停止按钮是不可能的（例如，语音接口、以屏幕为主的计算机或远程应

用程序），它应确保有紧急停止设施（如在助老助残机器人或附近的按钮）可达到相同等级的安全性。 
此功能应有风险评估，根据 IEC 60204-1，决定选择类别 0 或类别 1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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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停止装置应符合 IEC 60204-1 和 ISO 13850 的要求。 
紧急停止性能应符合 6.1。不同种类的助老助残机器人应符合表 2 的 SIL。 

表 2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紧急停止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助老助残

机器人的

安全功能 

机器人类别 

功能辅助型机器人 
功能代偿型机器人 

移动式服务机器人 身体辅助机器人 

类型 1.1 类型 1.2 类型 2.1 类型 2.2 类型 2.3 类型 2.4 类型 3.1 类型 3.2 

紧急停止 2（没有低风险的选择） 1 2 1 2 2 2 

6.3 保护停止 

当使用控制系统安全功能减小风险时，机器人应具有保护停止功能。机器人的设计不能因缺少保护

停止功能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若适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保护停止功能应能使机器人的所有运动停止；  
b）  保护停止功能应能切断或控制机器人驱动器的动力； 
c）  保护停止功能可以手动实现或安全控制系统电路的逻辑来实现。 
助老助残机器人可以使用如 IEC 60204-1 描述的 2 类停止的保护停止功能，在机器人停止后不造成

驱动动力的移除，但需监控其静止情况。任何在静止条件非蓄意运动，或保护停机功能失败的机器人，

应根据 IEC 60204-1 执行 0 级停止，由风险评估确定。静止和监测性能应符合 6.1。其 SIL 见表 3。 

表 3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保护停止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助老助残

机器人的

安全功能 

机器人类别 

功能辅助型机器人 
功能代偿型机器人 

移动式服务机器人 移动式服务机器人 

类型 1.1 类型 1.2 类型 2.1 类型 2.2 类型 2.3 类型 2.4 类型 3.1 类型 3.2 

保护停止 1 2 1 2 1 1 1 3 

6.4 操作空间限制 

可能需要操作空间限制以降低风险，使助老助残机器人的运动局限在定义的空间内，或者防止机器

人进入该空间，操作空间的限制对减小风险是必须的。 
软件限界被允许作为一种限定和减少约束空间的方法，若能使机器人在满负荷和速度下停止。受限

空间应以实际的预期停止位置为界。制造商应在使用信息中声明这些性能，并且如果不支持此功能，则

应使软件限界不起作用。 
根据软件限界监控并执行关节及空间界限功能的控制程序，应符合 6.1，并且只能由被授权人员更

改。如果软件限制被侵犯，则应启动安全的状态。在超限中的动作应在安全相关的速度控制下，如 6.5
描述。应记录安全限制的活动设置和配置，以便对配置的更改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和审查。其 SIL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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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工作空间限制功能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助老助残

机器人的

安全功能 

机器人类别 

功能辅助型机器人 
功能代偿型机器人 

移动式服务机器人 身体辅助机器人 

类型 1.1 类型 1.2 类型 2.1 类型 2.2 类型 2.3 类型 2.4 类型 3.1 类型 3.2 

工 作

空间限制

（包含禁

止区域回

避） 

11 2 1 2 N/A 2 N/A 3 

1. 避免被禁止的地区有 SIL2。 

6.5 安全相关速度限界 

安全相关速度限界由风险评估决定，若超过该限界机器人可能造成伤害。机器人的设计不能因其速

度超过安全速度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若适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使用者可触及机器人的移动部分的速度和加速度需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 
b）当机器人速度超过安全速度时，控制系统应启动相应的措施（例如：启动机器人            

  停止功能、警报信号）。   
提供安全相关的速度控制设计和构造，以便在发生故障时，机械手的末端执行器和其他机器人部件

的速度不超过安全相关的速度限制，当发生故障时应启用安全状态。安全相关的速度控制性能应符合

6.1。其 SIL 见表 5。 

表 5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安全相关的速度控制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助老助残机

器人的安全

功能 

机器人类别 

功能辅助型机器人 
功能代偿型机器人 

移动式服务机器人 身体辅助机器人 

类型 1.1 类型 1.2 类型 2.1 类型 2.2 类型 2.3 类型 2.4 类型 3.1 类型 3.2 

安全相关的

速度控制 
1 2 1 1 1 2 1 3 

6.6 安全相关的环境感测 

6.6.1 一般要求 

安全相关的环境感知应符合 6.1。与安全相关的环境感知的目标如下： 
a） 安全相关的物体感测：此功能应用于避免危险的碰撞。安全相关的被检测的对象可能包括人类、

动物、和那些与安全相关的环境中的其他对象。目标检测设备应用于确保安全相关障碍和助老

助残机器人之间的可容许距离或接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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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运行表面感测：此功能包括检测运行表面特性（例如光滑度、粗糙度和硬度）和运行表面几何

度（如平整度、坡度、楼梯和间隙），并应避免与不稳定性相关的危险。 

6.6.2 物体感测 

6.6.2.1 非接触感测 

非接触式传感装置是用来： 
——确保最小的操作距离； 
——和（或）减少相对速度。 
为了避免危险碰撞，并保持所需的安全水平，以下要求应适用： 
a） 当它需要检测人类时，应使用符合 IEC 61496 相关部分的电敏保护设备（ESPE）； 
b） 如果它是用来作为主要的传感装置，则其操作应具有适当的可靠度，且安装应符合助老助残机

器人的风险估计； 
c） 当需要检测除人员之外的安全相关物体时，可使用除了 ESPE 外的其他非接触传感器设备，并

且其检测能力和这种设备的可靠性以及安装应符合风险评估确定的要求。 
注：IEC/TS 62046 提供在保护装置中应用的指导。 

在最小距离内检测一个或多个安全相关的物体，应使助老助残机器人经由下列任一方式进入安全状

态： 
——根据 6.3 启动保护停止； 
——或根据 6.5 的一种安全的速度控制的方式，降低速度； 
——或保持与安全相关对象的间隔距离。 
对于必须检测人类的地方，应根据 ISO 13855 定义最小距离。 
如果需要检测其他安全相关物体（家畜、墙壁、家具、最大的空间边界）地方，应根据 ISO 13855

的公式决定间隔距离，但不包括入侵的距离参数“C”的计算。 
如果非接触感应装置提供人类相对速度的可靠信息，并允许助老助残机器人决定机器人和接近安全

相关物体之间的最坏情况下的相对速度，则最小距离的计算能够用确定的速度代替 ISO 13855中公式里

的 K。非接触式感应装置的性能水平不得降级所需的安全功能的安全完整性等级。见表 6。 

表 6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避免危险碰撞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助老助残

机器人的

安全功能 

机器人类别 

功能辅助型机器人 

功能代偿型机器人 移动式服务机器

人 

身体辅助机器人 

类型 1.1 类型 1.2 类型 2.1 类型 2.2 类型 2.3 类型 2.4 类型 3.1 类型 3.2 

避免危险

碰撞 
1 2 N/A N/A 1 2 N/A 31 

1. 控制系统应达到 SIL3，但是对于传感机制可能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传感器系统失效造成的风险

应尽可能的降低。 

6.6.2.2 接触感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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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机交互任务需要接触感应。为此，即使是小的接触力，机器人也必须能安全检测出来，并以

适当的方式对它们做出反应。必要时，接触检测必须确保以下能力： 
a） 应沿整个机器人的结构进行接触检测（即在共同的水平）； 
b） 接触力应限于风险评估所确定的适当值。依靠其他技术标准和科学出版物（见参考文献）所规

定的限制，以获得这些限制是可取的。 
用于检测人员的接触式传感器，应符合 ISO 13856 相关的要求。若除人之外的安全相关物体需要检

测所需的检测能力和可靠性，应由风险评估确定。 
压敏保护装置（PSPE）（如压敏缘、栅栏、设备、保险杠、板、丝）应用来防止有害的碰撞。按照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应用和风险估计，这些接触传感装置应符合本条款。如果作为安全相关的传感装置，

元件应符合 6.1，并应以 ISO 13856 的说明进行安装。 

6.6.3 运行表面感测 

由于运行表面的条件或几何形状，而存在不可接受的机械不稳定性危险，能够自主运行的助老助残

机器人应具有感应或检测安全相关的表面几何形状和条件的能力，例如不平坦地形、楼梯。 
检测的表面几何和行驶条件的方法（机器人上或者机器人外）应能够检测和判断机器人是否能够行

驶通过监测区域。 
若在助老助残机器人的环境中，配有机器人能安全检查到的标记、标签和（或）磁带，它们应放置

足够的数量和位置，让机器人没有盲点。 
注：为了验证运行表面的感应功能，建议在助老助残机器人和它的目的地之间，放置各种类型的表面安全相关的障

碍物（即间隙、颠簸和（或）台阶）。随后可检测机器人的性能是否可以安全地避免不良表面状态或安全地停

止，而不被卡住。 

6.7 稳定性控制 

助老助残机器人在所有的目的和合理预见的使用情况下，应是稳定的。提供稳定性的安全性能应符

合 6.1。不同种类的助老助残机器人应参见表 7 中的 SIL。 

表 7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稳定性控制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助老助残

机器人的

安全功能 

机器人类别 

功能辅助型机器人 
功能代偿型机器人 

移动式服务机器人 身体辅助机器人 

种类 1.1 种类 1.2 种类 2.1 种类 2.2 种类 2.3 种类 2.4 种类 3.1 种类 3.2 

稳定性控

制（包含负

载控制） 

1 21 N/A 1 1 21 12 21 

1.如果助老助残机器人的本质上是不稳定的，SIL3 是必须的。 

2.如果助老助残机器人的本质上是不稳定的，SIL1 是必须的。 

6.8 安全相关力量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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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力量限界由风险评估决定，不同应用的安全力量限界亦有所不同。机器人的设计不能因其力量

超过安全范围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若适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机器人施加在人身上的力须低于安全力量限界； 
b）  机器人应提供机械限位，以便限制机器人各轴的运动，保证其不超过人类肢体关节活动范围； 

 c）  机器人力量超过安全力量时，控制系统应启动相应的措施（例如：启动机器人停止功能、警

报信号、警报等）。  
安全相关的力控制器的功能安全性能应符合 6.1。见表 8。 

表 8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安全相关力量控制的安全完整性等级 

助老助残

机器人的

安全功能 

机器人类别 

功能辅助型机器人 
功能代偿型机器人 

移动式服务机器人 身体辅助机器人 

种类 1.1 种类 1.2 种类 2.1 种类 2.2 种类 2.3 种类 2.4 种类 3.1 种类 3.2 

安全相关

的力量控

制 

1 2 11 32 N/A 13 N/A N/A 

1. 如果风险评估显示，使用者可能因任何特殊情况（失去意识），而无法制约助老助残机器人，则除非机器人上有

本质限制可防止造成危险，否则应适用 2.2 型要求。 

2.如果其他限制功能（如工作区或速度限制）也提供防止同样风险的保护，则允许 SIL2，只要所有相关功能都设

计为此级别。 

3. 如果力控制用于避免碰撞或主动控制，SIL2 是需要的。 

6.9 奇异点保护 

通过奇异点附近的运动可以产生高转速。这些高转速可能为非预期，并对使用者、操作者和在环境

中的人产生风险。 
对于助老助残机器人通过奇异点附近的运动，应采用一种或多种以上措施： 
a) 控制通过奇异点的运动，以避免任何危险； 
b) 机器人应避免奇异点，例如通过对路径规划进行调整； 
c) 停止机器人的运动，并在机器人通过奇异点前提供警告，或在协调运动期间执行躲避动作。 

6.10 用户接口设计 

6.10.1 一般要求 

当使用命令装置（如操作者控制面板、语音和手势识别系统和/或其他方式）被用来控制机器人的

功能时，其操作上应具有适当的可靠度。 
该命令装置固定或不固定在机器人上，其对机器人的电气连接应不会造成危险。 
在手动和半自主机器人控制模式中，命令装置应提供单独或组合的机器人功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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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2 状态指示 

命令装置的状态在任何时候应清楚地显示，例如电源、运行模式、故障检测。对于使用者，状态应

显示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在远程控制的情况下，每个命令装置应清楚地识别该单元控制机器人的部分，以便从该单元进行控

制。远程控制系统的设计和构造，应使其仅能影响下列项目。 
例如： 

——机器人的相关部分； 

——相关的功能。 

6.10.3 连接和断开 

机器人的设计应保证命令装置的连接、断开或重连接不得导致不可接受的风险。 
若适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任何命令装置的连接、断开或重连接，不管是否是故意的，或者当命令装置的连接问题发生

时，如果继续这项任务可导致不可接受的风险，机器人应执行保护停止； 
b）  远程控制的机器人的设计和构造，应使其仅对来自预期的控制单元的信号做出响应。 

6.10.4 命令装置 

6.10.4.1 用于多个机器人的单一命令装置 

机器人的设计应避免与多个机器人共用一个命令装置时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若适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使用者应可以清楚地看见，哪个机器人在命令装置的控制下； 
b）  每一个被控制的机器人当命令发送到它之前应被选定。应阻止任何未选择的机器人的意外启

动。 

6.10.4.2 多命令装置 

机器人的设计应避免被多个命令装置同时控制时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若适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提供一个清晰的指示以识别每一个活动的命令装置； 
b) 除了保护停止和紧急停止功能外，机器人的每一个功能在任何时间应只通过一个命令设备控

制； 
c) 应采取措施，以防止来自多命令冲突的危险； 
d) 将控制从一个命令装置更改为另一个，应不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e) 当从不同的命令装置中启动单独的功能时，控制系统的设计应能避免使用者对彼此或其他安全

相关物体造成伤害。  

6.10.5 无线或可拆卸的命令装置 

机器人的设计应避免无线或可拆卸的命令装置造成不可接受的风险。 



CRIA 0002—2017 

26 

若适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通信丢失，或没有接收到正确的控制信号时，如果继续这项任务可能导致一个不可接受的风

险，则由这种命令装置控制的任何机器人应启动保护停止； 
b) 若适用时，在计算整体停止性能（时间）时，应考虑数据通信（包括纠错）和通信损耗的最大

响应时间，并应在使用信息中注明； 
c) 在集成有紧急停止控制装置的命令装置上，应提供避免在活动和非活动的命令装置（例如，将

未作用的装置存放在适当位置）之间混乱的方式。 

6.10.6 可访问用户接口 

如果有必要，应采取措施，防止未经授权使用的控制或参数的变化，即使通过远程访问也无法达成。

应提供一种方式（如密码保护）防止任何未经授权的使用。 

6.11 运行模式 

6.11.1 一般要求 

机器人的设计应一次只能在 1 个指定模式下操作。若风险评估（具体标准）判断，2 个模式之间的

任何转换具有潜在危险，则在切换模式之前，机器人应立即执行保护停止。模式的选择应该清楚指示，

且不能自行或因机器人运动或其他危险而启动。 

6.11.2 自主模式 

机器人在这种操作模式下可自动或自主移动。对于自主模式通过风险评估（具体的标准），固定的

安全功能（具体化）应被激活。 

6.11.3 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应允许通过人工干预操作机器人。该模式可用于机器人的示教、远程操作、编程和程序验

证。应进行风险评估，以确定在手动模式中应采取哪些安全措施和保护措施，以减轻某些危险。 

6.11.4 半自主模式 

当机器人在执行其任务程序时，半自主模式应允许用户超驰或变更机器人的功能。 
在半自主程序中，自主程序也可超驰手动操作。 
当自主程序超驰手动操作时，机器人应提供引人注意的超驰状态指示。 

6.11.5 维护控制模式 

对于维护操作，当不得不移开或移除防护装置及/或使保护装置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操作机器人时

应提供维护控制模式。进入此模式后，模式选择器应同时达到下列条件。 
a）  使其他所有控制模式不起作用； 
b）  只有通过连续驱动使能装置、保持-运行控制装置，才允许危险元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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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只有在风险已被减小的条件下，才允许危险元件工作； 
d）  通过机器人感测装置上有意无意的动作防止任何具有危险的功能运行。 
如果上述任何条件在防护装置移除或安全功能失效的操作期间无效，则机器人应依 6.2 启动保护停

止。 

6.12 手动控制装置 

6.12.1 一般要求 

如果以启动动力或运动的手动控制装置作为命令装置，其设计和构造应符合6.12.2至6.12.5的要求。 

6.12.2 状态指示 

手动控制装置有关安全的状态在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显示，例如，电源、运行模式、故障检测。应在

使用者显而易见的位置指示状态。 
若为遥控，则每个命令装置应清楚识别该单元所控制的机器人的部分，遥控系统的设计及构造，应

使其仅能影响下列各项。 
例如： 

——所指定控制的机器人部分； 

——所指定控制的功能。 
若使用指示灯，它的安装位置应符合人类工效学的设计原则，且其颜色应符合 GB 5226.1-2008 的

要求。 

6.12.3 标识 

手动控制装置应依据 ISO 7000 进行标示，以清楚指示其功能。 

6.12.4 布局 

控制位置的定位应尽可能让使用者能观察到危险区及工作区。 

6.12.5 非蓄意操作的保护 

a）  当机器人处于手动控制或遥控控制时，则控制回路的布置应使得在给定时间只能          
一个控制装置是有效的； 
    b）  手动控制装置的设计应需避免意外操作，例如：有遮盖的按钮；   

c）  除了某些需要位于危险区域的控制器外，手动控制装置应位于危险区域之外； 
d）  对于控制装置，在没有接收到正确的控制信号，包括失去联络时，应采取相应的防         

 护措施。 

6.13 软件功能要求 

软件的设计、开发、测试应符合 GB/T 20438.3 中软件安全生命周期及功能安全评估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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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需求分析、设计、开发、集成、测试、维护应符合 IEC 62304 中软件生命周期的相关要求。 
软件应符合 GB/T 25000.51、GB/T 30961 中功能性、可靠性、易用性、效率、维护性、可移植性、

使用质量等度量元的要求。 
软件编程规范应符合 GJB 8114 的相关要求。 

7 查证及确认 

7.1 一般要求 

在风险降低程序后，应查证并确认所有助老助残机器人安全相关的性能值。包含第 6 章中规定的要

求的控制系统的性能。 
所有的安全要求，应根据其相关的验证标准进行验证。 
5.1 所列的查证及确认方法的细节说明如下：  

a) （目测）：不使用任何特殊的检测设备，只利用人的感官对助老助残机器人或设备和结构进

行检测，通常在机器人不工作的时候利用视觉或听觉进行检查； 
b) （实际试验）：在正常和非正常的情况下，试验助老助残机器人或其设备；功能测试（例如

故障注入测试），循环测试（例如耐久性测试），性能测试（例如制动性能测试）； 
c) （量测）：助老助残机器人特性的实际值和规定的极限值进行比较； 
d) （在操作中观察）：在正常和非正常的情况下，检查（如方法 A）助老助残机器人或设备在

操作期间的功能，例如额定负载，过载情况和受冲击的情况； 
e) （检查回路图）：结构化评审或者通过线路图的设计和相关规范（如电气、气动、液压）； 
f) （软件检测）：软件代码的设计和相关规范的结构性审查和普查，然后进行代码检查或软件

程序码试验； 
g) （审查以任务为主的风险评估）：结构化评审或通过风险分析、风险评估和相关记录； 
h) （检查架构图、配置图及相关文件）：结构化评审或通过布局图的设计和相关文件。 

7.2 安全要求验证和确认 

安全要求验证和确认方法标准如表 9 所示。 

表 9 危险项的安全要求验证和确认方法标准 

序号 危险项 验证和确认 

1 面、边、角 A 、C、 G、 H 

2 运动部件 A、B、H 

3 电气安全 B、C、D、E 

4 电池充放电安全 B、C、D、E 

5 储能安全 B、D、E、H 

6 热危险、噪声、振动 C、D 

7 非游离辐射 C、D、G 

8 电磁干扰 B、C、D 

9 材料 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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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体工程学 A、C、D、H 

11 机器人使用环境 B、C、D、F、H 

12 机械不稳定性 B、D、H 

13 行驶期间的不稳定 B、 D、 F 

14 承载负载的不稳定性 B、 D、 F 

15 碰撞情况下的不稳定性 B、 D、 F、G 

16 穿戴式机器人的不稳定性 B、C、D、E、F、G 

17 载人机器人在乘坐和离开时的不稳定性 B、D 

18 与安全相关障碍物的碰撞 C、D、E、F、G 

19 人机交互中危险—身体接触 C、D、F、G 

20 定位和导航 B、F、G 

21 信息安全 B、C、D、F、G 

8 使用资料 

8.1 一般要求 

根据 GB/T 15706 和 GB/T 5226.1 的规定，制造商应提供标志和使用说明。 
提供这些材料时，机器人警告装置应符合 GB/T 15706 的规定。 
注：使用说明材料包含正确使用助老助残机器人的方法。其不仅对于使用者，亦针对维护人员。 

8.2 标志 

机器人应以特定、易读和耐久的方式标记且应有： 
a) 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机器人型号和序号，制造年份和月份； 
b) 机器人的质量； 
c) 电源数据，如使用液压、气动系统，还应有相应的数据（如最小和最大气压）； 
d) 可提供运输和使用的重点； 
e) 尺寸范围和负载能力。 

    注：防护、保护装置及其它没有装配的机器人零件要清楚地标明其作用，应提供任何安装所需信息。 

8.3 使用手册 

使用手册应与机器人一并提供，使其按预定条件使用。 
使用手册应特别注意下列几项： 
a) 机器人制造商的名称、地址以及必要信息； 
b) 机器人的详细介绍； 
注 1：包含机器人的应用范围、合理预见的误用、禁止应用、使用禁区等。 

c) 控制装置； 
d) 功能的设定及调整； 
e) 停止模式及操作方法； 
f) 故障发生后的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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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操作限制（包括环境条件）； 
h) 机器人应该遵循的相关标准（包括第三方认证的标准）的信息。 
注 2：具有预定由使用者更换电池的机器人其使用手册应包含下列几项： 

     ——电池的参考型号； 

     ——正确的充电程序； 

     ——失效电池处理方法； 

     ——对使用不可充电电池的警告； 

     ——对不当处理电池的警告； 

     ——如何处理已发生泄漏的电池。 

 若在安装机器人期间需要采取预防措施，则应提供适当的细节。若预定仅能由维护人员进行安装，则此信息应包含

在使用手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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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助老助残机器人危险种类 

正如ISO 12100所描述的，风险评估的重要步骤之一是危险识别分析。 

这种类型的分析是采用系统识别过程来分析可能由系统或机器基于一些规范引起的潜在危险。系统

程序包括对其功能规范或接口的分析，以及已经开发出来的类似产品的危险，或者一般危险类型的综合

列表。 

考虑到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提供一份危害的清单就可以对所有相关危害提供全面的覆盖是

不可能的。然而,可以提供所有应用程序在其结果中应覆盖的最小危害列表。 

对于所有国际标准涉及的助老助残机器人，表A.1已经提供了一份联合清单,作为对最低覆盖率的建

议。具体的危险识别方法的结果应和本列表进行比较，如果结果发现并没有覆盖整个列表中的所有危害，

那么危害识别结果应被扩展或扩充以覆盖其余的危害。 

表 A.1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危险 

项目 
危险项目 

危险分析 相关的安全要

求条款 
备注 

危险 潜在后果 

1 

面、边、角 

锐边 切割、切断、刺穿、磨损 5.2.1.1  

2 
运动部件之间的孔洞

或缝隙 

挤压、陷入、夹伤、切割、

切断、磨损 
5.2.1.1  

3 部分有害脱离/跌落 挤压、陷入 5.2.1.1  

4 
碰撞时候有危险的机

器人外形轮廓 

冲击受伤、挤压、陷入、

切割 
5.2.1.1  

5 运动部件 
与运动机械部件有危

险的接触 

卷入、陷入、挤压、 

切割 
5.2.1.2  

6 

电气危险 

电弧 烧伤、着火、烧伤 5.2.2  

7 电磁现象 医学植入物的影响 5.2.2  

8 静电现象 电击、坠落 5.2.2  

9 带电部件 电击、烧伤、刺穿、烫伤 5.2.2  

10 
与高压带电部件之间

无足够的距离 
电击、电死、坠落 5.2.2  

11 过载 着火、烧伤、熔化颗粒物 5.2.2  

12 
故障条件下变为带的

电部件 
电击、着火、烧伤、电死 5.2.2  

13 短路 着火、烧伤、熔化颗粒物 5.2.2  

14 热辐射 
着火 、烧伤、熔化颗粒物、

烧伤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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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危险（续） 

项目 危险项目 

危险分析 相关的安

全要求条

款 

备注 
危险 潜在后果 

15 

电池充电的

危险 

电池过载 
着火、有害气体或

物质的排放 
5.2.3.1  

16 
深度放电的电池充

电 

着火、有害气体或

物质的排放 
5.2.3.1  

17 
与带电电池端子接

触 
电击 5.2.3.1  

18 电池短路 
着火、有害气体或

物质的排放 
5.2.3.1  

19 
能量储存及

供应危险 

储能释放失控（快

速排放、爆炸） 

着火、烧伤、挤压、

刺穿、切割 
5.2.3.2 

储能包括气压和液压蓄能器、电容

器、电池、弹簧、反平衡、飞轮等。 

20 

极端温度 

过热表面 烧伤、紧张、不适 5.2.4.1  

21 过冷表面 
烧伤、冻疮、紧张、

不适 
5.2.4.1  

22 
显示器的易读性降

低 

因使用者不正确的

动作或失去使用者

控制而造成的有害

事件 

5.2.4.1  

23 

噪声危险 

噪音的有害程度 

听力受损、紧张、

不适、失去平衡、

失去意识 

5.2.5  

24 
机器人发出的有害

超声波 

听力受损、紧张、

不适、失去平衡、

失去意识 

5.2.5  

25 

振动危险 

振动的有害程度 

肌腱发炎、背痛、

不适、神经衰弱、

关节炎、晕动病和

其他振动相关的受

伤 

5.2.6  

26 
由于振动降低显示

器的易读性 

由于使用者不正确

的动作或失去使用

者控制而造成的有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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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事件 

 

表 A.1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危险（续） 

项目 危险项目 
危险分析 相关的安全

要求条款 
备注 

危险 潜在后果 

27 
危险之游离

辐射 

机器人发出有危险

程度的电离辐射 

辐射疾病、影响生育

能力、突变 
5.2.7.1 

除非对机器人的预定用途无其

他替代方案，否则不应在助老助

残机器人中使用电离辐射源。 

所有电离辐射的使用应进行单

独特定的风险评估 

28 

危险之非游

离辐射 

机器人发出有害的

非同调光学辐射 
烧伤、视力损伤 5.2.7.2  

29 

机器人发出有害的

同调光学（激光）

辐射 

视力损伤（盲区、全

盲） 
5.2.7.2 

不适用于约束型身体辅助机器

人 

30 

电磁兼容危

险 

因外部电磁干扰导

致安全功能的丧失 
如每项功能所定义 5.2.8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所有安全功

能都应考虑此项 

31 
由外部电磁干扰引

起的误操作 
如每项功能所定义 5.2.8 

机器人的所有功能（应用/服务

功能及安全功能）皆应考虑此项 

由功能危险分析（参照第 66 项）

决定后果及受影响的区域 

32 

由外部电磁干扰引

起的助老助残机器

人的危险动作（例

如，失控、意外的

手臂动作） 

挤压、陷入、冲击、

碰撞、切割、切断 
5.2.8  

33 

由外部电磁干扰引

起的不安全的机器

人状态 

挤压、陷入、冲击、

切割、切断、着火、

烧伤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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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材料危险 

致敏元素 过敏反应 5.2.9  

35 致毒物质 中毒 5.2.9  

表 A.1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危险（续） 

项目 危险项目 
危险分析 相关的安全

要求条款 
备注 

危险 潜在后果 

36 

人类工效学

危险 

 

操作机器人所需

的有压力的姿势 

不适、失调、肌肉与

骨骼疾病 
5.2.10  

37 
引起身体不适的

操作环境 

疲劳 

肌肉拉伤或炎症 
5.2.10 

疲劳可能来自于持续暴露在不

舒服的声音/噪音程度、光、热

或其他因素中 

38 
不正确的使用者

身体尺寸假设 

有压力的身体姿势、

使用者疲劳、肌肉损

伤/紊乱 

5.2.10  

39 控制装置的位置 
人为差错造成的后

果、紧张 
5.2.10  

40 

指示器和可视显

示单元的设计或

位置 

因使用者误解助老助

残机器人而产生的不

适 

5.2.10  

41  
使用者在危险的情况

下反应速度慢 
5.2.10 

所有需要使用者透过使用者界

面及时动作的安全功能，都应考

虑此项 

42  

过多的误判警报，导

致使用者忽略/关闭

报警，并造成未能回

应报警信号 

5.2.10  

43  

不良的控制-显示关

系，从而导致不正确/

不恰当的使用者响应 

5.2.10 
当使用者面临恶化中的情况时，

也应考虑到其行为的改变 



CRIA 0002—2017 

35 

44 局部照明 人为差错造成的后果 
 

5.2.10 
 

表 A.1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危险（续） 

项目 危险项目 
危险分析 相关的安全要求条款 相关的安全

要求条款 
备注 

危险 潜在后果 

45 

危险的环境

条件 

高粉尘程度 着火、其他危险 5.2.11 

若助老助残机器人预定在下列

情况中操作，则应考虑此项： 

——居家环境 

——有大量粉尘或微粒物质存

在（例如厨房） 

——如果机器人预定在维护检

视间隔期间长时间操作 

46 沙子 

磨损表面造成锐边；

运动部件卡住造成不

安全的姿势/组态；刹

车性能劣化，造成碰

撞 

5.2.11 
如果助老助残机器人预定在室

外环境中操作，则应考虑此项 

47 
暴露在冰雪中的

助老助残机器人 

运动部件卡住、短路

危险、因传感器干扰

造成不正确的动作、

其他危险 

5.2.11 

如果助老助残机器人预定在冬

季环境或寒冷区域进行操作，则

应考虑此项 

48 

暴露在水及潮湿

中的助老助残机

器人 

短路引起功能失效、

着火、失去动力 
5.2.11 

如果助老助残机器人预定在室

外环境、靠近水源或喷雾本身或

其来源中进行操作，则应考虑此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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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暴露在含盐大气

或海水喷雾中

（例如，在海洋

或沿海环境中）

的助老助残机器

人 

结构失效、其他因腐

蚀造成的功能失效而

产生的危险、电池/

动力源失效、短路危

险 

5.2.11 

如果助老助残机器人预定在靠

近海洋、海水或其他盐水物体的

室外环境中进行操作（或在船

上），则应考虑此项 

 

表 A.1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危险（续） 

项目 危险项目 
危险分析 相关的安全要求条款 

相关的安全要求条款 备注 
危险 潜在后果 

50 

由机器人

运动引起

的危险 

机械不稳定性（倾覆、

跌倒、过度倾斜） 
挤压、陷入、负载掉落 5.2.12.2  

51 
机械不稳定性– 搬运

负载时倾覆 
挤压、陷入、负载掉落 5.2.12.2  

52 
运行不稳定-基本的

移动模式中倾翻 

挤压、陷入、切割， 

撞断、负载掉落 
5.2.12.3 

基本的行进模式包

括： 

——前进/后退 

——旋转 

——转弯/回转 

——加速 

——减速 

不适用于约束类型身

体辅助机器人。 

53 
运行不稳定-基本的

移动模式中失控 

碰撞、负载掉落、破坏

环境 
5.2.12.3 

不适用于约束类型 

身体辅助机器人。 

54 

运行不稳定性-由于

乘客不正确的位置而

倾翻 

挤压、切割/切断、负载

掉落 
5.2.12.3 仅适用于载人机器人 

55 

运载负载时的不稳定

-在执行任务时，安全

相关物体跌倒或掉落 

损害环境、释放有害物

质、烧伤（热流体）、

切割/切断（若为尖锐物

品） 

5.2.12.4  

56 
碰撞时的不稳定性 - 

碰撞后倾翻或翻滚 

挤压、陷入、切割/ 

切断、负载掉落 
5.2.12.5 

不适用于约束类型身

体辅助机器人 

57 
碰撞时的不稳定性 – 

碰撞后失控 

碰撞、负荷掉落、破坏

环境 
5.2.12.5 

不适用于约束类型身

体辅助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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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碰撞后部件的分离 挤压、陷入 5.2.12.5  

59 
穿戴约束型身体助理

机器人时的不稳定性 
挤压、陷入、冲击受伤 5.2.12.6 

只适用于约束类型的

身体辅助机器人 

60 
卸下拘束型身体助理

机器人时的不稳定性 
挤压、陷入、冲击受伤 5.2.12.6 

只适用于约束类型的

身体辅助机器人 

61 
乘客乘车/离开时翻

滚 

乘客跌倒并受伤、挤

压、陷入 
5.2.12.7 只适用于载人机器人 

 

表 A.1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危险（续） 

项目 危险项目 
危险分析 相关的安全要求条款 相关的安全

要求条款 
备注 

危险 潜在后果 

62 

与安全相关

障碍物碰撞 

与安全相关的对象

碰撞 

钝器击伤、切割/切断

伤害 
5.2.12.8 

不适用于约束型身体辅助机器

人 

63 与家畜碰撞 

动物受伤（或死亡） 

动物恐慌后使人受伤

或破坏环境 

5.2.12.8 

动物的反应可能包括： 

——动物咬机器人 

——动物踩踏机器人 

——动物因恐慌而逃离机器人 

——动物因机器人的出现而惊

吓或忧伤 

——因机器人的动作使动物受

伤 

不适用于约束型身体辅助机器

人 

64 与其他机器人碰撞 
挤压、陷入、负载掉

落 
5.2.12.8 

不适用于约束型身体辅助机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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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与易碎的安全相关

对象碰撞 

破坏环境、负载掉落、

释放有害物质、烧伤

（热流体）、切割/切

断（若为锐利的安全

相关对象） 

5.2.12.8 
不适用于约束型身体辅助机器

人 

66 
与墙壁、永久/不可

移动障碍碰撞 

破坏环境、负载掉落、

释放有害物质、烧伤

（热流体）、切割/切

断（若为锐利的安全

相关对象） 

5.2.12.8 
不适用于约束型身体辅助机器

人 

表 A.1 助老助残机器人的危险（续） 

项目 危险项目 

危险分析 相关的安全要求条款 
相关的安全

要求条款 
备注 

危险 潜在后果 

67 

人机交互过

程中有害的

身体接触 

没有检测到工作区

的安全相关对象 

与安全相关对象碰撞

（见标号 56） 
5.2.12.9 

所有功能和任务（服务/应用相

关和安全相关）皆应考虑此项 

不适用于约束型身体辅助机器

人 

68 
接触互动期间的有

害身体反应水平 

切割/切断、碾压、陷

入 
5.2.12.9 

所有计划的人与机器人接触互

动任务皆应考虑此项，应包含下

列的互动物理参数（若相关）： 

——皮肤与机器人摩擦 

——剪切应力 

——动态冲击 

——力矩 

——重心圆弧 

——负重转移 

——人体支撑 

69 

与机器人的非预期

接触互动部分产生

接触互动 

钝器击伤、陷入、挤

压 
5.2.12.9  

70 
由于定位和

导航误差引

定位误差导致助老

助残机器人发生意

挤压、陷入、冲击受

伤、负载掉落 
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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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危险 外运动 

71 
定位误差造成进入

禁区 

碰撞、陷入、挤压、 

撞伤、负载掉落 
5.2.13  

72 
定位误差造成机械

不稳定 

翻滚、挤压、陷入、

负载掉落 
5.2.13  

73 

导航错误，无法到

达目标位置或回避

与安全相关的障碍 

碰撞、挤压、陷入、

冲击受伤、破坏环境 
5.2.13  

74 

其他危险项

目 

不良/不恰当的说

明和培训材料 

因使用者的错误或不

正确的行为造成的伤

害事件 

全部  

75 

因穿户外服装，包

括手套、帽子、墨

镜、靴子而造成使

用者控制能力降低 

感觉降低、不精确的

控制，导致因使用者

错误或不正确的动作

而造成的有害事件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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