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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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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重庆万里

高科技有限公司，国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摩尔环宇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智航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彭鹏，何国田，章文晋，黄大庆，王贺升，岳春峰，李勇，王有亮，卢艳娥，

周渝陇，裴军，李鹏，田刚印，欧家福，王松，田野，王雨琴，杨长春，郑雪松，孙添飞，王小平，谢

开彪，杨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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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机器人安全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飞行机器人的安全设计，防护措施以及使用信息的要求和准则。描述了飞行机器人相

关的危害情况，并提出了消除或充分地减小这些危害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飞行机器人，包括旋翼飞行机器人、固定翼飞行机器人、扑翼机器人及伞翼机器人等。 

具体适用范围为可在视距内或视距外操作的、空机重量小于等于 116 千克、起飞全重不大于 150

千克的飞行机器人，其校正空速不超过 100千米/小时。 

本标准不适用于飞艇等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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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11291.1     工业环境用机器人 安全要求 第 1部分：机器人 

GB/T 1264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 

GB/T 15706.1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第 1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6796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GB 17618    信息技术设备 抗扰度限制和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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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7799.2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抗扰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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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7799.4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 

GB/T 2423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GB/T 20438.3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第三部   

       分：软件要求 

GB/T 24549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GB/T 28169    嵌入式软件 C语言编码规范 

GB 3096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B/T 31241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要求 

GB/T 31485            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 

GB 4943.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要求 

GB 9254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JB 2347    无人机通用规范 

GJB 3060     无人机电气系统通用规范 

GJB 5433    无人机系统通用要求 

GJB 5434    无人机飞行系统飞行试验通用要求 

GJB 6703    无人机测控系统通用要求 

RoHS2.0     关于限制在电子电器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成分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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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飞行机器人  flying robot  

 可飞行的机器人。 

3.2  

 能源  energy source 

 任何电、机械、液压、气动、化学、热、势能、动能或者其他形式的动力源。 

3.3 

 危险运动  hazardous motion 

 任何可能导致人员伤害的运动。 

3.4 

 遥控控制  remote control 

 简称遥控，由控制站发出开关指令或连续指令实现飞行控制。 

3.5 

 程序控制  program control 

 简称程控，自动飞行控制系统产生和传输自动控制指令，完成自动或半自动飞行控制。 

3.6 

 飞行控制系统  flight control system 

 通过自动控制系统进行一项或多项与飞行相关的控制的系统，一般包括对航迹、姿态、空速、气动

外形、结构模态等的控制。 

3.7 

 任务终止  mission termination 

 特殊情况下立即终止飞行机器人执行任务，一般包括实施返航、迫降等。 

3.8 

 自动返航  automatic return 

 飞行机器人在不受任何外界干预，依靠自身控制系统和导航系统返回起飞点空域的过程。 

3.9  

 电子围栏  electronic fence 

 是指为阻挡即将侵入特定区域的飞行机器人,在相应电子地理范围中画出特定区域，并配合飞行控

制系统、保障区域安全的软硬件系统。 

3.10  

 无人机云系统(简称无人机云)  unmanned cloud（U-cloud） 

 指轻小型民用无人机运行动态数据库系统，用于向无人机或飞行机器人用户提供航行服务、气象服

务等，对无人机或飞行机器人运行数据(包括运营信息、位置、高度和速度等)进行实时监测。 

 

4 危险识别及风险评估 

 
对在危险识别中确定的危险，应该进行风险评估。这种风险评估应该对下列情况给予特别关注： 
a） 飞行机器人的例行操作，包括遥控控制、程序控制、维护、设置和清洁； 

b） 意外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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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可合理预见的飞行机器人误用； 

d） 控制系统故障的影响； 

e） 与飞行机器人应用有关的危险。 

首先应通过设计或替代，然后再用安全防护和其他补救措施，消除或减少风险。任何遗留的风险应

采用其他措施（如：警告、标记、培训）来减少。 
 

5 设计要求及保护措施 

 
5.1 通则 

 
应根据 GB/T 15706.1 中有关危险的原则来设计飞行机器人。本标准没有涉及明显的危险（如锋利

的边缘等）。飞行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应达到下面的要求。 

注 1：下列（但不局限于）检验方法可以满足本章的要求： 

      A：目视； 

      B：实际试验； 

      C：测量； 

      D：在操作中观察； 

      E：分析电路图。 

注 2：本章中推荐的各种要求的检验方法在每节后用[A，B，C，…]的形式注明，相应于上面列出的方法。 

 

5.2 安全通用要求 

 
5.2.1 整体设计安全 

 
飞行机器人气动布局设计应满足飞行机器人功能要求的气动外形，且反映在三面图上。 

飞行机器人总体布置主要指动力系统，机载设备，主要受力结构等。总体布置既要保证各系统有效

地工作，也要保证全机重心范围处于使飞行器能安全稳定飞行的位置。 

应使用合适的材料设计机身外壳和防护装置，以预防飞行机器人对人有可能造成的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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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站设计应满足飞行机器人功能要求，人机工程要求和操纵使用性能。 

 在飞行状态下，飞行机器人强度和刚度应符合有关要求和下列要求： 

 ——在使用载荷下，不允许有影响工作的弹性变形，在设计极限载荷下不应损坏； 

 ——在飞行条件下，飞行机器人应能承受由操作和扰动引起的载荷。 

应参照 GB 4943中规定进行机械强度的试验，试验项目包括：恒定力试验，冲击试验，跌落试验，

应力消除试验。 

按机体结构、使用性能和寿命特性，作为结构设计依据，按详细规范规定。 

注：[5.1 注 1 中 A,B,C]。 

 

5.2.2 与动力相关的安全 

 

5.2.2.1 动力传递部件 

 

应使用固定或移动的防护装置来预防桨翼、电机轴、齿轮等部件造成意外的危险。移动的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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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危险运动应互锁，使危险运动在危害发生前停止。 

 

5.2.2.2 动力损失或变化 

 

 动力的损失或变化不应造成危险，包括油动和电动等。 

注：[5.1 注 1 中 A,B,C]。 

 

5.2.3 与能源相关的安全 

 
5.2.3.1 锂电池 

 

 飞行机器人锂电池安全包括电性能测试、电安全性能测试、环境适应性测试。 

 a） 电性能测试和电安全性能测试应符合生产制造商的产品要求和行业标准； 

 b） 环境适应性包括模拟高空低气压试验、温度冲击测试、防水试验、盐雾试验、冲击试验（工作

  状态）、振动测试、挤压试验。 

 注：以上参照标准 GB/T 31241、GB/T 31485。 

 

5.2.3.2 燃油 

 

 飞行机器人燃油安全包括静电防护、防爆保护、防火保护、防撞保护、防冻保护等。 

 注：以上参照燃油相关标准。 

 

5.2.3.3 燃料电池 

 

 飞行机器人燃料电池安全包括外壳防护等级安全要求、燃料系统安全要求、燃料电池电堆/系统安

全要求、动力电路系统安全要求。 

 燃料系统安全要求包括部件安装及防护、燃料加注、氢气储存与供给（储氢容器、过压保护、低压

保护、氢气关闭系统、氢气释放/泄露）。 

 燃料电池电堆/系统安全要求包括泄露、泄露探测、安全措施、接地。 

 

5.2.3.4 其他能源 

 

 其他能源应符合该能源行业的安全要求。 

 注：[5.1 注 1 中 A,B,C]。 

 

5.2.4 与飞行控制系统相关的安全 

 

具有飞行控制系统的飞行机器人，应符合下列要求。 

 注：若不具有飞行控制系统，采用纯机械式或其他形式控制的飞行机器人不在本节讨论范围。 

 
5.2.4.1 飞行控制系统基本安全要求 

 

 飞行机器人的飞行主要由飞行控制与管理计算机进行控制，其主要功能是实现飞行管理（包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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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采集机载飞行控制类传感器的信息，计算产生飞行机器人控制指令，使飞行机器人达到给定的

飞行状态，按期望的轨迹飞行和完成飞行任务，并实现对干扰的抑制。 

 飞行控制系统应满足以下基本安全要求： 

a） 飞行控制系统，应符合详细规范所要求的飞行、存储、运输等环境条件，并根据飞行机器人的

用途确定其结构与功能； 

b） 飞行控制系统一般应明确高度、速度、姿态等机载飞行控制类传感器和动力装置参数，数字接

 口通道数，模拟接口通道数，功率通道数，采样精度要求，实时控制要求，自检与故障诊断要

 求，可靠性，维修性，电磁兼容性要求等； 

c） 飞行控制系统应满足详细规范规定的容错要求； 

d） 在一般情况下，飞行控制系统应对其输入信号进行有效地检查，飞行控制系统的计算机输入、

 输出信号应具有可测试性； 

e） 飞行控制系统应规定并达到运行时间的存贮空间裕量要求； 

f） 应有电过载、电晕放和电击穿的保护措施，以及对静电放电的保护措施。 

 

5.2.4.2 飞行控制系统性能安全要求 

 

 若适用，应采取以下措施： 

 a） 任何部件的单个故障不应导致安全功能的丧失； 

 b） 只要合理可行，单个故障应在提出下一项安全功能需求之时或之前被检测出来； 

 c） 出现单个故障时，始终具有安全功能，且安全状态应维持到出现的故障已得到解决； 

 d） 所有可合理预见的故障应被检测到。 

 注 1：这个单个故障检测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所有故障都被发现。因此，未检测到的故障的积累可能导致飞行机器人 

   的意外输出和危险情况。故障检测可行措施的实例是：监测多余的电气输出。应做出合适的故障模式分析， 

   以确认所有可合理预见的故障都得到考虑。 

 注 2：[5.1 注 1 中 B,D,E]。 

 

5.2.5 环境适应性 

 

 环境适应性试验能够评价飞行机器人或零部件在高温、低温、湿热、风、雨及盐雾条件下的安全性、

完整性和性能。试验方法如下： 

  1） 检查飞行机器人试验样品外观是否破损，性能是否下降； 

  2） 检查无问题后，将飞行机器人试验样品（不带电池）放入试验条件下的试验箱中， 

   然后将试验箱的参数设置为表 1所示的试验项目的数值； 

  3） 当试验样品所处的气候环境稳定后，使飞行机器人暴露至规定的持续时间； 

  4） 试验完成后将飞行机器人放置在实验室环境下恢复稳定，若需要，采取合适的步骤去除样

   品表面的水滴，推荐 40℃下烘干，或采用电风扇自然风吹干； 

  5） 恢复稳定结束后对试验样品进行目视检查及短时飞行功能检查。 

 

表 1 气候环境适应性项目及要求 

 

试验对象 试验项目 试验条件 试件状态 

飞行机器

人机体 

高温存储试验 60℃±2℃，16h 非工作状态 

低温试验 -20℃±2℃，2h 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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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存储试验 -40℃±2℃，16h 非工作状态 

恒温恒湿试验 40℃±2℃，（93%±2%）RH，48h 非工作状态 

温度交变试验 单个循环包括-40℃±2℃，60℃±2℃状态下各 1h，循环 3 次 非工作状态 

中性盐雾 
参照 GB/T 2423.17-1993 规定,试验时间 96h，符合产品设计

规范要求 
非工作状态 

淋雨试验 
淋雨强度（2～6）mm/min，淋雨方向与地面垂直，淋雨时间

30min 
工作状态 

抗风飞行 
在瞬时风速不低于 8 m/s 环境条件下可正常飞行，作业完成

后，能平稳安全降落 
工作状态 

抗雨飞行 

1）在小雨环境条件下可稳定飞行，飞行时间不小于 5min 

2）在中雨环境下，能够安全飞行不小于 2min 

3）均能平稳安全降落 

4）飞行后，各电气接口不存在明显短路风险，各项功能正常 

工作状态 

地面控制

站、遥控

器 

高温试验 55℃±2℃，4h 工作状态 

高温存储试验 60℃±2℃，16h 非工作状态 

低温试验 -20℃±2℃，2h 工作状态 

低温存储试验 -40℃±2℃，16h 非工作状态 

恒温恒湿试验 40℃±2℃，（93％±2％）RH，48h 非工作状态 

温度交变试验 单个循环包括-40℃±2℃，60℃±2℃状态下各 1h，循环 3 次 非工作状态 

 注 1：以上参照标准 GB/T 2423。 

 注 2：[5.1 注 1 中 A,B,C,D,E]。 

 

5.2.6 电磁兼容性 

 
 飞行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GB 17799要求，防止飞行机器人因电磁兼容性（EMC）问题而出现

危险情况。 

 

5.2.6.1 电磁发射 

 

 飞行机器人电磁发射对环境的影响，包括： 

 a） 飞行机器人上通过电源端口或信号端口以及辐射向电网或信号网络传输骚扰，会影响整个电网

  的用电质量和网络质量，从而干扰其它电气或电子设备的正常运行； 

 b） 飞行机器人上的电子设备及其组件通过辐射影响广播电视和无线通信等信号传输的质量； 

 c） 飞行机器人在地面接入公用供电系统，使供电系统产生谐波电流、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

  从而影响公共电网的质量； 

 d） 若飞行机器人上有带换向的电动机、电动工具会引起连续骚扰，飞行机器人上有程序自动控制

  机器和其他电气控制开关（例如投放包裹的机械手）会产生断续骚扰，这些骚扰主要通过飞行

  机器人的电源线传导以及空间辐射； 

 e） 若飞行机器人上有电气照明类设备（包括气体放电灯、灯的控制装置），在气体放电工作、启

  动工作、非线性装置电路等会对连接在同一电网中的电气电子设备和空间产生电磁骚扰； 

 f） 若飞行机器人上有 RF输出端和接收机，需要进行辐射骚扰的测试。 

 检查项目包括传导发射、辐射发射、谐波电流发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等。 

 注：以上参照标准 GB 17799.3、GB 17799.4 和 GB 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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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2 电磁敏感度 

 

 飞行机器人受到外部环境电磁干扰，包括： 

 a） 人体触摸导致的静电抗扰度（例如安装、运输、起飞辅助）； 

b） 地面保障状电源线和控制端口连接状态下，电网中发生切断感性负载时导致的脉冲干扰； 

c） 空间电磁场辐射（包括电力巡检）； 

d） 地面保障状态电源线、通信线通过传导方式的耦合产生外界干扰，引起对设备的干扰； 

e） 空间产生的磁场干扰； 

f） 开关和雷电瞬变过电压引起的单极性浪涌（冲击）； 

 g） 地面保障电源线连接状态下，由电网、电力设施的故障或负荷突然出现大的变化引起的干扰。  

 检查项目包括静电放电、电快速瞬变脉冲群、连续波辐射骚扰抗扰度、连续波传导骚扰抗扰度、工

频磁场、浪涌（冲击）、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等。 

 注 1：以上参照标准 GB/T 17799.1、GB/T 17799.2 和 GB 17618。 

 注 2：[5.1 注 1 中 A,B,C,D,E]。 

 

5.2.7 电气系统安全 

 
 电气系统包括电力的产生、存储、备用、变换、分配和控制所有部件。 

 

5.2.7.1 基本要求 

 

 飞行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应符合 GB 4943.1或 GB 16796的相关要求，检查项目包括绝缘电阻、抗

电强度、泄漏电流、发热、耐燃性、耐热性、瞬态过电压等。电气系统的基本要求包括： 

 a） 在要求的工作条件下，电气系统应能可靠地将电能传输到用电设备，并满足质量要求； 

 b） 在个别部件发生故障，局部线路断开或者短路时，电气系统的其他部分应不受影响，仍能正常

  工作； 

 c） 在应急状态下，保证应急用电设备的供电质量； 

 d） 动力电路系统安全要求包括电路的电压级、标识、触电防护要求。 

 

5.2.7.2 特殊要求 

  

 若适用，应采取以下措施： 

 a） 辅助电源 

     不允许间断供电的关键设备，应采用余度电源供电。 

 b） 应急电源 

     当主电源发生故障时，独立的应急电源应能向关键设备供电。 

 c） 保护措施 

  1） 对飞行机器人上的任务设备，配电网络应有保护措施；而应急用电设备的配电网路，不加

   保护装置，可选用限流保护； 

  2） 为防止发电机过流而产生冒烟或明火，保护装置应迅速作出响应； 

  3） 应有反极性保护功能； 

  4） 应有过频、欠频保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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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必要时电气系统可设置其他保护措施。 

 注 1：[5.1 注 1 中 A,B,E]。 

 

5.2.8 软件安全 

 
5.2.8.1 软件功能安全 

 

 对飞行机器人软件的可执行代码进行安全性测试宜从实时要求最高的安全功能开始进行测试，一般

包括以下测试内容： 

 a） 测试飞行机器人软件的安全功能是否正确实现； 

 b） 分析所有可能影响飞行机器人软件安全功能的执行时间的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调整，测试在

  最坏的情形下安全功能的执行时间是否满足实时要求，可能影响安全功能执行时间的因素包

  括： 

  ——硬件配置，包括 CPU、存储器访问带宽、寄存器读写延迟、I/O通道访问延迟、网络带宽 

   和延迟等； 

     ——软件配置，包括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软件等的参数配置； 

  ——数据量大小，包括实时数据量和历史数据量的大小； 

     ——物理环境，带特定传感器的飞行机器人系统容易受外部物理环境变化的影响； 

  ——与飞行机器人软件共享相同运行环境的其他系统或软件的配置； 

  ——应用业务，业务处理或实体之间交互等方面的峰值。 

 c） 测试飞行机器人软件安全功能在长时间运行后，执行时间是否仍然能满足实时要求； 

 d） 测试飞行机器人软件中对安全功能的实时性进行监控的功能是否正确运行； 

 e） 测试飞行机器人软件安全功能的执行时间不满足实时要求时，报警和失效处理功能是否正确运

  行； 

 f） 测试飞行机器人软件安全功能发生时序错误时，报警和失效处理功能是否正确运行； 

 g） 测试飞行机器人软件的 CPU、存储器、I/O通道、网络带宽等资源是否满足安全功能的使用要 

  求，包括： 

  ——分析所有共享相同资源的功能、软件和系统其他要素，测试在最坏的情形下是否仍 

    然能保证安全功能的资源使用要求； 

  ——测试所有共享相同资源的功能、软件和系统其他要素在使用资源后是否及时释放了 

   资源； 

  ——测试是否存在资源竞争导致的死锁； 

  ——测试飞行机器人软硬件资源是否能够满足未来数据增长的要求； 

    h） 在不同的目标硬件平台环境中分别对飞行机器人软件的安全功能进行测试，验证飞行机器人软

  件在不同的目标硬件平台环境中是否均满足安全要求； 

 i） 整数溢出； 

 j） 进程管理； 

 k） 测试飞行机器人软件安全功能中其他需要测试的内容。 

 

5.2.8.2 软件代码安全 

 

 飞行机器人软件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软件安全漏洞，在软件开发初期通过测试尽早发现

代码中的安全缺陷并予以解决，能有效提高软件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代码安全缺陷测试一般包括以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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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a） 程序注入； 

 b） 数据篡改； 

 c） 数据加密； 

 d） 内存管理； 

 e） 资源管理； 

 f） 指针使用； 

 g） 控制语句； 

 h） 运算处理； 

 i） 变量使用。 

 

5.2.8.3 飞行数据链安全 

 

 对于飞行机器人涉及到的飞行信息和数据链信息，与飞行机器人飞行性能、任务使命和飞行控制相

匹配，主要性能指标包括： 

 a） 实时性； 

 b） 稳定性； 

 c） 抗干扰性能； 

 d） 保密性； 

 e） 指令错误概率； 

 f） 遥控指令条数、形式和采样速率、响应时间。 

 飞行机器人执行任务，所获取的数据、图片、视频等信息，通过一定协议进行传输，传输过程中不

易被外界干扰和截取。 

 数据链涵盖测试项目：遥控距离，遥测距离，频谱范围，误码率，发射机射频输出功率，发射机最

小射频输出功率等。 

 注 1：参照 GB/T 20438.3、GB/T 28169。 

 注 2：[5.1 注 1 中 A,B,D]。 

 

5.2.9 安全机制 

 
 飞行机器人飞行应遵守民航局相关法规条例要求，自主飞行的飞行机器人应具有一定程度智能，可

以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飞行机器人在遇到突发状况或危险时，应有合理的安全机制，如下： 

 

5.2.9.1 任务终止 

 

 特殊情况下立即终止飞行机器人执行任务，一般包括实施返航或迫降。 

 

5.2.9.2 故障保护 

 

 飞行机器人遥控器信号出现中断超过预设时间，或数传电台信号出现中断超过预设时间，或电池即

将耗尽等情况下，飞行机器人沿原航线自动返航或按预设模式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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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3 自主悬停 

 

 对于旋翼类飞行机器人，应有自主悬停的能力。 

 

5.2.9.4 自主避障 

 

 在遇到障碍物时，具有自主绕飞或保持安全距离避免碰撞的能力。 

 

5.2.9.5 黑匣子 

 

 黑匣子可持续记录飞行机器人飞行时的数据量应覆盖飞行时间。 

 

5.2.9.6 启动和停止安全保护 

 

 飞行机器人应通过遥控器上特定的安全组合动作进行启动，在飞机降落后的预设时间内应具有自动

锁定启动功能。 

 

5.2.9.7 位置追踪 

 

 飞行机器人一般应具备位置追踪功能。可不依赖于机载电源和数传电台，以定时自动或受控应答方

式向工作人员发送位置信息。 

 

5.2.9.8 电子围栏 

 

 应安装并使用电子围栏，确保某些特定区域无法飞入，保证飞行安全。 

 接入无人机云系统的飞行机器人应即时上传飞行数据，无人机云系统对侵入电子围栏的飞行机器人

具有报警功能。 

 

5.2.9.9 身份识别 

 

 飞行机器人飞行应具有身份认证和识别特征，对应飞行机器人操作人员。操作员需要进行驾驶培训

以及资格认证，在身体状况符合相关要求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飞行。 

 a） 对于接入无人机云系统的用户，应当符合无人机云的接口规范，明确飞行机器人操作员身份； 

 b） 对于未接入无人机云系统的用户，其飞行机器人机身需有明确的标识，注明该飞行机器人的型 

  号、编号、所有者、联系方式等信息，以便出现坠机情况时能迅速查找到飞行机器人所有者或  

  操作者信息。 

 注：[5.1 注 1 中 A,B,D]。 

 

5.2.10 环保要求 

 
 飞行机器人飞行应符合环保要求，包括噪声、燃料废气、毒性防护、材料要求。 

 

5.2.10.1 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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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符合国家对相应地域规定的噪声要求，不得超过对噪声的最低要求，具体参考 GB 3096相关要求。 

 

5.2.10.2 燃料废气 

 

 对于使用燃料电池、柴油或航空燃油等作为动力源的飞行机器人，应符合国家规定的燃料废气排放

要求，具体参考 GB 16297相关要求。 

 

5.2.10.3 毒性防护 

 

 除电池以外，飞行机器人整体，及其可被用户接触到的任意部分，不应具有毒性或类似危险。 

 注：电池如具有毒性，应在电池上或者飞行机器人上的显著位置标注。 

 

5.2.10.4 材料要求 

 

 飞行机器人不应该含有损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可参照 RoHS2.0相关要求。 

 注 1：军事等特殊用途除外。 

 注 2：[5.1 注 1 中 A,B,C]。 

 

5.2.11 人机交互安全 

 
 人机交互设计应符合 GJB 1062和 GJB 2873 等有关标准，达到设备功能与人员素质的最佳合作，保

证工作的安全可靠性。人机工程的安全要求如下： 

a） 人机界面显示内容包括飞行机器人的位置、高度、速度、姿态（航向角、俯仰角、横滚转角）、

机载电压、导航信息等参数； 

b） 对于影响飞行机器人的关键操作，如飞行停止、开伞、降落等，应有醒目标记，防止误操作； 

c） 当飞行机器人处于临界或危险飞行状态时，如飞行故障状态、动力系统故障、供电设备故障、

 飞行遭遇危险等情况，要以声、光或红颜色特别提示告警。 

 注：[5.1 注 1 中 A,B,D]。 

 

6 使用资料 

 
6.1 通则 

 
制造商应提供标志（如标记、符号）和使用说明材料（如操作、维护手册）。提供这些材料时，飞

行机器人警告装置（如声音和可视信号）应特别提出。 

 

6.2 使用手册 

 
 除了 6.1的要求外，每个飞行机器人应附有说明书或包含以下内容的材料： 

 a） 制造商或供应商的名称、地址及必要的联系信息； 

 b） 调试、编程和重新启动步骤的说明，包括通用需求、环境条件等安装要求； 

 c） 在第一次使用飞行机器人对飞行机器人及其防护系统进行初步测试和检查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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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变更飞行机器人部件或增加可选设备（包括硬件和软件）后需要对任何测试和检查的说明，

这些变更可能影响安全功能； 

 e） 安全操作、设置和维护的说明，包括安全工作方法、危险能源管理步骤和为使操作设备的人员

达到必要技术水平所需的培训； 

 f） 安全机制功能要求需在产品规范中明确；  

 g） 关于所有控制系统定位和功能的说明； 

 h） 关于确定运动范围和负载能力的极限的信息； 

 i） 飞行机器人维护时避免装配错误的步骤； 

 j） 关于飞行机器人遵循的有关标准（包括由第三方认证的标准）的信息。 

 对制造商提供的使用资料的任何修改或补充应由对飞行机器人作出变更或增补的一方提供。 

 

6.3 标志 

 
 每个飞行机器人应以特定、易读和耐久的方式标记，且应有： 

 a） 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飞行机器人的型号和序号，制造的年份和月份； 

 b） 飞行机器人的空机重量及负载能力； 

 c） 尺寸范围； 

 d） 续航能力； 

 e） 动力方式； 

 f） 飞行速度；  

 g） 飞行高度； 

 h） 飞行半径； 

 i） 发射与回收方式。 

 防护、保护装置及其他没有装配在飞行机器人上的零件要清楚地标明其作用，应提供详细的安装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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