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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概要
考虑到安全原因，长期以来，在工业机器人的应用中，人和机器人始终保持物理隔离的状态。如

今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明显以及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的需求日趋明朗，机器人的应用越来越
广泛，其中更加高效和灵活的人机协作应用更是强势增长，风头正劲。然而，要实现人和机器人共
享工作空间，必须首先考虑安全相关问题。

安全技术的相关要求始终取决于各自的应用，只有在考虑了所有因素，如标准、机器人、工具、
工件以及例如物料搬运的相关机器设备后，才可能实现安全的机器人应用。这意味着每个应用都需
要单独进行相关的安全评估。

 本书阐述了在工业环境中，实现安全的人机协作应用所面临的挑战、相关标准以及可能的解决
方案，期待给人机协作应用方面的相关人士带来价值。

    1    



2      

1 / 从工业机器人到协作机器人

1.1. 协作机器人的兴起

1.2. 工业机器人与协作机器人市场

2 / 从合作到协作，安全标准与要求

2.1. 工业机器人的标准

2.2. HRC 新的安全要求

3 / 用于机器人安全的传感器技术 

3.1. 机器人单元安全进出防护的传感器

3.2. 传感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3.3. 机器人的网络安全

4 / 逐步实现安全的机器人应用 

4.1. 从风险评估开始  

4.2. 验证的核心作用

4.3. HRC：实现无伤害接触 

3 

4

4

5

6

6

8

9 

10 

10

11

12

12

13

Contents



    3    

自工业机器人诞生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 SCARA 机器人、六
轴机器人还是笛卡尔坐标机器人，工业机器人长期以来在各种隔离区
内用于许多不同行业的零件装配、取放和码垛等工作。

作为一种新型的工业机器人，协作型机器人的出现，更彻底地摆脱
了围栏的束缚，以其更智能、更拟人、可协作完成复杂作业的显著优势，
迅速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从而为工业机器人的发展开启了新时代。

从工业机器人到协作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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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协作机器人的兴起

1.2
   工业机器人与协作机器人市场

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生产正在进入以
协作机器人为特征的智能制造时代。日益增长的定
制化需求，意味着工厂需要在有限空间内，借助灵
活、安全、可快速切换的智能产线，进一步提升生
产效率和灵活性，并降低成本。人机协作模式的兴
起正是智能工厂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协作机器人所代表的人机协作模式，使企业的
生产布线和配置获得了更大的弹性空间，也提高了
产品良率。这一模式，要求人和机器人必须能够相
互理解、相互感知、相互协助，才能够在一个空间
里交互工作并保障彼此安全。

相对于传统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的一些显
著优势包括  ：

整个工业机器人市场呈现不断增长
态势：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的
数据，2014 至 2019 年机器人装机量在
全球范围内增长了约 85％，2019 年世
界各地共有 270 万台工业机器人在工厂
中运行，比 2018 年增长了 12%。2019
年工业机器人销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为
37.3 万台。

中国仍然是工业机器人需求最大
的 国 家。 中 国 2019 年 在 运 行 中 的 工
业机器人数量达到 78.3 万台，增长了
21%。2019 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为
14.05 万台，是 5 年前 (2014 年：5.7 万
台 ) 销量的两倍多。

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相比，协作机
器人代表了机器人发展从自动化迈向智
能化的重要趋势。根据 Interact Analysis
数据，预计到 2027 年，全球协作机器
人的市场规模将以 30％以上的复合年
增长率增长，达到 56 亿美元，占整个
机器人市场的 30.2％，而中国市场的占
比将超过 50%，成为全球最大的协作
机器人市场。另外根据中投产业研究院
发布的《2020-2024 年中国协作机器人
产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显
示，预计到 2021 年底，中国协作机器
人销量将达 18,500 台，市场规模将突
破 24.5 亿元。

灵活性：部署安装灵活，轻量化，还可适
用于移动应用

易用性：协作机器人易于编程，拖动示教
功能大大降低了使用难度

安全性：经过风险评估后可不需要安装围
栏，从而更安全地保障人机协同工作

正是由于拥有一系列的显著优势，更加灵活的
协作型机器人成为一种承担组装和拾取工作的可行
性方案，从而把人和机器人各自的优势充分发挥，
适应智能制造时代更广泛的工作挑战。



从合作到协作，
安全标准与要求

无论是传统的工业机器人还是协作机器人，安全的考虑必须首先
基于标准和要求。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从工业机器人到协作机器人，
相关的安全法规、指令和标准要求又处于不断地修正和提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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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新的安全要求

HRC 应用正在制定新的安全要求。传统机器人应用和 HRC 应用的主要区别
在于：HRC 应用中，机器人可以与人发生直接接触。当然，这样的接触不能导
致伤害的发生。这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机器人本身更可靠的控制系统和更智
能的传感器是人与机器人以无伤害方式共存的先决条件，机器人应在碰撞发生时
或发生之前能够感知到碰撞或碰撞将要发生；第二，必须在规范的基础上制定可
靠的安全标准。但是在实践中，已有的安全标准并不足以确保安全地实现人和机
器人之间的实际协作。直到 2016 年，技术规范 ISO/TS 15066 “机器人和机器人
设备 - 协作工业机器人”的发布，才弥补了规范方面的缺失。在规范中，一方面
详细描述了作为保护原则的四种协作方式，另一方面，则给出了身体各部位疼痛
阈值的详细信息。和所有的技术规范一样，该规范是一项由国家实施的国际标准。 

人机协作要求采取保护措施，确保在协同操作的过程中始终保证人员的安全。
为此，ISO/TS15066 中详细阐述了 4 种协作方式，并将其作为保护原则。安全的
人机协作，要求机器人系统是根据其中某种协作方式专门设计的，从而实现风险
最小化：

2.2

2.1
根据机械指令 2006/42/EC，机器人属于部分完成的机器。详细的安全要求

可以参见 EN ISO 10218-1:2011 《工业机器人安全要求 第一部分：机器人》和
EN ISO 10218-2:2011 《工业机器人安全要求 第二部分：机器人系统和集成》。
这两个标准同时也被列为机械指令 2006/42/EC 下的 C 类协调标准，制定这些国
际标准时考虑到了工业机器人和工业机器人系统会产生的具体危害。关于协同
操作的信息也可以在 EN ISO 10218-2 中找到。 

在规划 HRC 应用时，机器人的选择对系统集成商而言是一个关键点。EN 
ISO 10218-1 中还包含安全驱动功能的描述， 包括安全操作停止 (SOS) ，安全限
速 (SLS) ，安全速度范围 (SSR) 和安全扭矩限制 (SLT)。 在 EN ISO 10218-2 的第 5.2 
章明确规定了“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 电气， 液压，气动和软件 ) 的要求。
控制系统的安全相关部件的设计一般应遵照 ISO 13849-1:2006 所描述的 PL=d，
架构类别 3，或遵照 IEC 62061:2005 所描述的 SIL2，硬件容错 MTTF 不少于 20 年。 

工业机器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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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ilz.com 从合作到协作，安全标准与要求

Method 1

Safety-related stop (STO)

Method 3

Speed and distance monitoring

0

0
1

Method 2

Hand-guiding

Power and force limitation

 • Specifi c robots (cobots)
 • Defi ned load parameters (in accordance with 

ISO/TS 15066)
 • Force measurement necessary (required for CE)
 • Additional safety functions: Safe monitoring of 

torque, force, speed

Method 4

安全监控静止

速度和距离监控

只有在机器人处于静止状态时，人员才
能接近机器人。因此，该方式不允许发
生碰撞。 

在操作过程中，人员可以进入协作空间。
通过与机器人保持一定的距离来确保人
员安全。如果人和机器人之间的距离过
近，则会触发安全停止。因此，这种方
式也是不允许发生碰撞的。

手持式引导

功率和力的限制

只有当机器人处于静止状态时，人员才
能够接触到机器人，手动引导机器人。
因此，该方式也不允许发生碰撞。 

在这种方式下，当机器人处于
移动状态时，人员也是可以进
入协作空间的。因此，人类和
机器人之间的接触 ( 无论预期
或非预期的 ) 是可能的！ 

为实现安全的人机协作，系统集成商可以为其应用选择一种或多种“协作方式”。例
如，通过将 ISO/TS15066 中的“速度和距离监控”与“功率和力的限制”两种方式相结合，
可以有效实现安全的人机协作。即便可能发生碰撞接触，也能确保不会导致伤害。 

当然，有一些机器人应用，例如，应用中的刀具或工件非常尖锐或锋利，或者当工艺需要很大的力和
速度时，仍然需要使用安全围栏才能够确保人员的安全。 

ISO/TS15066 首次在附录 A 中提供了有关身体各部位疼痛阈值的详细信息。这些数据为根据方式 4 
设计的无安全围栏应用的实施提供了基础。 作为国际标准组织的成员， 皮尔磁与机器人制造商、集成商、
第三方声明机构 ( 如 BG) 和其他自动化公司积极展开合作，设计了这一在工业环境中进行人机协作的开
创性技术规范。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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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对于工业机器人还是协作机器人应用，安全传感器技术一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基于智能、坚固、可靠的传感器与安全系统所赋予的适应性环境感知能力，可
以让人员不受限制地安全干预机器人系统，并减少生产中的停机时间。 

用于机器人安全的传感器技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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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pilz.com 用于机器人安全的传感器技术

3.1
   安全进出机器人单元的防护传感器 

当人和机器人共用一个工作空间时，常常通过安全驱动
功能与近场传感器，扭矩监测传感器，触觉传感器或者非接触
式的电容传感器等相结合的方式，来确保应用的安全性。如果
在生产过程中，不希望有人为的干预或者说人为的干预是不必
要的，那么通常会在机器和系统的周围安装保护装置，以机械
方式将其隔离开。对于这种类型的机器人单元，一般只有在需
要进行维修服务等的情况下，人才能够进入到单元内。对于这
类的进出应用，非常适合采用安全门，但必须用安全门开关来
进行防护。 如果安全门打开，传感器就会检测到门的打开状
态，并生成一个停机信号，从而实现机器的安全控制。 为此，
根据要求、安装情况和适用的基本条件，可采用各种原理和设
计的安全传感器：非接触式安全磁性传感器是一种可隐藏安装
的非常经济的解决方案，而基于 RFID 技术的安全传感器 ，如
PSENcode 安全开关，则可以有更自由的安装方式和更高程度
的操纵保护。 

如果应用受到空间限制，防护装置必须安装在危险运动
的附近，那么就会存在超程动作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就
必须使用安全锁定装置。带有弹簧力锁定的机械式锁定装置
如机械式安全开关 PSENmech， 或集成式的安全门系统如
PSENsgate，PSENmlock 和 PSENslock，都非常适用于这类应
用场合。 

基于不同原理和不同种类的传感器，可以轻松实现各种安
全监控方案。例如，在汽车焊装车间的机器人工位，使用皮尔
磁 PSENcode 安全开关，可以实现一个传感器监控多达三个位
置的功能。例如，封闭在防护围栏中的机器人单元，需要人员
将金属钣金部件送入和取出的情况。 

在某些机器人应用中，需要检测人员手动送料或者返工的
情况，此时就需要使用非接触式的保护装置，如安全光栅，来
实现进出的保护。此外，对于后部区域，可能需要采用水平安
装安全光幕或使用安全激光扫描仪的方式进行区域保护。在某
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环境因素，灰尘、烟雾或蒸汽等导致光
学传感器系统存在可用性的问题时，则首选安全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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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传感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3.3
   机器人的网络安全

面向未来，传感器技术将继续在确保机器人应
用安全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皮尔磁正在通过全面的
研发活动，开发更多适应未来应用需要的新的传感器
产品。

立体相机能够实时检测障碍物，从而避免人和
机器人之间的碰撞。皮尔磁拥有两款自主研发的紧凑
型立体相机，同时，还开发了基于机器人操作系统
（ROS）的动态检测障碍物的软件模块，使相机的控
制更加开放。

相机安装在控制面板上，可以覆盖到整个机器
人的应用，数据通过 ROS 节点传输到机器人控制器
以实现路径规划。这样，机器人就可以在灵活地运输
工件的同时，避开静止的和移动的障碍物。 

5G、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大数据分析、
预防性维护以及数字化孪生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也
加速了机器人的网络化进程，这也使得机器人的网
络安全的风险不断增加。

如果可以通过网络对机器人进行未经授权的访
问，那么再好的门禁保护或访问控制措施都将“形同
虚设”，因此需要建立整体安全理念，并将机械安全
和工业信息安全都考虑在内。如果出现任何安全漏洞，
质量损失和计划外停机是两种可能的后果。因此，更
重要的是要保护设备和机器，确保只有授权人员才能
访问，防止通过外部攻击操纵控制系统。

皮 尔 磁 提 供 操 作 模 式 选 择 和 访 问 授 权 系 统
PITmode fusion、模块化安全门系统、PNOZmulti 2 小
型控制器、以及防火墙工业安全网桥，这种解决方案
不仅考虑了机械安全需求，还为维修工程师以及其他
人员和角色定义了权限。这样，员工就不会受到机器
人可能带来的任何危险的伤害，机器人也不会受到操
作人员失误和操纵的影响。



目前还没有一种安全的机器人或一种安全的传感器技术，可以在安全方面涵盖应
用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情形。与安全技术相关的要求始终取决于各自具体的应用，单纯
讲协作机器人安全与否，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只有在考虑了所有的因素，如机器人、
工具、工件以及相关的机器设备（物料搬运等）时，机器人单元才可能是安全的。在
HRC 应用实践中，除了协作机器人本身的安全性以外，还应该针对每个具体的协作机
器人应用，进行风险评估，选择适合的安全传感器技术及符合标准的验证方式。这也
是皮尔磁一直以来所倡导的“没有绝对安全的机器人，只有安全的机器人应用”。

逐步实现安全的机器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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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4.2

安全的机器人应用，事实上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在机器人全寿命周期各
个阶段都要执行相应的活动。其中，风险分析作为非常关键的一步，是提高机
器人安全性的源头。为预防或减少机器人造成的伤害，必须从这一源头开始，
对其进行全面的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

EN ISO 12100 中定义了相应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减少的指导原则。迭代过程
对风险评估至关重要，分为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两个步骤。风险评估包括确定
适用的协调标准和法规，确定机器的极限，确定机器每一生命周期内的所有风险，
实际风险评价以及建议的降低风险方法。

在风险评估方面，从“封闭”的安全围栏中解放出来的机器人应用，所面
临的挑战是：当人和机器的工作空间之间的界限消失后，除了机器人可能造成
的危害外，还必须考虑到人员的移动。而速度、反应或突然进入的人员等因素
无法总是被精确地计算出来。

基于风险评估的结果，定制开发相应的安全理念和系统集成方案，接下
来的验证环节是对之前的评估步骤的再次反映。与风险评估不同的是，在
验证阶段，每个危险区域都要考虑相应的保护措施。为此，机器人应用
必须处于准备就绪，即能够随时交付使用的状态。 

根据标准的要求，验证的方法有很多种，包括目视检查，实际检
测和测量等。除此之外， 验证还包括验证所需的性能水平 PLr 和故障
模拟 ( 双通道触发，通道间故障等 ) ；如果采用的是速度和距离监控
的方式，以使 HRC 的应用更加安全，还需要进行停机时间和安全距
离的测算；检查 EN ISO 10218-2 附录 G 中的核对表，以及使用功率
和力的限制方法时的碰撞测量。系统集成商需要验证 200 多条的要求。 

作为 HRC 安全解决方案的供应商，皮尔磁可以在相关的标准与指
令的实施方面提供专业支持。皮尔磁的安全专家将与客户一起，共同制
定在全球范围内均适用的机器人应用的安全策略，涵盖整个机器人系统
的生命周期和 CE 认证培训。除此之外，本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的精神，皮尔磁精心设置了多种主题的安全培训课程，既包括机械安全基础
知识的内容，也包括针对具体行业的专业培训，以机器人行业为例，皮尔磁就
提供机器人安全培训、人机协作及其安全应用等的培训课程，帮助用户更好地
了解相关知识，实现更安全的机器人应用。

始于风险评估

验证的核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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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C：实现无伤害接触 

碰撞的风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减小，既包括设
计方面的考虑，比如圆润的边缘和表面、缓冲或尽
可能大的接触面，以便在区域内分散碰撞产生的力；
也包括使用技术保护措施，例如降低机器人移动的
速度以及调整机器人的运动轨迹以避免与特别敏感
的身体区域发生碰撞。当然，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安
全培训也有助于降低人员受伤的风险。 

从安全技术的角度，必须通过一种可靠的测量
方法，来确定可能发生的碰撞是否会对人员造成伤
害。 ISO/TS 15066 技术规范的附录 A 中提供了一
个身体模型，将人的身体划分为 12 个身体区域，

29 个特定的身体部位。身体部位模型给出了明
确的身体各个部位 ( 如头部，手部，手臂或腿部 ) 在力和压强下的疼痛阈值。在身体区域中，面部

所能够承受的 / 允许的碰撞值最小，最大仅可以施加 65N 的力和承受 110N/cm2 的压强。在
HRC 的应用中，只有人员与机器人之间发生接触时产生的力与压强在允许的阈值范围内，

才表明该应用是符合标准要求的。 
根据 ISO/TS 15066 的要求，所有的测量方法和测量类型都必须易于理解，而

且是可追踪且可重现的。针对这种特殊的力和压强的测量， 皮尔磁专门研发了
HRC 碰撞测试系统。该系统配备了各种弹簧和相应的传感器，可用来精确模

拟人体结构并测量碰撞产生的力和压强，通过将测量到的值与 ISO/TS 15066
标准中提供的阈值进行比较，判断是否是符合标准要求。 

在进行测量时，测试装置被安装在机械臂与一个坚硬的固定底座之间，
具体的安装位置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模拟准静态的接触情况。例如，
工人在机器人和外围系统设备之间被挤压，通过软件开始测量相应的值，

4.3

并对数据进行记录和处理。如果数据超过极限值，则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
如降低机器人的速度，或者必须安装其它的安全措施，如光栅或隔离保护
设备 ( 防护装置 ) 等。

碰撞测试是判断协作机器人应用是否安全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在皮尔
磁的碰撞测试系统中，包含了测量装置、感压纸、扫描仪、橡胶垫以及各
种可用于模拟身体各个部位弹性系数的弹簧。该系统可租赁和销售，用户
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选择，除了提供硬件外，皮尔磁还提供相应的培
训、设备定期的维护校准和更新服务。当然，也有用户会直接购买皮尔磁
的碰撞测试服务，由皮尔磁的专业人员，借助碰撞测试系统执行碰撞测试，
并在测试完成后，为用户的 HRC 应用提供一份完整的碰撞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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