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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概述 

使用机器人前，务必仔细阅读此手册，并在理解该内容的基础上才可操作机

器人。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用者安全地操作工业机器人。 

责任 

机器人系统是使用目前先进技术并按照认可的安全技术规则制造的。如果操

作使用不当或者不遵照规定，还是有可能危害操作人员或者第三者的身体和生命，

以及损坏机器人系统本身和其他财物。对于此类产生的损伤，制造商不承担责任，

风险由用户独自承担。 

内容说明 

本安全规范只是作为机器人操作过程中的关于安全方面的总则，并没有包含

机器人及系统操作或现场应用的方方面面，所以在使用机器人时，应根据具体的

应用环境和实际情况，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并严格遵守！ 

安全标记 

本使用说明书中包含保证操作者人身安全以及防止机器人系统损坏的相关注

意事项，并根据它们在安全方面的重要程度，以“危险”、“注意”、“重要”来描

述。用户在操作机器人前，请务必熟知这些标记说明，并加以严格遵守。 

危险！  错误使用时，会引起危险情况，可能导致人身伤亡。 

！注意 错误使用时，会引起危险，可能导致人身轻度或重度伤害

和设备损坏。 

重要 用户需要遵守、重点注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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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基本安全规章 

1.1 规章总则 

本安全规章的主要依据是：结合实际的工作经验和成果，在参照相关机器人

标准或方法前提下进行了扩充，使之符合本公司机器人操作等作业时的具体要

求。主要对机器人及其系统进行操作或维修等作业的安全内容提出了详细的要求

和具体的实施措施： 

1. 规范机器人及其系统从安装调试、型式试验、现场操作到后期维护等方

面的安全内容； 

2. 对可能出现安全问题的地方规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法或预防措施； 

3. 为机器人操作提供安全上的保证。 

1.2 规章要求 

关于机器人系统的技术性能和预设的安装位置，都在相应的机器人和控制柜

的使用说明中详细地做了描述。 

操作不当或不按照规定使用机器人系统可能会导致： 

—对人体和生命造成威胁； 

—对机器人系统和用户的其他财物造成危害以及损伤； 

    —对机器人系统和操作者的工作效率造成影响 

因此，每一个从事机器人系统的安放、更换、调整、操作使用、保养或调整

的人员，都必须事先阅读理解本安全手册中的内容，特别是加标注 危险！ 和

！注意的段落，这是极为重要的。 

安放、调整、更换、操作使用和保养工作只允许按照本操作手册中的规定及

为此受过专门培训的人员进行。 

用户应该依照本安全手册定期地检查工作人员的安全工作和他们对危险的

了解程度。 

1.3 责任说明 

工业机器人符合当前技术水平及现行的安全技术规定，尽管如此，违规使用

可能会导致人身伤害、机器人系统及其它损伤。只允许在机器人完好的状态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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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且有安全防患意识地使用工业机器人，若存在安全隐患故障必须及时排除。 

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致力于提供可靠的安全信息，但不对此承担责任。即

使一切操作都按照安全操作说明进行，也不能确保工业机器人不会造成人身和财

产方面的损失。 

未经新时达机器人有限公司的同意不得更改工业机器人。不属于新时达机器

人有限公司的附加部件（工具、软件等）也有可能使用到工业机器人上，如果由

这些部件造成机器人损坏，其责任由运营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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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开箱安装工作 

危险！
 

 机器人控制柜电源线必须接地，因未接地线造成的元器件损坏、触电、火灾等事故或

故障，本公司概不负责！ 

2.1 运输 

！注意
 

按照各机型机器人规定的各轴搬运角度值进行搬运。 

危险！
 

请勿在悬挂的重物下停留或工作。 

组件的吊装固定以及吊车司机的指挥工作必须由有经验的人员进行。在进行

更换工作时，零散部件和较大型的组件必须小心地固定在提升装置上，以免由此

产生危险。 

2.2 开箱检查 

！注意
    

1. 目测检查机器人，确保其未受损。受损及缺少零部件的机器人，切勿安

装，否则有发生重大事故、人员受伤的危险； 

2. 移动机器人前，请先检查机器人的稳定性，避免倾斜危险； 

3. 电缆包装易受机械损坏，必须小心处理电缆包装，尤其是连接器，以避

免损坏电缆包装，否则机器人无法正常运行； 

4. 开箱时，请仔细确认：运输中是否有破损现象；本机铭牌型号、规格是

否与订货要求一致。如发现型号不符或器件遗漏等情况，请速与厂家或供货商联

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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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安装 

危险！
 

1. 控制柜必须在潜在的爆炸区域之外安装和运转； 

2. 严禁任何人员踩、踏机器人上电缆、马达等对机器进行野蛮操作； 

3. 固定好控制柜和机器人本体，不得有倾斜或晃动； 

4. 连接控制柜上的电源线时，务必要先切断电源。 

2.4 检查工作 

重要
 

通电前检查： 

1. 机器人已按说明书正确安装，且牢固可靠；  

2. 电气连接正确，电源参数（如电压、频率、干扰等）在规定的范围内；  

3. 其他设施（如水、空气、燃气等）连接正确，且在规定的界限内； 

4. 通信连接正确； 

5. 外围设备和系统连接正确； 

6. 已安装好限定空间的限位装置； 

7. 已采用安全防护措施； 

8. 周边的环境符合规定（如照明、噪声等级、湿度、温度、大气污染等）。 

通电后检查： 

1. 机器人系统控制装置的功能如启动、停机、操作方式选择等符合预定要

求，机器人能按预定的操作系统命令进行运动； 

2. 机器人各轴都能在预期的限定范围内进行运动； 

3. 急停、安全停机电路及装置有效； 

4. 可与外部电源断开和隔离； 

5. 示教装置的功能正常； 

6. 安全防护装置和联锁的功能正常，其他防护装置（如栅栏、警示）就位； 

7. 在“手动” 操作方式下，机器人都能正常运行，并具有作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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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机器人安全防护装置 

3.1 安全防护装置预览 

机器人系统有下列安全防护装置： 

   —紧急关断按键 

—运行方式选择开关 

—机械终端卡位 

—软件限位开关 

！注意
 

在安全防护装置被拆下或关闭的情况下，不允许运行机器人系统。 

3.1.1 紧急关断按键 

机器人的急停按钮位于示教器控制面板上，按下紧急关断按键时，机器人驱

动器将立刻关断。 

危险！  

一旦出现危及人员或设备的情况，必须按下紧急关断按钮。若需继续运行，

则必须旋转紧急关断按钮将其解锁，并对停机信息进行确认。 

3.1.2 运行方式选择开关 

机器人系统运行方式有三种：手动快速运行（T2）、自动运行（A）、外部自

动运行（AE）。 

机器人运行方式通过示教器面板上的钥匙开关来切换。如果在机器人运动过

程中改变了运行方式，机器人驱动器立刻中断。 

表 3.1 机器人运行方式 

运行方式 应用 速度 

手动快速运行（T2） 用于测试运行 编程运行：无速度限制要求； 

点动运行：最高速度为 250m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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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运行（A） 示教器控制（用于不带上级控制

系统的机器人系统） 

编程运行：无速度限制要求； 

点动运行：无法进行 

外部自动运行（AE） 外部开关控制（用于带上级控制

系统“如 PLC”的机器人系统） 

编程运行：无速度限制要求； 

点动运行：无法运行 

重要
 

编好一段程序，首先需要在手动模式下进行程序示教及操作，程序操作没有

问题，才可以在自动模式下运行程序。手动模式下运行程序称为点动运行程序。 

自动运行程序与点动运行程序不同之处在于： 

1. 自动运行程序通过点击“启动/Start”按键运行程序，手动运行程序要求

一直按住“启动/Start”按键运行程序，松开“启动/Start”按键，机器人减速停

止运行。 

2. 点动运行程序更加安全，因为在手动模式下机器人的运行速度有更严格

的限制。 

3.1.3 机械终端卡位 

基本轴 A1、A2、A3、A5 均有带缓冲器的机械终端卡位。 

3.1.4 软件限位开关   

！注意 

机器人所有轴都可以通过设定的软件限位开关来限制机器人轴的运动范围。

软件限位开关仅用作机械防护装置，并设定为机器人不会撞到机械终端限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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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机器人操作安全 

4.1 安全操作前提 

重要
 

1. 工业机器人上的作业只允许由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执行，即受过新时达

机器人操作的专业培训并取得合格证书、且熟知规定的标准，并由此能对准备从

事的工作做出正确判断、能够辨别潜在危险的人员。 

2. 在进行机器人的操作、编程、调试维护时，操作者必须注意安全，至少

应穿戴下列物品进行作业：适合于作业内容的工作服、安全鞋、安全帽。 

4.2 编程安全 

重要
 

编程前:  

    1. 务必在机器人的周围设置安全栅栏和安全门，栅栏与机器人距离至少 

达到 2m，安全门上应有安全插销，在操作机器人时应站在栅栏之外，并保证安

全插销已锁住。 

2. 操作者应特别注意，勿使其他人员进入安全栅栏以内。 

3. 在进行外围设备的个别调试时，务必断开机器人的电源后再执行。 

4. 在使用操作面板和示教器时，务必在手套摘下后再进行作业，因为戴手套 

可能会出现操作上的失误。 

5. 首次使用机器人时，务必以低速进行，然后，逐渐地加快速度，并确认是 

否有异常。 

    6. 在连接与停相关的外围设备（安全栅栏等）和机器人的各类信号（外部

急停等）时，务必确认停的动作，以避免错误连接。 

7. 不要在下面所示的情形下使用机器人，否则，不仅会给机器人和外围 

设备造成不良影响，而且还可能导致操作者重伤： 

--- 在有可燃性的环境下使用； 

--- 在有爆炸性的环境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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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存在大量辐射的环境下使用； 

 --- 在水中或高湿度环境下使用； 

 --- 在允许的运行范围之外使用； 

 --- 用作攀升的辅助工具； 

 --- 在不使用附加的防护装置情况下使用； 

 --- 在室外使用； 

    8. 操作者因不得已情形需要进入机器人安全栅栏内进行示教作业时，应注

意下列事项： 

 --- 仔细察看安全栅栏内的情况，确认没有危险后在进入； 

 --- 要做到随时都可以按下急停按钮； 

 --- 应以低速运行机器人； 

 --- 应在确认整个系统的状态后进行作业，以避免由于针对外围设备的遥控 

指令和动作等而导致作业人员陷入危险境地； 

9. 示教人员操作机器人前务必保证所有急停安全装置有效。 

编程：  

1） 程序首次试运行应低于 20%的速度单步模式至少执行一个循环； 

2） 在低于 20%的速度连续模式下至少执行一个循环； 

3） 在 20%-40%的速度下，连续运行模式执行一个循环，确认没有发生由于

时滞等而引起的异常； 

4） 在运转速度下，通过连续运转执行一个循环，确认可以顺畅进行自动运

行； 

5）通过上面的测试运转确认程序没有差错，然后在自动运行下执行程序。 

危险！
 

1. 操作人员在编写程序和操作机器人时必须站在安全区内，任何情况下都

不可站在机器人任何轴的下方； 

2. 与本体旋转轴保持距离，以防止头发或衣服被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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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操作安全 

重要
 

仅在满足下列要求时，才能启动机器人进行自动操作： 

1. 经过验证程序编写无误，手动模式（T2）下程序测试运行通过； 

2. 预期的安全防护装置都在位，并且能起作用； 

3. 所有人员都在安全防护区域； 

4. 遵守其他安全操作规程。  

操作中:  

1. 电气操作是机器人其他项操作工作的前提，必须最先进行，并确认电气

上安全功能始终有效； 

2. 确认安全防护装置和急停或联锁装置等在操作人员触手可及范围内，并

始终具有最高控制权限； 

3. 条件允许时，在调试时先执行脱机仿真，验证机器人的软件限位等安全 

功能确实行之有效。 

4. 进行实机调试时，调试人员必须谨慎地操作，逐步增加机器人速度，并 

始终观察其运动情况。 

5. 机器人运行过程中，不得随意修改机器人轨迹和其他程序语句； 

6. 当机器人在工作过程中出现故障而停止时，先查看示教器，无法处理时

通知维修人员，不要随意移动机器人的轨迹； 

7. 运行过程中如果突然出现一些异常情况但未停机，如机械异响、运动异

常等必须立即停机，相关人员确认发生原因后，方可继续执行操作工作； 

8. 机器人及其系统的软件、硬件及任务程序更换、修理或维护后，一般必

须进行重新启动操作，方可继续操作过程。 

危险！
 

1. 工业机器人电气或机械方面的操作、维修等工作只允许由专业人员操作； 

2. 需要对控制系统的带电部件进行操作必须先切断电源并采取保护措施以

防止其意外重新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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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带电状态下，不能对机器人系统进行任何电气线路的更改、接插等操作； 

4. 错误的安装（例如超载）或机械性损坏（例如制动闸故障）会导致机器

人或附加轴向下沉降。如在已关断的机器人系统上作业，则须先将机器人及附加

轴行驶至不会自行运动的安全环境下。如没有这种可能， 则必须对机器人及附

加轴作相应地安全防护； 

5. 在维修时，尤其是进行更换电机、驱动器、本体电池等操作后，机器人

必须重新执行回零操作方可自动运行程序，否则可能发生意外。 

！注意
 

1. 如果在控制系统断电停止运行后立即进行拆卸等操作必须配带防护手

套，以免散热器表面或电机温度过高引起烫伤； 

2. 对于控制柜内部对于静电敏感的元件，必须采取合适的防止静电放电的

措施； 

3. 在进行本体电池更换操作时，要注意电池的正负极避免发生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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