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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国家机器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辽宁），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沈阳），中国科学院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创新

研究院，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等单位共同制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镇炜，李志海，钟华，陈卓，荣亮，金天翼，王恒之，隋

春平，董雪松，李星，喻宙。

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未经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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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

任务及职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

人单位的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2643 工业机器人词汇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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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226.7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7部分：工业机器人技术条件

GB/T 12642 工业机器人 性能规范及其试验方法

GB/T 38336 工业、科学和医疗机器人 电磁兼容 发射测试方法和限值

GB/T 38326 工业、科学和医疗机器人 电磁兼容 抗扰度试验

GB 11291.1 工业环境用机器人 安全要求 第1部分：机器人

GB 11291.2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工业机器人的安全要求 第2部分：机器人系

统与集成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工业机器人 Industrial robot

能自动控制、可重复编程的、多用途的操作机，可对三个或三个以上的轴进行编

程。它可以是固定式或移动式。在工业自动化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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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643-2013，定义 2.9]

3.2 危险运动 hazardous motion

任何可能导致人员伤害的运动。

3.3 电磁兼容性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设备或系统在其电磁环境中能正常工作且不对该环境中的任何事物构成不能承

受的电磁骚扰的能力。

[GB/T 4365-2003，定义161-01-07]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机械制造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电气技术应用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工业机器人技术、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电

气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自动化生产设备应用、工

业工程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机器人工程、机械工程、测控技术与仪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智能

制造工程、智能装备与系统等专业。

4.2. 参照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机械制造技术、

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设备运行与控制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工业机器人技术、智能机器人技术、工业产品质量检测技术、机

电一体化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工业过程自动化技术、智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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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装备技术、工业工程技术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机器人技术、现代测控工程技术、工业设计、工业工程技术、

自动化技术与应用、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技术、装备智能化技术、智能

控制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等专业。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初级）：主要面向智能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

生产制造、系统集成与应用的企事业单位和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工

业机器人产品检测试验等相关工作，根据操作规程完成检测设备的操作使用和维护保

养、根据作业指导完成检测试验等基本技术工作。

【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级）：主要面向智能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

生产制造、系统集成与应用的企事业单位和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企事业单位，从事工

业机器人产品检测技术的开发和质量控制相关工作。能依据标准开发检测试验技术，

能按要求开展质量控制活动。

【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高级）：主要面向智能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

生产制造、系统集成与应用的企事业单位和面向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企事业单位，从

事工业机器人产品检测认证与标准研究相关工作。能对机器人产品的质量安全进行符

合性技术评价，能管理、维护和评价质量管理体系。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

三个级别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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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初级）：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常识，遵守7S规

范要求，能对工业机器人进行安装和简单操作。能依据文件要求使用、维护和核查检

测试验设备并记录。能依据作业指导开展工业机器人检测试验项目，并规范完成试验

数据的记录。能依据质量体系要求作业，并能按操作规程使用相关信息管理软件。

【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级）：熟悉工业机器人安全生产的要求，能

识读工业机器人相关技术文件，具备制定安全操作规程的能力，可对工业机器人进行

危险识别并制定相应的安全防护方案，可对工业机器人常规工作异常和报警进行处理。

熟悉检测试验设备的性能和技术参数，具备制定设备操作规程、维护保养方案的能力。

熟悉了解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关键零部件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熟悉工业机器人的

检测方法，能制定试验作业指导文件。具备撰写报告的能力。熟悉质量管理体系的要

求，具备制定质量控制方案的能力，能规划制定质量控制流程。

【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高级）：掌握标准的查询和使用方法，熟悉工

业机器人标准体系构建。具备对检测试验设备运行状态监督的能力，能对设备的异常

进行识别与分析。能评价检测方法和试验方案，具备计算测量不确定度的能力，具备

对工业机器人质量进行评价的能力。熟悉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对工业机器人的安全要

求，具备对其进行机械风险评估和安全性评价的能力。在质量管理方面，能制定质量

管理体系文件，维护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评价质量管理体系。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工业机器人

安装与操作
1.1 规范作业

1.1.1 能遵照安全作业相关管理规定作业；

1.1.2 能正确使用个人劳动保护用品；

1.1.3 能遵照 7S规范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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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4 能识读常用安全标识。

1.2 工业机器人安

装

1.2.1 能够熟练并正确使用常用机械工具；

1.2.2 能够熟练并正确使用万用表等常用电

气检测仪表；

1.2.3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底座的固定安装和

末端执行器的装配；

1.2.4 能完成工业机器人的电气连接。

1.3 工业机器人操

作

1.3.1 能识读工业机器人及相关机械设备的

安全标识；

1.3.2 能识读工业机器人的铭牌信息；

1.3.3 能依据工业机器人安全操作规程对工

业机器人进行上电和下电操作；

1.3.4 能紧急制动工业机器人。

2. 工业机器人

产品质量检测

2.1 检测试验设备

使用与维护

2.1.1 能依据设备说明书、操作规程等文件操

作检测试验设备；

2.1.2 能依据维护保养方案对检测试验设备

进行维护保养；

2.1.3 能依据核查规程等技术文件，对检测试

验试验装置进行核查；

2.1.4 能规范完成检测试验设备相关的使用、

维护保养和核查等记录。

2.2检测试验实施

2.2.1 能依据作业指导对工业机器人运动性

能进行检测试验。

2.2.2能依据作业指导对工业机器人电气性能

进行检测试验。

2.2.3能依据作业指导对工业机器人环境适应

性进行检测试验。

2.2.4能依据作业指导对工业机器人电磁兼容

性能进行检测试验。

2.2.5能依据作业指导对工业机器人关键零部

件进行检测试验。

2.3 试验数据记录

2.3.1 能准确记录试验对象信息；

2.3.2 能准确、完备的记录试验条件；

2.3.3 能及时、客观、准确的记录试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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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4 能规范记录试验过程。

3.质量控制实施

3.1 产品生产质量

控制实施

3.1.1 能识读 ISO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3.1.2 能遵照质量管理体系相关文件要求使

用检测试验设备；

3.1.3 能遵照质量控制方案实施工业机器人

产品质量检测；

3.1.4 能遵照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要求完成工

业机器人产品质量控制记录。

3.2 产品检测质量

控制实施

3.2.1 能识读检测过程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3.2.2 能遵照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要求使用

检测试验设备；

3.2.3 能遵照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要求，实施

工业机器人产品检测活动；

3.2.4 能遵照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要求，规范

完成工业机器人产品检测活动的质量控制记

录。

3.3信息化操作

3.3.1 掌握计算机操作基础知识；

3.3.2 能识读信息化管理软件操作规程；

3.3.3 能遵照规程操作 ERP软件中的质量管

理模块；

3.3.4 能遵照规程操作 LIMS系统软件。

表 2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工业机器人安

全作业

1.1 通用安全作业

指导

1.1.1 能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安全作业指

导规范；

1.1.2 能正确配备并管理个人劳动保护用品；

1.1.3 能依据 7S要求，制定 7S作业指导；

1.1.4 能对作业区域进行危险识别，设置常用

安全标识。

1.2 技术资料识读

1.2.1 能识读工业机器人操作说明书；

1.2.2 能识读常用机械工具和电气仪表的使

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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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2.3 能识读工业机器人机械安装图；

1.2.4 能识读工业机器人电气线路图；

1.3 工业机器人安

全防护

1.3.1 能正确设置工业机器人及相关机械设

备的安全标识；

1.3.2 能对工业机器人产品进行危险识别，制

定安全防护方案；

1.3.3 能依据技术文件，正确处置常见工作异

常与报警；

1.3.4 能制定工业机器人安全操作规程。

2. 工业机器人产

品质量检测

2.1 检测试验设备

管理

2.1.1 掌握检测试验设备技术参数要求，能依

据检测项目需求，对检测试验设备进行科学、

合理选用；

2.1.2 能制定检测试验设备及相关设备的操

作规程；

2.1.3 能制定检测试验设备及相关设备的维

护保养方案；

2.1.4 能制定检测试验设备相关的使用、维护

保养等记录表单模板；

2.2检测技术开发

2.2.1 能依据工业机器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中的工业机器人运行性能检测方法，制定试

验计划和作业指导。

2.2.2 能依据工业机器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中的工业机器人电气性能检测方法，制定试

验计划和作业指导。

2.2.3 能依据工业机器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中的工业机器人环境适应性检测方法，制定

试验计划和作业指导。

2.2.4 能依据工业机器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中的工业机器人电磁兼容性能检测方法，制

定试验计划和作业指导。

2.2.5 能依据工业机器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中的工业机器人关键零部件检测方法，制定

试验计划和作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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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6能依据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或）工

业机器人的质量要求，制定试验方案。

2.3 记录管理与报

告撰写

2.3.1 能制定试验数据记录表单模板；

2.3.2 能审核试验数据记录；

2.3.3 能制定试验报告模板；

2.3.4 能规范完成试验报告的撰写。

3. 质量管理

3.1 产品生产质量

管理

3.1.1 掌握 ISO质量管理体系基本要求；

3.1.2 能遵照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制定工业机

器人产品质量控制方案；

3.1.3 能遵照质量管理体系相关文件要求制

定质量控制记录表单模板；

3.1.4 能制定工业机器人产品生产质量控制

流程。

3.2 产品检测质量

管理

3.2.1 掌握检测过程质量管理基本要求；

3.2.2 能遵照程序文件要求制定相关记录表

单模板；

3.2.3 能遵照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要求制定

并实施工业机器人产品检测过程的质量控制

方案；

3.2.4 能制定工业机器人产品检测过程质量

控制流程。

3.3 信息系统维护

3.3.1 能制定 ERP质量控制模块的软件操作

规程；

3.3.2 能对 ERP质量控制模块的运行进行简

单维护；

3.3.3 能制定 LIMS系统的软件操作规程；

3.3.4 能对 LIMS系统的运行进行简单维护。

表 3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 标准研究 1.1 标准查询
1.1.1 熟悉主要的国际和国内的标准化组织；

1.1.2 掌握 IEC国际标准查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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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3 掌握 ISO国际标准查询的方式；

1.1.4 掌握 GB国家标准查询的方式。

1.2 标准使用

1.2.1 能正确确认标准的有效性；

1.2.2 熟悉并能正确判别标准的类别；

1.2.3 能正确识别标准的适用范围；

1.2.4 能对标准中的方法进行验证。

1.3 工业机器人标

准研究

1.3.1 熟悉工业机器人的国际标准和国家标

准体系；

1.3.2 能正确识别工业机器人的国际标准和

国家标准的关系；

1.3.3 熟悉工业机器人相关国家标准的制修

订流程；

1.3.4 能依据工业机器人质量要求，开发企业

标准。

2. 工业机器人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

2.1 检测试验设备

运行监督

2.1.1 为了保证检测试验设备工作可靠性，能

制定检测试验设备核查方案；

2.1.2 能对检测试验设备及其关联设备出现

的异常状况进行识别和分析；

2.1.3 能监督和指导检测试验设备核查活动；

2.1.4 能监督和指导检测试验设备维护保养

活动。

2.2 检测结果的分

析与评价

2.2.1 能够计算试验方法不确定度；

2.2.2 能评价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检测试验

方法和试验方案；

2.2.3 能审核试验结果；

2.2.4 能遵照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或）产

品企业标准要求，对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关

键零部件进行符合性评价。

2.3 工业机器人安

全检测与评估

2.3.1 能依据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对工业机

器人的安全要求，制定安全检测与评估方案；

2.3.2 能对工业机器人进行机械安全风险识

别；

2.3.3 能对工业机器人的风险减小措施有效

性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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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3.4 能对工业机器人的安全性进行符合性

评价。

3. 质量管理体系

运行与评价

3.1 产品生产质量

管理体系建立与维

护

3.1.1 能编制质量体系文件；

3.1.2 能评价并改进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控

制方案；

3.1.3 能管理和监督工业机器人产品质量控

制活动；

3.1.4 能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持续改进质量

管理体系。

3.2 产品检测质量

管理体系建立与维

护

3.2.1 能编制质量体系文件；

3.2.2 能评价并改进工业机器人产品检测的

质量控制方案；

3.2.3 能管理和监督工业机器人产品检测过

程的质量控制活动；

3.2.4 能实施纠正和预防措施，持续改进质量

管理体系。

3.3 质量管理体系

评价

3.3.1 具备质量管理体系评价的基本知识；

3.3.2 熟悉质量管理体系的审核方式，并能实

施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3.3.3 熟悉质量管理体系评审要素，并能实施

质量管理体系评审；

3.3.4 熟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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