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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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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计量协会电磁兼容专委会提出。

本文件由上海市计量协会电磁兼容专委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上海凌世电磁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医疗器械检验研

究院、鹏睿检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司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安徽省计

量科学研究院，重庆德新机器人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计量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合肥工业大学、苏州喆安医疗有限公司、小圾（上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婉如、赵大勇、王伟明、李富同、金善益、刘麒、尹刚刚、崔建军、陈军、

付洪英、任珺、孙添飞、田野、吴瑞豪、王雨琴、田禾箐、赵敬安、黄霆钧、刘欣、邹金成、王道明、

汪伟、朱亮亮、孙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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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训练机器人电磁兼容性要求和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康复训练机器人电磁兼容要求与试验方法，包括电磁兼容发射和抗扰度试验项目、试

验要求、试验条件、试验设备、试验方法和试验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家用/医疗环境康复训练机器人（如手指康复训练机器人）的设计、制造和试验，其

他类型康复训练机器人亦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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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T 4365-2003 电工术语 电磁兼容

GB/T 9254-2008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6113.101-2016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1部分：无线电骚

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测量设备

GB/T 6113.102-2018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2部分：无线电骚

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传导骚扰测量的耦合装置

GB/T 6113.104-2016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1-4部分：无线电骚

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 辐射骚扰测量用天线和试验场地

GB/T 6113.201-2018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2-1部分：无线电骚

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传导骚扰测量

GB 17625.1-2012 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17625.2-2007 电磁兼容 限值 对每相额定电流≤16A 且无条件接入的设备在公用低压供

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变化、电压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GB/T 17626.2-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201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4-201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5-2019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6-2017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

GB/T 17626.34-201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主电源每相电流大于 16A 的设备的电压暂

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抗扰度试验

GB/T 37704-2019 运动康复训练机器人通用技术条件

GB/T 38326-2019 工业、科学和医疗机器人 电磁兼容 抗扰度试验

GB/T 38336-2019 工业、科学和医疗机器人 电磁兼容 发射测试方法和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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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GB/T 4365、GB/T 38326、GB/T 38336和GB/T 3770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术语和定义

3.1.1 医用机器人 medical robot

作为医用电气设备或医用电气系统使用的机器人。

[来源：GB/T 38326-2019,3.3]

3.1.2 康复训练机器人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robot

在健康护理、助老、助残领域，用于辅助肢体运动功能障碍或失能人员进行康复训练与肢体功能恢

复、重建、增强等的机器人。

[来源：GB/T 37704-2019,3.2]

3.1.3 端口 Port

供电设备与外部电磁环境之间的特定接口。包括交流电源端口、直流电源端口、接地端口、天线端

口、信号/控制端口及电信端口等。

3.1.4 信号/控制端口 signal/control port

输入、输出或者双向的传输信号或者控制信号

注：例如模拟输入、输出和控制线路；数据总线；通信网络等。

3.1.5 电信/网络端口 telecommunication/network port

连接声音、数据和信号传递的端口，旨在通过直接连接多用户电信网［如公共交换电信网络（PSTN）、
综合业务数字网络(ISDN)和ｘ型数字用户线路（xDSL）等］、局域网（如以太网、令牌环网等）以及类

似网络，使分散的系统相互连接。

[来源：GB/T 9254-2008,3.6]

3.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FAR：全电波暗室（Fully Anechoic Room)
OATS：开阔试验场（Open Area Test Site)
SAC：半电波暗室（Semi Anechoic Chamber）

4 分类

4.1 A 类设备

非家用和不直接连接到住宅低压供电网设施中使用的设备，A类设备应满足 A 类限值。

4.2 B 类设备

家用设备和直接连接到住宅低压供电网设施中使用的设备，B类设备应满足 B 类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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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验项目

康复训练机器人应进行表1规定的发射和抗扰度试验，并达到要求的结果，以确保其在实际工作环

境中的电磁兼容性。

表 1 发射和抗扰度试验项目

发射试验项目

辐射发射

抗扰度试验项目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

传导发射 静电放电抗扰度

工频磁场抗扰度

谐波电流发射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浪涌（冲击）抗扰度
电压波动/闪烁发射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

开展电磁兼容性试验应满足以下试验要求：

a) 对于发射试验，产品应在产生最大发射工作状态下进行测量，应在典型使用和实际安装条件

下，改变产品的配置以获得最大发射；

b) 对于抗扰度试验，产品应在符合正常使用的最敏感的工作方式下进行试验，应变动受试设备

的布置以获得与典型使用和实际装置一致的最大敏感度；

c) 如果产品需要连接辅助设备，那么产品在进行试验时应连接数量最少且有代表性的辅助设备，

以便按相关的规定来使用端口；

d) 如果制造商的产品技术规范中对外部保护装置或措施有特别要求，且已在产品使用手册中明

确做出规定，则应在具有外部保护装置或措施的情况下进行试验；

e) 试验期间的布置和工况都应准确地记录在试验报告中。若对产品的每项功能未能逐一进行试

验时，应选择最关键的工况来试验；

f) 如果产品有许多类似的端口，或许多端口有类似的连接，那么应选择足够数量的端口来模拟

实际工作状态，以保证涉及所有不同类型的终端；

g) 在产品规定的温度、湿度和气压范围内，以额定电源电压进行试验，除非基础标准另有规定。

6 发射

6.1 辐射发射

6.1.1 发射要求

康复训练机器人辐射发射应满足表2、表3规定的限值。

表 2 A 类机器人辐射发射限值

频率范围

MHz

限值

/dB(μV/m)

测量距离

m

30～230 40（准峰值）
10

230～1000 47（准峰值）

1000～3000
56 (平均值)

76（峰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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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B 类机器人辐射发射限值（续）

频率范围

MHz

限值

/dB(μV/m)

测量距离

m

3000～6000
60（平均值）

80（峰值）
3

注：在过渡频率上采用较严格限值

表 3 B 类机器人辐射发射限值

频率范围

MHz

限值

/dB(μV/m)

测量距离

m

30～230 30（准峰值）
10

230～1000 37（准峰值）

1000～3000
50（平均值）

70（峰值）
3

3000～6000
54（平均值）

74（峰值）
3

注：在过渡频率上采用较严格限值

6.1.2 试验设备

测量设备应符合GB/T 6113.101规定的要求，测量天线和测量场地应符合GB/T 6113.104规定的要求。

6.1.3 试验方法

试验按照 GB/T 38336 相关条款进行，使康复训练机器人处于正常工作模式，对相关端口进行试验、

并记录试验结果。

表 4 辐射发射最高测试频率

产品内部源的最高频率

MHz

最高测试频率

GHz

fx<108 1

108<fx<500 2

500<fx<1000 5

fx>1000 5倍fx或6GHz，取频率小者

注：当fx未知时，最高测试频率为6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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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传导发射

6.2.1 发射要求

根据康复训练机器人的工作环境及用途，传导发射应满足表5、表6规定的限值。

表 5 A 类机器人交流/直流电源端子传导发射限值

频率范围

MHz
限值/ dB(μV)

0.15～0.5
79（准峰值）

66（平均值）

0.5～30
73（准峰值）

60（平均值）

注：在过渡频率上采用较严格限值

表 6 B 类机器人交流/直流电源端子传导发射限值

频率范围

MHz
限值/ dB(μV)

0.15～0.5 66～56（准峰值）56～46（平均值）

0.5～5
56（准峰值）

46（平均值）

5～30
60（准峰值）

50（平均值）

注 1：在 0.15MHz～0.5MHz 频率范围，限值随频率的对数呈线性减小。

注 2：在过渡频率上采用较严格限值

6.2.2 试验设备

测量接收机应符合GB/T 6113.101规定的要求，测量网络应符合GB/T 6113.102规定的要求。

6.2.3 试验方法

试验按照 GB/T 6113.201 相关条款进行，对相关端口进行试验并记录试验结果。

6.3 谐波电流发射

6.3.1 谐波电流发射要求

根据康复训练机器人的工作环境及用途，每相额定输入电流不大于16A的谐波电流发射应符合

GB17625.1的要求,每相额定输入电流大于16A小于或等于75A的谐波电流发射应符合GB/T17625.8的要

求；每相额定输入电流大于75A时，一般不会将康复机器人连接到低压公共电网，此处不做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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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试验设备

测量设备应符合GB 17625.1、GB/T17625.8规定的要求。

6.3.3 试验方法

试验按照GB 17625.1、GB/T17625.8相关条款进行，使康复训练机器人处于正常工作模式，对相关

端口进行试验、并记录试验结果。

6.4 电压波动/闪烁发射

6.4.1 电压波动/闪烁发射要求

根据康复训练机器人的工作环境及用途，每相额定输入电流不大于16A时电压波动与闪烁限值应符

合GB/T 17625.2的要求，每相额定输入电流大于16Ａ小于或等于75A时电压波动与闪烁限值应符合GB/T

17625.7的要求；每相额定输入电流大于75A时，一般不会将机器人连接到低压公共电网，此处不做规定。

6.4.2 试验设备

测量设备应符合GB/T 17625.2、GB/T 17625.7规定的要求。

6.4.3 试验方法

试验按照GB/T 17625.2、GB/T 17625.7相关条款进行，使康复训练机器人处于正常工作模式，对相

关端口进行试验、并记录试验结果。

7 抗扰度

7.1 性能判据概述

对于本章规定的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应根据下述不同性能判据登记进行符合性判定，同时详细记

录在试验报告中。

在试验计划编制过程中，制造商应提供康复训练机器人公开印刷物发布的必要功能说明，并补充抗

扰度期间和试验之后所需的详细性能判据指标要求。

7.2 性能判据等级

7.2.1 概述

由制造商规定在并在试验期间被评定的一些功能的例子如下，但不限于此。

——运动功能；肢体动作；

——人机交互功能；

——屏显功能；

——感知功能；

——声音功能。

7.2.2 性能判据 A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无需操作人员介入，设备应能按预期持续工作。

7.2.3 性能判据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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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后，无需操作人员介入，设备应能按预期持续工作。

7.2.4 性能判据 C

在试验期间和试验后，允许出现暂时性的功能损失，只是该功能可自行恢复，或者由使用者根据制

作商说明，通过控制器操作或设备重新通电后使其恢复。

7.2.2 特定性能判据

在规定性附录中规定的特定性性能判据优先于一般性能的相应部分。

如果没有给出特定功能的特定性能判据，则应采用一般性能判据。

7.3 工频磁场抗扰度

7.3.1 试验条件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条件要求见表7。

表 7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条件要求

频率

Hz

场强

A/m

持续时间

min
性能判据

50或 60 30 ≥3 A

7.3.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配置和技术要求见GB/T 17626.8。

7.3.3 试验方法

试验布置和试验程序按照 GB/T 17626.8 相关条款进行，观察并记录下受试康复训练机器人各项功

能和性能的变化情况并记录试验结果。

7.4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7.4.1 试验条件

辐射抗扰度试验应在电波暗室内进行，辐射抗扰度试验条件见表8。

表 8 辐射抗扰度试验条件

频率

MHz

场强
a

V/m

调制

AM，kHz
扫描速率

驻留时间

s
性能判据

80～1400 10 80%，1 当前频率1% ≥1
A

1400～2000 3 80%，1 当前频率1% ≥1
A

2000～2700 1 80%，1 当前频率1% ≥1
A

a
规定的试验电平为未调制的载波的有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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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配置和技术要求见GB/T 17626.3。

7.4.3 试验方法

试验布置和试验程序按照 GB/T 17626.3 相关条款进行，观察并记录下扫描频率范围内受试康复训

练机器人各项功能和性能的变化情况并记录试验结果。

7.5 静电放电抗扰度

7.5.1 试验条件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条件要求见表9。

表 9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条件

序号 放电类型
电压

kV
放电次数

试验间隔

s
性能判据

1 接触放电
±4

（充电电压）
正、负极性各10次 ≥1

A

2 空气放电
±8

（充电电压）

A

7.5.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配置和技术要求见GB/T 17626.2。

7.5.3 试验方法

试验按照 GB/T 17626.2 相关条款进行，观察并记录受试设备各项功能和性能变化情况并记录试验

结果。

7.6 传导抗扰度

7.6.1 试验条件

传导抗扰度试验条件要求见表10。

表 10 传导抗扰度试验条件

频率

MHz

电压
a,b

V

调制

AM，kHz
扫描速率

驻留时间

s
性能判据

0.15～80 10（均方根值，未调制） 80%，1 当前频率1％ ≥1 A

a
规定的试验电平为未调制的载波的均方根值。

b
试验电平也可按注入150 Ω负载的等效电流来确定。

7.6.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配置和技术要求见GB/T 176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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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试验方法

试验布置和试验程序按照 GB/T 17626.6 相关条款进行，对康复训练机器人相关端口施加试验，观

察各项功能和性能变化情况并记录试验结果。

7.7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7.7.1 试验条件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条件要求见表11。

表 11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条件

序号 端口
电压

kV

波前时间/半峰值时间

Tr/Th

ns

重复频率

kHz
性能判据

1 信号端口 ±1（开路试验电压） 5/50 5或100 A

2 直流电源端口 ±2（开路试验电压） 5/50 5或100 A

3 交流电源端口 ±2（开路试验电压） 5/50 5或100 A

7.7.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配置和技术要求见GB/T 17626.4。

7.7.3 试验方法

试验布置和试验程序按照 GB/T 17626.4 相关条款进行，调试康复训练机器人处于工作状态，

对康复训练机器人相关端口施加试验，观察各项功能和性能变化情况并记录试验结果。

7.8 浪涌（冲击）抗扰度

7.8.1 试验条件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条件要求见表12。

表 12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条件

序号 端口
电压

kV

波前时间/半峰值时间

Tr/Th

μs

试验次数
试验间隔

min
性能判据

1
线对地

（直流电源端口）

±2

(开路试验电压）
1.2/50（8/20） 5 1 A

2
线对线

（直流电源端口）

±1

(开路试验电压）
1.2/50（8/20） 5 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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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条件（续）

序号 端口
电压

kV

波前时间/半峰值时间

Tr/Th

μs

试验次数
试验间隔

min
性能判据

3
线对地

(交流电源端口）

±2

(开路试验电

压）

1.2/50(8/20） 5 1 A

4

线对线

（交流电源端

口）

±1

(开路试验电

压）

1.2/50（8/20） 5 1 A

7.8.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配置和技术要求见GB/T 17626.5。

7.8.3 试验方法

试验布置和试验程序按照 GB/T 17626.5 相关条款进行，调试康复训练机器人处于工作状态，对康

复训练机器人相关端口施加试验，观察各项功能和性能变化情况，并记录试验结果。

7.9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

7.9.1 试验条件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仅适用于交流电源端口，试验条件要求见表15。

表 15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条件

序号 环境 试验规范值 单位 基础标准 注释 性能判据

1 电压暂降

>95

0.5

%降低

周期

每相电流小于16A的设备：

GB/T 17626.11

每相电流大于16A的设备：

GB/T 17626.34

电压在过零处变动
a

A

30

25
A

2 电压中断
>95

250
A

a
仅适用于输入端口。

注:25周期适用于额定频率为50Hz的试验，30周期适用于额定频率60Hz的试验。

7.9.2 试验设备

试验设备配置和技术要求见GB/T 176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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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3 试验方法

试验布置和试验程序按照 GB/T 17626.11 相关条款进行，调试康复训练机器人处于工作状态；

对康复训练机器人相关端口施加试验，观察各项功能和性能变化情况，并记录试验结果。

8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能重现试验的全部信息。报告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a) 受试产品和辅助设备的标识，如商标名称、产品型号和序列号；

b) 试验设备标识，如商标名称、产品型号和序列号；

c) 线缆信息；

d) 康复训练机器人内部最高工作频率；

e) 测试布置照片；

f) 试验方案；

g) 抗扰度试验时在试验过程中或试验后，观察到的对受试产品的影响及持续时间；

h) 试验通过/不通过的判定理由（根据标准规定的发射限值和抗扰度性能判据或制造商与购买方

达成的协议）；

i) 采用的任何特殊条件，如电缆长度、类型，屏蔽或接地状况，受试产品的运行条件，均要符

合规定要求。



T/SMA 0022-2021

12

参 考 文 献

[1] GB/T 6113.203 无线电骚扰和抗扰度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规范 第 2-3 部分：无线电骚

扰和抗扰度测量方法 辐射骚扰测量

[2] GB 9254-2008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

[3] GB/Z 17625.3-2000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16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电压

波动和闪烁的限制

[4] GB/Z 17625.6-2003 电磁兼容 限值 对额定电流大于16A的设备在低压供电系统中产生的谐波

电流的限制

[5] GB/T 12643-2013 机器人与机器人装备 词汇

[6] GB/T 37283-2019 服务机器人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抗扰度要求和限值

[7] GB/T 37284-2019 服务机器人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发射要求和限值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3.1　术语和定义
	3.2　缩略语

	4　分类
	4.1　A类设备
	4.2　B类设备

	5　试验项目
	6　发射
	6.1　辐射发射
	6.1.1　发射要求
	6.1.2　试验设备 
	6.1.3　试验方法

	6.2　传导发射
	6.2.1　发射要求
	6.2.2　试验设备
	6.2.3　试验方法

	6.3　谐波电流发射
	6.3.1　谐波电流发射要求
	6.3.2　试验设备
	6.3.3　试验方法

	6.4　电压波动/闪烁发射
	6.4.1　电压波动/闪烁发射要求
	6.4.2　试验设备
	6.4.3　试验方法


	7　抗扰度
	7.1　性能判据概述
	7.2　性能判据等级
	7.2.1概述
	7.2.2 性能判据A
	7.2.3性能判据B
	7.2.4 性能判据C
	7.2.2 特定性能判据
	7.3　工频磁场抗扰度
	7.3.1　试验条件
	7.3.2　试验设备
	7.3.3　试验方法

	7.4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 
	7.4.1　试验条件
	7.4.2　试验设备
	7.4.3　试验方法

	7.5　静电放电抗扰度
	7.5.1　试验条件  
	7.5.2　试验设备
	7.5.3　试验方法

	7.6　传导抗扰度
	7.6.1　试验条件
	7.6.2　试验设备
	7.6.3　试验方法

	7.7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
	7.7.1　试验条件
	7.7.2　试验设备
	7.7.3　试验方法  

	7.8　浪涌（冲击）抗扰度
	7.8.1　试验条件
	7.8.2　试验设备
	7.8.3　试验方法

	7.9　电压暂降和短时中断抗扰度
	7.9.1　试验条件
	7.9.2　试验设备
	7.9.3　试验方法


	8　试验报告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