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FETY FAQ 

此文包含於有關安裝與使用 UR 機器人時，相關安全議題的 FAQ 

修訂於 8/17， 2022 

 

關於 robot safety 更全面總結於: Safety Made Easy 

文件名為 Safety description and functional safety details 裡解釋各種不同安全功能啟動

時所涵蓋與控制的項目，可更深入協助瞭解我們的 TÜV證書。請於下述連結處下載此文件 

CB3 Safety description and functional safety details 

e-Series Safety description and functional safety details  

議題: 名詞定義 

問題 答案 

什麼是”停止級

別”？ 

「停止級別」是對機器人在運行時安全停止的級別分類。分為三

類：請參閱下述"UR Robots Safety"議題。 

(請參閱 IEC 60204-1 或 EN 60204-1) 

什麼是”Cat 3”或”

級別 3”？ 

不應將「級別」與「停止級別」兩術語相混淆。「級別」是依據

「性能等級」架構下的所屬分類。「級別 3」有一個重點就是單

一通道故障， 並不會導致安全功能喪失。 

(請參閱 ISO 13849-1） 

什麼是”PL d”或”

性能等級 d”？ 

性能等級（PL）是指用於指定安全相關控制系統在可預見條件下

執行安全功能的性能等級。PL=d是僅次於最高等級的可靠性分

類，也就是說該安全功能極其可靠。 

(請參閱 ISO 13849-1) 

什麼是”SIL 2”？ SIL 與 PL 等級類似，是用來量測描述一個系統出錯的可能性。

SIL2 約莫同等於 PL d 等級 

(請參閱 IEC 62061 或 EN 62061) 

https://s3-eu-west-1.amazonaws.com/ur-support-site/68159/2020%20UR_Safety_Made_Easy.pdf
https://www.universal-robots.com/download/?option=41989#section40877


 

議題: 風險評估 

問題 答案 

什麼是風險評估 

(risk assessment)？ 

風險評估是一個全面性的識別與判定風險降低至適當等級的流程。

它包含了風險分析及評價的全過程。風險評估需被以文件記載。請

參閱 UR 使用手冊。 

(請參閱 ISO 12100 或 EN ISO 12100) 

什麼是風險分析 

(risk analysis)？ 

風險分析綜合了機器人安裝的規格限制、危害識別與風險估算。 

(請參閱 ISO 12100 或 EN ISO 12100) 

什麼是風險估算 

(risk estimation)？ 

風險估算是定義該風險的傷害嚴重性與發生頻率 

(請參閱 ISO 12100 或 EN ISO 12100) 

什麼是風險評價 

(risk evaluation)？ 

風險評價是根據風險分析後的判定，以判定檢查風險降低目標是否

達成。 

什麼是殘餘風險

(residual risk)？ 

殘餘風險是採用保護措施手法後所剩餘的風險 

(請參閱 ISO 12100 或 EN ISO 12100) 

 

議題: 標準 

問題 答案 

機器人一定需要符合 

ISO 10218-1 嗎？ 

機器人必需要符合安裝機器人所在國家或州的法律和法規。有些國

家要求機器人需遵守 ISO 10218-1 或者等同的國家標準。如歐洲採

用 ISO 10218-1 (機器人) 與 ISO 10218-2 (整合商) 、美國(ANSI 

RIA R15.06) 、加拿大(CA Z434) 與許多國家亦參照 (巴西、日本、

韓國、中國)。 

請參閱 UR 使用手冊。 

UR 機器人符合 ISO 

10218-1 嗎？ 

是的– CB3 與 e-series 機器人皆有透過第三方認證 EN ISO 10218-

1 等同於 ISO 10218-1。 針對 ISO 10218-1 協作機器人的要點，

一名為 ISO/TS 15066 技術規範已於 2016 2/15 發佈。  



UR 機器人的協同操作

是依據 ISO 10218-1 所

設計？ 

UR 機器人遵守 ISO 10218-1:2011 5.10.5 條款(功率與力量限制)協

同操作的要求。但仍需做風險評估確保整個機器人系統應用安全

性。 

請參閱 UR 使用手冊。 

ISO 10218-1 和 ISO 

10218-2 之間的區別是

什麼？ 

- ISO10218-1 適用於機器人製造商。UR 是機器人製造商，必需遵

守 ISO 10218-1。單一無末端夾治具的機器人將被視為半成品機械

而非完整的機械設備。因此機器人無法被給予 CE標章。 

 

- ISO 10218-2 適用於機器人系統與應用。機器人系統與應用需被

貼上 CE標章。此行為可被整合商、第三方顧問或認證機構、或者

終端客戶所執行。一旦安裝末端工具的機器人將被視為完整的機械

設備。 

 

- ANSI/RIA R15.06 是美國國家標準包括 ISO 10218-1 和 -2。 

 

- CAN/CSA-Z434 是加拿大國家標準包括 ISO 10218-1 和 -2。 

什麼是協作機器人

ISO/TS 15066 技術規

範？  

ISO/TS 15066 是公佈於 2016 年 2 月 15 日公佈有關協作機器人補

充說明的技術規範，而不是標準。它包含有關協作機器人進行系統

整合時的風險評估指導準則。同時附屬章節還提供了生物力學疼痛

指數研究報告。 

什麼是 ISO 13849？ 該標準定義如何設計安全相關控制系統來達到所要 PL 安全等級。 

ISO 13849-1 名為 Safety of machinery -- Safety-related parts of 

control systems - Part 1: General principles for design：提供對

安全相關控制系統與零組件（包括軟體設計）的設計和整合提供安

全要求和準則。 

 

ISO 13849-2 名為 Safety of machinery -- Safety-related parts of 

control systems - Part 2:  Validation：具體指出所需遵循的操作

程序與條件來驗證透過分析與測試特定的安全功能與依據 ISO 

13849-1 設計的安全相關控制系統實現的級別和性能等級。 



什麼是 IEC 62061？ IEC 62061 約略等同於 ISO 13849-1。此兩個標準用一樣的準則定

義了安全性能等級，但由不同的委員會所制訂。IEC 62061 的 SIL

等級可被直接轉換為 ISO 13849-1 的 PL 等級 ，反之亦然。 

 

議題: UR ROBOTS SAFETY 

問題 答案 

什麼是停止級別？ 「停止級別」是對機器人運行時安全停止的級別分類。分為三類： 

- 停止級別 0：藉由移除電源使得機器人運動停止。這屬於不受控

停止， 一旦應用此停止由於每一個機器人關節會盡快煞車停止，機

器人軌跡會偏離程式路徑。若超出安全相關限制設定值或在安全相

關控制系統發生故障時，將會採用此保護性停止。 

 

- 停止級別 1： 機器人運動在接通電源的情況下可實現的停止，當

停止程序完畢後即切斷電源。這屬於受控停止，機器人會依據停止

前的程式路徑規劃運動。當機器人處於靜止狀態後， 即切斷電源。 

 

- 停止級別 2： 這是在停止後持續供給電源的情況下可實現的受控

停止。UR 機器人執行停止級別 2 後，安全相關控制系統持續監控

機器人停止的位置。 

 

(請參閱 IEC 60204-1 的 stop categories 與 ISO 13850 的

emergency stop) 

UR 機器人的緊急停止

採用哪一種停止級別？ 

UR 機器人的緊急停止依據「停止級別 1」設計。 

請參閱上述說明 

UR 機器人的防護停止

採用哪一種停止級別？ 

UR 機器人的保護停止依據「停止級別 2」設計。於 ISO 10218-1

與 ISO 10218-2 中，防護停止被稱為”保護性停止”。相較之下，

UR 使用”保護性停止”一詞來描述機器人非安全的停止。 

請參閱上述說明 



 

緊急停止與防護停止之

間的區別是什麼？ 

-緊急停止功能僅適用於緊急情況。緊急停止功能透過人按下專為

緊急停止所設計位於黃色背景上的紅色按鈕( 依據 ISO 13850)來啟

用。請勿頻繁啟動緊急停止功能，這不屬於正確的日常操作。 

 

- 防護停止功能在停止機器人運作後持續監控機器人處於靜止狀

態。防護停止通常被安全裝置所觸發(例如光柵、互鎖門開關、安全

掃描儀與安全 PLC 等裝置相結合使用)。可自動或透過手動按鈕解

除從防護停止狀態恢復。 

 

這兩個停止功能均為 PL d級別。 

請參閱 UR 使用手冊與 safety functions 

什麼是機械指令 

2006/42/EC？ 

歐洲機械指令(MD)是形成歐盟(EU)法律眾多指令的其中一個，其官

方號為"2006/42/EC"。一些非歐盟的國家也會採用這些指令。 

 

2006/42/EC 可在歐盟官網裡免費多國語言下載：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

qid=1426848262724&uri=CELEX:32006L0042 

註: 一般而言很容易在 Google.com 下透過搜尋官方號來找到這些

指令 (例如鍵入"2006/42/EC" )。 

 

另請參閱 UR 使用手冊的"Declaration of Incorporation"。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426848262724&uri=CELEX:32006L0042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426848262724&uri=CELEX:32006L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