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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31301《制鞋机械 安全要求》拟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1部分:绷帮机;
———第2部分:钉跟机;
———第3部分:砂磨机和抛光机;
———第4部分:鞋类成型机;
———第5部分:片革机、修边机和裁条机;
……
本部分为GB/T31301的第4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轻工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皮革机械分技术委员会(SAC/TC101/SC1)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东莞市鸿泰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州市全烨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嘉兴学院、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唐方红、郭凯、曹会元、刘中征、刘楚辉、李刚、孔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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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按GB/T15706—2012的规定,本部分属于C类标准。
本部分所涉及的机械以及危险、危险状态和危险事件涵盖的范围在本部分的范围中给出。
当本C类标准的要求与A类标准或B类标准中的规定不同时,对于根据已按照本C类标准设计和

制造的机器,优先采用本C类标准中的要求。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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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鞋机械 安全要求
第4部分:鞋类成型机

1 范围

GB/T31301的本部分规定了鞋类成型机的结构、运输、安装、调试、设定、示教或过程转换、操作、
清洗、维护、报废、拆解的相关安全要求。本部分包含操作者对机器的预期使用、及可预见的误用所产生

的与鞋类成型机相关的全部重大危险、危险状态和危险事件(参见附录A)。
本部分适用于制鞋工业内用于生产鞋及鞋配件的鞋类成型机器,包括:
———连帮鞋成型机(见图1、图2和图3);
———单底和鞋配件成型机(见图4~图10);
———整鞋及靴成型机(见图11)。
本部分也适用于上述机器用于生产鞋及其配件之外的其他产品,且生产这些产品不需要对机器进

行模具之外的其他改动。
本部分也适用于以下附加设备:喷雾装置、注射装置、浇注装置、喷嘴清洗器、拉料杆、模具清洗装

置、活化装置、准备阶段和后处理机器人和设备(见图N.1)。
本部分不适用于以下机器,除非其用于连帮鞋成型或反应成型:
———使用固定注射装置和固定模具位置(夹紧装置)的成型机;
———使用固定测量和混料装置及直线结构(模架)活动工作站的成型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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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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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766—2001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5226.1—2008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7932—2003 气动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8196—2003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GB14048.5—2008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5-1部分: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件 机电式控

制电路电器

GB/T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GB16754—2008 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

GB/T16855.1—2008 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有关安全部件 第1部分:设计通则

GB/T17454.1—2008 机械安全 压敏保护装置 第1部分:压敏垫和压敏地板的设计和试验

通则

GB/T17454.2—2008 机械安全 压敏保护装置 第2部分:压敏边和压敏棒的设计和试验通则

GB17888.1—2008 机械安全 进入机器的固定设施 第1部分:进入两级平面之间的固定设施

的选择

GB17888.2—2008 机械安全 进入机器的固定设施 第2部分:工作平台和通道

GB/T18153—2000 机械安全 可接触表面温度 确定热表面温度限值的工效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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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209.1—2000 机械电气安全 指示、标志和操作 第1部分:关于视觉、听觉和触觉信号的

要求

GB/T18569.1—2001 机械安全 减小由机械排放的危害性物质对健康的风险 第1部分:用于

机械制造商的原则和规范

GB/T18569.2—2001 机械安全 减小由机械排放的危害性物质对健康的风险 第2部分:产生

验证程序的方法学

GB/T18717.1—2002 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1部分:全身进入机械的开口尺寸确

定原则

GB/T18717.2—2002 用于机械安全的人类工效学设计 第2部分:人体局部进入机械的开口尺

寸确定原则

GB/T18831—2010 机械安全 带防护装置的联锁装置 设计和选择原则

GB/T19436.1—2004 机械电气安全 电敏防护装置 第1部分:一般要求和试验

GB/T19436.2—2004 机械电气安全 电敏防护装置 第2部分:使用有源光电防护器件

(AOPDs)设备的特殊要求

GB19436.3—2008 机械电气安全 电敏防护装置 第3部分:使用有源光电漫反射防护器件

(AOPDDR)设备的特殊要求

GB/T19670—2005 机械安全 防止意外启动

GB/T19671—2005 机械安全 双手操纵装置 功能状况及设计原则

GB/T19876—2012 机械安全 与人体部位接近速度相关的安全防护装置的定位

GB23821—2009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GB/T25078.1—2010 声学 低噪声机器和设备设计实施建议 第1部分:规划

GB/T28780—2012 机械安全 机器的整体照明

ISO9355-2:1999 显示和控制调节器设计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2部分:显示(Ergonomicre-
quirementsforthedesignofdisplaysandcontrolactuators—Part2:Displays)

ISO9355-3:2006 显示和控制调节器设计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第3部分:控制致动器(Ergonomic
requirementsforthedesignofdisplaysandcontrolactuators—Part3:Controlactuators)

EN614-1:2009 机械安全 人类工效学设计原则 第1部分:术语和一般原则(Safetyofma-
chinery-Ergonomicdesignprinciples—Part1:Terminologyandgeneralprinciples)

EN12545:2000 制鞋、制革和人造革机械 噪声测试规范 一般要求(Footwear,leatherand
imitationleathergoodsmanufacturingmachines—Noisetestcode—Commonrequirements)

3 术语和定义

GB/T15706—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鞋类成型机 footwearmouldingmachine
仅指使用于制鞋工业的注射、浇注或连帮硫化机。机器的模具位置可以是单个或多个,固定或活动

的,也可以是线性、旋转或输送带式结构。过程材料可为热塑性塑料、热固性塑料、热固性合成橡胶、双
组分液态PU或橡胶。

3.2 
连帮鞋成型机 direct-onsolemouldingmachine
将鞋底直接成型在已绷帮的鞋帮上的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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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鞋底及鞋类配件成型机 unitsoleandfootwearcomponentmouldingmachine
将整个鞋底、嵌件和独立于鞋帮的配件成型的机器。

3.4 
整鞋和整靴成型机 fullshoeandbootmouldingmachines
将原料注进一个模型鞋楦的型腔内形成整鞋的机器。

3.5 
固定模具位置成型机 staticstationmachines
模具位置固定,且每个模具由其专属的喷嘴注射原料或者由一个或多个喷嘴逐一移动至每个模具

注射原料的机器。

3.6 
活动模具位置成型机 mobilestationmachines
一个或多个喷嘴的位置固定,模具移动至喷嘴处进行注料的机器。

3.7 
回转结构 rotaryconfiguration
模具位置分布在一个圆周上,围绕一个垂直轴旋转的结构。

3.8 
扇形结构 quadrantconfiguration
模具位置固定分布在一个圆周的部分位置,喷嘴在模具位置之间沿圆弧运动的结构。

3.9 
线性结构 linearconfiguration
模具位置设置在一条直线上的结构。

3.10 
输送带结构 conveyorconfiguration
模具在一个封闭环上运动的结构。

3.11 
注射过程 injectionprocess
将橡胶、热塑性塑料、反应发泡材料通过喷嘴注射进一个闭合模型的过程。

3.12 
浇铸或浇注过程 castingorpouringprocess
将单组分或多组分的材料浇铸或浇注进一个开放的型腔的过程。

3.13 
硫化过程 vulcanizingprocess
在型腔 (单底或连帮鞋)中的橡胶材料,使用加热和加压方法进行定型和硬化的过程。

3.14 
固定盖板 fixedcovers
直接设置在危险点的固定式防护装置,单独或与其他部件一起防止无意地从盖板一侧进入危险点。

3.15 
固定封闭式防护装置 fixedenclosingguards
防止从各个方向进入危险区的固定式防护装置。

3.16 
护栏 fencing
防止从外部进入危险区的围绕机器或设备的距离防护装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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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集成制造系统 integratedmanufacturingsystem
鞋类成型机与其他制鞋机器组合,且由一个管理控制系统进行操作。

3.18 
模具区 mouldarea
被模具运动部件覆盖的区域。

3.19 
动力联锁 powerinterlocking
独立于控制系统的附加安全装置,用于切断危险动作驱动器的动力供应。

3.20 
正常通道 recurringaccess
在正常工作周期中进入模具区的常规通道。

4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

4.1 总则

机器应符合本章规定的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此外,对于机器相关的但本部分未提及的非重大

危险,机器应按GB/T15706—2012规定的相关原则设计。
对于 采 用 GB23821—2009、GB16754—2008、GB/T18717.1—2002、GB/T18717.2—2002、

GB5226.1—2008等B类标准能够降低的风险,制造商应完成风险评估并建立符合B类标准的安全

要求。

4.2 鞋类成型机的通用要求

4.2.1 机械危险

4.2.1.1 所有可能导致危险的传动部件和驱动装置都应使用符合GB/T8196—2003的固定封闭式防

护装置进行防护。防护装置应符合GB23821—2009中表1、表3和表4的要求。
在拆除固定式防护装置时,其连接件应与其(或机器)连在一起。

4.2.1.2 除非4.3中另有规定,根据GB/T15706—2012要求进行风险评估,除传动部件和驱动机构、模
具部件和工件以外的其他机器危险运动部件应采取如下防护措施:

———符合GB/T8196—2003的固定封闭式防护装置;
———符合B.3要求的护栏;
———至少符合C.1要求的联锁防护装置;
———符合D.1要求的机械式脱扣装置。
倘若技术上不能采用以上方案解决问题,则至少应有:
———符合B.1要求的固定式防护盖;
———对于模具区,符合4.2.8.6的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
以上防护装置应符合GB23821—2009中表1、表3和表4的相关要求。表1不适用于固定式防

护盖。
固定封闭式防护装置、护栏(护栏支撑点除外)以及固定式防护盖的连接件,应与防护装置或者机器

保持连接。

4.2.1.3 在4.2.1.2中规定的防护措施无法提供的区域,机器应在到达危险点前,紧急停止危险动作。
可实现紧急停止的装置包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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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符合附录D要求的脱扣装置,如:
———激光扫描器(D.5);
———电敏保护装置(D.2、D.3)和带启动功能的电敏保护装置(D.4);
———机械脱扣装置或压敏棒(D.1)。

b) 符合E.1要求的双手操纵装置。

4.3另有规定的除外。

4.2.1.4 在可能进入的危险区域的由符合GB23821—2009中表4要求的规则开口触及的安全距离进

行限制时,不需要设置防护装置。
4.2.1.5 如果运动部件最大作用力限制在150N以内、接触压强限制在50N/cm2 以内且动作无动力

驱动,不需要设置防护装置。

4.2.1.6 操作人员站立进行经常性操作的区域表面,应符合GB17888.1—2008和GB17888.2—2008
的要求。

4.2.2 电气设备

4.2.2.1 电气系统和设备应符合GB5226.1—2008的要求。并应符合下述GB5226.1—2008章节的

内容:
———4.3:

A.C.电源:4.3.2;

D.C.电源:4.3.3。
———6.2:

按6.2.2或6.2.3进行防护,当6.2.4适用时,进行残余电压的防护。
———9.2.5.3、9.2.5.4:

停止功能和紧急断开:0类或1类。
———9.4: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应符合本部分中4.2.8.2和4.2.8.3的要求。
———11.3:

外壳防护等级:IP54。

4.2.2.2 所有的需要为变更程序设置进行经常性调整的操作控制装置应安装于电控柜外部。
注:控制装置需要经常性调整的是制程设定,例如,进料、速度、时间、温度或压力的变化。

4.2.3 热危险

4.2.3.1 热表面

对于那些工作过程中不直接需要但又在可接触范围内的热表面,应避免或设置安全装置避免偶然

接触,根据GB/T18153—2000所给出的,使得其表面温度不超过相关材料的烧伤阈以及接触时间小于

1s。基于GB/T18153—2000的可选择的烧伤阈列表见附录L。

4.2.3.2 热成型材料

为避免由于热成型材料喷溅和溅出导致的伤害,模具和喷嘴区域应由符合B.1或B.2的防护盖进

行防护。防护盖的安装应使得当热成型材料喷溅时改道向下。

4.2.4 噪声控制

4.2.4.1 通过设计从源头控制噪声

用来从源头控制噪声的技术手段和有用的信息,如机器部件、工具、气动、液压和抽风设备等,应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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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设计过程中予以考虑,见GB/T25078.1—2010。设计过程中可能减少噪声的方法如下:

a) 通过回转部件的静平衡和动平衡来减少振动;

b) 通过减轻运动部件的质量和降低其加速度来减少机器自身振动;

c) 通过适当的空载运行以减少滚动轴承的冲击间隙过大;

d) 选择和设计恰当的能量转换元件以消除跳动;

e) 选择和设计恰当的传动元件(如齿轮、皮带轮、皮带、轴承等);

f) 结构设计时重视减振,抑制和避免结构共振。
注:GB/T25078.2—2010给出了机械噪声的形成机理的有效信息。

4.2.4.2 采用防护措施控制噪声

噪声控制措施举例如下:

a) 固定在机器上的隔音罩、隔音屏,消声器等;

b) 气动卸料装置采用消声措施,增加液压回路阻尼。

4.2.4.3 提供降低噪声的信息

应提供适当的信息,见6.4。
以上所列的降低噪声的方案不是全部的方法。制造商可使用其他的具有等效功能或更佳效果的降

低噪声措施。

4.2.5 损害健康的烟气

如果制造商已知关于被处理的具体材料和被使用的附属产品的预期用途,设计时应对可能产生的

有害烟气采取措施。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如有必要,制造商应提供内部抽风设备或设置连接至外部抽

风系统的接口。根据GB/T18569.1—2001第6章,这个设计应对机器的预期使用是有效的。使用说

明书中应从必要性和设备的限制方面提供信息(见6.3)。
如果制造商无具体使用的信息,不能通过设计对可能产生的有害物质采取措施,但在使用说明书中

应至少制定防止危害发生的基本原则(见6.3)。
注:有害烟气,如脱模剂、溶剂、热塑性塑料、硬质塑料、热塑性人造橡胶、双组分液态聚氨酯和橡胶等产生的烟气。

4.2.6 人类工效学

机器设计应考虑GB/T15706—2012的6.2.8和EN614-1:2009中描述的人类工效学原则。
特别的,设计时应考虑如下内容:
———操作高度;
———操作者姿势和动作;
———根据ISO9355-3:2006,使进入较容易,控制驱动器兼容性好;
———根据GB/T18717.1—2002、GB/T18717.2—2002、GB17888.1—2008,操作者进入工作位置,

如果必要,应按GB17888.2—2008提供一个合适的水平平台。
———按ISO9355-2:1999的要求设计显示装置;
———按GB/T28780—2012的要求安装附加的局部照明。

4.2.7 高压流体系统

液压系统或气动系统应符合 GB/T15706—2012中6.2.10及 GB/T3766—2001、GB/T7932—

2003的要求。
为防止被机器其他部件磨损,承载高压液体或气体的软管应与其他部件有足够远的距离或由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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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防护。

4.2.8 控制系统

4.2.8.1 控制系统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电气系统:应符合本部分4.2.2和GB5226.1—2008中第9章的要求;
———气动系统:应符合GB/T7932—2003的要求;
———液压系统:应符合GB/T3766—2001的要求。

4.2.8.2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应根据GB/T16855.1—2008的原则设计。安全相关部件包括:紧急

停止系统、模式选择装置、防护装置的安全联锁系统、安全装置、安全功能的监测、紧急爆炸风险情况下

的通风系统等。

4.2.8.3 除非另有要求,应满足以下基本原则:
———气动和液压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应至少符合GB/T16855.1—2008中的PLb;
———电气/电子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应至少符合GB/T16855.1—2008中的PLd,除非本部分另

有要求。根据风险评估,紧急停止系统中的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应至少为GB/T16855.1—

2008中的PLb。
安全相关功能应不仅仅依靠一般传统的可编程电子系统(PES),要求的安全等级应通过使用以下

方法来实现:如外加的硬件电路,冗余的固态通道,或其他冗余设计:
———当使用PLc(基于风险评估),测试间隔应尽可能短,不超过4h;
———控制系统中处理安全信号的部件应至少与该装置的安全等级相同。

4.2.8.4 安全防护和抑制安全防护的联锁装置应仅由位置传感器操控(单独的压力、时间或程序控制联

锁指令是不允许的)。电气位置传感器应符合GB14048.5—2008的要求,且根据GB/T18831—2010
当其处于强制模式时其功能是恰当的。根据GB/T18831—2010中5.1,非强制模式驱动器仅允许与一

个带强制模式的驱动器联合使用,特别应避免共因失效。

4.2.8.5 根据GB/T19670—2005、GB/T3766—2001、GB/T7932—2003、GB5226.1—2008,应采取适

当措施防止动力供应失效相关的所有危险,包括动力不稳定、动力供应中断之后或控制回路被切断时的

意外重启。
预防动力失效情况下由重力导致的不可控制的危险动作,应设置:
———带自动功能的机械约束或摩擦机械约束装置;或
———对于气动和液压控制系统应提供附加的控制单向阀。应包括一个座阀,如果可行,直接安装在

缸筒上。如果直接安装不可行,在阀和缸筒之间应有带法兰或带焊接式管接头的刚性管。
对于电气-气动控制机器,预防意外的动力重启导致的不可控制的危险动作,应使用压力开关来进

行控制。

4.2.8.6 如果在机器中使用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GB/T15706—2012中定义3.27.6),应同时符合

GB/T15706—2012中6.3.3.2.5、GB/T18831—2010和本部分C.3中关于联锁防护装置的要求。另

外,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应符合附录K的要求。
关闭防护装置可能重启机器危险动作的地方仅限于:

a) 每一个操作过程都需要进入防护区域;和

b) 不可能进入由防护装置包围的区域内部。
防护装置应在机器进行操作前完全关闭。
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可由手动或动力进行控制。如果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是动力控制的,关

闭动作可由一个符合GB/T16855.1—2008中PLa的按钮、定时器或单光束的光电装置进行启动。
除非其符合4.2.1.5的规定,动力操作的防护装置应安装一个符合D.1的脱扣装置。
在经常性进入模具区的区域,应手动启动动力操作的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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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7 机器安装电敏防护装置的区域,一旦电敏防护装置保护区域的防护由操作人员取消,动作可能

自动重启[当重启区域符合4.2.8.6中a)和b)的要求时]。电敏防护装置应符合D.4的要求。

4.2.8.8 对于正常操作(自动化的机器)不需要进入加工区的机器来说,关闭防护装置机器宜不能重启,
仅在离开由电敏防护装置进行防护的区域并触发一个手动控制器才能重启。

4.2.8.9 触发危险动作且未牢固连接至机器的脚踏控制器,以及位于工作位置的脚踏控制器,应提供脚

踏控制器防护罩,防止意外操作。

4.2.8.10 机器应有足够的抗电磁干扰能力,能按预期进行安全操作,且当机器暴露在制造商预期的相

应水平和相应类别的电磁干扰环境下不会导致危险。
制造商应参考供应商对于配件的建议进行选择或设计,安装和接线。

4.2.9 其他安全装置

4.2.9.1 急停装置

急停装置应符合GB16754—2008的要求。电气急停装置应符合GB5226.1—2008中9.2.5.4.2的

要求。对于其他能源种类,急停装置应符合GB5226.1—2008中9.2.5.4.2前两段的要求。

4.2.9.2 模式选择装置

设计了几种操作模式或在不同模式下可被多种安全装置操作的机器应配备符合GB/T15706—

2012中6.2.11.9和6.2.11.10要求的模式选择装置。每种状态应使用锁或存取代码等方式进行锁定。
操作模式包括自动控制操作、手动控制操作、模具更换和调整等。
模式选择动作本身不应启动机器。应由操作者进行独立操控。

4.2.9.3 模具更换和调整

制造商应编制安装和更换模具时有效定位和保护模具的规定。
需要经常更换模具的鞋类成型机,其更换过程应安全且迅速。除非4.3另有规定,在模具更换或调

整的时候应绕过操作者的防护装置的区域,应使用下列措施之一:
———符合4.2.1.5的小作用力或合模力;
———符合E.1的双手同步操纵装置;
———符合F.1或F.2的保持-运行控制装置。

4.2.9.4 聚氨酯机器的螺杆更换

4.2.9.4.1 连续回转运行的螺杆进入危险区域应由符合C.8的带防护锁的联锁防护装置保护。应仅在

螺杆回转和进给运动停止后才可能打开防护装置。
如果机器按如下方式设计,也能满足要求:
———危险区域由符合C.1的联锁防护装置进行防护;且
———螺杆回转应在进给运动开始前停止;且
———在打开联锁防护装置之后马上停止进给运动。

4.2.9.4.2 如果更换螺杆时需要拆卸混料装置,则应安装一个符合C.1的联锁防护装置。

4.2.10 进料

鞋类成型机上料筒开口用于将原材料送入喷嘴螺杆处应采用以下一种防护:
———符合GB23821—2009中表4的受限制的开口;
———符合C.1的联锁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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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辅助设备

辅助设备可能包括:喷嘴清洁器、喷雾装置、拉料杆、机械手和活化装置。
进入机器和辅助设备(见图N.1)的全部危险区域应由符合B.3的周边护栏进行防护。
护栏的设计和安装宜使得防护装置关闭时不可能处于危险的区域内。在不可能达到此要求的位

置,应符合B.3的附加要求。
根据C.1要求的必要的联锁防护装置,应防止进入鞋类成型机及其附属设备自身的全部危险动作

区域。
或者,符合D.2和D.5要求的电敏防护装置也可以作为周边防护使用。
注:对于工业机器人的安全要求,参见GB11291.1—2011。

4.2.12 集成制造系统

与一个或多个机器一起运行的且由一个统一的操作管理系统(集成制造系统)进行控制的鞋类成型

机应由符合B.3的护栏进行防护。
护栏应设计和安装为在防护门关闭时不可能处于危险区域内。在不可能的情况下,应符合B.3的

附加要求。
集成制造系统还应符合附录N的要求。
关于安装、编程、测试和维护、故障检修过程中的安全防护,集成制造系统应符合附录J的要求。
注1:集成制造系统指,如包括自动辅助设备、运输设备及准备和后处理设备的连帮成型系统(见附录N,图N.1)

注2:其他的关于集成制造系统安全防护方面的指引可参见GB16655—2008。

4.2.13 运输辅助设备

鞋类成型机及其辅助设备应建造和装备成能进行安全运输。制造商应提供合适的运输方式,机器

外形设计时应考虑允许使用叉车等进行运输。机器的安全运输或者安装需要的任何特殊设备或方式均

应与机器一起提供给用户,并在使用说明书中进行说明。
注:使用和拆除信息见6.3。

4.3 特定类型鞋类成型机的要求

4.3.1 连帮鞋成型机(见图1、图2和图3)

4.3.1.1 回转或输送带结构+活动模具位置(见图1)

4.3.1.1.1 模具区(见图1)

4.3.1.1.1.1 机器应设计为模具的危险自动动作采用防护装置防护。一般来说模具的危险自动动作

包括:
———鞋楦动作;
———模具旋转动作;
———鞋外包头动作;
———底板动作。
固定防护 装 置 应 符 合 GB/T8196—2003 和 B.1,护 栏 应 符 合 B.3,联 锁 防 护 装 置 应 符 合

GB/T18831—2010和C.1。

4.3.1.1.1.2 在需要重复进入危险区进行正常操作的区域,不需要设置防护装置。应使用符合

GB/T19671—2005和E.1的双手操纵装置控制危险的模具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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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2 转盘和输送带周边(见图1)

防护装置和运动部件之间的陷入点应由可停止全部危险动作的脱扣装置保护。为避免进入危险区

域,转盘或输送带周边与防护装置之间的间隙不应大于150mm。
合适的脱扣装置可为符合D.1的要求的摆动舌阀。

4.3.1.1.3 操作区(见图1)

4.3.1.1.3.1 根据4.3.1.1.1,操作区外的动力驱动的鞋楦摆动应不可能由防护装置进行防护,除非鞋楦

座位于操作区上限位置且提供一个符合F.1的保持-运行控制装置。
保持-运行控制装置的操作按钮应安装在转盘或输送带装置外围上的竖直面板上。

4.3.1.1.3.2 具有鞋底模具转动和摇动危险动作的机器,应设置安全防护装置。
防护装置可为:
———符合B.3的护栏;
———符合C.1的联锁防护装置;
———GB/T8196—2003中3.2定义的固定式防护装置。

4.3.1.1.4 转盘或输送系统下方区域

进入转盘或输送带下方的危险点应由符合GB/T8196—2003、GB23821—2009中表4规定的固定

式防护装置,或符合C.1的联锁防护装置进行防护。这些防护装置应不会导致附加的危险,防护装置的

顶部和转盘下方的间隙应不大于6mm。
注:柔性材料制成的防护装置宜用于防止由机器运动中间隙变化引起的危险。

也可采用如下方案:
———转盘下方的高度大于或等于500mm,且在操作平台的内侧边缘设置铁片,以避免鞋子掉落到

转盘下面;或
———在转盘周围提供符合GB16754—2008中4.5要求的拉绳开关。

4.3.1.1.5 注射或浇注区

注射或浇注单元的危险区应该由联锁防护装置或与带联锁装置的固定式防护装置进行保护。
联锁防护装置的打开将停止自动运转(转盘旋转、喷嘴前移和合模),且在这些动作停止前防护装置

应防止进入危险区域。如果不会造成其他附加的危险,喷嘴或浇注头可以反向运动。材料注射可在防

护装置打开的时候控制。
联锁防护装置应符合GB/T18831—2010和C.1的要求。
防护装置应符合GB/T8196—2003,GB23821—2009中表1和本部分附录B的要求。
如果接触到合模区域是可能的,联锁防护装置应符合C.3的要求。

4.3.1.1.6 控制系统中安全相关部件

与4.2.8.3要求偏离的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应符合GB/T16855.1—2008中的PLb(见 H.2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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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a———成型区(4.3.1.1.1);

b———转盘周边(4.3.1.1.2);

c———操作区(鞋楦旋转)(4.3.1.1.3.1);

d———注射或浇注区,混料单元(4.3.1.1.5);

e———转盘下方区域(4.3.1.1.4);

f———操作区(鞋底模具转动或往复运动装置)(4.3.1.1.3);

g———模具更换和调整区(4.2.9.3)和操作区(4.3.1.1.3);

  1———回转工作台和辅助设备之间区域(4.2.11);

  2———操作者站立区(4.2.1.6)。

图1 连帮鞋成型机:活动模具位置+回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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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固定模具位置+直线结构(见图2和图3)

4.3.1.2.1 模具区(侧面/背面)

从机器的侧面和背面进入危险的模具区和喷嘴活动区应由固定式或联锁防护装置防护。
固定式防护装置应符合GB/T8196—2003和附录B的要求。
联锁防护装置应符合GB/T18831—2010和C.1的要求。

4.3.1.2.2 模具区(操作侧)

在正常操作、模具安装、调整和类似工作过程中的危险动力动作,应由符合GB/T19671—2005和

本部分E.1的双手操纵装置进行驱动。

4.3.1.2.3 注射或浇注区

机器上喷嘴或浇注嘴自动的逐工位移动(见图3)的区域,进入往复运动区域应由符合B.3的护栏

进行防护。
护栏进入门的联锁装置应符合GB/T18831—2010和C.1的要求。
联锁装置应能停止护栏内区域的一切危险运动,但是,由符合GB/T8196—2003的附加隔离防护

装置进行保护的动作不需中断。

4.3.1.2.4 操作区

安全防护装置应与4.3.1.1.3.1和4.3.1.1.3.2的要求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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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双工位,每个工位配独立挤出机;

2———操作者站立位置(4.2.1.6);

a———模具区(4.3.1.2.1);

b———注射或浇注区(4.3.1.2.3);

c———注射或浇注区(俯视图)(4.2.1.6);

d———模具注射或浇注操作者站立位置(俯视图)。

图2 连帮鞋成型机:固定模具位置+直线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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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模具区(4.3.1.2.1);

2———注射或浇注动作区(4.3.1.2.3);

3———注射或浇注区(4.3.1.2.3);

4———模具更换(4.2.9.3)和操作区(4.3.1.2.4,4.2.1.6)。

图3 连帮鞋成型机:固定模具位置+直线移动结构

4.3.2 鞋底和鞋配件成型机

4.3.2.1 活动模具位置+转盘式或输送带结构(见图4、图5、图6和图7)

4.3.2.1.1 模具区

下列自动模具动作,如果存在危险,应仅能在防护装置之内进行:

———开合模动作;
———模具回转动作;
———底板动作;
———鞋楦动作。

固定式防护装置应符合GB/T8196—2003和B.1的要求,护栏应符合B.3的要求,联锁防护装置

应符合GB/T18831—2010和C.3的要求。

4.3.2.1.2 转盘和输送带周边

安全防护装置应与4.3.1.1.2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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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1.3 操作区

4.3.2.1.3.1 操作区模具的全部危险动作应由以下任一防护措施进行防护:
———符合H.1的动力联锁系统;或
———与H.1中所述安全水平相同的且能够承受由模具运动产生的最大冲击力的强制式机械制动

系统。

其他的防护装置应保持锁定直至全部危险动作停止。

带防护锁的联锁防护装置应符合GB/T18831—2010和C.8的要求。

合模可由符合4.2.8.6的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触发。

需要动力驱动的辅助循环动作,可由符合E.2的双手操纵装置控制。
注:辅助动作包括:转盘、抽芯及模具清洗的水平或旋转运动。

4.3.2.1.3.2 操作位置进行危险动作的区域,应设置符合GB/T18831—2010和C.6(两个独立的联锁系

统)的联锁防护装置。

4.3.2.1.4 转盘或输送带下方区域

安全防护要求应与4.3.1.1.4一致。

4.3.2.1.5 注射或浇注区域

安全防护要求应与4.3.1.1.5一致。

4.3.2.1.6 完全安全防护的模具更换和调整区

对于模具更换、调整和设置、合模等动作,根据4.3.2.1.1的要求,应确保有安全防护措施,除非:
———符合GB/T19671—2005和E.1的双手操纵装置;以及

———当选择“设置”模式时,转盘或输送带运动自动停止;以及

———提供符合4.2.9.2的模式选择装置。

4.3.2.1.7 不完全安全防护的模具更换和调整区

如果提供以下装置,则允许快速换模:
———保持-运行控制装置;以及

———符合4.2.9.2的模式选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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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a———注射或浇注区(4.3.2.1.5);

b———转盘下部区域(4.3.2.1.4);

c———模具区(4.3.2.1.1);

d———成型机主体(俯视图);

  1———操作区(4.3.2.1.3,4.2.1.6);

  2———转盘周边(4.3.2.1.2)。

图4 鞋底和鞋配件成型机:活动模具位置+转盘结构

61

GB/T31301.4—2015



a

b
  说明:

a———成型机主体(俯视图):          b———成型机局部视图:

1———注射或浇注区(4.3.2.1.5);       1———模具区;

2———模具区(4.3.2.1.1);          2———转盘下部区(4.3.2.1.4);

3———注射或浇注区(4.3.2.1.5);       3———模具更换和操作区;

4———转盘周边(4.3.2.1.2);         4———注射和浇注区;

5———模具更换区(4.3.2.1.6);        5———模具更换和操作区。

6———操作区(4.3.2.1.3,4.2.1.6);

7———模具更换区(4.3.2.1.6)。

图5 鞋底和鞋配件成型机(小单元):活动模具位置+转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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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说明:

a———成型机:

  1———输送带系统下部区(4.3.2.1.4)。

b———成型机(俯视图):

  1———输送带周边(4.3.2.1.2);

  2———模具区(开模机构)(4.3.2.1.1);

  3———操作区(4.3.2.1.3,4.2.1.6);

  4———模具更换和调整区(4.3.2.1.6);

  5———电控柜;

  6———按钮面板;

  7———浇注区(4.3.2.1.5);

  8———模具区(合模机构)(4.3.2.1.1);

  9———计量装置;

  10———液压动力装置。

图6 鞋底和配件成型机:水平输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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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说明:

a———成型机:

  1———输送带周边(4.3.2.1.2);

  2———输送带下方区(4.3.2.1.4);

  3———输送带周边(4.3.2.1.2)。

b———成型机(俯视图):

  1———模具区(开模机构)(4.3.2.1.1);

  2———操作区(4.3.2.1.3,4.2.1.6);

  3———电控柜;

  4———模具更换和调整区(4.3.2.1.6);

  5———计量装置;

  6———浇注区(4.3.2.1.5);

  7———模具区(合模机构)(4.3.2.1.1)。

图7 鞋底和配件成型机:竖向输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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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固定模具位置+喷嘴移动结构(见图8和图9)

4.3.2.2.1 模具和操作区

4.3.2.2.1.1 下列自动模具动作,如果存在危险,应仅在防护装置之内进行:
———开合模动作;
———模具回转动作;
———底板动作;
———鞋楦动作。
固定式防护装置应符合 GB/T8196—2003和B.1的要求;联锁防护装置应符合 GB/T18831—

2010和C.8的要求。

4.3.2.2.1.2 操作区模具的全部危险动作应由以下任一防护措施进行防护:
———符合H.1的动力联锁系统;
———与H.1中所述安全水平相同的且能够承受由模具运动产生的最大冲击力的强制式机械制动

系统。

4.3.2.2.1.3 操作位置进行模具危险动作的区域,应设置符合GB/T18831—2010和C.6(两个独立的联

锁系统)的联锁防护装置。
联锁防护装置打开时应停止在操作可接触范围内的任何危险动作(见GB23821—2009中表1、表3

和表4)。
合模可由符合4.2.8.6的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触发。

a                    b
  说明:

a———料筒进料口(4.2.10);

b———模具更换(4.3.2.2.3)和操作区域(4.3.2.2.1)(俯视图):

1———注射或浇注区(4.3.2.2.2);

2———模具区(4.3.2.2.1);

3———操作区(4.3.2.2.3)。

图8 鞋底和鞋配件成型机:固定模具位置+移动喷嘴(2个工位,1个注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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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1———注射装置移动区(4.3.2.2.2);

2———注射区(4.3.2.2.2);

3———模具更换(4.3.2.2.3)和操作区(4.3.2.2.1,4.2.1.6);

4———模具区(4.3.2.2.1)。

图9 鞋底和鞋配件成型机:固定模具位置+移动喷嘴(4个工位,1个注射装置)

4.3.2.2.2 注射或浇注区域

注射喷嘴逐工位移动的区域应由符合B.3要求的护栏保护。

如果无入口进入模具区,护栏进口处的联锁装置应符合 GB/T18831—2010和C.1的要求(见

图8)。如果能够接触到模具区,联锁装置应符合GB/T18831—2010和C.6的要求。

联锁装置应停止护栏区域内的全部危险动作,但如果进入其中由附加独立的防护装置保护则动作

不需要被中断。

材料注射可在防护装置打开的时候进行控制。

为承受固态和液态成型材料的冲击,防护装置应由合适的材料制造,如金属或聚碳酸酯。

4.3.2.2.3 模具更换和调整

模具更换、调整和设置、合模等动作,应仅能在联锁防护装置保护下进行。仅用于模具更换、调整和

设置的附加联锁防护装置应符合GB/T18831—2010和C.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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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3 固定模具位置+扇形结构(见图10)

4.3.2.3.1 成型和操作区

a) 模具的危险动作(如开合模动作、模具回转动作、底板动作和鞋楦动作)应仅能在固定式防护盖

(如3.14所定义)防护下进行,防护盖固定在浇注头上且偏离一个模具位置,用这种方式保证

操作者在整个合模过程中的安全。防护盖应符合B.1要求,位置和尺寸见图10。如果防护盖

在前一个模具位置完成合模之前移动,合模动作应中断;如果没有附加风险发生,这个动作应

该是可逆的。

b) 如果危险的模具动作由符合E.1和GB/T19671—2005的双手操纵装置控制,可以不用以上

防护盖。

c) 如果满足如下条件,允许自动开模:
———开模速度不超过100mm/s;
———机器运动部件产生的挤压和剪切危险是可防止的,或进入危险区由符合 GB/T8196—

2003要求的固定封闭式防护装置进行防护。

4.3.2.3.2 模具更换和调整

模具更换、调整和设置、合模等动作,除非符合以下要求,否则不能在安全防护装置以外区域进行:
———提供符合附录E.1和GB/T19671—2005的双手操纵装置;以及

———提供符合4.2.9.2的模式选择装置。

4.3.2.3.3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的部件

偏离4.2.8.3要求的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应至少符合GB/T16855.1—2008中PLb。

22

GB/T31301.4—2015



                          b

a

d

c

e
  说明:

位置1~10———已合模模具位置。
位置11———正在合模模具位置。
位置12~20———开模至填充位置。
a———鞋底成型机:固定模具位置+扇形结构:

a1———手动操作的填充装置;
a2———计量装置;
a3———模具更换(4.3.2.3.2)和操作区(4.3.2.3.1,4.2.1.6);
a4———操作者位置;
a5———保护屏蔽罩,在位置11(保护屏蔽罩主视图,宽80cm,高85cm)。

b———容器托盘:
b1———控制器;
b2———温度计。

c———开模:
c1———浇注单元;
c2———模具盖。

d———屏蔽合模位置前部。
e———操作者位置(俯视图):

e1———合模位置;
e2———操作者位置(俯视图)。

图10 鞋底成型机:固定模具位置+扇形结构

32

GB/T31301.4—2015



4.3.3 整鞋和整靴成型机+转盘结构(见图11)

4.3.3.1 模具区

下列自动模具动作,如果存在危险,应仅能在防护装置之下进行:
———开合模动作;
———模具回转动作;
———底板动作;
———鞋楦动作。
固定式防护装置应符合GB/T8196—2003和B.1的要求;护栏应符合B.3的要求;联锁防护装置

应符合GB/T18831—2010和C.3的要求。

4.3.3.2 转盘周边

安全防护装置应与4.3.1.1.2一致。

4.3.3.3 操作区

4.3.3.3.1 安全防护装置应与4.3.2.2.1.2一致。
4.3.3.3.2 操作者位置进行模具危险动作的区域,应设置符合GB/T18831—2010和C.6要求的联锁防

护装置。
打开联锁防护装置应停止转盘和操作者可接触到的任何危险的模具动作(见GB23821—2009中

表1、表3和表4)。
如果危险动作不能马上停止,应设置附加的符合GB/T18831—2010和C.8的防护锁。
合模动作宜采用符合4.2.8.6的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进行操控。

4.3.3.3.3 在操作者可能站立的合模区内的位置,为防止转盘旋转,应提供以下附加的防护装置之一:
———符合D.3和D.5的电敏防护装置;
———符合D.6的有源光电防护装置;
———符合附录G的压敏防护装置(压敏垫或压敏板)。
一旦触发了以上所述的装置,转盘旋转应仅当操作者通过启动控制按钮确认他离开了危险区域才

能进行。此按钮设置在模具区以外的位置,且每一个装置都设置一个启动按钮。

4.3.3.4 旋转工作台系统下部区域

安全防护装置应与4.3.1.1.4一致。

4.3.3.5 注射或浇注区

安全防护装置应与4.3.1.1.5一致。

4.3.3.6 模具更换和调整区

模具更换、调整和设置、合模等动作,根据4.3.3.1的要求,应确保有安全防护措施,除非:
———符合附录E.2和GB/T19671—2005的双手操纵装置;以及

———当选择“设置”模式时,工作台动作自动停止;以及

———提供符合4.2.9.2的模式选择装置。

4.3.3.7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偏离4.2.8.3要求的液压和气动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应符合GB/T16855.1—2008中电子/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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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统的PLd或符合GB/T16855.1—2008中的PLe和附录I的要求。应设置2个功率继电器。功

率继电器失效时应能监测到且导致系统切断,或者符合H.1中图H.1的要求。

  说明:

1———工作台下部区域(4.3.3.4);

2———注射区(4.3.3.5);

3———模具之间区域(4.3.3.3.3);

4———工作台周边(4.3.3.2);

5———模具更换(4.3.3.6)和操作区(4.3.3.3,4.2.1.6)。

图11 整鞋和整靴成型机:旋转工作台(见4.3.3)

5 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的验证

本章表1中的验证方法与第4章中所述安全要求一致。验证清单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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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验证清单

标准条款 内  容 验 证 方 法

4.2 鞋类成型机通用要求 见GB/T8196—2003,第8章

4.2.1.1
传动装置和驱动机构

———固定封闭式防护装置
测量间隙和距离,目测检查

4.2.1.2

运动机械部件、工具、工件动作、工具和

工件

———固定封闭式防护装置

———护栏

———固定式防护盖

———联锁防护装置

———机械式脱扣装置

———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

测量间隙和距离,目测检查

功能检查

4.2.1.3

运动机械部件,工具和工件

———脱扣装置

  ● 机械式脱扣装置

  ● 压敏棒

  ● 电敏防护装置

  ● 激光扫描器

———双手操纵装置

测量间隙和距离/位置,检查功能和制造商文件

4.2.1.4 间隙限制 测量间隙

4.2.1.5
作用力限制

压强限制
测量作用力,计算压强

4.2.1.6 操作者站立位置 目测检查

4.2.2 电气装置

4.2.2.1 ———电气装置 用适当的测量仪器进行检测

4.2.2.2 ———操作装置的定位 目测检查

4.2.3 热防护 测量表面温度,目测检查预防措施

4.2.3.1 热表面

4.2.3.2 热成型材料 目测检查

4.2.4 噪声控制

测量方法:
———见附录 M
———收集噪声发射数据

4.2.4.1 ———通过设计从源头控制噪声 设计验证,目测检查和测量

4.2.4.2 ———通过防护措施控制噪声 设计验证,目测检查和测量

4.2.4.3 ———通过信息控制噪声 检查使用说明书(见6.4)

4.2.5

烟气危害

———制造商了解机器的材料和物质预期

使用信息

———制造商不了解材料和物质预期使用

信息

验证程序,根据 GB/T18569.2—2001选择合适

的测试方法

检查提供的材料和说明文件(见6.3)

检查说明文件(见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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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标准条款 内  容 验 证 方 法

4.2.6 人类工效学 设计验证,目测检查,测量

4.2.7

高压流体系统

———设计

———标识

根据GB/T3766—2001进行设计验证

目测检查(见6.3)

4.2.8 控制

4.2.8.1

———电气系统

———气动系统

———液压系统
设计验证,目测检查

4.2.8.2
4.2.8.3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对于不同的安全功能:设计验证,功能测试

4.2.8.4 ———联锁防护装置

4.2.8.5 ———动力供应的失效和重启 设计验证,功能测试,目测检查

4.2.8.6 ———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 设计验证,功能测试,目测检查

4.2.8.7
4.2.8.8

———使用电 敏 防 护 装 置(ESPD)的 启 动

条件
设计验证

4.2.8.9 ———脚踏控制 目测检查

4.2.8.10 ———电磁干扰现象相关的机器风险 设计验证,测试

4.2.9.1 急停 设计验证(包括停止类别),目测检查,功能检查

4.2.9.2 模式选择装置 设计验证,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2.9.3 模具更换和调整
设计验证,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如果提供“低压力”模式:进行压力测试

4.2.9.4 聚氨酯机器的螺杆更换
设计验 证(包 括 检 查 电 路 图),目 测 检 查,功 能

测试

4.2.10 材料进料 设计验证,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2.11 辅助设备
设计验证,测量安全距离和脱扣装置的位置,目
测检查,联锁防护装置或脱扣装置的功能测试

4.2.12 集成制造系统
设计验证,测量安全距离,目测检查,联锁装置的

功能测试

4.2.13 辅助运输装置 设计验证和目测检查运输方式

4.3 特定类别的鞋类成型机的安全要求

4.3.1 连帮鞋成型机

4.3.1.1 活动模具位置+转盘结构

4.3.1.1.1 模具区域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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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标准条款 内  容 验 证 方 法

4.3.1.1.2 旋转工作台和输送带周边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测量间

隙,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1.1.3 操作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1.1.4 旋转工作台或输送带系统下部区域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1.1.5 注射或浇注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1.1.6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检查电路图

4.3.1.2
连帮鞋成型机,固定模具位置+直线式

结构

4.3.1.2.1
模具区(侧面和背面)

模具和喷嘴运动,固定式和联锁防护装置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1.2.2

模具区(操作者)

为防止危险的动力动作设置的双手操纵

装置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位置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1.2.3 注射或浇注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1.2.4 操作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2 鞋底和配件成型机

4.3.2.1 活动模具位置+转盘或输送带结构

4.3.2.1.1 模具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联锁装置)

4.3.2.1.2 旋转工作台和输送带周边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间隙测

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2.1.3 操作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间隙测

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2.1.4 旋转工作台或输送带系统下部区域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2.1.5 注射或浇注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2.1.6 模具更换和调整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位置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2.1.7 无完全安全措施的模具更换和调整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目测检

查和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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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续)

标准条款 内  容 验 证 方 法

4.3.2.2 固定模具位置+活动喷嘴

4.3.2.2.1 模具和操作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联锁装置)

4.3.2.2.2 注射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联锁装置)

4.3.2.3 固定模具位置+扇形结构

4.3.2.3.1 模具和操作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和运行速度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联锁

装置)

4.3.2.3.2 模具更换和调整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联锁装置)

4.3.2.3.3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检查电路图

4.3.3 整鞋和整靴成型机+旋转结构

4.3.3.1 模具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联锁装置)

4.3.3.2 工作台周边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联锁装置)

4.3.3.3 操作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联锁装置)

4.3.3.4 旋转工作台系统下部区域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3.5 注射或浇注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

4.3.3.6 模具更换和调整区
设计验证(包括验证相关位置的电路图),安全距

离测量,目测检查和功能测试(联锁装置)

4.3.3.7 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 检查电路图

6 使用信息

6.1 总则

使用信息应符合GB/T15706—2012的6.4及本章列出的要求。

6.2 信号和警告装置

制造商应为机器的剩余风险提供信号和/或警告标识。安全信号的特殊要求已在第4章规定。
警告标识应符合GB18209.1—200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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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使用说明书

基本信息应符合GB/T15706—2012中6.4.1的要求及以下特殊要求:

a) 通风设备:
使用信息应包括:

  ———制造商提供的通风要求及其使用限制;

  ———使用者应在限制范围内使用机器,如果超越限制条件,应有附加的防护措施;

  ———安装内部通风系统的要求或内部通风系统与外部通风系统连接的要求。
使用信息还应包括:

  ———机器应仅能在通风系统连接的情况下操作;

  ———连接的通风设备不允许失效。
对于有外部通风系统的机器:

  ———特别要求,关于所需的系统和制造安装规范的说明;

  ———关于如何连接通风系统和废气排放管道的说明;

  ———关于如何安装必须的集风罩或其他的防护措施;

  ———关于工作过程中产生蒸汽的体积量;

  ———对于安全处置过程应提供的最少稀释空气体积量。

b) 在设置、模具更换、故障查找和维修保养等干预过程中的安全要求。
应该给出关于设置、模具更换、故障查找和维修保养等可在机器停止状态下进行的干预过程中的预

防措施的信息。原则上,预防措施包括:

1) 使用一个动力切断装置将机器与能量源隔离;

2) 防止意外启动;

3) 耗散残留或储存的能量;

4) 验证机器的安全状态。
注:本部分不包括转盘式鞋类成型机的飞轮更换。

如果由于技术原因不可采用以上预防措施,制造商应规定其他的措施和/或规程。

c) 编程、程序验证和故障查找过程中的安全措施。当人员需要在编程、程序验证和故障查找等过

程中处于危险区域时,应给出详细的关于使用和增加安全措施的信息(见附录J)。

d) 如有必要,使用说明书应给出听力保护的信息。

e) 排除过程故障的信息:制造商应提供关于处理泄露和堵塞时的安全方法。

f) 制造商应给出润滑油和液压油必要的信息。

g) 供应商应提供机器和其部件安全运输的信息。

h) 激光扫描器的制造商应提供安装、维护、常规检查等的使用说明书。

i) 影响操作者健康和安全的备件使用规范。

6.4 噪声发射标示值

使用说明书应提供根据EN12545:2000及本部分附录 M确定的以下噪声发射标示值:
———A计权发射声压级超过70dB的操作者位置,标示出A计权发射声压级噪声发射值;不超过

70dB(A)的操作者位置,标明不超过的事实;
———当操作者位置A计权发射声压级超过80dB,应标示机器的A计权声功率级。

6.5 标识

6.5.1 根据GB/T15706—2012中6.4.4的要求,机器应在显著位置清晰且永久性地标记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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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和在适当情况下其授权代表的全称及详细地址;
———机器名称;
———强制性标识;
———生产日期;
———机器序列号(如果有);
———电气设备应按GB5226.1—2008中第16章要求标识;
———液压及气动系统的压力范围数据应按GB/T3766—2001和GB/T7932—2003的要求标识。

6.5.2 包含高压气体和高压液体的软管应标识出最大允许工作压力(MPa)。液压软管的标识应符合

GB/T3766—2001的要求。

6.5.3 制造商应在机器的适当部位标识液压油和润滑油规格等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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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重大危险清单

本附录包含了本部分所涉及的、由风险评估所确认的本类型机器的重大风险,以及需要消除或减少

的所有重大危险、危险位置和危险事件(见表A.1中A.1~A.9)。
注:可能导致机械危险的典型区域示意图在图1~图11、图N.1中已经指出(各示意图均为资料性的)。

本重大危险清单基于GB/T16856.1—2008编制。也可参见本部分中的安全要求和/或保护措施

章节。
在使用本部分之前,列出鞋类成型机的风险评估与本附录对照,应确保机器的全部重大危险在本附

录清单内。

表A.1 重大危险清单

危险区域或危险源 危险类型 图/子图 相关章节

A.1 机械危险 4.2.1.1、4.2.1.2、4.2.1.3、

4.2.1.4、4.2.1.5

A.1.1 模具区域:以下装置

的合模、夹紧、开模动作:
———鞋楦

———楦型模具

———侧环

———鞋内包头装置

———上升的鞋底模具

———模盖

———脱模器

挤压和剪切

1(1a)

2(2a,2d),3
4(4c),5(5b),6,7
8,9
10(10c)

11

4.3.1.1.1
4.3.2.1.1
4.3.2.2.1
4.3.2.3.1
4.3.3.1

A.1.2 当回转工作台或输

送带动作时,固定式防护装

置与机器部件、模具之间区域

吸入、陷入、剪切或挤压 1(1b)

4,5,6,7
11

4.3.1.1.2
4.3.2.1.2
4.3.3.2

A.1.3 操作区 4.3.2.1.3
4.3.3.3

A.1.3.1 动力控制鞋楦转动 挤压、剪切或碰撞 1(1c) 4.3.1.1.3.1

A.1.3.2 动力控制模盖转动 挤压、剪切或碰撞 2(2d),3 4.3.1.2.4

A.1.3.3 鞋底模具转动及

往复运动

挤压、剪切 1(1f)

2(2d),3
4.3.1.1.3.2
4.3.1.2.4

A.1.4 回转工作台下方区域 剪切、挤压、吸入、陷入 1(1e)

4(4d),5(5b),6,7
11

4.3.1.1.4
4.3.2.1.4
4.3.3.4

A.1.5 操作者站立区

———突出部件

———凹凸不平、倾斜、湿滑的

平台

———台阶

摔倒、打滑 1(1g2),2(2d),3,4
5(5b),6,7,8(8b),9,10
(10e),11

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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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危险区域或危险源 危险类型 图/子图 相关章节

A.1.6 运输过程中由于重

力产生的机器移动

挤压,剪切 4.2.13

A.1.7 注射和浇注混合区

———喷嘴移动至模具

———填满熔料的喷嘴与模具

或机器部件之间的相对

运动

———注射或浇注装置的活动

部分

挤压,剪切,吸入,陷入,缠绕 1(1d)

2(2b,2c,2d),3,4(4b),5
(5b),6,7,8(8b),9
11

4.3.1.1.5
4.3.1.2.3
4.3.2.1.5
4.3.2.2.2
4.3.3.5

A.1.8 料筒的进料口 陷入,剪切,切断,缠绕 8 4.2.10

A.1.9 转盘或输送带结构

与辅助设备之间的区域,如:
———喷嘴清洗器

———喷雾器

———拉料杆

———机械手

———活化装置

挤压、剪切、陷入、碰撞 1(1g1),6,7,N.1 4.2.11

A.1.10 带辅助装置的机器

与运输装置,其他做准备工

作和后处理的机器(集成制

造系统)之间的区域,如:
———鞋楦输送带

———操作机器人

———冷冻定型装置

挤压、剪切、陷入、碰撞 N.1 4.2.12

A.1.11 模具更换和调整 挤压、剪切、陷入、碰撞 1(1g)

2,3
4,5(5b),6,7
8,9
10
11

4.2.9.3
4.3.1.2.2
4.3.2.1.6
4.3.2.1.7
4.3.2.2.3
4.3.2.3.2
4.3.3.6

A.1.12 更换螺杆 陷入,吸入,挤压 4.2.9.4

A.2 电气危险

由于以下原因导致的直接或

间接的触电:
———元件失效

———绝缘保护失效

———设计失误,安装不当或

电子元件选用错误

电击和灼伤 4.2.2

A.3 热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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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危险区域或危险源 危险类型 图/子图 相关章节

A.3.1 意外接触高温表面,
如:
———高温输送带

———喷嘴

———模具

———高温平台

灼伤 4.2.3.1

A.3.2 高温成型材料喷出

———模具分型面

———喷嘴和模具之间部位

———清洗时

灼伤 4.2.3.2

A.4 噪声

主要噪声源:
———螺杆

———液压部分

———气动部分

———抽风装置

听力损伤,交流和听觉信号

受干扰,耳鸣,疲倦和压力
4.2.4

A.5 烟气排放或皮肤接触

模具区、注射区和准备区:
———从PU成型材料溢出的

异氰酸酯

———热塑性塑料或者橡胶材

料过热

———脱模剂中的溶剂

———成型材料和溶剂与皮肤

接触

职业病的风险(呼吸系统,皮
肤,神经系统)

4.2.5

A.6 忽视人类工效学

———局部照明不足

———不规范的操作姿势

———装卸过程用力过度

———控制和显示不合理

———相对工作区域来说,机
器的设计与人体的尺寸

不协调

职业病的风险

能见度低造成的事故

疲劳

生理和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

肌肉骨骼损伤/重复性劳损/
与工作有关的上肢障碍

4.2.6

A.7 控制和能量供应的功

能性故障

———控制系统失效(安全装

置和机器控制失灵)
———能量供应故障(不正常,

失效,意外重启)
———电磁干扰

由意外危险动作(例如:意外

启动或者意外停止)造成的

所有可能的危害

4.2.8
4.3.1.1.6
4.3.2.3.3
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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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危险区域或危险源 危险类型 图/子图 相关章节

A.8 高压液压油喷溅或液

压元件爆炸导致液压油喷溅

———液压或气动装置失效(破
裂的软管,装置和管道)

由于高温油导致的伤害或软

管的冲击

4.2.7

A.9 人为错误,人类行为

———紧急情况

———不同的操作模式

在紧急状况下,机器不能迅

速停止导致的危险

当选择某种操作模式时如果

发生了错误所导致的危险

4.2.9.1

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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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防护装置的要求

B.1 固定式防护盖

固定式防护盖应符合GB/T8196—2003及以下要求:
固定式防护盖应尽可能防止操作人员进入危险区域,但应至少保证从操作者位置可以观察到危险

区域。

B.2 可移动的封闭式防护装置和可移动的防护盖

B.2.1 可移动的封闭式防护装置和防护盖应符合 GB/T8196—2003的要求,且应按C.1要求进行

联锁。
此外,应按B.2.2规定进行。

B.2.2 可移动封闭式防护装置和防护盖中由重力作用产生的危险应采用可约束的平衡装置来进行预

防,可由以下方法实现:
———机械弹簧;
———气压弹簧;
———配重。

B.3 护栏

护栏高度应至少为1.8m并应符合GB23821—2009中表1的要求。护栏和地面之间的净空应不

超过0.3m并应符合GB23821—2009中表B.1的要求;护栏网孔面积应符合GB23821—2009中表4
的要求。护栏应固定且应在不使用工具时不可拆除。

护栏开口可仅由以下工具打开:
———工具或钥匙;或
———在使用门的情况下,开门应驱动危险动作停止,且应按 GB/T18831—2010和C.1的要求

联锁。
护栏的设置应尽可能使操作者不可能站立在危险区域内,以下两种方案可以满足要求:防护装置后

面空隙水平方向不大于150mm,或任何表面具有大于45°的斜角。
单独将护栏门关闭应不能重新启动机器。
如果危险区域可以进入,应符合以下附加的安全要求:
应设置附加的手动控制启动装置。启动控制器应设置为仅当操作者离开危险区域后才能操作。
操作者还处于危险区域内部时应不能重新启动机器。
以下方法可以达到:
———符合附录G的压敏保护装置;或
———符合附录D的脱扣装置(如电敏遮栏),使得机器或危险部件应在操作者进入护栏内部时停

止,且在操作者离开危险区域前不能重新启动。
护栏的进入门应设置为可从内部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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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联锁防护装置系统要求

表C.1 联锁防护系统要求

类别 基本电路图 要求

带一个联锁系统的联锁防护装置(不带防护锁)

C.1一个位置传感器
 见GB/T18831—2010
 另外,还需符合如下要求:
 对于联锁装置,根据GB/T16855.1—
2008中PLb的要求,可能仅采用符合

GB/T18831—2010中6.2.1要求的机械

式位置传感器。
 当防护装置处于防止进入危险区

的位置时,不应产生由其自身导致的

危险动作

C.2两个位置传感器  见GB/T18831—2010
 另外,还需符合如下要求:
 对于联锁装置,根据GB/T16855.1—
2008中PLb的要求,可能仅采用符合

GB/T18831—2010中6.2.2要求的

机械式位置传感器。
 当防护装置位于防止进入危险区

的位置时,不应产生由其自身导致的

危险动作

C.3=C.2+监控  见GB/T18831—2010
 另外,还需符合如下要求:
 对于联锁装置,可能仅 采 用 符 合

GB/T18831—2010中6.2.2要求的

机械式位置传感器。
 位置传感器的功能应为在机器的

每一个循环或至少防护装置的每一

个循环都能被监测到,以至于其中任

何一个传感器失效后都能够被自动

监测,在下一个循环时不再启动。
 监测电路应提供以下功能:
 ———应监测位置传感器的正确的

逻辑相关性;
 ———应监测活动防护罩每一个循

环的传感器开关位置;
 ———控制电路的能动信号应在监

控检查完成时立即给出;
 ———在失效状况下,监控系统应确

保危险运动的原动力切断,如
符合 GB/T16855.1—2008中

PLd的关断液压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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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续)

类别 基本电路图 要求

带两个联锁系统的联锁防护装置(不带防护锁)

C.4=C.1+动力联锁  见C.1(带一个位置传感器)和 H.1,
均符合GB/T16855.1—2008中PLb

C.5=C.2+动力联锁  见C.2(两个位置传感器)和 H.1,
均符合GB/T16855.1—2008中P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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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续)

类别 基本电路图 要求

带两个联锁系统的联锁防护装置(不带防护锁)

C.6=C.3+动力联锁  见C.3(两个位置传感器+监控器)
和 H.1,分 别 符 合 GB/T16855.1—

2008中PLd和PLb

C.7=C.6+动力联锁的位置监测=
双电路联锁

 见 C.3和 H.1,另外,需符合以下
要求:
 对于双系统联锁,在每一个防护循
环中应监控防护传感器正确的功能。
 应确保检测到失效,且防止进一步
的危险动作。
 同样地,动力中断装置应采用位置
监控。
 在防护装置关闭情况下,机器进行
预定操作的重要阶段,例如:在自动
模式,应监控到机器相关循环中的中
断状态。为达到此目的,在机器工作
循环中需要有一种中断设备与防护
装置一起保障安全。
 如果可能,监控电路应采用可以进
行常规功能检测的固态零件,例如:
有目的 地 在 电 路 中 加 入 分 析 装 置。
如果机器采用电脑控制,监控程序可
永久性存储,例如:用来防止电子干
扰的ROM系统。根据 GB/T16855.
1—2008的PLe,为了使监控全面有
效,安全电路和相关的机器控制出现
任何故障时应能自动分析且危险动
作应自动停止。同样地,这个系统也
应保证只有在监控系统确认功能正
常情况下机器才能动作。为达到这
个目标,一 旦 检 测 到 失 效,动 力(例
如:液压泵)应断开连接。检查到的
故障应存储下来,以确保下一个机器
动作在重启前(即错误被纠正前)不
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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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续)

类别 基本电路图 要求

带两个联锁系统的联锁防护装置(不带防护锁)

C.8=动力联锁+防护锁
 见 H.1,H.1符合 GB/T16855.1—

2008中PLb。

 另外,应符合以下要求:

 应仅在危险运动已经停止的情况

下才可能打开封闭式防护装置。

 联锁所需时间应至少与停机时间

一样长,且宜由符合GB/T16855.1—

2008中PLa的时间继电器控制。

 如果动力供应被切断,防护锁应保

持在使 防 护 装 置 不 能 活 动 的 位 置。
防护锁的位置应进行监测

  注:

1———防护装置关闭;

2———防护装置打开;

3———机械控制;

4———自动监控;

5———直接地;

6———间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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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脱扣装置的要求

D.1 带一个位置传感器的机械式脱扣装置

D.1.1 带一个位置传感器的机械式脱扣装置要求

D.1.1.1 当触发杆不能操作时,传感器应:
———不能被驱动;
———产生一个强制输出信号到控制系统作为危险运动的使能条件。

D.1.1.2 当触发杆可操作时,传感器应由触发杆直接强制操作,应采用直接机械式动作且应中断危险

动作。

D.1.1.3 电子位置传感器应符合GB5226.1—2008中10.1.4的要求。

D.1.1.4 触发杆复位时应不能直接启动危险动作。

D.1.1.5 根据GB/T19876—2012的要求,机械脱扣装置的启动应能在接触到危险区域之前中止危险

动作。

D.1.1.6 压敏棒应符合GB/T17454.2—2008的要求。

D.1.2 验证

D.1.2.1 D.1.1.1和D.1.1.2的验证:根据D.1.1的要求,检查其功能及其电路。

D.1.2.2 D.1.1.3的验证:根据GB5226.1—2008中10.1.4和GB14048.5—2008进行检查。

D.1.2.3 D.1.1.4的验证:功能性检查。

D.1.2.4 D.1.1.5的验证:根据GB/T19876—2012要求的安全距离,应按式(D.1)计算:

S=K ×T …………………………(D.1)

  式中:

S———安全距离,单位为毫米(mm);

K———接近速度,等于1600,单位为毫米每秒(mm/s);

T———全系统停机性能,单位为秒(s)。

D.2 电敏保护装置(ESPD)

D.2.1 正常水平的电敏保护装置

D.2.1.1 ESPD(正常水平)应符合GB/T19436.1—2004和GB/T19436.2—2004的要求。

D.2.1.2 进入危险区域应由光幕限制。必要时,应提供符合GB23821—2009的附加的防护装置。

D.2.1.3 在身体的任何部位触动到电敏防护装置的同时应不能开启任何危险动作。

D.2.1.4 根据GB/T19876—2012的要求,电敏防护装置的触发应能在接触到危险区域之前中止危险

动作。

D.2.1.5 当电敏保护装置被触发后,直到电敏保护装置被手动重置之前应不能开始危险动作。

D.2.1.6 机器启动控制器的位置应使操作者能清晰观察到电敏保护装置的防护范围。

D.2.1.7 电敏防护装置应为GB/T19436.2—2004中类型2(测试装置,用于机器不需经常进入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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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D.2.2 高水平的电敏保护装置(ESPD)

D.2.2.1 应符合D.2.1.1至D.2.1.6的要求。

D.2.2.2 电敏防护装置应为GB/T19436.2—2004中类型4(自检测装置,用于机器需经常进入的区

域)。

D.2.3 验证

D.2.3.1 D.2.1.2和D.2.2.1的验证:测量,目测和试机操作;

D.2.3.2 D.2.1.3和D.2.2.1的验证:功能操作,计算,根据GB/T19876—2012测量。

D.2.3.3 D.2.1.4和D.2.2.1的验证:根据GB/T19876—2012要求的安全距离,应按式(D.2)计算:

S=K ×T+C …………………………(D.2)

  式中:

S———安全距离,单位为毫米(mm);

K———接近速度,等于1600,单位为毫米每秒(mm/s);

T———全系统停机性能,单位为秒(s);

C———侵入距离,单位为毫米(mm)。
根据所需检测的障碍(H)尺寸,侵入距离(C)见表D.1。

表D.1 侵入距离

需检测的障碍物尺寸 H
mm

侵入距离C
mm

≤14 0

>14~≤20 80

>20~≤30 130

>30~≤40 240

>40 850

D.2.3.4 D.2.1.5和D.2.2.1的验证:功能测试。

D.2.3.5 D.2.1.6和D.2.2.1的验证:目测检测。

D.2.3.6 D.2.1.7、D.2.2.1和D.2.2.2的验证:检查操作模式,检查制造商文档(特别是电路图和元件规

格书)。

D.3 高水平的带控制功能的电敏保护装置(ESPD)

D.3.1 高水平的带控制功能的电敏保护装置(ESPD)要求

D.3.1.1 应符合D.2.2的要求。

D.3.1.2 通过使用带控制功能的电敏保护装置,应符合以下条件:
———在未中断保护光栅的情况下应不能站在危险区域内;
———单一或两个断开信号不足以启动机器动作,还应提供常规的控制方式。

D.3.1.3 由去除光幕来驱动机器动作的设备应由一个与单个工作循环相当的预设时间进行限制。如

果超过了预设时间,则电敏防护装置应仅能返回至安全功能。
24

GB/T31301.4—2015



两个操作模式可供选择:

a) 单一中断(要求光幕中断和重置一次);

b) 双重中断(要求光幕中断和重置两次)。

D.3.1.4 电敏保护装置在危险动作的全过程都应是有效的。

D.3.2 验证

D.3.2.1 D.3.1.1的验证:见D.2.3验证方式。

D.3.2.2 D.3.1.2的验证:实物检查和测试。

D.3.2.3 D.3.1.3的验证:预设时间的测量和功能检查。

D.3.2.4 D.3.1.4的验证:电路图检查和功能测试。

D.4 使用于危险区域防护作用的电敏保护装置(ESPD)

D.4.1 使用于危险区域防护作用的电敏保护装置(ESPD)要求

D.4.1.1 与D.2.1或D.2.2的要求相同。

D.4.1.2 为了避免绕过电敏保护装置(ESPD),根据 GB/T19876—2012中6.1.4要求,应设置2束

激光。

D.4.2 验证

D.4.2.1 D.4.1.1的验证:见D.2.3的验证方法。

D.4.2.2 D.4.1.2的验证:距离检查,试验,目测检查。

D.5 有源光电保护装置(激光扫描器)

D.5.1 有源光电保护装置(激光扫描器)要求

D.5.1.1 激光扫描器应符合GB19436.3—2008的要求。

D.5.1.2 激光扫描器系统应符合GB/T16855.1—2008中的PLd。

D.5.1.3 制造商的使用说明中应尽可能地提供安装、维护、常规检查和使用信息。

D.5.2 验证

D.5.2.1 D.5.1.1的验证:试机操作,检查制造商文件。

D.5.2.2 D.5.1.2的验证:检查电路图。

D.5.2.3 D.5.1.3的验证:根据D.5.1.3和6.3i)的要求检查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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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双手操纵装置的要求

E.1 正常水平的双手操纵装置

E.1.1 正常水平的双手操纵装置要求

E.1.1.1 双手操纵装置应符合GB/T19671—2005的要求。
E.1.1.2 在某些位置,如果一个或两个控制器被释放时,运动部件仍然是危险的,危险运动应立刻停止

或应终止并反向。
E.1.1.3 双手操纵装置应设置在离开危险位置一定距离处,使得在释放控制装置后,危险动作停止或

停止并反转前操作者不可能接触到危险点。
E.1.1.4 双手操纵装置应为GB/T19671—2005中ⅢA型装置。当单一失效发生于双手操纵装置的其

中一个电子元件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使用一个按钮不能操作双手操纵装置;
b) 防止意外启动。

E.1.2 验证

E.1.2.1 E.1.1.2的验证:功能性检查。
E.1.2.2 E.1.1.3的验证:根据GB/T19876—2012的要求,安全距离应按式(E.1)计算:

S=K ×T …………………………(E.1)
  式中:

S———安全距离,单位为毫米(mm);
K———接近速度,等于1600,单位为毫米每秒(mm/s);
T———全系统停机性能,单位为秒(s);

E.1.2.3 E.1.1.4的验证:检查制造商文件(特别是电路图、元件规格书)。

E.2 高水平的双手操纵装置

E.2.1 高水平的双手操纵装置要求

E.2.1.1 要求应符合E.1.1.1~E.1.1.3。
E.2.1.2 每次操作时两个控制器操作时间间隔在0.5Ss以上时不应启动危险部分的动作。
E.2.1.3 双手操纵装置应为GB/T19671—2005中ⅢC型装置。当2个独立的失效发生于双手操纵装

置的电子元件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使用一个按钮不能操作双手操纵装置;
———防止意外启动。

E.2.2 验证

E.2.2.1 E.2.1.1的验证:见E.1.1.2、E.1.1.3的验证。

E.2.2.2 E.2.1.2的验证:检查功能性,如果两个装置操作时间差超过0.5s,则机器不应启动。

E.2.2.3 E.2.1.3的验证:见E.1.1.4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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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保持-运行控制装置要求

F.1 保持-运行控制装置(停止功能)

F.1.1 保持-运行控制装置(停止功能)要求

F.1.1.1 保持-运行控制装置应设计为使得机器的危险运动仅在控制器被驱动的同时才可能动作。

F.1.1.2 当控制被释放时,全部危险动作应停止。

F.1.1.3 控制器(按钮、控制杆等)应为:

a) 防止非预期的启动(如,带罩的控制器或保护环);

b) 安装于垂直的表面;

c) 设置于确保完全看清危险区域的位置。

F.1.1.4 保持-运行功能的抑制,应仅能由一个线径依赖的传感器进行。

F.1.1.5 装置中元件的单一失效应不能导致停止功能不可操作。可由安装了两个弹簧或者一个安全弹

簧的驱动器来实现。
注:见图F.1。

  说明:

1———向下;

2———向上。

图F.1 气动系统原理图

F.1.2 验证

F.1.2.1 F.1.1.1和F.1.1.2的验证:功能性试验。

F.1.2.2 F.1.1.3的验证:目视检查。

F.1.2.3 F.1.1.4和F.1.1.5的验证:制造商文件检查(特别是电路图,元件规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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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 保持-运行控制装置(反转功能)

F.2.1 保持-运行控制装置(反转功能)要求

F.2.1.1 要求应符合F.1.1.1和F.1.1.3~F.1.1.5。

F.2.1.2 当释放控制时,动作应立即反转。
注:见图F.2。

说明:

1———向下。

图F.2 气动系统原理图

F.2.2 验证

F.2.2.1 F.2.1.1的验证:见F.1.1.1和F.1.1.3~F.1.1.5的验证;

F.2.2.2 F.2.1.2的验证:功能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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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压敏垫(PSM)和压敏板(PSF)的要求

G.1 压敏垫(PSM)和压敏板(PSF)要求

G.1.1 压敏垫(PSM)和压敏板(PSF)应符合GB/T17454.1—2008的要求。

G.1.2 根据GB/T19876—2012的要求,压敏垫(PSM)或压敏板(PSF)应设置为在接触到危险区域前

执行关闭危险动作的操作。

G.1.3 进入危险区域应由压敏保护装置进行限制。

G.1.4 压敏垫(PSM)或压敏板(PSF)脚踏面的设计应防止打滑和绊跌。

G.1.5 为确保通过危险区域时踩中压敏垫(PSM)或压敏板(PSF)的有效区域,其长度不应低于1.2m。
为避免跨过压敏装置的边界,应设置栏杆。

G.1.6 压敏垫(PSM)和压敏板(PSF)应符合附录I的要求。

G.2 验证

G.2.1 G.1.1和G.1.2的验证:使用2片直径为80mm的压敏垫进行试验测试,见GB/T17454.1—

2008和GB/T19876—2012。
根据GB/T19876—2012,安全距离应按式(G.1)验证:

S=K ×T+C …………………………(G.1)

  式中:

S———安全距离,单位为毫米(mm);

K———接近速度,等于1600,单位为毫米每秒(mm/s);

T———全系统停机性能,单位为秒(s);

C———侵入距离,等于850,单位为毫米(mm)。

G.2.2 G.1.3的验证:目测检查。

G.2.3 G.1.4的验证:目测检查。

G.2.4 G.1.5的验证:测量和目测检查。

G.2.5 G.1.6的验证:检查制造商文件(特别是电路图、元件规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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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合模控制的要求

H.1 动力联锁系统

动力联锁系统应独立于机器的控制系统。
动力联锁系统可以是阀或限位开关,由联锁防护装置或回转工作台驱动,直接或间接中断液压或气

压动力介质,或中断电力供应(示例见图H.1)。位置探测器(阀或限位开关)应为如GB/T18831—2010
中3.7定义的强制模式驱动。

  说明:

a———直接机械操作动力联锁;

b———液动阀控制的动力联锁;

c———门打开;

d———门关闭。

图H.1 流体系统中机械式动力联锁和液动阀控制的动力联锁装置

H.2 符合GB/T16855.1—2008中PLb的控制系统

示例见图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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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a———电子驱动阀组的气动控制;

b———电气控制(仅针对S1说明);

c———纯气动控制。

图H.2 符合GB/T16855.1—2008中PLb的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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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规范性附录)

双故障安全控制系统的要求

控制系统的安全相关部件应符合GB/T16855.1—2008中PLe及以下要求(见图I.1):
———单一故障不应导致危险动作的自动启动;
———安全功能发出下一个指令时或发出之前,应尽可能检测出单一故障。
———第一个故障未识别出,且发生第二个故障时,不应导致危险动作的自动启动。
不应假设两个独立的错误同时发生的情况。

图I.1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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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规范性附录)

集成制造系统相关的安全防护装置暂停的控制方法

J.1 控制器的设计应使得在安全防护区域之外,不能进行以下操作:
———设置;
———编程;
———程序验证;
———故障排除(查找故障和生产周期观察)。
相关的安全防护装置在J.2~J.5规定的条件下可以暂停使用,用于允许人员进入危险区域。安全

防护装置的暂停应能够进行时间设置(如,10s)。暂停应由一个带可锁定的选择装置或由其他与4.2.9.2
有同等安全水平的装置执行。

J.2 当人员需要进入危险区域时,应提供以下任意一个基于操作模式的安全措施(见表J.1)。

表J.1 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1~10)

设置

编程

程序验证

故障排除

可选择的解决方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安全措施

加速 — — — × — — — × × ×

减速(≤2m/min) × × — — × × — — — —

减速(≤2m/min)且双故障安全符合附录I — — × — — — × — — —

使用按键开关取消减速 — — — — — — — × × ×

3位置使能装置 × — — — × — — × — —

2位置使能装置 — × — — — × — — × —

急停 — × × × — × × — × —

保持-运行控制装置 — — × — — × — — —

固定式保持-运行控制装置 — — — × — — — — — —

双手操纵装置 — — — — — — — — — ×

  注:“×”表示选择,“—”表示不选择。

  示例:“设置”选择方案1时的安全措施为“减速,3位置使能装置”。

用于启动危险动作的活动式控制装置应设计为由操作者在危险区域使用。
固定的保持-运行装置和双手操纵装置应设置为当操作者使用这两类装置时不能够接触到相关的

危险部件(根据GB/T19876—2012的要求)。

J.3 如果安全防护装置不是按J.1和J.2相关的模式而是被其他模式暂停,应仅能在危险区域以外启

动危险操作。

J.4 正常的生产应仅在安全装置进行重启后才可能进行。

J.5 在安全防护装置无效的状态下为帮助操作人员应提供辅助措施。
辅助措施可包括:
———显示可能导致危险状况的安全相关功能/电路和操控器的状态;
———显示基本情况(如,工作进展情况、设备位置参数、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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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规范性附录)

带控制功能防护装置(带启动功能的联锁防护装置)的要求

K.1 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应具备的特征

K.1.1 应符合附录C中联锁防护装置的全部要求。

K.1.2 机器运行周期不许超过1min,当超过这个时间,关闭带控制功能的防护装置不能启动危险

动作。

K.1.3 机器的尺寸或形状不允许操作者或其他人或操作者的部分身体停留在危险区域,或位于危险区

域和已关闭的防护装置之间(见GB/T8196—2003)。

K.1.4 打开带启动功能的联锁防护装置或另一个联锁防护装置是进入危险区的唯一方式。

K.1.5 带启动功能的联锁装置应设计为使得其自身的失效不能导致不可预测的/意外的启动。

K.1.6 防护装置是牢固地打开的(如,使用一个弹簧或配重)以至于当其因自重掉落时不能触发启动

信号。

K.2 验证

K.2.1 K.1.1的验证:功能测试,检查制造商文件。

K.2.2 K.1.2的验证:功能测试,运行周期是否限制在1min以内。

K.2.3 K.1.3和K.1.4的验证:目测检查。

K.2.4 K.1.5的验证:检查制造商文件。

K.2.5 K.1.6的验证:操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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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L
(规范性附录)
烧伤阈温度

L.1 为避免由意外接触(接触时间小于1s)导致的烫伤,不应超出以下烧伤阈最低温度(见表L.1)。

表L.1 温度

材料
表面温度

℃

未涂覆的金属表面 65

塑料表面 85

木制品表面 110

  当接触时间超过1s时,要求温度更低(见GB/T18153—2000)。

L.2 验证

表面温度的测量,目视检查采取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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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M
(资料性附录)

鞋类成型机噪声测试规范

M.1 范围

本附录适用于本部分中所包含的鞋类成型机的噪声测试。本附录应和EN12545:2000联合使用。

M.2 术语和定义

M.2.1 
材料

一般为制造商的机器特定指定的材料。宜为热塑性塑料、热固性塑料、热固性人造橡胶、橡胶或双

组分液态聚氨酯。

M.2.2 
加工温度

由机器制造商推荐的用于注射、浇注或直接硫化的测试材料的温度。在温度范围已经给定的位置,

测试材料温度应至少为给定温度的最小值。

M.2.3 
测试周期

为一个完整的工作循环。取决于不同的机器类别,可能包括:

a) 转盘旋转,喷嘴运动;或

b) 直线式模具运动;和

c) 注射、浇注或硫化和模具运动:合模、开模和/或回转;

d) 根据4.2.11的附加设备。

M.2.4 
操作者站立位置

根据机器的类别和按照供应商提供的使用说明书的要求,操作者所站立的区域(见图2~图11中

操作区)。

M.3 机器类型描述

鞋类成型机及其附加设备,如第1章和3.1~3.7中所定义的。

M.4 A计权声功率级测定

M.4.1 机器在其测试周期内应操作3次。应按EN12545:2000第6章要求进行测试。

M.4.2 任何传声器位置被操作人员阻碍,此位置应从测试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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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5 A计权发射声压级测定

M.5.1 测定操作者位置A计权发射声压级的传声器的定位

M.5.1.1 传声器应位于靠近操作者的位置,按制造商的要求有一名操作者在操作区以内。

M.5.1.2 传声器的位置应位于平常操作者所站或坐的水平面的参考点位置。

M.5.1.3 参考点位置应为机器加工区前面水平距离0.4m±0.05m,并在与机器中心线平行的直线上

左右偏离中心线0.2m±0.02m的点上。

M.5.1.4 传声器应位于参考点位置正上方,高度为1.6m±0.05m。

M.5.2 测试方法

机器应按EN12545:2000第6章要求进行测试。在其测试过程中应操作3次。

M.6 操作条件

M.6.1 机器应按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一般工作条件进行操作。

M.6.2 机器操作应使得材料处于加工温度。材料的流量应至少为机器制造商要求的最大流量

的80%。

M.6.3 试验周期应为5min或10个测试循环。

M.6.4 如果安装了弹性支架,应进行记录和报告。

M.6.5 用于测试的机器应开机后空转运行至少30min后才能开始测试。

M.7 不确定度测量

见EN12545:2000,第9章。

M.8 文档

记录的信息和测试报告的内容应按EN12545:2000第10章和第11章要求进行。如果使用附录

的数据表图 M.1,其内容应与测试报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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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供应商名称和地址:
机器型号:

序列号:
机器类型:
测试材料:
材料温度:
测试周期(时间或循环数):
流量:

是否安装弹性支架:  是   否

工作站A计权声压级噪声值:
使用的基础标准为:

LDA单位为分贝(dB):  1  2  3  算术平均值

不确定度K 值:
A计权声功率级噪声值:

使用的基础标准为:

LWA单位为分贝(dB):  1  2  3  算术平均值

不确定度K 值:

是否偏离EN12545:2000和/或其他使用的基础标准?   是   否

如果是,描述如下:

图 M.1 鞋类成型机噪声测试报告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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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N
(规范性附录)

集成制造系统的重要事项

N.1 项目组织

在制造系统规划、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应协调安排安全措施,特别是在各个机器之间相互作用的安

全措施。这个原则也适用于包括多个附属单元系统和/或不同的供应商所提供的独立单元。

N.2 安全策略应用

根据风险评估(见N.3)的要求,集成制造系统的设计和防护应能确保安全运输、安装、使用和维护。

N.3 风险评估

危险应由如下因素确定:单一机组、单一机组之间的相互作用、操作系统附属设备,以及对整个系统

操作的全部潜在的操作模式/条件,如编程、验证、故障查找、维护保养或维修等操作时正常的安全防护

手段被暂停。这一要求也适用于扩大或重建的系统。
在人员相互干预作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的可预见情况下,应对正常运行进行风险评估。在正常生

产中存在危险的区域,宜避免人为干预。
还应考虑系统中可预见的有人为干预过程的风险(如,清理障碍物、设置、编程/示教、故障检测、维

护保养)。宜考虑到,在这些条件下正常的控制顺序和部分或全部安全装置可能被暂停。在这种情况

下,宜特别考虑局部控制和带专有安全工作系统的安全防护装置。
应识别出系统中每个可能进入的区域可能发生的每种危险状态。

N.4 文件要求

系统文件应包括(以及其他)以下内容:
———描述系统潜在风险情况和如何纠正这些风险。
对于辅助操作人员,在安全防护装置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应提供辅助措施。辅助措施可以包括:
———显示可能导致危险状况的安全相关功能/电路和操控器的状态;
———显示基本情况(如,工作进展情况、设备位置参数、温度)。

N.5 启动

如果所有与被保护区域相关的安全防护装置正常运行,且满足了所有的正常操作条件,则在系统的

操作区域内,或在被保护区域外的控制站应都能启动系统或机器及其相关设备。
当系统(或一个特指的区域)应由多个控制站同时控制启动时,这些启动装置应进行联锁。
相反的,当系统的特定区域由一个单点控制进行启动时,其他的启动控制器应设计和实施为防止启

动系统的其他区域或者防止从其他位置启动系统的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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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6 急停

系统应设置一个或多个可作用于整个系统或系统中特定区域的急停功能。
系统内特定区域应配置仅针对该区的独立的急停功能。在一个或多个处于急停状态的地方,系统

(或系统剩余部分)应获知此停止状态。在对特定区域实施紧急停止动作后,此区域和系统的其他区域

相关联的部位之间应不产生任何危险。
每个控制站应设置一个手动操作的急停装置,此急停装置应与特定区域相连。手动操作急停装置

应符合GB5226.1—2008的要求。

说明:

1———操作者(入楦/脱楦);

2———稳定段(手动进料);

3———热定型机(加热);

4———粗磨机器人;

5———物流机器人;

6———冷却定型段;

7———修边机器人(浇道拉杆);

8———外底浇注单元1;

9———整鞋浇注单元2。

图N.1 集成连帮鞋成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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