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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产品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虚拟现实产品的术语与定义、分类、安全要求、试验方法、产品一致性检验、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虚拟现实文娱科普体验设备产品，其他用途虚拟现实产品也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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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2008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02-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单相插头插座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 

GB/T 2099.1-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2099.3-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2部分：转换器的特殊要求 

GB 2894-2008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4026-2019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子、导体终端和导体的标识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69-2008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服务和娱乐器具的特殊要求 

GB/T 4798.1-2019 环境条件分类 环境参数组分类及其严酷程度分级 第1部分：贮存  

GB/T 4798.2-2008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2部分: 运输  

GB 4943.1-2011 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5013.1-2008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橡皮绝缘电缆 第1部分：一般要求 

GB/T 5023.1-2008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1部分：一般要求 

GB 8408-2018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规范 

GB/T 8567-2006 计算机软件文档编制规范 

GB 8898-2011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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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6-2008 计算机软件测试文档编制规范 

GB/T 13384-2008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3495.1-2015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4166-2013 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约束系统、儿童约束系统和ISOFIX儿童约束系统 

GB 15934-2008 电器附件 电线组件和互连电线组件 

GB/T 17618-2015 信息技术设备 抗扰度 限值和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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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25000.1-2010 软件工程 软件产品质量要求与评价（SQuaRE）SQuaRE指南 

GB/T 38247-2019 信息技术 增强现实 术语 

GB/T 38258-2019 信息技术 虚拟现实应用软件基本要求和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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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T 38247-2019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采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高科技手段生成的逼真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等多感官一体

化的数字化人工环境，用户借助一些输入、输出设备，采用自然的方式与虚拟世界的对象进行交互，相

互影响，从而产生亲临真实环境的感觉和体验。简称VR。 

3.2  

虚拟现实文娱科普体验设备 virtual reality entertainmen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experience equipment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手段对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使用者感受到身临其境的基础科普、

文化娱乐等体验的设备。 

3.3  

头戴式显示设备 head-mounted display device 

佩戴在用户头部并提供给用户虚拟现实感觉和体验的显示设备。 

3.4  

动感平台 dynamic platform 

配合人体运动，采用机械、电子、电气等控制手段控制设备模拟设备运动的平台装置。 

3.5  

一自由度 one degree of freedom 

沿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一个坐标轴的平移自由度或围绕平面直角坐标系中一个坐标轴的旋转自由度。 

3.6  

二自由度 two degrees of freedom 

沿平面直角坐标系二个坐标轴的平移自由度或围绕平面直角坐标系二个坐标轴的旋转自由度。 

3.7  

三自由度 three degrees of freedom 

沿三维直角坐标系三个坐标轴的平移自由度或围绕三维直角坐标系三个坐标轴的旋转自由度。 

3.8  

六自由度 six degrees of freedom 

沿三维直角坐标系三个坐标轴的平移自由度以及围绕这三个坐标轴的旋转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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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分类 

按使用场景的不同，虚拟现实产品可分为： 

a)虚拟现实娱乐设备； 

b)虚拟现实动感影院设备； 

c)虚拟现实科普设备； 

d)虚拟现实文化设备； 

e)其他。 

5 产品组成 

虚拟现实产品组成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a)动感平台（包括：平台焊接架、护栏、座椅、曲柄传动机构、旋转齿轮、减速器、伺服电机等）； 

b)控制设备（包括：主机、控制显示器、电箱及控制电路、控制开关等）； 

c)显示设备（包括：头戴式显示设备、投影机、3D屏幕、球形环幕等）； 

d)音响设备（包括：音频功率放大器、音箱、喇叭等）； 

e)其他外设设备（包括：空间定位器、手柄控制器、游戏枪、安全带、特效设备等）。 

f)软件内容。 

6 安全要求 

6.1 一般要求 

a)产品表面应清洁、无污渍、无破损、无裂缝，不应有明显的划痕、凹凸不平、错位等缺陷。 

b)金属零件不应有锈蚀、毛刺及机械损伤；喷漆件、电镀件的表面应平整、色泽均匀，无斑点、不

起泡、不龟裂、无气孔和脱落现象。焊接件及焊缝应符合有关图纸和技术文件规定。 

c)塑胶件表面应光滑、光泽度好，不能有变形、色差、缩水、杂点、批锋等不良现象； 

d)产品零部件装配应牢固，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松动，外露的传动部件应有避免伤人的防护装置； 

平台整体安装应稳固。 

e)产品的开关、键盘、按钮和操纵机件等控制件操作应灵活、可靠、方便，紧固件应无松动现象，

可插拔部件应可靠连接，锁紧装置不得自行释放。 

f)产品在正常使用情况下，应保证数据正确、完整。在可预见的错误使用、或突然断电等异常情况

下，复位恢复正常供电后，产品的功能、性能应正常。 

g)产品表面说明功能的文字、符号、图形和标志应清晰、端正、牢固。 

6.2 动感平台 

6.2.1 基本要求 

a) 动感传动机构的传动应有通过程序算法限制运动幅度或上下行程感应及限位设计； 

b) 一自由度及二自由度动感平台的承重中心应设计在中心轴位置上； 

c) 三自由度动感平台传动机构的布置方式应按等腰或等边三角形布局设计； 

d) 六自由度动感平台传动机构的布置方式应按双传动机构布局为等腰或等边三角形设计； 

e) 摩擦轮或链条传动空间旋转平台的摩擦轮或链条传动机构应有在断电条件下防止整机动作的保

护设计，应有方便维护的润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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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载荷 

动感平台传动机构的设计载荷不应低于平台承重要求的1.5倍。 

动感平台设计载荷包括永久载荷（产品结构自重）、活载荷，以及乘客的支承和约束反力等。 

a)永久载荷是指作用点、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而发生变化的载荷，如产品结构自重。 

b)活载荷指乘客本身的载荷： 

----乘坐成人1~2人时，按不低于750N/人计算，2人以上按不低于700N/人计算。 

----适用于儿童（身高不超过1.2m或10岁以下）的产品，儿童按不低于400N/人计算。 

c)乘客的支承和约束反力指在正常运行及启动、制动和紧急状况时乘客对扶手、支撑、脚蹬及靠壁

等装置处施加的力： 

----成人按500N/人计算。 

----儿童按300N/人计算。 

6.2.3 焊接 

动感平台的焊接性能应符合GB 8408-2018的规定。 

6.2.4 结构稳定性 

a) 产品应保证机台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或者受到一定外力时重心能保持平衡，而不至于倾斜、翻倒； 

b) 产品所有机台应设置相适应的角轮和固定用支角，机台移动和定位后能有效固定。 

6.3 安全防护 

6.3.1 安全距离和防护 

对于虚拟现实娱乐设备，产品设计时应确定乘客的安全距离，防止运动时乘客与其他物体接触，应

考虑以下因数： 

a) 乘客高度的限制； 

b) 乘载系统的形状和尺寸，包括： 

----座位、扶手、座位背部和侧部、脚踏等； 

----考虑设计的束缚装置，如压杠、安全带、肩部束缚装置等； 

----乘载系统限制乘客伸出装载物的允许范围。 

c) 可能接触的物体及接触时的相对速度和方向； 

d)所处区域内的可移动设备或部件。任何侵占安全距离的可移动系统或装置，如上下客平台、甲板

或其他设施； 

e) 乘人装置的位置或方向变化的可能性（如角度运动、侧向运动、无约束或无阻尼运动、自有摆

动）。 

凡乘客身体可伸到座舱以外时，应设有防止乘客在运行中与周围障碍物相碰撞的安全装置，或留出

不小于500mm的安全距离。 

设有转动平台的设备，为防止乘客的脚部受到伤害，转动平台与固定部分之间的间隙，水平方向不

大于30mm。若平台高于站台面，其垂直方向的间隙应适当，不应对乘客的脚部造成危险。 

6.3.2 安全防护装置和措施 

6.3.2.1 基本要求 

应根据VR产品的具体形式和风险评价，设置相应的安全防护装置或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如乘客束缚

装置、制动装置、紧急断开装置、安全围栏/栅栏、安全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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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2 乘客束缚装置 

6.3.2.2.1 安全带 

安全带可单独用于轻微摇摆或升降速度较慢、没有翻转、没有被甩出危险的设施上，使用安全带一

般应配辅助把手。对运动激烈的设备，安全带可作为辅助束缚装置。 

安全带宜采用尼龙编织带等适于露天使用的高强度的带子，带宽应不小于30mm，安全带破断拉力应

不小于6000N。 

安全带与机体的连接应可靠，可以承受可预见的乘客各种动作产生的力。若直接固定在玻璃钢件上，

其固定处应牢固可靠，否则应采取埋设金属构件等加强措施。 

安全带卡扣组件应由金属材料制成。安全带卡扣组件本身、安全带卡扣组件与安全带的破断拉力应

不小于6000N。安全带卡扣组件应锁紧可靠，在无外力作用的情况下不应自行打开，必要时应设置防止

乘客自行打开的保险装置。 

安全带应明确更换周期或更换条件。 

6.3.2.2.2 安全压杠 

产品运行时有可能导致乘客被甩出去的危险，则必须设置相应型式的安全压杠。 

安全压杠应具有足够的强度、锁紧力和适宜的结构形式，保证乘客不被甩出或掉下，并在设备停止

运行前始终处于锁定状态。 

锁定和释放机构可采用手动或自动控制方式。自动控制装置失效时，应能够用手动开启。 

运行时，乘客应不能随意打开释放机构，而操作人员可方便和迅速地接近，操作释放机构。 

安全压杠行程应可调节，压杠在压紧状态时端部的游动量、以及压紧过程动作缓慢施加给乘客的最

大力应符合GB 8408-2018的规定。 

6.3.2.2.3 安全档杆 

产品运行时虽无可能导致乘客被甩出去的危险，但为保证乘客安全，可设置安全档杆。 

安全档杆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并在设备停止运行前始终处于锁定状态。 

锁定和释放机构可采用手动或自动控制方式。自动控制装置失效时，应能够用手动开启。 

6.3.2.3 制动装置 

产品视其运动形式、速度极其结构的不同，可采用不同的制动方式和制动器结构（如机械、电动、

液压、启动以及手动等）。 

当动力电源切断后，停机过程时间较长或要求定位准确的产品，应设制动装置。设备在制动停止后，

应能使运动部件保持静止状态，必要时应设置辅助锁定装置。 

产品在运行时，若动力源切断或制动装置控制中断，应确保产品能安全停止。 

制动装置制动应平稳可靠，不应使乘客感受到明显的冲击或使设备结构有明显的振动、摇晃。必要

时可增设减速制动装置。 

6.3.2.4 紧急断开装置 

对于具有动感平台的虚拟现实产品，应配置紧急断开装置。 

紧急断开装置应设置在易于操作的位置，应使用红色。 

紧急断开装置型式可为： 

----操动器为掌揿式或蘑菇头式的按钮操作开关； 

----拉线操作开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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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5 安全围栏/栅栏 

产品运行可能导致周围人员产生风险时，产品周围应设置安全围栏/栅栏或其他有效的隔离措施，

防止人员误入。 

室外安全围栏/栅栏高度应不低于1100mm，室内安全围栏/栅栏高度应不低于650mm。 

设置安全栅栏时，栅栏的间隙和距离地面的间隙应不大于120mm。安全栅栏应设置为儿童不宜攀爬

的结构。 

安全栅栏应分别设进、出口，在进口处宜设引导栅栏。 

安全栅栏门开启方向应与乘客行进方向一致（特殊情况除外）。为防止开关门时对人员的手造成伤

害，门边框与立柱之间的间隙应适当，或采取其他防护措施。 

6.3.3 安全标志 

6.3.3.1 基本要求 

必要时，应在产品明显的位置设置醒目的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分为： 

----禁止标志：红色； 

----警告标志：黄色； 

----指令标志：蓝色； 

----提示标志：绿色。 

安全标志的图形式样应符合GB 2894、GB 13495.1-2015的规定。 

6.3.3.2 功能识别 

控制器件、指示器等应在器件上或在其附近清晰耐久地标出与它们功能有关的标记。 

6.3.3.3 标记 

下列信息应有清晰耐久地标记，在设备安装后使人们清晰可见： 

----制造商、生产厂的名称或商标； 

----电源性质、额定电压、频率； 

----额定输入功率或额定电流； 

----型号、规格； 

----警告标识，如特殊人群使用的警告、使用注意事项等，必要时； 

----认证标记或可能由当地或特定区域要求的其他标记,必要时。 

6.4 控制设备 

6.4.1 一般要求 

控制设备的位置和安装应易于： 

----接近和维护； 

----预期操作不受外部因素或条件的影响； 

----机械及有关设备的操作和维护。 

6.4.2 安装 

与电气设备无直接联系的非电气部件和器件不应安装在装有控制器件的外壳中。如电磁阀等器件应

与其他电气设备隔离开（如在单独隔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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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电路的接线端子应单独成组： 

----动力电路； 

----机械的控制电路（如：动感平台伺服控制系统）； 

----其他控制电路（如：环境特效控制系统）。 

6.5 其他设备与部件 

6.5.1 产品一般要求 

产品的电气安全应符合GB 4706.1-2005、GB 4706.69-2008的要求。 

6.5.2 显示设备 

头戴式显示设备、投影机、显示屏等显示设备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 4943.1的规定。 

6.5.3 音响设备 

音频功率放大器、音箱、喇叭等音响设备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 8898的规定。 

6.5.4 连接器、插头和插座 

产品用连接器、插头和插座应符合GB/T 2099.1-2008、GB/T 1002-2008的规定。 

6.5.5 转换器 

产品用转换器应符合GB/T 2099.3-2008的规定。 

6.5.6 电线组件 

产品用电线组件应符合GB 15934-2008的规定。 

所有接插点均应保持良好电接触，并具互换性。 

连接导线应采用软线，导线端应有标号，标号应清晰、牢固、不脱色，导线的功能用不同的颜色区

分，导线颜色应符合GB/T 4026-2019 的规定。 

6.5.7 电源线 

产品用电源线应符合GB/T 5013，或GB/T 5023对应标准的要求。 

6.6 软件安全 

a) 产品的软件内容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b) 软件应具有一定的防盗版、防扩散技术支持能力。 

c) 游戏者按照指引正确操作时，游戏程序应运行流畅。 

d) 产品应有完善的自检程序。自检程序应操作简便，指示清晰，具有以下错误诊断功能： 

----伺服电机故障时告警； 

----网络没联接或无法连接运动卡时告警； 

----检测刷卡器、投币器、二维码扫描器等支付接口故障时告警； 

----设备回原点检测故障时告警； 

----游戏安装失败或游戏启动失败时告警； 

----多人游戏中，任一头戴设备掉线时告警； 

----定位丢失时告警； 

----游戏过程中软件故障时告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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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式显示设备无法连接时告警； 

----其他故障时告警。 

6.7 电磁兼容性 

6.7.1 无线电骚扰 

对于交流供电的产品，无线电骚扰限值应符合GB/T 9254-2008中的规定，并应在产品中指明是A级

还是B级。 

6.7.2 抗扰度 

应符合GB/T 17618的规定。 

6.7.3 谐波电流 

应符合GB 17625.1-2012中对D类设备的要求。 

7 试验方法 

7.1 环境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均在下述环境条件下进行： 

温度：15℃-35℃； 

相对湿度：25%-75%； 

大气压：86kPa-106kPa； 

电源：220V±22V～，50Hz-60Hz； 

7.2 一般要求 

在产品正常运行或规定条件下，通过目视、手感、体验等方式进行检验。 

7.3 动感平台 

7.3.1 基本要求 

a) 通过产品自检程序，检测验证产品功能； 

b) 用有关检测工具检查一自由度或二自由度动感平台的重心是否在中心轴位置；三自由度及六自

由度动感平台传动机构的布置方式是否为等腰或等边三角形； 

7.3.2 载荷 

承重试验：采用沙包模拟1.5倍承重，试验时间48h。试验后，动感传动机构的连接结构部分不应变

形，产品运行正常； 

7.3.3 焊接 

动感平台的焊接性能按GB 8408-2018的规定进行试验。 

7.3.4 结构稳定性 

a) 在产品距离地面0.8m的位置，将600N的力施加到能产生最大力矩的、尺寸至少12.5cm×20cm的

平面上，产品不应倾斜、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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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目视检验。 

7.4 安全防护 

7.4.1 安全距离和防护 

功能性要求由目视等方法检验。 

安全距离应采用分辨率不低于1mm的直尺测量。 

7.4.2 安全防护装置和措施 

7.4.2.1 基本要求 

安全防护装置和措施的基本要求和功能性的合格性由目视等方法检验。 

7.4.2.2 安全带 

安全带带宽应采用分辨率不低于0.1mm的直尺测量。 

安全带、安全带卡扣组件本身、安全带卡扣组件与安全带的破断拉力测试参照GB 14166-2013标准

5.4.2条的规定进行。 

7.4.2.3 安全围栏/栅栏 

安全围栏/栅栏的高度、与地面的距离应采用分辨率不低于1mm的直尺测量。 

7.4.2.4 安全标志 

安全标志的合格性由目视和以下耐久性试验检验： 

标记耐久性的试验方法：用浸水的布轻擦15s，试图擦去标记，待晾干后，再用浸过汽油的布轻擦

15s。试验后，标记应字迹清晰，标贴不易脱落和不卷曲。 

7.5 控制设备 

控制设备的功能合格性由目视等方法检验。 

7.6 其他设备与部件 

按GB 4706.1-2005、GB 4706.69-2008、GB 4943.1、GB 8898、GB/T 2099.1-2008、GB/T 1002-2008、

GB/T 2099.3-2008、GB 15934-2008、GB/T 5013、GB/T 5023 等对应标准的相关规定进行。 

7.7 软件安全 

应按GB/T 8567-2006、GB/T 9386-2008、GB/T 25000-2018和GB/T 38258-2019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

行。 

按6.6条要求，分别在设备上模拟设置人为故障，启动控制软件自检程序进行检测，应有告警提示。 

7.8 电磁兼容性 

应按 GB/T 9254-2008、GB/T 17618、GB 17625.1-2012 等相关标准的规定进行。 

8 产品一致性检验 

8.1 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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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生产或连续生产的产品，要进行一致性检验，检验中，出现任一项不合格时，返修后重新进行

检验，若再次出现任一项不合格时，该台产品被判为不合格产品。产品标准中应规定判定不合格的产品

的处理方法。 

产品的一致性检验由企业质量检验部门负责进行。 

8.2 检验项目 

产品一致性检验项目见表1。 

表1 产品一致性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要求条款
a
 试验方法

a
 

一般要求 6.1 7.2 

动感平台 6.2 7.3 

安全防护 6.3 7.4 

控制设备 6.4 7.5 

其他设备与部件 6.5 7.6 

软件安全 6.6 7.7 
a
 仅针对目视检验条款和产品的功能性检验，同时确认产品关键件的一致性。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9.1 标志 

产品标志应符合GB/T 191-2008 的规定，内容包括：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产品技术规格说明； 

----产品使用说明书； 

----制造商信息； 

----产品标准编号； 

----产品认证标志； 

----安全警示标志或中文警示说明； 

----生产日期； 

----产品质量； 

----检验合格证明； 

----包装储运标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说明等内容。 

9.2 包装 

产品包装应符合GB/T 13384—2008 的相关规定。 

9.3 运输 

产品运输应符合GB/T 4798.2-2008 的相关规定。 

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水的淋袭和强烈的机械振动。 

9.4 贮存 



T/ ××××—×××× 

11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通风、周围环境不允许有有害气体、强烈机械振动、冲击和强磁场作用的仓库内。

应符合GB/T 4798.1-2019 的相关规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