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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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T 35850《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应用》的第 3部分，

GB/T 35850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部分：电梯（PESSRAL）； 

——第 2部分：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PESSRAE)； 

本文件使用重新起草法修改采用ISO/TR 22201-3:2016《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相关的可编

程电子系统的应用 第 3部分：PESSRAL和PESSRAE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生命周期指南》。 

本文件与 ISO/TR 22201-3:2016相比在结构上做了以下调整： 

——在第 4 章中，增加了悬置段的编号和标题，即“4.1 概述”，并调整了后续条款的编号，以符合

GB/T 1.1—2020 的规定和便于应用。 

——在第 5章中，更改了a）项的分项层次，以符合GB/T 1.1—2020的规定。 

本文件与 ISO/TR 22201-3:2016的技术差异及其原因如下： 

——关于规范性引用文件，本文件做了具有技术性差异的调整，以适应我国的技术条件，调整的情况

集中反映在第 2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具体调整如下：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 35850.1代替了ISO 22201-1； 

 用修改采用国际标准的GB/T 35850.2代替了ISO 8102-6。 

本文件与 ISO/TR 22201-3:2016相比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在术语和定义中，删除了 ISO 和 IEC 维护用于标准化的术语数据库的链接地址，以符合 GB/T 1.1

—2020的规定。 

——在参考文献中，用国家标准代替了对应的国际文件，以便于应用。 

 

本文件由全国电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96）提出和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暂空）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暂空） 

 



 

III 

引  言 

 

本文件阐述了PESSRAL和PESSRAE的生命周期规划和安装后各个阶段的活动（如维护、修理、接口的更

换和改造），以帮助确保系统在生命周期内的安全完整性等级（S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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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应用    

第3部分：PESSRAL和PESSRAE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生命周期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编制GB/T 35850.1（PESSRAL）和GB/T 35850.2（PESSRAE）所要求说明书的附加信息和

程序，供胜任的维护人员对可编程电子系统进行维护操作时使用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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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50.1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应用 第1部分：电梯

（PESSRAL）(GB/T 35850.1—2018，ISO 22201-1:2017，MOD) 

GB/T 35850.2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相关的可编程电子系统的应用 第2部分：自动扶梯和

自动人行道（PESSRAE）(GB/T 35850.2—2019，ISO 8102-6:2019，MOD) 

 

3  术语和定义 

在GB/T 35850.1和GB/T 35850.2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胜任的维护人员  competent maintenance person 

已经过适当的培训，通过知识和实践经验方面的认定，并能得到其所在维护组织（3.4）必要的指导和

支持以便能够安全进行所要求的维护操作的维护人员。 

注：在维护组织中（3.4），维护人员的技能应当不断更新。 

3.2 

设计等效 design equivalent 

原设备制造单位或者第三方的认证产品，其满足相同的SIL等级组件/子系统的设计规范，但是对PE系

统的非SIL等级部分有着不同的规范。 

3.3  

功能等效 functional equivalent 

产品具有与原认证产品不同的 SIL等级组件/子系统设计规范，但满足相同的功能要求。 

3.4  

维护组织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具备规定资格的，代表电梯设备的业主（3.7）并由胜任的维护人员（3.1）执行维护工作的法人或法

人下属部门。 

3.5  

制造单位  manufacturer 

负责电梯整机（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或安全部件的设计、制造和市场投放的法人。 

[来源：GB/T 18775—2009，3.7，有修改]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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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maintenance 

设备安装后生命周期内的活动，包括预防性活动、更换、修理和改造。 

3.7 

业主 owner 

具有设备的所有权或处置权，并对其操作和使用负责的自然人或法人。 

3.8 

可编程电子 programmable electronic 

PE 

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可以由硬件、软件及其输入和（或）输出单元构成。  

注：本术语包括以一个或多个中央处理器（CPU）及相关的存储器等为基础的微电子装置。 

例如：下列均是可编程电子装置： 

——微处理器； 

——微控制器； 

——可编程控制器； 

——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 

——专用集成电路（ASIC）；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 

——其他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装置（如：智能传感器、智能变送器、智能执行器等）。 

3.9 

可编程电子系统 programmable electronic system 

PE 系统  PE system 

基于一个或多个可编程电子装置的控制、保护或监视的系统，包括系统中所有组件，如电源、传感器

和其他输入装置、数据总线和其他通信路径、执行装置和其他输出装置。 

注1：参见图1。 

注2：PE系统可执行满足SIL要求或非SIL要求的功能。功能的SIL分级只需考虑PE系统中执行SIL相关功能要求的部分。 

注3：图1中所示的可编程电子在中心位置，但是可以设置于PE系统的多个位置。 

 

图中： 

1——PE系统的范围； 

2——输入接口（如：A/D转换器）； 

3——输入装置（如：传感器）； 

4——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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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编程电子（PE）； 

6——输出接口（如：D/A转换器）； 

7——输出装置/终端组件（如：执行装置）。 

图 1  基本的 PE系统结构 

3.10 

产品等效 product equivalent 

原设备制造单位或第三方的认证产品，可在设计、制造、型号和版本（按相同的生产图纸制造）上直

接替代原认证产品。 

 

4 说明书内容  

4.1 概述 

本条款提供了对GB/T 35850.1和GB/T 35850.2所述的PE系统说明书的编制过程和附加内容的特殊考虑。 

4.2 安全预防措施 

在编制说明书时，开发人员应该进行风险评价，从而识别和消除PE系统生命周期中此阶段可能存在的

危险（见GB/T 20900）。 

4.3 标记、标志、象形图和书面警示 

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含有SIL等级装置的装配组件宜进行标记或者标出识别信息，并指出维护人员应参

考说明书，以获得详细的操作指南和预防措施。在可能的情况下，宜使用适用的国家标准中易理解的标记

和图示，如GB/T 16273.1—2008中序号为167的“操作说明书”图形符号。 

如果风险评价表明，为了维护而需要使用附加的特定警示，那么这些警示宜直接粘贴在设备或部件上

面，如果无法操作，可以在其附近的地方粘贴。标记、标志、象形图和书面警示应是明确和易于理解的。

不宜使用只含有“危险”字样的标志或书面警示。直接粘贴在设备或部件上的信息需要清晰且永久。 

4.4 说明书内容需考虑的要素 

以下列出的是需要在说明书内容中考虑的要素。另外的考虑要素见附录A的A.1。 

a)所有的必要操作，以确保在安装完成后以及整个生命周期内设备及其部件的安全和预期功能； 

b)修理或更换可能发生磨损或损坏的部件时不能影响其设备的特性； 

c)设备的改造，包括改变设备的任何特性（速度、负载等）； 

d)消防队和应急人员采取的救援行动； 

e)设备的规格和预期用途（设备类型、性能、运输的货物类型，用户类型等）； 

f)设备及其部件安装的环境（气候条件，故意破坏行为等）； 

g)任何的使用限制； 

h)对每项任务和每个工作区域风险评价（见4.1）的结果； 

i)安全组件制造单位提供的具体维护说明。 

     

5  程序 

在PE系统投入市场时，制造单位应提供其维护说明。这些维护说明应是风险评价的结果，并以应用设

备使用地的国家官方语言编写。在编写维护说明的内容时，应在说明书中考虑以下要素： 

a) 控制文件---识别和维护包含SIL等级硬件或软件的PE系统的生命周期的控制文件。这些文件包括下

列功能需求： 

    1）设计规范（系统和组件/子系统）； 

2）生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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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本识别和版本控制。 

 b) 维护活动和保存维护活动记录---由业主在PE系统装置的生命周期中记录并保存下列PE系统维护活

动的事项、日期和原因说明： 

1) 安全装置的预防性维护（有计划的安全性功能动作、检验测试等）； 

2) 安全装置的失效事件； 

3) PE系统装置的改造（如：报废、升级、可靠性改进等）； 

4) 对安全装置的接口或其环境的改造。 

c）更换或改造过程的确认---在（b）项的维护活动中进行的更换或者改造，应按照A.2中所述的过程

进行，并且不宜修改该功能所需要的最低SIL。如果PE系统的SIL等级设计中包含了SIL相关和非SIL相关功

能（GB/T 35850.1和GB/T 35850.2中列明的,由SIL等级部分驱动或与SIL等级部分通讯的电路中的功能）,

那么非SIL相关功能的软件或硬件的改动应按PE系统中SIL相关部分的改动的同样方式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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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说明书的要素和确认过程 

 

A.1 编制说明书的附加要素 

编制说明书的附加要素见表A.1。 

表A.1 编制说明书的附加要素 

序号 考虑要素 

1 对诊断和已识别的失效模式的考虑 

2 明确如何进行检验测试 

3 明确如何获取PE组件 

4 明确如何更换PE组件 

5 识别包括软件在内的物理组件 

6 识别文件中的PE组件 

7 PE系统装置和相关软件的版本及配置管理 

8 与PE系统装置相连的系统接口的版本及配置管理 

9 
装置对外界环境变化（如气压、温度、湿度、ESD、EMI和接地）敏感

性的预防措施 

10 维护工作（含检验测试）的周期 

11 因测试模拟设置/参数而导致意外故障的预防措施 

12 因测试条件而导致意外故障的预防措施 

13 
因软件工具（配置，编程和测试工具）或其不兼容导致意外故障的预

防措施 

14 
因误用软件工具（配置，编程和测试工具）或其不兼容导致误导性结

果的预防措施 

 

A.2 PE系统装置更换或改造的确认过程 

PE系统装置更换或改造的确认过程见图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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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PE系统装置更换或改造的确认过程 

 

 

A.3 应用于安全功能的PE系统装置的SIL等级相关的验证和/或认证类别 

应用测试（系统级）：由注册或许可的专业工程师、实验室或认证机构进行测试或见证，以确保符合

规范的要求。这些测试不涉及其他标准可能要求的认证符合性，例如EMC。 

认证（系统）：由一个独立的机构进行的过程，且该机构被授权评估装置的SIL等级是否符合适当的标

准。 

功能测试（现场或工厂）：验证现场安装不会引起失效。这些测试不涉及其他标准可能要求的认证符

合性，例如EMC。 

流程 输入/输出 说明 

PE系统装置的 
更换或改造的确认 

PE系统装置包括非SIL
等级和SIL等级部分 

设计是指软件或硬件
设计：材料清单、布局
图、原理图、软件代码、
制造与测试规范 

是 

否 

非SIL等级设计 
是否有变化？ 

SIL等级设计 
是否有变化？ 

产品等效 
组件 

设计等效 
组件 

功能等效 
组件 

新的PE系统装置使用
了不同规范，不符合将
要被更换的现有PE系
统装置的原有设计规
范。 

认证 

认证 
系统 

即使扩展了PE系统装
置（如扩充、升级、改
进或改造），但SIL等
级部分的技术规范并
未发生变化。按设计等
效进行内部应用测试。  

应用测试报告 

功能测试 
现场或工厂 

应用测试 
系统级 

功能测试报告 
在现场或工厂执行基于
功能的测试程序，形成
测试报告文件。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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