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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文娱科普体验设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虚拟现实文娱科普体验设备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虚拟现实文娱科普类体验设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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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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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798.1-2005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1部分 贮存

GB/T4798.2-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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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1.1-2000 信息技术 词汇 第1部分：基本术语

GB/T 7947-2010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和安全规则 导体颜色或字母数字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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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6-2008 计算机软件测试文件编制规范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84—2008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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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8905－2002 软件工程 产品评价（所有部分）

GB/T 26125-2011 电子电气产品 六种限用物质（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和多溴二苯醚）

的测定

GB/T 26572-2016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GB/T 30440.1-2013 游戏游艺机产品规范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T 30440.3-2013 游戏游艺机产品规范 第 3 部分：室内商用大型游戏游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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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8259-2019 信息技术 虚拟现实头戴式显示设备通用规范

http://www.pv265.com/gjbz/201208/78585.html
http://www.pv265.com/gjbz/201208/78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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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TR 62635-2012 关于制造商和回收企业提供报废信息以及电子电气设备可回收利用率计总的

指南 (Guidelines for end-〇f-lif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manufacturers and recyclers and for

recyclability rate calculation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欧盟WEEE指令（第 2012/19/EC 号） 关于废弃电子电气设备指令（Directive 2012/19/EU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4 July 2012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文旅市场发〔2019〕129号）

《广东省文化厅关于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工作的规范》（粤文市〔2016〕56号)

《广东省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标准（试行）》

3 术语与定义

GB/T 38247-2019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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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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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使用者感受到身历其境基础科普、文

化娱乐等体验的设备。

3.3

头戴式显示设备 head mounted display

一种用于计算机系统的显示设备，该设备被佩戴在用户的头部，通过位于用户眼睛前方的目视光学

系统放大微型显示屏上的图像，从而提供沉浸式或穿透式的显示效果。

3.4

球幕投影 dome projection

球幕投影,就是将投影画面投射到一个球体上，球幕投影的出现打破了常见的在规则平面上投影的

局限性。球幕投影系统利用在有弧度的曲面上实现投影融合技术，让原本特殊曲面甚至球面的全景影像，

带给参观者前所未有的参观体验。观看球幕投影可以从360度全方位的对投影画面进行观看，能够让人

感受到视觉震撼以及身临其境的感觉。

3.5

曲柄传动机构 crank transmission structure

将曲柄的旋转运动转变为所输出的往复运动的机构。

https://baike.so.com/doc/2202119-23300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2202119-23300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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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电动缸传动机构 electric cylinder transmission mechanism

用伺服电机驱动螺杆旋转，通过螺母转化为直线运动，带动动感平台动作的机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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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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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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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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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用以表示一个空间三维物体相对于某一坐标系的平移关系或旋转关系。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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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这三个坐标轴的旋转自由度。

注：描述一个物体的位姿共需要六个自由度。

3.12

运动控制卡 motion control card

运动控制卡是基于通讯总线，利用高性能微处理器(如 DSP)及大规模可编程器件实现多个伺服电机

的多轴协调控制的一种高性能的步进/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卡，包括脉冲输出、脉冲计数、数字输入、数

字输出、D/A 输出等功能，它可以发出连续的、高频率的脉冲串，通过改变发出脉冲的频率来控制电机

的速度，改变发出脉冲的数量来控制电机的位置，它的脉冲输出模式包括脉冲/方向、脉冲/脉冲方式。

3.13

动作响应时间 action response time

对动作信号刺激快速应答所需的时间。

3.14

https://baike.so.com/doc/259384-274609.html
https://baike.so.com/doc/771768-81658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757488-69720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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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 special effects

以特殊方式生成的视觉、触觉与感觉效果。

3.15

环境特效控制系统 environmental special effect control system

通过环境特效控制软件（接收USART或WIFI或LAN的信号）使控制器输出，实现模拟控制刮风、下雨、

喷火、闪电、烟雾、泡泡、雪花、扫腿等环境特效和体验内容情节的同步输出，增强体验者身临其境的

沉没感，提高体验的真实性。

3.16

动感平台伺服控制系统 dynamic platform servo control system

利用平台伺服电机传动机构能精确地跟随或复现某个过程的反馈控制系统。伺服系统专指被控制量

（系统的输出量）是机械位移或位移速度、加速度的反馈控制系统，其作用是使输出的机械位移（或转

角）准确地跟踪输入的位移（或转角）。

3.17

VR 播放器 VR player

高分辨率视频解码播放器，能播放以数字信号形式存储的超大分辩率视频或音频文件的软件。

3.18

人机交互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人通过输入设备给机器输入有关信息，回答问题等.

3.19

裸眼视觉显示系统 naked eye visual display system

显示系统由裸眼 3D 显示装置、多控服务端、多个播控服务器、拼接器、多个视频终端以及音频解

码器、N 通道功放音响等组成。针对沉浸式裸眼视觉应用开发的支持单面、双面沉浸式、三面沉浸式、

四面沉浸式、 五面沉浸式、六面沉浸式、球幕等视觉播控方案。

3.20

硬件多通道融合 hardware multi-channel fusion

是指对于多显示屏组成大平面、环幕、球幕等规格多样的屏幕采用多通道显示（或投影）组合之间

进行过边缘融合和曲面几何纠正处理，几乎看不出拼缝，实现主机与 N台从机同步播控不掉帧，不拖影，

无融合过渡带。

3.21

裸眼 3D 显示装置 naked eye 3D display device

裸眼 3D 显示装置包括：显示房、廊桥及出入口组成。其中显示房内壁铺设有若干个裸眼 3D 显示屏

连接成一个显示终端；廊桥，设置在显示房内，用于供体验者站立与通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D%E9%A6%88%E6%8E%A7%E5%88%B6%E7%B3%BB%E7%BB%9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D%E9%A6%88%E6%8E%A7%E5%88%B6%E7%B3%BB%E7%BB%9F
https://baike.so.com/doc/3987603-41839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9011-5657182.html
http://www.so.com/s?q=%E5%9B%9E%E7%AD%94%E9%97%AE%E9%A2%9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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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VR 大空间 VR big space

一种在一定空间里，可以多人自由走动、仿真交互的产品形式；人们玩 VR游戏体验追求逼真的视

听感受以及身临其境的沉浸感。

4 产品分类与标记

4.1 分类原则

虚拟现实文娱科普应用体验设备根据图像显示维度、体验座位数量、设备或内容名称、升级换代等

进行分类。

4.2 产品型号与标记

4.2.1 虚拟现实文娱科普应用体验设备产品标记由商标名、产品型号和产品名称 3 个部分组成。

4.2.2 商标名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法规的规定，一般采用产品的注册商标。

4.2.3 产品型号由以下 5 部分组成：

□□-□□-□□□□—— 升级版本号

———————设备名称代号

————————— 玩家数量代号

——————————— 产品技术特征代号（图像显示维度）

———————————————— 企业代号

4.2.4 产品的具体型号允许生产厂根据本标准的要求自行确定。

5 技术要求

5.1 设计要求

5.1.1 硬件要求

5.1.1.1 基本要求

产品在下列情况下，均应保证数据正确、完整。恢复正常供电后，产品的功能、性能应正常：

a) 正常使用；

b) 可预见的错误使用；

c) 工作中突然断电。

5.1.1.2 动感平台要求

动感平台要求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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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DVRA 2-2020

6

b) 动感传动机构的连接结构部分的设计强度或载荷要求不应低于平台承重要求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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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动感平台的运动性能应符合相关安全规定。

5.1.1.3 VR 大空间要求

VR 大空间要求应包括：

a) 头戴式显示设备的整体要求应符合 GB/T 38259-2019的相关规定，其参数应该满足：视觉范围

≥110 度、双眼分辨率≥2560*1440、刷新率≥70HZ，显示图像正常清晰。需要支持手势识别，可以设计

增强交互沉浸感的产品。

b) 网络设备：主要包括架设局域网的路由设备，必须满足支持 2~10人同时游玩的吞吐流量（≥1
兆 /秒）、路由的传输延时≤50毫秒；如果需要接入互联网，则需将局域网路由接入到公网路由。

c) 场地外观：地贴采用不规则的线条或图案设计，要避免强光，如避免头顶的强光照射，可以采

用柔和的壁灯，以及避免使用镜子之类的反射物，保证SLAM图像识别的头戴设备上的定位稳定性，追

逐的稳定性。

5.1.1.4 结构稳定性要求

结构稳定性要求包括：

a) 产品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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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所有机台应按照质量不同设置不同型号的角轮和固定用支角，以便于机台移动和定位后的

固定。

5.1.1.5 显示设备

显示设备的要示包括：

a) 头戴式显示设备:参数应满足指标：视觉范围 ≥85 度、分辩率 ≥2560*1440、刷新率 ≥60Hz、

延时≤16 毫秒。显示图像正常清晰。

b) 球幕:球形显示曲面符合设计图纸尺寸要求，涂上专用光漆均匀光滑，不掉漆。使用 4 个投影

机融合球幕，通过融合软件显示图像不变形且清晰不模糊。

c) 液晶显示屏:参数应满足指标：分辩率 ≥1024*768、刷新率 ≥60Hz，显示图像正常清晰。

d) 裸眼 3D 显示装置:显示房内壁同一平面铺设的各个显示屏组合之间及不同立面拼接的显示屏

组合之间的边缘融合良好，同步显示不拖影，无融合过渡带。

5.1.2 软件要求

5.1.2.1 功能性

软件功能性应包括：

a) 产品应具有一定的防盗版、防扩散技术支持能力；

b) 游戏者按照指引正确操作时，游戏程序应运行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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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易用性

软件易用性应包括：

a) 对产品的全部功能应有完整、有效的描述；

b) 产品应在游戏开始前和过程中为游戏者设置足够、有效的操作指引；

c) 产品中同一款的游戏，在游戏过程中的操作方式应保持一致；

d) 产品在设置功能时，宜考虑让有身体缺陷的用户也能访问。

5.1.2.3 游戏软件性能指标要求

游戏软件性能指标要求包括：

a) 启动游戏时间≤10秒；

b) 在规定的运行环境下，游戏画面的运行帧速率≥45FPS；

c) 游戏要支持持续运行 24 小时以上，不能有频繁的卡死或崩溃；

d) 应符合GB/T 38258-2019的相关规定。

5.1.2.4 维护性

软件维护性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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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伺服电机故障时告警；

2)网络没联接或无法连接运动卡时告警；

3)检测刷卡器、投币器、二维码扫描器等支付接口故障时告警；

4)检测SteamVR状态故障时告警；

5)设备回原点检测故障时告警；

6)游戏安装失败或游戏启动失败时告警；

7)多人游戏中，任一头戴设备掉线时告警；

8)定位丢失时告警；

9)游戏过程中软件故障时告警；

10)头戴设备无法连接时告警；

b) 产品应具有对该产品投入运营后的日常营收数据进行查看及管理功能；

c) 软件产品应有措施方便用户或维护者清晰标识出产品的版本信息。

5.1.2.5 游戏内容的形式审查

虚拟现实文娱科普体验设备的软件内容应符合《游戏游艺设备管理办法》（文旅市场发〔2019〕129
号）及《广东省文化厅关于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工作的规范》（粤文市〔2016〕56 号)的要求及《广

东省游戏游艺设备内容审核标准（试行）》的要求。

5.1.2.6 VR 播放器

VR 播放器，能播放以数字信号形式存储的超大分辩率视频或音频文件，通过控制界面，可以设置

配置，选择、点播、更新游戏影片。

5.1.2.7 环境特效控制系统

https://baike.so.com/doc/3987603-41839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9011-56571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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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特效控制系统软件接收到USART或WIFI或LAN的信号时，控制器能输出相应的特效信号控制刮

风、下雨、喷火、闪电、烟雾、泡泡、雪花、扫腿等设备产生环境特效。

5.1.2.8 动感平台伺服控制系统

动感平台伺服控制系统软件接收到游戏影片内容的动作指令时，通过运动控制卡输出控制信号驱动

伺服电机传动机构，使动感平台同步仿真动作，动作响应时间≤50ms.

5.1.2.9 裸眼视觉显示系统

裸眼视觉显示系统正常播放游戏影片时，组成系统的裸眼 3D 显示装置、多控服务端、多个播控服

务器、拼接器、多个视频终端以及音频解码器、N通道功放音响等均同步正常工作，显示屏组合之间的

边缘融合良好，同步显示不拖影，无融合过渡带。

5.2 外观及结构要求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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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金属零部件不应有锈蚀、毛刺及其他机械损伤；喷漆件、电镀件的表面涂镀层应平整、色泽均

匀，不起泡、龟裂、磨损，无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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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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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产品的零部件装配牢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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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设备的开关、键盘、按钮和操纵机件等的控制操作应灵活可靠，紧固件应无松动现象，图形标

志应端正清晰；

5.2.6 连接器、插头和插座的技术性能应符合 GB 15934-2008 的要求，所有接插点均应保持电接触良

好，并具互换性；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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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7-2010 的规定。

5.3 正常的工作环境要求

正常的工作环境要求包括：

a) 环境温度 0℃～40℃；

b) 相对湿度≤90%；

c) 电源 AC220V±22V，50HZ～60HZ。

5.4 安全要求

产品应符合 GB 4706.1-2005、GB 4706.69-2008、GB 15934-2008、GB/T 5013.1-2008 的相关规定。

5.5 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应符合GB/T 26572-2011的要求。

5.6 电磁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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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无线电骚扰限值

应符合GB 9254中的规定，并应在产品标准中指明是A级还是B级。

5.6.2 抗扰度

应符合GB/T 17618-2015的规定。

5.7 材料再生、回收利用率

终端材料的再生利用率、回收利用率应符合欧盟WEEE指令对IT和通信设备类产品的要求。

5.8 其他要求

产品的电源适应能力、可靠性等要求由产品标准具体规定并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环境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均在下述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温度：15℃～35℃；

相对温度：25%～75%；

大气压：86kPa～106kPa；

电源：AC220V±22V，50HZ～60HZ；

样机：样机应完好无损，工作正常。

6.2 设计要求试验

6.2.1 硬件要求

6.2.1.1 基本要求

分别在下列情况下，验证产品的功能、性能正确性。并通过产品的自检程序，验证产品出厂数据和

变更数据的正确性，具体原则见附件A：

a) 正常使用；

b) 错误使用；

c) 突然断电和断电恢复状态。

6.2.1.2 动感平台

动感平台的检测方法包括：

a) 通过产品的自检程序，检测验证产品的功能、性能正确性；

b) 用有关检测工具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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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用沙包模拟实际承重测试；

d) 用有关检测工具检测平台最大倾角、最大位移幅度等；

6.2.1.3 VR 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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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大空间检测试验方法包括：

a) 头戴式显示设备（VR 一体机）， 应查验其出厂检验报告参数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b) 路由设备，应查验其出厂检验报告参数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c) 用目测方法检查 VR 大空间地贴、光线是否满足场地使用要求。

6.2.1.4 结构稳定性

结构稳定性试验方法包括：

a) 在距离地面0.8m的高度上，将一600N的力施加到能产生最大力矩的长度尺寸至少分别为

12.5cm×20cm的任何水平面上，查看情况；

b) 采用手感、目测进行判别。

6.2.1.5 显示设备

显示设备的检测试验方法包括：

a) 功能及性能参数，应查验其出厂检验报告参数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b) 用目测法和有关检测工具进行外观和结构检查。

6.2.2 软件要求

应按GB/T 8567－2006、GB/T 9386-2008和GB/T 18905－2002、GB/T 38258-2019等相关标准进行。

6.3 外观及结构检查

用目测法和有关检测工具进行外观和结构检查。

6.4 安全试验

安全试验按GB 4706.1-2005、GB 4706.69-2008、GB 15934-2008、GB/T 5013.1-2008 的有关规定

进行。

6.5 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按GB/T 26125-2011的相关规定的进行。

6.6 电磁兼容性

6.6.1 无线电骚扰限值

按照GB 9254的规定的方法进行。

6.6.2 抗扰度

按照GB/T 17618的规定的方法进行。

6.7 材料安全

终端材料的再生利用率、回收利用率应按IEC TR 62635-2012的计算方法进行。

6.8 其他要求

按照产品标准和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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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检验规则

7.1 一般规定

产品在定型时（设计定型、生产定型）和生产过程中应按本部分和产品标准中的补充规定进行检验，

并应符合这些规定的要求。

7.2 检验分类

本部分规定的检验分为：

a) 型式试验；

b) 质量一致性检验。

各类检验项目和顺序分别按表 2的规定，若产品标准中有补充检验的项目时，则应将其插入至表 2
的相应位置。

表 2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要求章条号 试验方法条号 型式试验 质量一致性检验

设计 5.1 6.2 ⊕ ⊕

外观和结构 5.2 6.3 ⊕ ⊕

环境 5.3 6.1 ⊕ －

安全 5.4 6.4 ⊕ Θ

有毒有害物质限量 5.5 6.5 ⊕ －

其他要求 5.6 6.6 ⊕ －

“⊕”表示应进行的检验项目；“－”表示不进行检验的项目

“Θ”在交收检验和例行检验中，安全试验仅作接地连续性、接触电流和抗电强度三项。

7.3 型式检验

7.3.1 产品应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a） 产品定型鉴定时（新产品投产前）；

b） 正式投产后在设计、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影响到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间隔一年以上），恢复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产品质量监督要求时。

7.3.2 型式试验由产品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或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或委托的通过国家认可的质量检

验单位负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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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型式检验原则上应在一个样品上进行，按本标准第 5 章要求的全部项目检验。如有一项不符合

本标准要求，可再抽一个样品复检，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判定型式检验不合格。

7.3.4 检验后要提交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7.4 质量一致性检验

7.4.1 批量生产或连续生产的产品，进行全数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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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产品的检验由产品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负责进行。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应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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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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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包装

产品包装应符合GB/T 13384—2008 的相关规定。

8.3 运输

产品运输应符合GB/T 4798.2-2008 的相关规定。

8.4 贮存

产品贮存应符合 GB/T 4798.1-2005 的相关规定。

http://www.pv265.com/gjbz/201208/78585.html
http://www.pv265.com/gjbz/201208/78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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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查程序编制原则和技术要求

A.1 检查程序编制原则

本附录提出的检查程序是指生产厂使用的，用以严格检查产品各个硬件组成部分的综合程序。它应

提供容易暴露各个硬件部分出现故障的测试方法，调入方便，使用灵活，便于人工控制和选择，并可及

时显示被检查部分的工作状态，对于故障状态提供清晰的显示结果。

A.2 检查程序总要求

检查程序总要求包括：

a) 调入和启动方便，可以选择检查项目和控制运行次数，既可连续检查，也可单项或几项组合

检查；

b) 在检查程序运行中，应及时给出运行正确的信息和正在受检部位工作状态的信息；

c) 检查结果标志要明显，故障信息应确切。

A.3 对各模块的一般要求

A.3.1 部件检查程序

能够完成对产品各个组成硬件进行正常工作的检测，包括中央处理器、随机存储器、存储设备、输

入输出部件、多媒体部件、扩展等部件。

A.3.2 接口检查程序

接口检查程序按产品硬件系统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所能管理的硬件资源范围进行检查，若产品

或基本硬件只有资源的一部分，则其余部分可使用“模拟部件”代替实连硬件的方法进行测试，测试应

对接口提供的数据和控制信号进行检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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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金属零部件不应有锈蚀、毛刺及其他机械损伤；喷漆件、电镀件的表面涂镀层应平整、色泽均匀，不起泡、龟裂、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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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产品的零部件装配牢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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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设备的开关、键盘、按钮和操纵机件等的控制操作应灵活可靠，紧固件应无松动现象，图形标志应端正清晰；
	5.2.6　连接器、插头和插座的技术性能应符合GB 15934-2008的要求，所有接插点均应保持电接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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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正常的工作环境要求
	a)环境温度0℃～40℃；
	b)相对湿度≤90%；
	c)电源AC220V±22V，50HZ～60HZ。

	5.4　安全要求
	5.5　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
	5.6　电磁兼容性
	5.6.1  无线电骚扰限值
	5.6.2  抗扰度
	5.7　材料再生、回收利用率
	5.8　其他要求
	    产品的电源适应能力、可靠性等要求由产品标准具体规定并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环境条件
	除另有规定外，试验均在下述试验用标准大气条件下进行：
	电源：AC220V±22V，50HZ～60HZ；

	6.2　设计要求试验
	6.2.1　硬件要求
	6.2.1.1  基本要求
	6.2.1.2  动感平台
	动感平台的检测方法包括：
	a) 通过产品的自检程序，检测验证产品的功能、性能正确性；

	6.2.1.3  VR大空间
	VR大空间检测试验方法包括：
	b) 路由设备，应查验其出厂检验报告参数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c) 用目测方法检查VR大空间地贴、光线是否满足场地使用要求。

	6.2.1.4  结构稳定性
	结构稳定性试验方法包括：
	6.2.1.5  显示设备
	显示设备的检测试验方法包括：
	a) 功能及性能参数，应查验其出厂检验报告参数是否满足使用要求；
	b) 用目测法和有关检测工具进行外观和结构检查。
	6.2.2　软件要求

	6.3　外观及结构检查
	6.4　安全试验
	6.5　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
	6.6　电磁兼容性
	6.6.1  无线电骚扰限值
	6.6.2  抗扰度
	6.7　材料安全
	6.8　其他要求
	    按照产品标准和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一般规定
	    产品在定型时（设计定型、生产定型）和生产过程中应按本部分和产品标准中的补充规定进行检验，并应
	7.2　检验分类
	7.3　 型式检验
	7.3.1　产品应在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7.3.2　型式试验由产品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或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或委托的通过国家认可的质量检验单位负责进行。
	7.3.3　型式检验原则上应在一个样品上进行，按本标准第5章要求的全部项目检验。如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可再抽
	7.3.4　检验后要提交型式试验检验报告。

	7.4　质量一致性检验
	7.4.1　批量生产或连续生产的产品，进行全数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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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　产品的检验由产品制造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负责进行。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8.1　标志
	应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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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厂信息、产品标准编号、

	8.2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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