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员与资产安全
服务提供商可帮助企业降低安全风险， 
实现合规并提高生产力



安全与生产力：成功的合作伙伴
一项工业安全计划应努力实现三个主要目标：

•	 帮助保护员工规避机器、流程和电气安全风险

•	 实现合规同时降低合规成本

•	 尽可能提高生产力以支持卓越运营

阻碍这些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障碍是不同职能部门的员工对于安
全常常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安全专家关心的是保护员工并遵守安
全标准，而运营专家常常担心安全措施会影响生产力。

然而研究表明，安全和生产力可以和谐共存 — 甚至共同提升。总
绩效得分在前  20%  的一流制造商相比行业平均水平同行而言的
优势在于：2

1 国际劳工组织 2017 年职业安全与健康报告
2 安本集团 2011 年集成安全系统研究报告

每 15 秒，就有 153 名工人遭遇 
工伤事故。1

一流制造商均遵循一系列通用的最佳实践，可分为三个核心安全
支柱：

要想达到一流制造商水平，需要在这三个方面都表现出色。通常，
只能通过使用安全服务提供商的支持和专业技术来实现。

文化 
（行为）

合规 
（程序）

资本 
（技术）

5-7% 2-4% <50%
更高的OEE 更少的非计划停机时间 工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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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服务的角色
很少有工业公司拥有满足其各种需求的全面的安全专业技术和能力。大
多数公司都要借助工业安全服务提供商来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持，比如为
员工提供安全培训或验证安全系统设计。

许多公司还会向安全提供商寻求帮助，以解决与安全相关的具体挑战。
这可能包括保留关键的安全功能，因为它们管理技能短缺或帮助在全球
各地的运营中采用关键安全标准，如 ISO 13849 和 IEC 62061。

除了满足这些组织需求之外，安全服务还可通过在以下方面改进流程、
能力和技术来帮助公司实现最佳绩效：

1 供应商提供的自动化服务，ARC 咨询集团，2015 年

提高员工在锁定/挂牌 
流程中的效率18%

降低附加机器安全解决
方案的成本15%

缩短每年锁定/挂牌审计
时间

多达		

85%

机器安全危险能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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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能量控制
锁定/挂牌 (LOTO) 服务可帮助公司创建合规、安全并且富有成效
的 LOTO 流程。

LOTO  图解程序能够准确显示隔离点所在位置，并为  LOTO  方法
和步骤提供一种更便于使用的格式。它们比基于文本的程序要快 
40%  之多，最多可将总员工利用率提高 18%，同时还有可能减少 
LOTO 流程中的出错率。

LOTO  培训可面向经授权且受影响的员工提供（当公司改变现有
政策或引入新的 LOTO 程序格式之后）。

年度审计能够确定当前程序是否存在任何偏差或缺陷。通过定期
审计，雇主有望纠正可能存在的缺陷，避免造成严重后果。

政策服务包括审查或制定  LOTO  政策，使员工能够清楚且轻松地
理解和实施。

设备建议服务可帮助确认  LOTO  设备是否符合程序。这些建议会
考虑使用频率、员工人数和现有的设备库存等因素。

LOTO  数据库软件可追踪各个场地的  LOTO  程序情况。这可帮助
公司识别趋势以改进 OEE，并验证员工是否正确使用 LOTO。此外
还可将年度 LOTO 审计所需时间最多缩短 85%。

公司标准化 LOTO 计划并 
提高生产力
一家未制定标准化		LOTO		计划的快递服务公司
希望在多个设施实施标准化流程和报告结构。

它向一家服务提供商寻求帮助，对每个设施实
施了	LOTO	管理软件工具。

该软件实施帮助制定了一个涵盖所有设施的标
准化	LOTO	计划，使生产力提高了	13%。安全和
运营主管现在也可以利用软件来监控		LOTO		计
划在所有位置的状态，并查看	LOTO	关联的停机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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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安全
我们提供机器安全服务，可支持并简化  IEC  61508  和  62061  中定义的 
功能安全生命周期的所有五个阶段。

1  风险识别和评估

服务提供商可执行风险评估和合规审计，以帮助公司了解其运营
中存在的机器安全风险。完整的服务包括以下内容：

  1. 符合性审计

  2. 机器风险评估

  3. 基于团队的风险评估

  4. 企业安全计划制定

2  确定风险缓解步骤
完成审计或评估后，服务提供商可以使用调查结果来定义缓解所
识别风险的要求规范。此过程不仅考虑各种运营模式，还考虑所
有机器交互。

通过定义要求规范，安全服务提供商还可提供指导以帮助公司进
行风险缓解规划。

简化整个安全生命周期的进展
软件工具在帮助公司简化整个安全生命周期的
进展方面行之有效。

采用风险评估软件		(RASWin)		的安全自动化构
建器便是其中一例。它可帮助公司管理一切事
务，从评估和功能要求到安全系统的设计、验证
和确认。

该工具可整理流程每个步骤的信息及机械验
证，并将生命周期的每个步骤联系在一起，以避
免发生系统性故障。它还帮助选择产品，以实现
所需的符合	ISO	13849-1	的安全绩效水平，并可
帮助创建SISTEMA	项目以分析所有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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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安全（接上页）
3  设计和验证

服务提供商可以审查安全系统的设计，以帮助确保其满足软件和编
程要求，并确认其使用了合适的组件。提供商也可以执行电路分析，
并进行 SISTEMA 验证，以确认设计满足其要求。

4  安装和验证
验证规划和执行，以帮助确认机器操作满足规定要求并符合标准。
服务提供商可以向现场派遣专家，以帮助执行验证测试并记录整个
流程。

5  维护和改进
当机器或线路正常运转后，服务提供商可帮助客户在安全系统的整
个生命周期内进行维护。长期支持服务包括定期机器安全验证服务
以及年度或持续运行状况检查和合规审计。

培训
为了加强安全计划，服务提供商可以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提供功
能安全专家培训。寻找可以提供  TÜV  Rheinland  培训的服务提供
商，TÜV  Rheinland  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工业安全组织之一。还可
选择基于员工技能组合的定制化培训。

服务提供商帮助在各工厂实现 
机器安全标准化
某工业公司的多个场地积累了一些没有安全系
统的老化机器。

该公司向一家安全服务提供商寻求帮助，以改进
机器的安全性能，并就新的安全系统和方法对
工厂员工进行培训。

服务提供商执行了标准化的风险评估，制定了一
致的风险缓解策略，实施了新的安全解决方案 	
并对所有场地的机器执行了可重复验证。员工
获得培训，并在整个项目期间紧紧跟随服务提
供商。

项目完成时，基于评估期间识别的风险而部署了
全面运转的高性能安全系统。这些安全系统在
所有场地均保持一致并实现标准化，并且员工
掌握了关于新系统的知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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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安全方法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安全不仅仅是业务经营中的一项开支。凭借强大的安
全文化、合规的安全程序以及现代安全技术，一流制造商已证明它们能够
保护人员安全并直接惠及盈亏底线。

罗克韦尔自动化可帮助组织努力实现这种一流的绩效水平。我们的工业安
全服务旨在帮助公司保护员工不受伤害，并保持设备符合最新标准。我们
还积极寻求既能增强安全并降低风险、又能优化生产力的方法。

罗克韦尔自动化…	聘用的		
TÜV	Rheinland	认证专家多于任何	
其他公司。”

–	ARC	咨询集团：机器安全防护解决方案	
全球市场	2015-2020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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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有关人员与资产安全服务的更多信息， 
请致电罗克韦尔自动化服务代表，或访问  
rok.auto/safetyservices 

关注我们。

http://rockwellautomation.com
http://rok.auto/services
http://rok.auto/safetyservices
https://www.facebook.com/ROKAutomation
https://www.instagram.com/rokautomation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rockwell-automation
https://twitter.com/ROKAuto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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