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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类智能设备内容库分类分级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儿童智能设备资源内容分级的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儿童智能硬件产品中的内容分级，可包括儿童陪伴机器人、早教故事机、学习平板、

点读机等类别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无 

3 术语和定义 

3.1 儿童陪伴机器人 Child companion robot 

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它既可以接受人类指挥，又可以运行预先编排的程序，也可以根据以人

工智能技术制定的原则纲领行动。作用主要以陪伴为主，第一类是面向幼儿，其中的功能以早教为主；

第二类是面向儿童，功能主要以教育、陪伴为主；第三类是面向年龄稍大的儿童，通过机器人教授编程

知识。 

3.2 内容库  data 

是指受保护的优质内容存储库，在本标准中指儿童智能设备的资源内容 

3.3 儿童智能设备 Smart device for children 

面向儿童的具有计算处理能力的设备、器械或者机器。 

4 总则 

4.1 不得包含的信息 

a) 煽动抗拒、破坏现发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 

b)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c）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 

d）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e) 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f) 宣扬封建迷信、邪教、淫秽、色情、赌博、凶杀、教唆犯罪的 

g) 其他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的 

4.2 应分级管控的内容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16217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162175&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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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脏话粗话、成人伦理场景、消极悲观、迷信、恐怖等 

4.3 用户获取内容的方式 

a) 直接浏览：通过儿童智能设备的应用打开 

b) 搜索浏览：通过浏览器、语音交互等方式打开 

c) 订阅或定制：网络信息推送、智能个性化推荐的内容 

5 儿童智能设备内容库分类 

5.1 图片内容 

儿童智能设备中包含或可直接下载的图片资源，如内置及可供下载的绘本图片、应用软件背景图、

交互设计图等 

5.2 视频内容 

儿童智能设备中包含的或可直接下载的视频资源，如动画片、影视剧、学习教程 

5.3 文字内容 

儿童智能设备中包含的或可直接下载的视频资源，如引导/提示语、语音交互、短文等 

5.4 音频内容 

儿童智能设备中包含的或可直接下载的音频资源，如歌曲等 

6 儿童智能设备内容库分级 

6.1 分级考核指标 

通过直接浏览、搜索浏览、订阅或定制的方式，在4.1的前提下，对4.2的内容按年龄进行分级管控 

6.2 AI-1 级内容 

6.2.1 应用范围 

适合所有儿童使用，尤其是2-6岁 

6.2.2 内容详情 

符合国家法律对于有害信息的规定，视频资源为动画片及亲子教育类综艺影视剧、学龄前学科启蒙

教程；不包含暴力信息，无任何脏话、粗话，无任何其他成人不良语言或场景，无任何悲观消极等4.2

的内容 

6.3 AI-2 级内容 

6.3.1 应用范围 

适合所有儿童使用，尤其是6-7岁 

6.3.2 内容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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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国家法律对于有害信息的规定，视频资源以动画片及亲子教育类综艺影视剧、拼音/数学等低

年级适龄启蒙教程为主，可以包含少量以内其他视频资源，音频资源除儿歌、儿童故事外，可以包含占

音频资源比例少量以内其他内容，其中视频、音频、图片、文字占比极少的暴力信息，极少的任何脏话、

粗话，极少的其他成人不良语言或场景，极少的悲观消极等4.2的内容 

6.4 AI-3 级内容 

6.4.1 应用范围 

适合所有儿童使用，尤其是8-10岁 

6.4.2 内容详情 

符合国家法律对于有害信息的规定，该类视频资源包含动画片及亲子教育类综艺影视剧、大部分适

龄学习教程，少量其他视频资源，音频资源除儿歌外可包含占视频资源少量半数流行等其他歌曲，其中

视频、歌词、图片、文字可以包含轻度暴力信息但无血腥，不宣扬暴力行为，轻度的脏话、粗话，轻度

其他成人不良语言或场景，轻度悲观消极内容但主题积极等4.2的内容 

6.5 AI-4 级内容 

6.5.1 应用范围 

适合11-14岁使用 

6.5.2 内容详情 

符合国家法律对于有害信息的规定，视频资源以适龄学习教程为主，可以包含适当其他视频资源，

其中视频、音频、图片、文字可以包含中度暴力信息，中度脏话、粗话，中度内暗示性成人不良语言或

场景，中度悲观消极等4.2的内容 

6.6 AI-5 级内容 

6.6.1 应用范围 

适合11-14岁以上未成年使用 

6.6.2 内容详情 

符合国家法律对于有害信息的规定，该类视频资源以适龄学习教程为主，可以包含大部分其他视频

资源，其中视频、音频、图片、文字可以包含重度暴力信息，重度脏话、粗话，重度成人场景，重度悲

观消极等4.2的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