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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 GA 1081－2013《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规范》，与 GA 1081－2013 相比，除编辑

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 1个术语的定义：维护保养单位（见 3.2，2013年版的 3.2）； 

——修改了维护保养单位要求（见 4.2，2013年版的 4.2）； 

——将“入侵报警系统”修改为“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见 6.2.2、附录 B，2013 年版的

6.2.2、附录 B）； 

——增加了“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 6.2.11）； 

——增加了附录 J（见附录 J）。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防范报警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0）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中盾安民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永升、史彦林、尹萍、邢更力、聂蓉、路德、巩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A 108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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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活动中的一般要求、工作程序、工作内容与要求、维护保

养费用构成和计取等。  

本标准适用于安全防范系统的维护保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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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8.1-2018  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 15210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用技术规范 

GB/T 3258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GB/T 37078  出入口控制系统技术要求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A/T 70  安全防范工程建设与维护保养费用预算编制办法 

GA/T 644-2006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GA/T 670-2006 安全防范系统雷电浪涌防护技术要求 

GA/T 761-2008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GA/T 992 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维护保养  maintenance 

针对安全防范系统开展的检查、清洁、调整、调试及故障设备/部件更换、发现并排除故障、预

见性的消除隐患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注：维护保养工作不包括对设备器材及其部件的修理。 

3.2  

维护保养单位  maintenance unit 

提供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专业服务的单位。 

4 一般要求 

4.1 建设（使用）单位要求 

4.1.1 建设（使用）单位应制定和落实安全防范系统使用、管理和维护保养的规章制度，建立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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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工作的长效机制，保证系统有效运行，充分发挥系统防范效能。 

4.1.2 建设（使用）单位应在年度财务预算中列支用于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的专项经费，确保系

统维护保养工作的顺利开展。 

4.1.3 建设（使用）单位应提供有利于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工作开展的技术资料。技术资料至少

应包括： 

a) 工程竣工文件（设计方案、设备器材清单、产品质量合格证明、产品（系统）使用说明书、

系统联动关系表、施工记录、系统验收报告等）； 

b) 工程竣工图纸（系统原理图、传输拓扑图、前端设备布防图、管线敷设图、监控中心布局、

接线图等）； 

c) 系统运行及维保记录（系统运行情况记录、系统检查记录、系统改造说明或记录、维护保

养记录、故障处置记录等）。 

4.2 维护保养单位要求 

4.2.1 安全防范系统的维护保养单位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 

4.2.2 安全防范系统的维护保养单位承接维护保养项目时，应具备协助建设（使用）单位建立、完

善系统运行应急预案的能力，宜具有同类别、同规模项目的设计施工或维护保养服务经历。 

4.2.3 维护保养单位应组建专门的维护保养机构并配备相应的专业维护保养人员。维护保养人员基

本要求如下： 

a) 应通过维护保养单位的审查、录用，并签订保密承诺书； 

b) 应接受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业务技能等知识的培训、考核，考核通过后，持证上岗。 

4.2.4 维护保养单位应配备与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工作相适应的器具、设备和仪器仪表，应配备

满足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需要的备品备件。 

4.2.5 维护保养单位应与建设（使用）单位签订保密协议，落实保密责任与措施。 

4.2.6 维护保养单位应建立完善的维护保养服务体系，包括但不限于维护保养管理制度、维护保养

服务规程、质量管理要求、安全生产要求等。 

4.2.7 维护保养单位应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及安全保卫工作需要，向建设（使用）单位提出关于系统

（设备）升级、改造的合理化建议。 

4.2.8 维护保养单位应建立如下服务机制： 

a) 服务受理，维护保养单位应具备固定多线客服热线电话，保持每周 7×24h 接听，处理建

设（使用）单位的技术咨询、沟通和服务支持，反馈服务信息； 

b) 服务响应，日常技术咨询、技术支持等服务响应时间应小于等于 2h，应急维护响应时间应

小于等于 1h。设备（系统）发生故障时，维护保养单位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恢复设备（系

统）正常运行； 

c) 回访，维护保养单位应在每次维护保养任务完成后 3d内，对用户进行跟踪回访； 

d) 投诉受理，维护保养单位应提供投诉热线，用户投诉处理结果的反馈应小于等于 2d，投诉

回复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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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用户满意度调查，维护保养单位组织用户满意度调查应每六个月不少于 1次。由建设（使

用）单位对受理人员服务态度、现场工作人员态度及技能、响应时间、用户需求理解率、

跟踪回访、服务结果等项目进行评价和打分。 

5 工作程序 

5.1 安全防范系统的维护保养工作按照图 1 的程序进行。 

制定维护保养规划

提出维护保养需求

确定维护保养形式

委托维护保养 自行维护保养

对安全防范系统进行

勘察、分析和评估

编制维护保养方案

委托维护保养

签署维护保养合同

Y

开展维护保养工作

N

验收、评价

改进

结束

N

Y

 

图 1  安全防范系统的维护保养工作程序 

5.2 建设（使用）单位在安全防范系统交付使用后，应制定系统维护保养规划，并提出维

护保养需求。 

5.3 建设（使用）单位可根据系统规模、维护保养需要和自身能力，委托维护保养单位或

自行开展维护保养工作。建设（使用）单位委托维护保养单位开展维护保养工作时，应选择

符合 4.2 要求的维护保养单位；建设（使用）单位自行开展维护保养工作时，维护保养人员

应具备与维护保养工作相适应的技术能力，并符合 4.2.3 的要求。 

5.4 开展维护保养工作前，应对安全防范系统进行勘察、分析和评估，并编制系统勘察报

告。系统勘察的内容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调查系统的建设情况，包括：系统建设时间和周期，设计、施工及竣工文件，系统构成和

设备配置、工程造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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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考察设备（系统）目前的运行状态、防护效能等； 

c) 全面调查现场的环境情况，如温度、湿度、风、雨、雾、雪、霜、雷电、电磁干扰等有可

能造成系统故障或加速系统老化的环境因素，分析影响设备（系统）稳定运行的环境因素； 

d) 考察系统值机员的日常工作流程及其对工作内容的认知和熟悉程度； 

e) 调查设备（系统）曾发生故障的次数、严重程度、处理方法和故障原因，分析总结规律； 

f) 了解建设（使用）单位备品备件储备及其规格型号和数量，调研设备（系统）的市场供应

情况以及替代品情况。 

5.5 根据系统勘察报告和第 6 章的要求编制维护保养方案。维护保养方案应至少包含以下

内容： 

a) 维护保养对象和周期； 

b) 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c) 维护保养实施组织方案； 

d) 维护保养备品备件配置与管理； 

e) 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的保障措施； 

f) 维护保养费用预算等。 

5.6 建设（使用）单位委托维护保养单位进行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服务时，维护保养方

案应经建设（使用）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共同确认，双方应签署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合同。 

5.7 维护保养人员应按照维护保养方案开展维护保养工作。每次维护保养工作完成后，维

护保养人员应详细记录维护保养工作内容、系统维护保养后运行状态、发现的问题及处置方

式、相关建议等内容，经建设（使用）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相关人员共同确认后存档。建设

（使用）单位应对维保人员提出的建议进行分析研究并及时反馈。 

5.8 建设（使用）单位应对维护保养工作进行验收、评价。验收、评价应包括维护保养工

作效果和维护保养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效率、安全生产等内容，经建设（使用）单位和维

护保养单位相关人员共同确认后存档。维护保养单位（人员）应根据验收、评价意见进行相

应的改进。 

6 工作内容与要求 

6.1 基本原则 

6.1.1 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清洁、调整、测试、优化系统、备份数据、排查

隐患、处置问题等工作。 

6.1.2 检查设备时，应对设备进行物理检查、运行环境检查、电气参数与性能检查等。 

6.1.3 清洁设备时，应根据设备类型及受污染情况，使用吸尘、吹尘、刷、擦等方法清理设备表面

或内部的灰尘、污物等。 

6.1.4 调整设备时，应按照使用管理要求、标准规范、技术手册，设置或校正设备的安装位置、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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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范围、电气参数、运行模式等。 

6.1.5 测试系统时，应按照使用管理要求、标准规范、技术手册，测量试验设备（系统）的功能性

能。 

6.1.6 优化系统时，应按照使用管理要求、标准规范、技术手册，合理配置设备（系统）的参数。 

6.1.7 备份数据时，应根据使用管理要求，对重要数据进行转存、转录，并确保数据和存储介质的

安全。 

6.1.8 排查隐患时，应详细检查并记录可能造成系统不稳定运行及系统设置、功能性能等不满足标

准规范和使用管理要求的情况。 

6.1.9 处置问题时，应根据检查、测试及隐患排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处置建议，经建设（使

用）单位同意后，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解决，并详细记录实施过程。 

6.2 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6.2.1 维护保养对象应按系统及其构成单元，逐级分解，系统及构成单元划分方式参照GB50348-2018

中6.4执行。 

6.2.2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附录A。 

6.2.3 视频监控系统的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附录B。 

6.2.4 出入口控制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附录C。 

6.2.5 声音复核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附录D。 

6.2.6 电子巡查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附录E。 

6.2.7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附录F。 

6.2.8 系统供配电设备、防雷接地及传输线缆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附录G。 

6.2.9 安全防范系统软件系统或平台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附录H。 

6.2.10 安防监控中心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附录I。 

6.2.11 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见附录J。 

6.2.12 其它子系统参照6.1规定，确定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6.3 维护保养周期 

安全防范系统的维护保养周期应每六个月不少于 1次。可根据系统（设备）的运行情况及安全防

范需要，相应地增加维护保养次数。 

7 维护保养费用构成和计取 

7.1 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费用包括维护保养勘察设计费、维护保养服务费和其它费。 

7.2 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费用的计取按照 GA/T 70 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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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A.1规定了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的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A.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前端设备 

物理检查 

检查前端探测设备是否依图纸标定位置（或系统中标定的位

置）存在。对于前端设备的拆改、挪移，应及时将变化情况

更新至图纸或系统中。 

检查设备安装部件是否齐全，安装是否牢固，有无明显破损

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运行环境 

检查 

检查设备探测区域的局部环境是否符合产品手册规定的条

件，重点检查有无引发漏报警、误报警和影响探测效果、降

低探测范围的因素，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设备清洁 
清理探测设备内外的灰尘、污物。 

确保探测设备内外清洁，无影响探测效果的污物或覆盖物。 

设备调整 
根据防护需要，调整入侵探测器的灵敏度、探测范围、探测

角度等，确保设备保持应有探测效果。 

功能/性能

测试 

按照产品手册，模拟报警条件或采用相应的测试设备或手段

进行模拟报警试验，检查入侵探测器的有效性。 

前端设备的功能性能应满足使用管理要求、符合 GB/T 32581

的规定。 

2 传输设备 

管线、路由 

检查 

检查线缆有无破损、氧化等情况，检查线管管口封堵、接地

连接等情况。 

传输管线安装应牢固整洁，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 

传输设备 

检查 

检查传输设备安装、运行情况。 

传输设备安装应牢固，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工作

状态应正常。 

使用电池供电的无线发射、接收、中继设备，应按照产品手

册要求定期更换电池。 

清洁整理 
对传输设备、管线、人孔井、手孔井等进行必要的清洁和整

理。 

测试调整 
根据检查结果和系统需要调整传输设备的相关参数。 

参数调整后，应满足使用管理和标准规范的要求。 

3 

处理/控制/

管理/显示/

记录设备 

物理检查 

根据系统构成模式和安装方式，制定检查方案，重点检查处

理/控制/管理/显示/记录设备安装是否牢固，设备外壳及部

件有无异常变化或破损迹象，设备部件和接线是否正常。发

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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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参数与

性能检查 

通过观察设备指示灯、测量设备电压/电流等方式，检查设

备运行状态，设备运行指示应正常。 

设备清洁 对设备内外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功能/性能

测试调整 

根据使用管理要求和产品手册，对系统的功能/性能进行测

试和调整，应符合 GB/T 32581的规定。 

4 系统 

系统优化 

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及使用管理要求，调整系统的相关参数，

提高、优化系统性能。 

系统优化的重点在于杜绝漏报警、减少误报警、缩短报警响

应时间和联动响应时间、提高报警显示准确性等。 

系统校时 
对系统进行校时，系统的主时钟与标准时间偏差应符合标准

规范的规定。 

数据备份 

对系统信息、参数设置及其它有助于保证系统安全、有助于

系统快速恢复的数据资料进行备份。 

备份文件应存储在专用介质上，并注明备份时间、数据类型、

恢复数据注意事项等信息。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系统管理员或操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实

系统运行状态，排查系统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保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系统的健康状态，预测系

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问题处置 

由于入侵探测器老化而造成的探测范围减小、探测灵敏度降

低或前端设备破损、污损严重，且已经不能满足防护需要时，

应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

的改进措施。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经

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

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应及时书面告知建设（使用）单

位，同时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

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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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视频监控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B.1规定了视频监控系统的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B.1  视频监控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前端设备 

物理检查 

检查前端探测设备是否依图纸标定位置（或系统中标定的位

置）存在。对于前端设备的拆改、挪移，应及时将变化情况

更新至图纸或系统中。 

检查设备安装部件是否齐全，安装是否牢固，有无明显破损

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运行环境 

检查 

检查前端有无影响监控效果和设备正常工作的因素。 

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置。 

电气参数与

性能检查 

检查摄像机及其配套设备（包括电源、风扇、加热、雨刷、

辅助照明装置等）的工作状态。 

采用相应的仪器仪表测量摄像机的相关指标，并进行相应调

整，应满足使用管理要求。 

机械构件 

维护 

对摄像机、防护罩、云台、辅助照明装置等的安装支架、立

杆等构件进行加固、除锈、防腐等养护，并做必要调整。 

设备清洁 对摄像机镜头、摄像机防护罩及附属配件进行必要的清洁。 

设备调整 
根据视频监控需要调整前端摄像机的焦距、监控范围等，应

满足使用管理要求。 

2 传输设备 

管线、路由 

检查 

检查线缆有无破损、氧化等情况，检查线管管口封堵、接地

连接等情况。 

传输管线安装应牢固整洁，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 

传输设备 

检查 

检查传输设备安装、运行情况。 

传输设备安装应牢固，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工作

状态应正常。 

使用电池供电的无线发射、接收、中继设备，应按照产品手

册要求定期更换电池。 

清洁整理 
对传输设备、管线、人孔井、手孔井等进行必要的清洁和整

理。 

测试调整 

根据检查结果和系统需要调整传输设备的相关参数。 

调整后，应保证视频信号及控制信号衰减满足标准规范或原

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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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处理/控制/

管理 /记录

设备 

物理检查 

根据系统构成模式和安装方式，制定检查方案，重点检查处

理/控制/管理设备安装是否牢固，设备外壳及部件有无异常

变化或破损迹象，设备部件和接线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应及

时处置。 

电气参数与

性能检查 

通过观察设备指示灯、测量设备电压/电流等方式，检查设

备运行状态，设备运行指示应正常。 

设备清洁 对设备内外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功能/性能

测试 

根据使用管理要求和产品手册，对系统的功能/性能进行测

试和调整，应符合 GB 50348-2018中 6.4.4、6.4.5的规定。 

4 显示设备 

物理检查 

检查显示设备安装柜/箱和结构件是否牢固，检查其外表有

无异常或破损迹象，检查接地是否完好。 

检查并调整显示设备，确保显示设备安装牢固，设备外壳及

部件无异常变化或破损迹象，设备部件和接线应正常。 

除视频显示设备外，显示设备还应包括 LED显示屏等字符显

示装置。 

设备清洁 
对设备、箱/柜及结构件等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显示屏幕清洁时，应采用专用试剂。 

功能/性能

测试 

根据使用管理要求和产品手册，对系统的功能/性能进行测

试和调整，应符合 GB 50348-2018中 6.4.4、6.4.5的规定。 

5 系统 

系统优化 

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及使用管理要求，调整系统的相关参数，

提高、优化系统性能。 

系统优化的重点在于提高视频监控系统监控效果、延长视频

录像保存时间、提高视频图像回放效果、缩短报警联动响应

时间等。 

系统校时 
对系统进行校时，系统的主时钟与标准时间偏差应符合标准

规范的规定。 

数据备份 

对系统信息、参数设置及其它有助于保证系统安全、有助于

系统快速恢复的数据资料进行备份。 

备份文件应存储在专用介质上，并注明备份时间、数据类型、

恢复数据注意事项等信息。 

除非建设（使用）单位特别要求，数据备份不包括视频流媒

体数据的备份。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系统管理员或操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实

系统运行状态，排查系统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保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系统的健康状态，预测系

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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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处置 

监控图像、记录图像达不到标准规范和使用管理要求或设备

破损/污损严重、已无法满足视频监控需要时，应提出改进

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经

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

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应及时书面告知建设（使用）单

位，同时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

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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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出入口控制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C.1规定了出入口控制系统的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C.1  出入口控制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识读设备 

物理检查 

检查前端设备是否依图纸标定位置（或系统中标定的位置）

存在。对于前端设备的拆改、挪移，应及时将变化情况更新

至图纸或系统中。 

检查设备安装部件是否齐全，安装是否牢固，有无明显破损

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设备清洁 
对设备内外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对影响识别准确性和识读速度的关键部件进行专业清洁。 

功能测试 

根据识读设备的类型采用适当的方式测试识读设备的功能

性能，其有效性应满足使用管理要求、符合 GB/T 37078 的

规定。 

2 执行机构 

物理检查 
检查设备或部件的磨损或损耗情况，检查设备安装是否牢

固，安装部件是否齐全，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设备维护 

加固机械部件、调节安装位置、润滑传动机构，保证执行机

构能够正常启闭。 

执行机构包括电控锁、闭门器、电动栏杆机等。 

3 其它设备 

出门按钮 
检查出门按钮的安装、外观及功能。安装应牢固，外观应无

污损，开关应灵活，按下出门按钮后执行机构应能正常开启。 

紧急疏散 

开关 

检查紧急疏散开关的安装、外观及功能。安装应牢固，外观

应无污损，触发紧急疏散开关后应能保证电控锁即刻开启。 

4 传输设备 

管线、路由 

检查 

检查线缆有无破损、氧化等情况，检查线管管口封堵、接地

连接等情况。 

传输管线安装应牢固整洁，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 

传输设备 

检查 

检查传输设备安装、运行情况。 

传输设备安装应牢固，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工作

状态应正常。 

清洁整理 
对传输设备、管线、人孔井、手孔井等进行必要的清洁和整

理。 

测试调整 
根据检查结果和系统需要调整传输设备的相关参数。 

参数调整后，应满足使用管理和标准规范的要求。 



GA/T XXXX-XXXX 

12 

5 
管理/控制

设备 

物理检查 

根据系统构成模式和安装方式，制定检查方案，重点检查处

理/控制设备安装是否牢固，设备外壳及部件有无异常变化

或破损迹象，设备部件和接线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应及时处

置。 

电气参数与

性能检查 

通过观察设备指示灯、测量设备电压/电流等方式，检查设

备运行状态，设备运行指示应正常。 

设备清洁 对设备内外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功能/性能

测试 

根据使用管理要求和产品手册，对系统的功能/性能进行测

试和调整，应符合 GB/T 37078的规定。 

6 系统 

系统优化 

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及使用管理要求，调整系统的相关参数，

提高、优化系统性能。 

优化重点在于提高系统识别速度、通行速度，保证受控区域

安全。 

系统校时 
对系统进行校时，系统的主时钟与标准时间偏差应符合标准

规范的规定。 

数据备份 

对系统信息、参数设置及其它有助于保证系统安全、有助于

系统快速恢复的数据资料进行备份。 

备份文件应存储在专用介质上，并注明备份时间、数据类型、

恢复数据注意事项等信息。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系统管理员或操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实

系统运行状态，排查系统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保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系统的健康状态，预测系

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问题处置 

出入口控制系统功能性能、紧急疏散措施等达不到标准规范

和使用管理要求或设备老化、破损严重，已无法满足出入口

控制需要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

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经

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

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应及时书面告知建设（使用）单

位，同时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

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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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声音复核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D.1规定了声音复核系统的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D.1  声音复核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前端设备 

物理检查 

检查前端设备是否依图纸标定位置（或系统中标定的位置）

存在。对于前端设备的拆改、挪移，应及时将变化情况更新

至图纸或系统中。 

检查设备安装部件是否齐全，安装是否牢固，有无明显破损

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设备清洁 对设备外壳和拾音话筒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性能测试 
检查设备实际采音效果。声音探测器的采音效果应满足现场

入侵探测、视频监控覆盖范围的要求。 

2 传输设备 

管线、路由 

检查 

检查线缆有无破损、氧化等情况，检查线管管口封堵、接地

连接等情况。 

传输管线安装应牢固整洁，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 

传输设备 

检查 

检查传输设备安装、运行情况。 

传输设备安装应牢固，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工作

状态应正常。 

使用电池供电的无线发射、接收、中继设备，应按照产品手

册要求定期更换电池。 

清洁整理 
对传输设备、管线、人孔井、手孔井等进行必要的清洁和整

理。 

测试调整 

根据检查结果和系统需要调整传输设备的相关参数。 

参数调整后，应保证音频信号衰减满足使用管理和标准规范

的要求。 

3 
管理/控制

设备 

物理检查 
管理/控制设备安装应牢固，设备外壳及部件应无异常变化

或破损迹象，设备部件和接线应正常。 

电气参数与

性能检查 

通过观察设备指示灯、测量设备电压/电流等方式，检查设

备运行状态，设备运行指示应正常。 

设备清洁 对设备内外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功能/性能

测试 

系统应能清晰地探测现场内人的语音、人走动、撬、挖、凿、

锯、砸等动作发出的声音。 

声音复核系统作为音频报警使用时，应满足现场入侵探测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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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 

系统优化 

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及使用管理要求，调整系统的相关参数，

提高、优化系统性能。 

优化重点在于提高拾音效果、降低干扰噪声，如作为入侵探

测设备使用，应杜绝漏报警、减少误报警、缩短报警响应时

间和联动响应时间，提高报警显示准确性等。 

系统校时 
对系统进行校时，系统的主时钟与标准时间偏差应符合标准

规范的规定。 

数据备份 

对系统信息、参数设置及其它有助于保证系统安全、有助于

系统快速恢复的数据资料进行备份。 

备份文件应存储在专用介质上，并注明备份时间、数据类型、

恢复数据注意事项等信息。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系统管理员或操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实

系统运行状态，排查系统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保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系统的健康状态，预测系

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问题处置 

声音复核系统功能性能达不到标准规范和使用管理要求或

设备老化/破损严重、已经无法满足报警复核或入侵探测需

要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

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经

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

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应及时书面告知建设（使用）单

位，同时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

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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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电子巡查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E.1规定了电子巡查系统的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E.1  电子巡查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离线式电子

巡查系统 

信息装置 

物理检查 

检查信息装置是否依图纸标定位置（或系统中标定的位置）

存在。对于信息装置的拆改、挪移，应及时将变化情况更新

至图纸或系统中。 

检查设备安装部件是否齐全，安装是否牢固，有无明显破损

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清洁 
对信息装置进行必要的清洁，定期更换夜光标签等标识设备

（如有）。 

调整 根据安全保卫需要调整信息装置的安装位置。 

2 

离线式电子

巡查系统 

采集装置 

物理检查 各种功能操作键应手感良好，动作灵活，无卡滞现象。 

供电检查 使用电池供电的采集装置，应按照产品手册定期更换电池。 

设备清洁 对采集装置设备进行必要的清洁。 

设备调整 
根据需要调整巡逻人员、巡逻路线、巡更时间、巡更方式等

参数。 

3 

离线式电子

巡查系统 

信息转换 

装置及其它 

转换装置 

设备外壳及部件应无异常变化或破损迹象，设备部件和接线

应正常。 

测试信息转换、信息读取等功能应满足使用管理要求。 

充电装置 对于充电装置应进行充放电测试。 

4 

在线式电子

巡查系统 

识读装置 

物理检查 

检查前端识读装置是否依图纸标定位置（或系统中标定的位

置）存在。对于信息装置的拆改、挪移，应及时将变化情况

更新至图纸或系统中。 

检查设备安装部件是否齐全，安装是否牢固，有无明显破损

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设备清洁 
对设备外壳和影响识别准确性和识读速度的关键部件进行

必要的清洁。 

功能测试 

根据识读装置的类型采用适当的方式测试识读设备的功能

性能，其有效性应满足使用管理要求、符合 GB/T 37078 的

规定。 

5 

在线式电子

巡查系统 

传输装置 

管线、路由 

检查 

检查线缆有无破损、氧化等情况，检查线管管口封堵、接地

连接等情况。 

传输管线安装应牢固整洁，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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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设备 

检查 

检查传输设备安装、运行情况。 

传输设备安装应牢固，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工作

状态应正常。 

使用电池供电的无线发射、接收、中继设备应根据具体要求

定期更换电池。 

清洁整理 
对传输设备、管线、人孔井、手孔井等进行必要的清洁和整

理。 

测试调整 根据检查结果和系统需要调整传输设备的相关参数。 

6 

电子巡查 

系统管理 

终端 

物理检查 
管理终端安装应牢固，设备外壳及部件应无异常变化或破损

迹象，设备部件和接线应正常。 

电气参数与

性能检查 

通过观察设备指示灯、测量设备电压/电流等方式，检查设

备运行状态，设备运行指示应正常。 

设备清洁 对设备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功能/性能

测试 

结合系统实际情况，测试系统各项功能和指标。系统的功能

性能应满足 GA/T644-2006中 6.2及使用管理的要求。 

7 

系统优化 
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及使用管理要求，调整系统的相关参数，

提高、优化系统性能。 

系统校时 
对系统进行校时，系统的主时钟与标准时间偏差应符合标准

规范的规定。 

数据备份 

对系统信息、参数设置及其它有助于保证系统安全，有助于

系统快速恢复的数据资料进行备份。  

备份文件应存储在专用介质上，并注明备份时间、数据类型、

恢复数据注意事项等信息。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系统管理员或操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实

系统运行状态，排查系统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保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系统的健康状态，预测系

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问题处置 

电子巡查系统功能性能达不到标准规范和使用管理要求或

设备老化破损严重、已无法满足巡查需要时，应提出改进建

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经

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

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应及时书面告知建设（使用）单

位，同时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

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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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规范性附录）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F.1规定了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的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F.1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识读设备 

物理检查 

检查前端识读设备是否依图纸标定位置（或系统中标定的位

置）存在。对于前端设备的拆改、挪移，应及时将变化情况

更新至图纸或系统中。 

检查设备安装部件是否齐全，安装是否牢固，有无明显破损

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设备清洁 
对前端识读设备内外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对影响识别准确性和识读速度的关键部件进行专业清洁。 

功能测试 

根据识读设备的类型采用适当的方式测试识读设备的功能

性能，其有效性应满足使用管理要求、符合 GA/T 761-2008

的规定。 

2 执行机构 

物理检查 设备安装应牢固，安装部件应齐全。 

设备维护 
加固机械部件、调节安装位置、润滑传动机构，保证执行机

构能够正常启闭。 

3 传输装置 

管线、路由 

检查 

检查线缆有无破损、氧化等情况，检查线管管口封堵、接地

连接等情况。 

传输管线安装应牢固整洁，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 

传输设备 

检查 

检查传输设备安装、运行情况。 

传输设备安装应牢固，安装部件应齐全，标识应清晰，工作

状态应正常。 

使用电池供电的无线发射、接收、中继设备应根据具体要求

定期更换电池。 

清洁整理 
对传输设备、管线、人孔井、手孔井等进行必要的清洁和整

理。 

测试调整 根据检查结果和系统需要调整传输设备的相关参数。 

4 
前端显示/

指示设备 

物理检查 设备安装应牢固，安装部件应齐全。 

设备清洁 对设备进行必要的清洁。 

设备调整 
根据需要对前端显示/指示装置进行调整，确保能够使驾驶

员完整清晰地看到显示/指示信息。 

5 
视频监控 

前端设备 
物理检查 

检查前端探测设备是否依图纸标定位置（或系统中标定的位

置）存在。对于前端设备的拆改、挪移，应及时将变化情况

更新至图纸或系统中。 

检查设备安装部件是否齐全，安装是否牢固，有无明显破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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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置。 

运行环境 

检查 

检查前端有无影响监控效果和设备正常工作的因素。 

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置。 

机械构件 

维护 

对摄像机、防护罩、云台、辅助照明装置等的安装支架、立

杆等构件进行加固、除锈、防腐等养护，并做必要调整。 

设备清洁 对摄像机镜头、摄像机防护罩及附属配件进行必要的清洁。 

设备调整 
根据视频监控需要调整前端摄像机的焦距、监控范围等，应

满足使用管理要求。 

6 
管理/控制 

设备 

物理检查 

根据系统构成模式和安装方式，制定检查方案，重点检查处

理/控制设备安装是否牢固，设备外壳及部件有无异常变化

或破损迹象，设备部件和接线是否正常。发现问题应及时处

置。 

电气参数与

性能检查 

通过观察设备指示灯、测量设备电压/电流等方式，检查设

备运行状态，设备运行指示应正常。 

设备清洁 对设备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功能/性能

测试 

根据使用管理要求和产品手册，对系统的功能/性能进行测

试和调整，应符合 GA/T 992、GA/T761-2008中第 6章的规

定。 

7 

系统优化 
根据系统运行情况及使用管理要求，调整系统的相关参数，

提高、优化系统性能。 

系统校时 
对系统进行校时，系统的主时钟与标准时间偏差应满足标准

规范的规定。 

数据备份 

对系统信息、参数设置及其它有助于保证系统安全、有助于

系统快速恢复的数据资料进行备份。 

备份文件应存储在专用介质上，并注明备份时间、数据类型、

恢复数据注意事项等信息。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系统管理员或操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实

系统运行状态，排查系统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保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系统的健康状态，预测系

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问题处置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功能性能达不到标准规范和使用

管理要求或设备老化破损严重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

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经

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

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系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应及时书面告知建设（使用）单

位，同时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

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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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规范性附录） 

系统供配电设备、防雷接地及传输线缆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G.1规定了系统供配电设备、防雷接地及传输线缆的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G.1  系统供配电设备、防雷接地及传输线缆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供配电 

箱/柜及 

设备 

物理检查 

供配电箱/柜及相关设备安装应牢固，安装部件应齐全。箱/

柜操控部件应灵活，设备应无过热、焦、糊等异常现象，各

类指示灯显示应正常。接线或供电标识应清晰。 

设备清洁 对供配电箱/柜及设备进行必要的清洁。 

电源测量 
测量供配电设备的输入/输出电压/电流，应满足相应用电设

备可靠、稳定运行的要求。 

2 UPS电源 

电池检查 
对 UPS电池柜进行必要的清洁；电池应无鼓包、漏液、发热

等异常现象；电池接线柱应无氧化，连线应牢固。 

主机维护 对 UPS主机进行必要的清洁，各类连线应牢固。 

电源切换 

测试 

人工切断市电，UPS应能自动切换为电池供电。供电时间满

足使用管理要求、应符合标准规范的规定。 

3 发电设备 启动维护 

按照设备手册对设备进行维护。启动发电设备，测量其

输出电压，应满足相应用电设备可靠、稳定运行的要求。 

发电设备宜每季度启动一次。 

4 防雷接地 

物理检查 

监控中心接地汇集环或汇集排与等电位接地端子的连接应

紧固，连接端应无锈蚀；各类设备与接地汇集环或汇集排的

连接应紧固，连接端应无锈蚀；各类浪涌保护器（SPD）安

装应牢固，安装部件应齐全。 

安全防范系统防雷接地应满足 GA/T 670－2006中 10.3的要

求。 

SPD 检查 

SPD接地端应以最短距离与等电位接地端子连接，连接应紧

固，连接端应无锈蚀；根据 SPD使用维护手册检查设备的有

效性。 

5 传输线缆 

物理检查 
传输线缆应无破损，并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保护；接线盒/

箱应加装保护盖，线槽盖应完整、封闭。 

线缆连接 线缆连接应牢固，并采取可靠的绝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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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系统管理员或操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实

系统运行状态，排查系统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保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系统的健康状态，预测系

统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7 问题处置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经

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

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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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规范性附录） 

安全防范系统软件系统或平台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H.1规定了安全防范系统软件系统或平台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H.1  安全防范系统软件系统或平台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硬件设备 

物理检查 
安全管理系统服务器、客户端等设备安装应牢固，部件应齐
全，设备连线应牢固。 

电气参数与
性能检查 

通过观察设备指示灯、测量设备电压/电流等方式，检查设
备运行状态，设备运行指示应正常。 

设备清洁 对设备进行必要的清洁和除尘。 

2 操作系统 

清理垃圾 
清理临时文件夹、历史记录、回收站、注册表等，清除系统
内不再使用的垃圾文件，以节省硬盘空间，提高运行效率。 

查杀病毒 升级防病毒软件、病毒库，查杀系统病毒。 

数据备份 
备份系统重要数据。 
备份文件应存储在专用介质上，并注明备份时间、数据类型、
恢复数据注意事项等信息。 

系统修复 修复系统漏洞、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损伤。 

系统优化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系统进行优化。 

3 数据库系统 

数据备份 
对数据库进行完全备份。 
备份文件应存储在专用介质上，并注明备份时间、数据类型、
恢复数据注意事项等信息。 

系统优化 
根据数据库系统操作说明，对数据库系统进行优化。 
优化前应先进行数据备份操作。 

4 应用软件 

功能性测试 
按照使用管理要求和系统手册，对软件功能进行逐项测试，
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性能性测试 
根据软件提供的性能监控界面，检查系统运行状况，及时排
查系统隐患。 

系统优化 
按照使用管理要求和系统手册，对软件配置信息、联动配置
表、用户权限等进行检查，并根据需要进行优化。 

 

 

http://www.xker.com/edu/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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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规范性附录） 

监控中心机房环境及附属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I.1规定了监控中心机房环境及附属设备的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I.1  监控中心机房环境及附属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机房环境 

现场检查 
按照使用管理要求，检查监控中心和机房运行环境，并对不

符合项提出改进建议。 

清洁维护 

清洁机房内的卫生死角、清洁机房空调、新风管道等装置。 

检查维护机房内照明、墙插等用电设备和装置。 

定期投放鼠药、白蚁药、蟑螂药等。 

2 通讯设备 

物理检查 设备应安装在便于取用的位置，部件应齐全。 

通讯测试 
通讯设备应能与外界实时、有效地建立联系，通话信号应流

畅，语音音质应清晰。 

3 
紧急报警 

装置 

物理检查 设备应安装在便于操作的位置，安装应牢固，部件应齐全。 

报警测试 
触发紧急报警装置后应能即刻发出报警信号，装置应能自

锁，使用专用工具应能复位。 

4 
声光警报 

装置 

物理检查 
设备应安装在便于值班人员识别的位置，安装应牢固，部件

应齐全。 

报警测试 
系统接收到报警信号后，声光警报器应即刻发出警报。声光

警报器报警声压应大于等于 80dB（A）。 

5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系统管理员或操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实

系统运行状态，排查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对设备功能性能等不满足标准规范和使用管理要求的情况，

应及时向建设（使用）单位反映，并提出改进。 

6 问题处置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经

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

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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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J 

（规范性附录） 

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J.1规定了通道式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J.1  通道式微剂量 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设备外观 

物理检查 
设备外壳无明显凹痕、变形、开裂。 

铅门帘应无缺失、断裂及卷皱。 

表面清洁 在断电状态下，对设备外壳、铅门帘进行必要的清洁。 

2 
机械传动 

部分 

物理检查 

检查托板托架，应无明显破损、变形或开焊，结构应紧固、

连接螺丝无松动；传送带表面应无明显翘曲、无严重损伤，

测量传送带横向位移应在规定范围内；电动滚筒、托辊运行

时应无明显机械异响、无漏油现象。 

设备清洁 在断电状态下，清理通道内部及传送带的灰尘。 

功能测试 机械传动部分应能够按预定方向运转及停止。 

3 
操作控制 

部分 

物理检查 

拧动钥匙开关，设备应能正常开机；操作键盘功能应正常，

按键灵敏、无卡涩；显示器颜色及亮度应正常，无画面抖动、

黑屏等现象。 

设备清洁 

在断电状态下，使用清洁干燥抹布擦拭显示器及键盘表面污

物，用毛刷清理按键缝隙内灰尘；打开工控机，拔下含金手

指的部件如内存、显卡，串口卡及数据采集卡等，用橡皮擦

拭金手指部位；使用吹风机清除工控机内部灰尘及散热风扇

处灰尘。 

供电检查 

测量设备供电电压，应在设备允许的范围内；检查漏电保护

器，保护功能应正常；测量工控机主板电池电压，低于标称

电压值时应更换电池。 

4 X射线装置 

物理检查 
观察设备运行状态，应无漏油、打火现象，X射线发生装置

出束时应无异常声音，控制器指示灯应正常无报警。 

功能测试 

登录软件界面，测试并记录 X射线发生装置高压和束流（双

视角设备应测试两个视角的 X射线发生装置），X射线发生

装置高压和束流应与设备的默认值一致；探测器信号最低值

应高于空气校准值，波动值应在规定范围内。 

5 
辐射防护 

部分 
功能测试 

设备运行过程中，按下急停开关，射线源和皮带应立即停止

工作。 

安全防护联锁装置断开时，X射线应立即停止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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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整机设备 

设备优化 
根据设备运行情况及使用管理要求，调整设备的相关参数，

提高、优化设备性能。 

设备校时 
对设备进行校时，设备的主时钟与标准时间偏差应符合标准

规范的规定。 

功能性能 
设备的人机交互、图像显示、图像处理、图像存储、设备自

诊断等功能，应符合 GB 15208.1-2018中 5.12的要求。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管理员或操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实设备

运行状态，排查设备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保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设备的健康状态，预测设

备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问题处置 

设备功能性能达不到标准规范和使用管理要求或设备老化破

损严重、已无法满足使用需要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

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经

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

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设备可能发生的问题，应及时书面告知建设（使用）单

位，同时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

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表 J.2规定了通过式金属探测门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表 J.2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维护保养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保养 

对象 
维护保养内容与要求 

1 设备外观 

物理检查 

外壳表面应无变形、开裂、腐蚀、明显划痕或永久污渍；

设备立地应平稳，机械连接或构件不应松动、位移或脱

落。 

设备清洁 在断电状态下，清除设备表面污渍灰尘。 

2 整机设备 

功能测试 

正常工作状态下，按键应操作灵活，功能应正常；设备

的状态指示功能应正常。 

以 0.2m/s~2m/s 的通行速度进行测试，设备的探测灵敏

度、报警响应时间、计数功能等应符合 GB 15210的要求。 

隐患排查 

通过询问管理员或操作员、查阅运行记录等方式，核实设备

运行状态，排查设备存在的问题或隐患。 

汇总维保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设备的健康状态，预测

设备可能发生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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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处置 

设备功能性能达不到标准规范和使用管理要求或设备老化

破损严重、已无法满足使用需要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得

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日常运行过程中稳定性较差或频繁发生故障的设备，经

现场调整、调试后仍无法满足要求时，应提出改进建议，征

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对于设备可能发生的问题，应及时书面告知建设（使用）

单位，同时提出改进建议，征得建设（使用）单位同意后，

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