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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SZDB/Z 116—2014《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分为以下 9 个部分：

—— 第 1 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 第 2 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

—— 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 第 4 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 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 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 第 7 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 第 8 部分：安装规范

—— 第 9 部分：检验方法与规则

本部分为 SZDB/Z 116—2014 的第 1 部分。

本部分由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

院，深圳市兆谊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云特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凌晓军、徐金柱、范强国、肖文康、李君斌、詹明璐、汪青根、唐红凯、沈平、林

维专。

本部分得到秦世杰、张少标、曹必刚、曾梓峰、林铄众、刘继峰、蔡贤克的指导。

本技术规范的发布机构对可能涉及到的专利不承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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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

3.1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

3.2

在线

3.3

在线率

—

—

—

—

—

—

—

1

本部分给出了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总体架构、系统组成，并规定了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总体要求，

包括专用术语、基本服务功能要求及可靠性要求等。

本部分适用于指导深圳市范围内电梯、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的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建设运营，是

深圳市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总体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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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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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8 200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 16899 2011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SZDB/Z 116.3 2014 第3部分 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SZDB/Z 116.4 2014 第4部分 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SZDB/Z 116.5 2014 第5部分 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SZDB/Z 116.6 2014 第6部分 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GB 7588、GB/T 7024的术语定义及以下术语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对电梯运行进行监测及管理并提供相关服务的系统，简称监测系统。

前端系统可正常采集数据，且可以与企业平台正常通信并把数据送到企业平台。

在某一统计范围内，在某一时刻，在线的前端系统数量与该统计范围内前端系统总数量之间的百分

比，称为在线率。计算公式：



SZDB/Z 116.1 2014

3.4

可用度

3.5

健康

3.6

健康率

3.7

电话呼救

3.8

手动呼救

3.9

自动呼救

3.10

困人

—

2

100%

100%

×=

×=

×=

前端系统总数量
在线的前端系统数量

在线率

某一装置或平台，在指定统计时段内，在线运行的总时长与统计时段总时长的百分比，称为可用度。

计算公式：

100%
统计时段总时长

长统计时段内正常运行时
可用度

某装置或平台在某一统计时段内的可用度大于指定指标要求的状态。

在某一统计范围内，在某一时段内，健康的装置或平台数量与该统计范围内装置或平台总数量的百

分比。计算公式：

总数量
健康的装置或平台数量

健康率

公众拨打指定求救电话寻求帮助。

乘客按下电梯内紧急呼叫按钮寻求帮助。

前端系统自动识别到电梯困人事件，并自动把困人事件相关信息送至远程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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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多媒体播放装置

3.12

监测系统企业子系统

3.13

误报率

3.14

漏报率

3.15

监察数据库

4 总体架构

4.1 技术体系架构

—

3

电梯轿厢内乘客，因电梯的原因，无法按自己的意愿在合理时间内离开电梯。

安装于电梯轿厢内或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旁的图像、音频、视频播放装置，是电梯运行监测系统

前端系统的一部分，是可选项。

由企业平台和前端系统组成，可独立运行的系统。

统计时段内，电梯正常运行，但有上报的故障次数与所有上报的故障次数之间的百分比。

统计时段内，电梯运行发生故障时，没有上报的故障次数与所有上报的故障次数之间的百分比。

监察数据按规范化格式存放于电梯运行监测系统外，供系统中市级平台随时查询使用。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总体架构划分为感知层、传输层、支撑层、应用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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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技术体系架构图

4.2 系统总体结构

—

4

——感知层：承担采集与电梯运行、人的行为相关的数据。

——传输层：承担将感知层采集的各类监测数据传输到支撑层的数据汇聚节点。系统建设方应根据

各类监测数据的传输流量和安全保密要求，选用合适的传输网络，保障数据的可靠传输。

——支撑层：承担电梯运行监测数据的汇聚集中以及上传。汇聚方法和接口要求见 SZDB/Z 116.5

—2014 第 5 部分。

——应用层：支持各市场主体的具体业务，其中监管应用、救援应用、公众应用为电梯监测系统的

重点业务应用功能，其他应用还包括维保单位应用、生产单位应用、使用单位应用、检验单位

应用等。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由市级平台、企业平台和前端系统三大主要部份组成。系统总体结构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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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总体结构图

4.2.1 市级平台

4.2.2 企业平台

—

5

综合监测和运用全市（区）范围内电梯运行数据开展服务的中心平台,由数据汇聚中心和业务应用

平台组成。市级平台可通过数据汇聚中心连接获取监察数据库中存储的全市电梯基础数据及企业子系统

的电梯监测数据，用于保障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服务提供。

——数据汇聚中心：汇聚来自各企业子系统的全市电梯运行监测数据，供业务应用平台调用。

——业务应用平台：通过运用数据汇聚中心的数据为市场主体提供电梯监测相关的公共业务服务，

主要包括电梯监管应用、救援应用、公共应用服务功能等（见 SZDB/Z 116—2014 第 2 部分及

第 3 部分）。

承担电梯运行监测建设的企业用以监测和控制其所有安装并投入使用的前端系统的后端管理平台。

企业平台应至少包含数据汇聚节点和移动应用业务两部分。

——数据汇聚节点： 处理和汇聚其接入的前端系统运行监测数据。数据汇聚节点应按照规定的通

信协议向市级平台提供数据接口，保证市级平台及时获取各电梯的运行监测数据（见 SZDB/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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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前端系统

4.2.4 企业子系统

5 系统基本功能要求

5.1 监管功能要求

5.2 救援应用功能要求

5.3 公众应用功能要求

5.4 使用单位应用功能要求

5.5 维保单位应用功能要求

6 可靠性要求

—

6

3%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6.5—2014 第 5 部分及 SZDB/Z 116.2—2014 第 2 部分）。

——移动应用业务： 移动客户端企业平台必备业务，用于按公众及政府要求接受公众查询监督（见

SZDB/Z 116.3—2014 第 3 部分）。

安装在电梯内或附属于电梯上的用以采集电梯各项运行监测数据的前端设备总称。前端系统包含数

据采集装置和提供监测数据的传感器或传感装置。

采集装置负责采集各传感器数据并进行必要的逻辑处理后送到企业平台。

由企业平台和由该企业平台负责接入管理的所有前端系统组成。企业平台可接入一个或多个来自不

同企业的前端系统，企业平台与接入管理的各前端系统间应通信正常（见SZDB/Z 116.6—2014）。

监管功能应包括企业平台质量监测、救援监管功能、原始事件记录查询和群众投诉功能等（见SZDB/Z 

116.2—2014第6章）。

救援应用应包括救援资源管理、救援接警功能（电话呼救接警、手动呼救接警、自动呼救接警）呼

救有效性确认功能、救援调度功能、进度显示功能、救援记录功能等（见SZDB/Z 116.2—2014第5章）。

监测系统应向公众提供一个移动客户端，通过该移动客户端，公众可对电梯的运行情况反馈意见、

查询电梯运行数据（见SZDB/Z 116.3—2014 4.1）。

监测系统应向公众提供电话呼救、手动呼救、自动呼救、乘梯时安全知识学习、遇事安抚等服务。

监测系统应向使用单位提供一个客户端用于接收监测系统提供的动态监测、救援管理、维保管理、

检验提醒等服务（见SZDB/Z 116.3—2014 4.2）。

监测系统应向维保单位提供故障提醒服务、检验提醒、维保提醒、维保结果填报等服务（见SZDB/Z 

116.3—2014 4.3）。

无特别说明时，电梯故障的误报率应小于 ，漏报率应小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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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DB/Z 116—2014《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分为以下 9 个部分：

—— 第 1 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 第 2 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

—— 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 第 4 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 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 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 第 7 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 第 8 部分：安装规范

—— 第 9 部分：检验方法与规则

本部分为 SZDB/Z 116—2014 的第 2 部分。

本部分由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

院，深圳市兆谊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云特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李君斌、凌晓军、徐金柱、肖文康、詹明璐、史潇蕾、曾敏夫、汪青根、唐红凯、

沈平、林维专。

本部分得到秦世杰、张少标、曹必刚、曾梓峰、林铄众、刘继峰、蔡贤克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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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

3.1

救援标识码

3.2

救援接警

3.3

市场主体

3.4

不可用

—

1

—

—

—

—

本部分规定了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市级平台的功能要求，包括数据汇聚中心的功能要求和业务应用

平台的功能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深圳市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市级平台中业务应用平台和数据汇聚中心的设计、建设、

功能检验和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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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及所有修改补丁适用于本文件。

GB/T 24475 2009 电梯远程报警系统

SZDB/Z 116.1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1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SZDB/Z 116.5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5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SZDB/Z 116.1 2014第1部分的术语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电梯内部标识位置内作为当前电梯唯一标识，专用于救援过程中锁定电梯位置的编码。

通过电话呼救、手动呼救或自动呼救中的任一方式求助后，成功获取呼救电梯信息及基本情况的过

程。

电梯使用单位，电梯维保单位，电梯制造单位，电梯检验单位，企业平台建设单位。

不能从企业平台的数据汇聚节点获取数据或获取数据的市级平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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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汇聚中心功能要求

5 救援功能要求

5.1 救援资源管理功能

5.2 接警功能要求

5.2.1 电话呼救接警功能要求

5.2.2 手动呼救接警功能要求

5.2.3 自动呼救接警功能要求

5.3 呼救有效性确认功能要求

5.4 救援调度功能要求

5.5 进度显示功能要求

—

2

数据汇聚中心应可获取数据汇聚节点的数据及监察数据库的数据，并根据业务应用平台的实际需

求，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推送和存储。

——应支持以电梯为基础，拥有详细电梯救援资源信息库的建立和管理。救援资源信息库至少应包

括以下内容：救援标识码，电梯详细安装地址；使用单位名称及其负责人联系电话；维保单

位名称及其联系电话；生产单位名称及其联系电话；安全管理员姓名及其联系电话，第一维

保责任人姓名及其联系电话，第二维保责任人姓名及其联系电话，所属区域救援站及其联系

电话；

——应支持以区域救援站为基础，拥有详细区域救援站资源信息库的建立和管理，区域救援站资源

信息库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救援中心的所有救援人员及其联系电话。

——接到电话求救信号时，应支持通过救援标识码快速查到具体电梯，若求救者无法提供救援标识

码，也应可通过地址描述查找到相应电梯；

——应支持接警人员填写报警人信息，报警人信息包括报警人姓名，联系电话；

——应支持把发生电话呼救信息发送到企业平台（电梯注册代码，呼救时间，电话呼救号码）。

——应能实时从企业平台获取前端系统识别到的手动呼救信号。

——应能实时从企业平台获取前端系统识别到的自动呼救信号。

——若前端系统支持，应支持通过查看轿厢内视频或与轿厢内乘客远程通话确定现场情况；

——应支持选择是否需要救援来评定是否启动救援；

——若启动救援，应支持填写初步记录信息，内容包括：被困人员数量、受伤人员数量、死亡人员

数量。

——应支持坐席通过拨打电话呼叫救援人员；

——应支持救援人员的优先等级排序，使用单位电梯安全管理员应为第一责任人，该电梯的维保人

员为第二责任人，公共救援力量为第三责任人；

——应支持坐席与救援人员的通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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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救援记录功能要求

6 监管功能要求

6.1 企业平台质量监测

6.2 救援监管功能要求

6.2.1 救援及时率统计分析

6.2.2 救援过程记录

6.2.2.1 随机抽查

6.2.2.2 指定范围抽查

6.2.2.3 特定记录回放

6.3 原始事件记录查询功能

6.4 群众投诉功能

6.4.1 按投诉内容统计分析

—

3

——应能实时显示救援的进展情况，包含接警时间，接警确认情况，电话调度情况，救援人员到达

现场情况，何时获救；

——应支持调取并显示困人事件发生时的电梯运行监测信息，应包括可采集到的任意数据；

——应支持调取并显示轿厢内视频功能；

——应以醒目方式提示超过 30 分钟仍未完成救援的事故。

——应记录从接警开始到确认救援为止的所有能识别到的状态变化及变化的时间，这些状态应包括

相关人填写的文字记录，与救援人员通话录音，与乘客通话录音（若前端系统支持）；

——应提取前端系统记录的内容：电梯监测数据，轿厢内录像（若前端系统支持），轿厢内录音（若

前端系统支持）；

——应组合市级平台和前端系统与本次救援相关的记录和数据，成为本次救援记录文件。

——应记录不能从企业平台的数据汇聚节点获取数据或获取数据的不可用时长；

——应能统计指定时间段内指定企业平台的可用度。

——可按地区，生产单位，维保单位，使用单位，指定时间段等统计平均救援次数，平均救援时间，

伤亡数据统计，30 分钟内完成的救援及时率，2 小时内完成的救援及时率。

——可在所有的救援过程记录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救援过程记录；

——可根据救援时间或伤亡数据进行排序。

——可针对某个维保公司、某个企业平台、某个电梯品牌、某个区域、某个时间段的救援过程记录

进行抽查。

——可调阅某一特定救援过程的详细记录，包括电梯状态数据、音频、视频记录。

——应能调取存储与前端系统的，由以下条件触发的原始记录文件：电话呼救，手动呼救，自动呼

救，停电，电梯故障，检修状态，刷卡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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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按被投诉主体统计分析

7 接口要求

—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按投诉内容分别统计电梯故障、电梯困人、电梯伤人事件的数量和比例；

——可按任意时间段、区域、使用单位、电梯品牌、维保单位统计投诉内容。

——可按维保单位，使用单位，生产单位对投诉内容进行统计分析。

市级平台与企业平台之间接口应符合 《SZDB/Z 116.5—2014第5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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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

—— 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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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

3.1

电梯使用标志 Elevator using signs

3.2

电梯维保标志 Elevator maintenance logo

3.3

电梯保险标志 Elevator Insurance logo

4 企业平台基本服务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企业平台应向各市场主体提供的基本服务、基本功能以及相关术语。

本部分适用于深圳市电梯运行监测系统中企业平台的设计、建设和功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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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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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术语

GB 7588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 21240 液压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SZDB/Z 116.5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5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SZDB/Z 116.6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6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SZDB/Z 116.1 2014第1部分中3.3、3.5-3.8的术语、SZDB/Z 116.2 2014第2部分中3.1的术语、

SZDB/Z 116.5 2014第5部分中3.1的术语、(GB/T 7024)、(GB 7588)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电梯内的一固定标志，内容包容：注册代码，登记机关，使用单位，设备编号，制造单位，维保单

位，检验单位，下次检验日期，应急救援电话，救援标识码。

贴于电梯内的一个标志，其包含的内容为：维保单位，救援电话，维保合同有效期限，本次维保日

期，维保人员，维保类型（例行保养，季度保养，半年维保，年度维保），本次维保结论（合格/有安

全隐患，停止使用），下次维保日期。

贴于电梯内的一个标志，其包含的内容为：承保单位，保险单号，理赔电话，保险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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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公众服务要求

4.1.1 移动客户端

4.1.2 公众投诉功能

4.1.3 电梯信息查询服务

4.2 为电梯使用单位提供的服务

4.2.1 使用单位客户端

4.2.2 动态监测服务

4.2.2.1 前端系统监测

4.2.2.1.1 在线状态监测

4.2.2.1.2 在线率监测

2

——企业平台建设单位应提供移动客户端供公众使用，移动客户端可具有移动应用程序、微信服务

号/订阅号、WEB 或其它形式。所选用的形式应以方便公众使用为主；

——公众安装移动客户端后，至少应能通过搜索电梯的方式添加其关注的电梯，能通过输入电梯注

册代码添加其关注的电梯；

——一个移动客户端应支持关注至少 15 台电梯。

——公众应能通过移动客户端投诉其关注的电梯，对同一台电梯，24 小时内只接受一次投诉；

——应能记录投诉人基本信息：投诉人姓名、联系电话、移动客户端的身份信息；

——投诉的内容应至少包括：电梯故障、电梯困人、电梯伤人。

企业平台应为公众提供电梯信息查询服务，公众通过移动客户端应能查询到其关注的电梯的以下内

容。

—— 电梯使用标志包含的内容，电梯维保标志包含的内容，电梯保险标志包含的内容；

—— 电梯最近 3 个月内的投诉情况，查询的内容应包含投诉内容及投诉次数，但不应

包含投诉人的个人信息；

—— 电梯最近 3 个月内的故障情况，查询的内容应至少包含故障名称，发生时间以及

修复时间；

—— 电梯最近 3 个月内的救援过程记录，查询的内容应至少包含救援起因（电话呼救/

手动呼救/自动呼救），发生时间以及结束时间；

—— 电梯过去一年的维保过程记录，维保过程记录至少包含以下内容：维保时间，维

保人员，维保结果以及维保期间所监测到的电梯运行数据变化情况。

企业平台应为电梯的使用单位提供至少一个账户和及相应密码，使用单位通过该账户登录到企业平

台，完成其对电梯的监测管理功能。

应能判定前端系统是否在线，并应在显示页面以显著的方式表示该状态。前端系统是否在线状态判

定时间应小于15分钟。

——应能按指定单位或区域统计前端系统的实时在线率，并可以在页面显示在线率数据，实时在线

率数据采样时间间隔应小于 15 分钟；

——可按日、周、月、季度、年或其它指定时间段绘制指定单位或区域的前端系统在线率曲线，在

基本信息：

投诉内容：

故障内容：

救援内容：

维保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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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3 可用度监测

4.2.2.1.4 健康率监测

4.2.2.2 电梯监测

4.2.2.2.1 实时监测

4.2.2.2.2 数据统计分析

4.2.2.2.3 电梯故障特定记录回放

4.2.3 救援管理服务

4.2.3.1 救援提醒服务

4.2.3.2 救援结果填报

4.2.3.3 救援记录查询

4.2.4 维保管理服务

4.2.4.1 维保签到情况统计

4.2.4.2 维保结果填报

线率数据采样时间间隔应小于 15 分钟。

——应能按日、周、月、季度、年或其它指定时间段统计指定范围内的前端系统的可用度；

——可筛选出可用度在指定范围内的电梯。

——应能按日、周、月、季度、年或其它指定时间段统计指定范围内的前端系统的健康率。

——若接收到综合故障信号，应能在显示页面以显著的方式显示电梯发生故障及故障发生时间；

——若接收到检修状态信号，应能在显示页面以显著的方式显示该信息；

——应能按区域、生产单位、维保单位、时间统计电梯故障发生情况；

——应能按区域、生产单位、维保单位、时间统计电梯的投诉情况，每个投诉应包含投诉内容及投

诉次数，但不应包含投诉人的个人信息。

可调阅某一特定电梯故障事件详细记录，包括故障事件发生前后电梯状态数据、音视频记录。

——接收到电话呼救、手动呼救或自动呼救信号时，应能在页面显著位置弹出消息框提示；

——用户通过该消息框，可获知电梯的具体信息，至少包含电梯的具体安装位置；

——若前端系统支持，通过点击相应的按钮，可以与轿厢内乘客通话或查看轿厢内视频信息。

救援完成后，应支持填报救援结果，救援结果应包括：是否为有效呼救。若呼救有效，救援结果还

应包括被困人数，受伤人数，死亡人数。

应能查询电梯最近3个月内的救援过程记录，查询的内容应至少包含救援起因（电话呼救/手动呼救

/自动呼救），发生时间以及结束时间。

应能按维保单位，任一电梯，某一时间段来统计维保签到情况。

每次维保完成后，维保结果应该提交给使用单位，通过使用单位客户端录入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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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3 维保结果统计

4.2.4.4 维保过程记录查询

4.2.4.5 特定维保过程记录回放

4.2.5 检验提醒服务

4.3 为电梯维保单位提供的服务

4.3.1 故障提醒服务

4.3.2 检验提醒服务

4.3.3 维保提醒服务

5 数据汇聚功能要求

5.1 电梯数据汇聚要求

4

企业平台应提供合理的页面供使用单位填写维保结果，维保结果只能有两种选择：“合格”或者“有

安全隐患，停止使用”。

应能按维保单位，任一电梯，某一时间段来统计维保维保结果。

应能查询到电梯指定时间段内的维保过程记录，维保过程记录至少包含以下内容：维保时间，维保

人员，维保结果以及维保期间所监测到的电梯运行数据变化情况。

——可支持调阅某一特定维保过程的记录，包括签到时间、维保过程中的电梯状态数据；

——若前端系统支持，可查看视频记录、轿厢内音频记录和通话记录；

——应能以合适的方式把这些记录展现出来，供相关人员查阅，也可导出这些记录文件。

——应有页面显示 30 天内检验将要到期的电梯及过期未检的电梯；

——若电梯已检验，可输入检验日期以关闭该电梯未检验提示信息。

企业平台应向维保单位提供的电子邮箱以每天一次的频度发送一份故障提醒电子邮件。把该维保商

维保的且已接入企业平台的所有电梯在过去24小时所发生的故障汇总后发给维保单位。

故障提醒电子邮件的每条故障记录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电梯注册代码，电梯所在地址，使用单位

名称，维保单位名称，生产单位名称，故障名称，故障发生时间。

企业平台应向维保单位提供的电子邮箱发送一份检验提醒电子邮件。至少一星期发送一份，把该维

保商维保的且已接入企业平台的所有电梯中，最近一个月需要申请检验的电梯汇总后发给维保单位。

检验提醒电子邮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电梯注册代码，电梯所在地址，使用单位名称，维保单位

名称，生产单位名称，上次检验日期，上次检验结果，下次检验日期。

企业平台应向维保单位提供的电子邮箱发送一份维保提醒邮件。邮件至少一星期发送一份，把该维

保商维保的且已接入企业平台的所有电梯中，最近一个月需要保养的电梯汇总后发给维保单位。

保养提醒电子邮件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电梯注册代码，电梯所在地址，使用单位名称，维保单位

名称，生产单位名称，上次维保日期，上次维保结果，下次维保日期。

企业平台应接收市级平台的电梯基础数据。具体见“第5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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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救援过程记录

5.3 维保过程记录

5.4 接入点变更要求

5.5 实时视频查看隐私要求

6 平台性能要求

企业平台应接收市级平台的救援中心数据，救援中心数据包含救援过程中相关人员的操作记录、录

入的数据以及通话录音。具体见“第5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企业平台应接收移动客户端的投诉数据；

企业平台应接收接入该企业平台的所有前端系统的实时故障数据。具体见“第6部分：前端系统与

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企业平台应接收接入该企业平台的所有前端系统的实时运行数据。具体见“第6部分：前端系统与

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企业平台应接收接入该企业平台的所有前端系统的事件记录数据。具体见“第6部分：前端系统与

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发生电话呼救、手动呼救、自动呼救信号时，若市级平台确认需要启动救援，救援过程结束15分钟

后，应自动生成救援过程记录；

记录起始时间：接收到呼救信号前15分钟；

记录结束时间：救援结束后的15分钟；

记录内容包括：起因（电话呼救/手动呼救/自动呼救），坐席确认情况（电话确认/呼叫轿厢内乘

客确认/查看轿厢内视频确认，被困人数，受伤人数，死亡人数），救援人员调度情况（人员角色，姓

名，联系电话呼叫/短信提醒），被困人员救援情况（实际被困人数，实际受伤人数，实际死亡人数），

救援结束确认（救援人员回电话确认/救援人员发短信确认/坐席打电话确认/超时结束）；

救援过程接警坐席的任何通话记录应被记录以备查；

救援过程坐席输入的任何文字信息应被记录以备查；

救援过程轿厢内乘客的远程通话内容应被记录以备查；

救援过程所有电梯运行数据应被记录以备查；

救援过程电梯机房内视频，电梯轿顶内视频，电梯轿厢内视频, 轿厢内的语音应被记录以备查。

方式维保人员刷卡信息或检修开关动作信息认为维保开始，检修开关恢复正常后，电梯正常运行超

过15分钟即认为维保结束，企业平台识别到电梯维保结束后，应自动生成电梯维保过程记录。若24小时

内有多次维保过程，应该合并为一条维保过程记录；

记录起始时间：维保发生前15分钟；

记录结束时间：维保结束后15分钟；

记录内容应包括：电梯楼层变化、电梯运行方向变化、电梯门状态变化、电梯供电状态变化、电梯

检修状态变化、电梯故障状态变化、维保人员人签到信息；

维保过程所有电梯运行数据应被记录以备查；

维保过程电梯机房内视频，电梯轿顶内视频，电梯轿厢内视频, 轿厢内的语音应被记录以备查。

支持单个修改前端系统默认的接入点IP，端口号信息的功能；

支持批量修改前端系统默认的接入点IP，端口号信息的功能；

轿厢内实时视频信号，只有在电梯发生故障或发生呼救事件时才可远程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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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系统承载能力

6.2 并发用户数

6.3 响应能力

7 可靠性要求

6

99.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梯安全运行监测系统的数据汇聚节点能够承载接入的电梯数量应不低于20万台。并且应按照客户

要求，定制有针对性的软件、安全和功能的要求。

接入电梯安全运行监测系统的数据汇聚节点的用户，允许并发用户数应不少于100。

电梯安全运行监测系统的数据汇聚节点对简单事务查询的平均响应时间应不大于5秒，对复杂事务

查询的平均响应时间应不大于30秒。

企业平台的可用度应大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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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DB/Z 116 2014《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分为以下 9 个部分：

—— 第 1 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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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本部分给出了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前端系统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指导深圳市范围内直梯、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的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建设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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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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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8—20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824—2004 工业、科学和医疗(ISM)射频设备 电磁骚扰特性 限值和测量方法 (CISPR11:2003；

EN55011)

GB 9254—2008 信息技术设备的无线电骚扰限值和测量方法（CISPR 22:2006）

GB 11714—1997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 14048.5—2008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电路电器和开关元件 机电式控制电路电器

GB 17799.4—2001 电磁兼容 通用标准 工业环境中的发射标准

GB/T 10058—2009  电梯技术条件

GB/T 10059—2009  电梯试验方法

GB/T 12113—2003  接触电流和保护导体电流的测量方法

GB/T 17626.2—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IEC61000—4-2:2001）

GB/T 17626.3—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IEC61000-4-3:200

2）

GB/T 17626.4—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IEC61000-4-4:2

004）

GB/T 17626.5—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IEC61000-4-5:2005）

GB/T 17626.6—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IEC61000-4-6:2

006）

GB/T 17626.8—2006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工频磁场抗扰度试验（ IEC61000-4-8-2001）

GB/T 17626.11—2008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I

EC61000-4-11:2004）

GB/T 24807—2009 电磁兼容 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产品系列标准 发射（EN 12015：20

04）

SZDB/Z 116.1—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1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SZDB/Z 116.6—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6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SZDB/Z 116.7—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7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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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定义

3.1

传感器(Sensor)

4 采集设备编码要求

4.1 编码要求

表1 28 位采集设备编码结构

5 技术要求

2

EIA TIA/EIA-568-B.3-1—2002   Optical Fiber Cabling Components Standard; Addendum 1 -

 Additional Transmission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s for 50/125 um Optical Fiber Cables Ad

dendum No. 1 to TIA/EIA-568B.3 

IEEE 802.3.1—2013   IEEE Standard for 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MIB) Definitions for 

Ethernet

IEEE 802.11—2012   Information technology-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between systems Local and metropolitan area networks-Specific requirements Part 11: Wireless 

LAN Medium Access Control (MAC) and Physical Layer (PHY) Specifications

IEEE 802.16m    Broadband Wireless MAN-Advanced

TIA-1156-A—2010    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aintenance and Provisioning for cdma2000 

(Overview, 3GPP R8 Delta Specification, 3GPP2 Network Resource Model IRP)

YD/T 1215 — 2006  Testing Methods of 900/1800MHz TDMA Digital Cellular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 Network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PRS) Equipment: Mobile Stations

SZDB/Z 116.1—2014第1部分的术语、SZDB/Z 116.6—2014第6部分的术语及以下术语定义适用于本

标准。

一种检测装置，能感受到被测量的信息，并能将感受到的信息以一定的规律(数学函数法则)转换成

可用信号的器件或装置。

采集设备编码应由28位数字及字母组成，编码结构见表1。

1-9位 生产单位编码 参照GB11714的规定

10-11位 采集装置分级 见表2，第10位表示T分级，第11位表示H分级

12-27位 设备编码 由厂家自定义，同一生产厂家，设备编码不应重复

28位 校验位 校验位计算方法参照GB11714。

前端采集装置应具有清晰耐久的铭牌标志。铭牌应安装在主机外表面的醒目位置，铭牌尺寸应与

主机结构尺寸相适宜。铭牌应包含但不限于产品名称、制造单位、产品执行标准号、救援码等内容。

采集装置编码 含义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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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一般要求

5.1.1 工作条件

5.1.2 供电电源

5.2 接口要求

5.2.1 网络通信接口技术要求

5.2.1.1 传输网络要求

5.2.1.1.1 以太网

5.2.1.1.2 无线网

5.2.1.1.3 传输延时

5.2.1.2 软件接口要求

5.2.2 刷卡机接口要求

—

±

±

3

系统中的设备应满足GB/T 10058—2009的3.2节中规定的工作环境要求。

额定电压：220V，允许偏差 15%；

频率：50Hz，允许偏差 5%；

应配备后备电源，在外接电源断电的情况下自动给采集装置供电，后备时间应大于2h。

——应满足业务服务质量；

——采用标准的 RJ—45 接口, 应满足 IEEE 802.3 中规定的相关要求；

——双绞线应至少采用 5 类线；

——双绞线的性能应满足 EIA/TIA 568-A/B 中规定的相关要求。

——Wi—Fi 应符合 IEEE802.11b/g/n 标准和无线服务质量 WMM 的相关要求；

——GPRS 应符合 YD/T 1215 的相关要求；

——TD—SCDMA 应符合 YD/T 1365 的相关要求；

——WCDMA 应符合 YD/T 1552 的相关要求；

——CDMA2000 应符合 YD/T 1561 的相关要求；

——WiMAX 应符合 IEEE802.16m 标准的相关要求；

——FDD—LTE 应符合 3GPP R8 提案的相关要求；

——TD—LTE 应符合 3GPP R8 提案的相关要求。

——前端系统和企业平台之间的有线网络传输时延应不大于 100ms；

——前端系统和企业平台之间的无线网络传输时延应不大于 400ms。

——系统软件接口应符合《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电梯的现场行为数据应包括刷卡数据和音视频数据，轿厢内的音视频数据，轿顶和机房的视

频数据.所刷卡片宜选用 13.56M 的芯片，且符合 ISO/IEC 14443A 协议。

——要求在机房的电梯控制柜旁边、轿顶均安装一台刷卡装置，对于无机房电梯，机房刷卡装置

也应尽可能安装在控制柜旁边。作业人员在刷卡时，刷卡装置应有声光提醒功能，刷卡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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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音频传感器接口技术要求

5.2.4 视频传感器接口技术要求

5.2.4.1 硬件接口技术要求

5.2.4.2 覆盖范围

5.2.5 电梯数据采集接口技术要求

5.3 功能技术要求

5.3.1 数据采集功能

5.3.1.1 装置分级

表2 采集装置 TH 分级表

4

应能被识别并被送到企业平台；

——音频接口应能够连接电梯内已有的五方对讲系统；如果不能支持现有的五方对讲系统，应自

行更换现有的五方对讲系统，保证设备可以接入到五方对讲系统进行通话。

——可以是 VoIP 或 PSTN。

——图像采集应根据应用的需要选用相应的设备；

——图像采集设备应能适应现场的照明条件；

——摄像机安装应与现场环境相协调，并满足相应的设备防护等级要求。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现场行为数据仅指视频数据，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视频画面要

求覆盖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全部；

——系统应能采集轿厢内的音视频数据。视频画面应能基本覆盖整个轿厢，应能清楚看到操作面

板；

——系统应能采集轿顶的视频数据。视频画面应能基本覆盖整个轿顶，应能清楚看到作业人员进

行的大部分操作；

——系统应能采集机房的视频数据。视频画面应能基本覆盖被监测的电梯的曳引机，限速器等。

对于无机房电梯，视频画面应主要覆盖曳引机；

——电梯数据采集可以通过串行通信接口与电梯控制器连接，或通过干接点采集电梯状态数据；

——与电梯相连接部分电路必须采用隔离设计，隔离电压大于 1000V。

参考本规范第7部分，根据前端采集装置对于电梯（T）和人（H）的行为数据监测能力，可将前端

采集装置分为以下级别。

TH00 TH10 TH20 TH30 TH40

TH01 TH11 TH21 TH31 TH41

TH02 TH12 TH22 TH32 TH42

TH03 TH13 TH23 TH33 TH43

TH 分级 T0 T1 T2 T3 T4

H0

H1

H2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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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数据采集要求

5.3.2 事件记录技术要求

5.3.2.1 触发事件

表3 触发事件

5.3.2.2 告警

5.3.2.3 确认

5.3.2.4 记录

5.3.2.4.1 视频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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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同级别的前端采集装置在实现功能需求上存在差异，各个功能的描述中会具体说明哪些级别的采

集装置需要实现。

采集装置应能至少采集到本分级所对应的T类数据（电梯运行监测数据），并上传到企业平台，对

应关系见表2；

采集装置应能至少采集到本分级所对应的H类数据（人的行为监测数据），并上传到企业平台，对

应关系见表2。采集装置由后备电源供电时，H类数据也应能正常采集到；

所有采集装置均应采集电梯停电信号，并上传到企业平台。

能够对电梯故障、救援、维保等过程进行记录，包含视频和电梯状态数据。

以下触发事件会自动触发过程记录。（见 —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 部

分）

电话呼救 企业平台下发 企业平台下发 持续 以上

手动呼救 前端系统识别 企业平台下发 持续 以上

自动呼救 前端系统识别 企业平台下发 持续 TH02 以上

机房刷卡 前端系统识别 不涉及 单次 TH03 以上

轿顶刷卡 前端系统识别 不涉及 单次 TH03 以上

综合故障 前端系统识别 前端系统识别 持续 TH20 以上

检修状态 前端系统识别 前端系统识别 持续 TH30 以上

电梯停电 前端系统识别 前端系统识别 持续 TH00 以上

检测到触发事件时，需要向服务器平台上报告警信息，并在本地记录触发时间、触发事件编码。

服务器收到告警信息时，需要记录告警信息并回复采集设备。

采集装置级别在H2及以上级别应实现视频记录；

视频记录内容包含机房、轿厢、轿顶3个摄像头；

视频记录开始时间和停止的时间要求如下：

当触发事件发生时，需要将事件发生时刻前15分钟至事件消失后的15分钟的视频数据进行存储；

触发事件编

码

触发事件 发生判断依据 结束判断依据 触发事件持续

性

采集装置 级

别

TH

01 TH00

02 TH01

03

04

05

06

0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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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2 触发事件记录

5.3.2.4.3 电梯状态数据记录

5.3.2.5 记录条数

5.3.3 语音对讲

5.3.4 安全知识学习

5.3.5 困人安抚

5.3.6 现场数据提取

5.4 安全要求

5.4.1 绝缘电阻要求

5.4.2 抗电强度要求

6

” ”

” ”

对于可持续性的触发事件，若事件持续时间大于4个小时，则从事件发生时刻前15分钟开始记录，

最少应记录4个小时。

所有级别的采集装置均需要实现触发事件记录；

按日期生成事件记录文本文件，记录格式如下：

触发事件发生时刻：触发事件编码

告警发送时刻： C +触发条件编码（如果与服务器平台连接正常）

服务器回复时刻： R +触发条件编码（如果与服务器平台连接正常）

同一天的触发事件写在一个文本文件，如果当天没有触发事件发生，则不存在相应的触发事件记录

文件。

TH10分级以上的采集装置均需要实现电梯状态数据记录；

电梯状态记录内容至少包括楼层、运行状态、门状态；

当触发事件发生时，需要将事件发生时刻前15分钟至事件消失后的15分钟的电梯状态数据进行存

储。若事件持续时间大于4个小时，则从事件发生时刻前15分钟开始记录，最少应记录4个小时。

所有级别的采集装置均需要满足下面的要求：

系统至少储存最近12条事件记录；

采集装置级别在TH02及以上还需要存储最近至少8个小时的历史视频。

TH01以上分级需要实现语音对讲功能；

语音对讲应通过接入电梯原有的五方对讲系统，实现与轿厢内的人员远程通话。

若具备多媒体播放装置，应当有不少于10%的时间用于播放乘梯安全知识及其它公益广告。

检测到电话呼救、手动或自动呼救信号时，若具备多媒体播放装置，多媒体播放装置应能立即播放

预置的困人安抚录像和录音。

前端系统记录的所有历史数据，均应支持现场提取。

设备的电源（AC）回路和裸露金属外壳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Ω。（见 GB14048.5—2008）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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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泄漏电流要求

5.4.4 外壳防护等级要求

5.4.5 外壳机械强度要求

5.4.5.1 恒定作用力要求

5.4.5.2 冲击测试要求

5.5 电磁兼容技术要求

5.5.1 发射要求

5.5.1.1 传导发射 [ 交流电源端口]

表4 交流主电源端口（传导）的发射限值

5.5.1.2 传导发射[与电梯系统互连的 I/O 端口及通讯端口]

—

I/O

I/O

7

设备电源插头或电源引入端与裸露金属外壳部件之间，应能承受试验电压1.5KV、50Hz交流电或相

当交流峰值的直流电压的抗电强度试验， 1分钟应无击穿和飞弧现象。

    本条款的要求是为了保护设备接地导体受损或端口的情况下保持安全设备的接触电流不应超过

3.5mAac。

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20（见GB4208—2008）。

裸露外壳应当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承受外部恒定作用力下，外壳不应该发生变形或开裂，导致绝缘

距离的减小或者使危险电压裸露部件被触碰。

裸露外壳应当有足够的机械强度，承受外部冲击作用力下，外壳不应该发生开裂，导致危险电压裸

露部件被触碰。

     0.15MHz～30MHz频率范围内，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电源端口骚扰电压限值见表4。电梯运行监测系

统的电源端口骚扰电压不应超过表4的规定（见GB/T 24807—2009）。

限值/dB(μV)
频率范围/MHz

准峰值 平均值

0.15～0.5 79 66

5.0～30 73 60

注：在过渡频率（0.50 MHz）处应采用较低的限值。

0.15MHz～30MHz频率范围内，与电梯系统互连的 端口及通讯端口骚扰电压限值见表5。与电梯

系统互连的 端口及通讯端口骚扰电压不应超过表5的规定（见GB/T 24807—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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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与电梯系统互连的 I/O 端口及通讯端口（传导）的发射限值

5.5.1.3 辐射发射

表6 外壳端口（辐射）发射限值

5.5.2 抗扰度要求

5.5.2.1 外壳端口试验

表7 外壳端口试验

8

—

电压限值/dB(uV) 电流限值/ dB (uV)
频率范围/MHz

准峰值 平均值 准峰值 平均值

0.15～0.50 97～87 84～74 53～43 40～30

0.50～30 87 74 43 30

注1：在0.15 MHz～0.50 MHz频率范围内，限值随频率的对数呈线性减小。

注2：电流和电压的骚扰限值是在使用了规定阻抗稳定网络（ISN）条件下导出的，该阻抗稳定网络对于

受试的电信端口呈现150Ω的共模（不对称）阻抗（转换因子为20lg150=44 dB）

     30MHz～1000MHz频率范围内，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辐射发射限值见表6。电梯运行监测系统辐射发

射不应超过表6的规定。

频率范围/

MHz

在测试现场 10m 距离
a

测量的准峰值限值/

dB(uV/m) 

30≤F＜230 40

230≤F≤1000 47

a:这些限值是基于 GB 17799.4—2001 的规定值。如果在小于 10 距离处测量，则应按照 GB 4824—2004

进行，测量距离不应小于 3m。

环境现象 参考校准 试验 试验等级 性能等级

接触 ±6KV
静电放电 GB/T 17626.2—2006

空气 ±8KV
B

80  1000MHz射频电磁场调 GB/T 17626.3—2006 80% AM 1KHz 正
1710M—1784 MHz

10V/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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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2 抗传导性试验

表8 抗传导性试验

5.5.2.3 电压跌落和中断电源端口

表9 电压跌落和中断电源端口（见 — ）

—

9

幅 弦波 1880M—1960 MHz

50Hz
电源频率磁场 GB/T 17626.8—2006

60Hz
30A/m A

环境现象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 高能量浪涌 射频干扰

参考标准 GB/T 17626.4—20

08

GB/T 17626.5—

2008

GB/T 

17626.6—

2008

性能等级 B B A

接口/端口 接口/端口 试验等级 试验等级 试验等级

屏蔽电缆 2KV 1KV CM 10V数据通信

非屏蔽电缆 2KV 1KV CM 10V

模拟I/O和直流I/O（非屏蔽） 2KV 1KV CM 10V数字I/O和模

拟I/O 所有屏蔽线（对地） 2KV 1KV CM 10V

交流电源
4KV

4KV CM

2KV DM
10V

装置电流

直流电源
2KV

1KV CM

0.5KV DM
10V

交流I/O和交流辅助电源 2KV 1KV CM 10VI/O电源和辅

助电源输出 直流I/O和直流辅助电源 2KV 1KV CM 10V

GB/T 17626.11 2008

电源型式 最大跌落和中断时间 等级 性能等级

0.5周期 0 A交流电源

1周期 0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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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可靠性技术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试验条件

6.2 接口试验方法

6.2.1 网络接口试验

6.2.1.1 以太网接口试验

6.2.1.2 无线网络接口试验

6.2.1.3 传输延迟试验

6.2.2 音频传感器接口试验

6.2.3 电梯数据采集接口试验

10

“ ”

“ ”

“ ”

MTBF 10000

MTTR 2

5 100 IP

10BASE T/100BSAE TX

10/12周期a 40 C

25/30周期a 70 C

250/300周期a 80 C

10/12周期 是指“50Hz试验采用10周期”和“60Hz试验采用12周期”。

25/30周期 是指“50Hz试验采用25周期”和“60Hz试验采用30周期”。

250/300周期 是指“50Hz试验采用250周期”和“60Hz试验采用300周期”。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应大于 小时。

平均维修时间 ＜ 小时。

采集装置应确保在其安装、维修、改造等情况下对在用电梯不产生任何安全影响。

电梯监测系统的采集设备和系统中的其它装置应确保其在寿命周期内对使用电梯的乘客和电梯维

修人员的安全不产生任何影响。

试验方法应符合GB/T 10059—2009。

试验条件应符合5.1.1。

使用 类双绞线，长度 米，连接到路由器，以太网采集设备应能自动识别 地址且网络通讯

正常，波特率 — — 自适应。

   wifi连接测试：搭建wifi点对点通讯测试平台，通讯距离100米，监控wifi设备发送功率和接收信

号灵敏度强度是否满足IEEE 802.11b/g/n标准和无线服务质量 WMM的相关要求，不满足则不合格。

网络延迟测试：使用ping包测试，有线网络传输延迟小于100ms，无线网络传输延迟小于400ms。

   将采集设备音频接口接入电梯五方对讲系统，采集系统应能采集到五方对讲系统通话音频

A）串行通信接口测试：使用电梯控制器与被测采集设备通过串行通讯口通信，功能应正常；通过

示波器观察其总线波形，应满足标准串行通信电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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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功能试验方法

6.4 安全试验方法

6.4.1 绝缘电阻试验

6.4.2 抗电强度试验

6.4.3 泄漏电流试验

6.4.4 外壳防护等级试验

6.4.5 外壳机械强度试验

6.4.5.1 恒定作用力试验

6.4.5.2 冲击测试

—

11

B）干接点端口测试：电梯控制器输出节点连接到被测采集设备输入节点，采集设备输入节点逻辑

应与电梯控制器输出节点逻辑一致。

C）隔离电压测试：采集设备串行通讯和干接点端口应采用隔离设计，在端口隔离器件两端加1000V

直流电压测试1分钟应不能发生绝缘击穿加频率50Hz、有效值为AC10000V的交流电压或等效直流电压测

试1分钟，无击穿或飞弧现象； 漏电流≤5mA

采集设备上电开机，登录企业平台进行试验，各项功能应符合 中的规定。

用兆欧计或者绝缘电阻测试仪以500V试验电压测量设备电源输入端与金属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值

（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但电源插头不接入电网），在施加测试电压1分钟后读取绝缘电阻数值。检验

时，应保证接触点接触可靠，测试引线间的绝缘电阻足够大，以保证读数正确，检验结果应符合5.4.1

的要求（见GB14048.5—2008）。

用抗电强度测试仪对设备电源输入端与金属机壳之间进行测试（电源开关置于接通位置，但电源插

头不接入电网），试验电压在 ～ 内由 逐渐增加到 ，维持 分钟，试验结果应符合 的

要求。

备注：如果电路中存在对地电容，测试可以相对于交流峰值的直流电压下进行。

断开设备的接地线，在额定电压下，使用GB/T 12113—2003的试验图4所规定的试验电路，测试电

网电压保护接地导体与设备接地端子之间的泄漏电流，应满足5.4.3的要求。

试验按照GB4208—2008的规定进行，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应符合5.4.4的要求。

用250N±10N的恒定作用力下在裸露外壳上持续作用5s，该作用力通过一直径30mm的圆形平面试验

工具依次施加到外壳的顶部、底部和侧面。设备外壳均满足5.4.5.1的要求。

垂直冲击：用一个直径约50mm，质量500g±25g、光滑的实心钢球，使其从距测试样品垂直距离（H）

为1.3m（见下图）处自由落到测试样品上。（设备垂直表面不进行本试验）

水平冲击：为施加水平冲击力，将该钢球用线绳悬吊起来，并时其想钟摆一样，从垂直距离（H）

为1.3m出摆落下来（见下图）。（设备水平表面不进行本试验）。或者将测试样品相对于该样品每个水

平轴面转角90°，让钢球按垂直冲击试验那样跌落。

5.3

5 10s 0V 1500Vac 1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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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冲击试验图示

6.5 可靠性试验方法

6.5.1 一般性试验

表10 可靠性试验

6.5.2 可用度试验

6.6 电磁兼容性测量方法

6.6.1 发射试验

6.6.1.1 传导发射试验（电源端口）

12

6

5.6

外壳各面均满足5.4.5.2的要求。

电梯监测系统需在 GB/T 10059—2009 《电梯试验方法》中第 节中规定的电梯可靠性试验条件下

进行相应的测试，试验结果需满足本规范的 节要求。

系统连续运行试验
可靠性试验

电梯各类故障的模拟试验

通过平台统计。

对于所有的试验，电梯运行检测系统都应尽可能按实际安装情况进行布置，包括有关的连线和商定

的端接。

电梯运行检测系统所有部件应装入机壳中并装好所有盖板和面板，接地良好，与用户另有协议者除

外。

试验布置和测量准则应符合GB 4824—2004规定的方法。试验结果应满足GB/T 24807—200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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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2 传导发射试验（与电梯系统互连的 I/O 端口及通讯端口）

6.6.1.3 辐射发射试验

6.6.2 抗扰度试验

6.6.2.1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6.6.2.2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6.6.2.3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6.6.2.4 电压跌落和短时中断抗扰度试验

6.6.2.5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6.6.2.6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

6.6.2.7 工频电磁场抗扰度试验

—

GB/T 17626.8 200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12015：2004）中表2的要求。

试验布置和测量准则应符合GB 9254—2008 规定的方法。试验结果应满足GB 9254—2008中5.2 节

表3的要求。

试验布置和测量准则应符合GB 4824—2004规定的方法，试验结果应满足GB/T 24807—2009中表1

的要求。

试验布置和测量准则应符合GB/T 17626.2—2006的规定。

试验布置和测量准则应符合GB/T 17626.3—2006的规定。

试验布置和测量准则应符合GB/T 17626.4—2008的规定。

试验布置和测量准则应符合GB/T 17626.11—2008的规定。

试验布置和测量准则应符合GB/T 17626.5—2008的规定。

试验布置和测量准则应符合GB/T 17626.6—2008的规定。

试验布置和测量准则应符合 —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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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

3.1

通信协议 Communication Protocol

3.2

接口 Interface

3.3

额定载荷 Rated load

3.4

额定速度 Rated speed

3.5

—

—

—

—

—

—

—

1

本部分规定了企业平台和市级平台的通信协议，包括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通信方式、相关参数及

返回值等。

本部分适用于企业平台和市级平台的设计、建设和扩展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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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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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5.1 2008 电梯主参数及轿厢、井道、机房的形式与尺寸

JG/T5009 1992 电梯操作装置、信号及附件

SZDB/Z 116.1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1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SZDB/Z 116.2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2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

SZDB/Z 116.3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3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SZDB/Z 116.1 2014第1部分的术语及以下术语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进行通信或服务所必须遵循的规则和约定。

    统一计算机不同功能层之间的通信规则。

工业产品在正常使用中所允许的承载范围。

正常运行工作状况下，动力设备的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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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 Synchronous

3.6

HTTPS协议(Secure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3.7

Url(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4 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间的接口

4.1 与市级平台同步变更的电梯基础信息接口

4.1.1 接口要求

4.1.2 发起方系统

4.1.3 接受方系统

4.1.4 接口协议及方式

4.1.5 接口内容

4.1.5.1 Url

注1：

4.1.5.2 参数

表1. 与市级平台同步变更的电梯基础信息要求参数表

2

两个或两个以上随时间变化的量在变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相对关系。

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是基于HTTP开发，用于在客户计算机和服务器之间使用安全套接字层(SSL)

交换信息的一个安全通信通道。

统一资源定位符，对可以从互联网上得到的资源的位置和访问方法的一种简洁的表示。

电梯基础信息发生变化时，市级平台记录数据变化时间，企业平台应通过此接口向市级平台获取指

定时间段内发生变化的电梯基础信息列表，使企业平台数据与市级平台的电梯基础数据保持同步。

企业平台

市级平台

——通信协议应采用 HTTPS 协议；

——返回数据应采用 json 格式。

https://serverip:port/platform/v1/elevators          // POST 请求

serverip 表示访问市级平台的 IP 地址或域名；port 表示访问市级平台的端口。

要求传输电梯信息时，基本参数见表1.

参数名 类型 参数含义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用来检验企业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passport string 企业平台身份授权，用来检验企业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start string 起始日期，检索的时间范围起点，不能为空。

end string 终止日期，检索的时间范围终点，可以为空，为空表示截止日期为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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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3 返回值

表2. 与市级平台同步变更的电梯基础信息操作返回值表

—

3

要求传输电梯信息后，返回值见表2.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

Total int32 电梯数量

List array 电梯基础信息列表

registration_number string 电梯注册代码

manufacture_unit string 电梯制造单位

category string 电梯类别

model_number string 电梯型号

manufacture_date string 电梯出厂日期

rated_load string 额定载荷

rated_speed string 额定速度

layer_num string 层数

stand_num string 站数

hoisting_height string 自动扶梯提升高度

delivery_capacity string 理论输送能力

installaction_unit string 安装单位

installaction_date string 电梯安装日期

owner_unit string 产权单位

building_user string 使用单位

usage_occasion string 使用场合

address string 使用地点

latitude string 电梯地理坐标（纵）

longitude string 电梯地理坐标（横）

registration_date string 注册登记日期

service_date string 投用日期

internal_number string 内部编号

response_user string 使用单位负责人

response_user_phone string 使用单位电话

divison_code string 行政区划代码

state string 电梯使用状态

mainten_unit string 维保单位

organization_code string 维保单位组织机构代码

response_maintener string 维保负责人

response_mainten_phone string 维保单位应急救援电话

last_mainten_date string 上次维保日期

last_inspection_date string 上次检验日期

last_inspection_result string 上次检验结果

inspection_unit string 电梯检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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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4 示例

4.2 与企业平台同步变更的电梯信息接口

4.2.1 接口要求

4.2.2 发起方系统

4.2.3 接受方系统

4.2.4 接口协议

4.2.5 接口内容

4.2.5.1 Url

注2：

4.2.5.2 参数

表3 同步企业平台的电梯信息要求参数表

4.2.5.3 返回值

表4 同步企业平台电梯信息系统返回值

4

yyyy-MM-dd HH:mm:ss

supervision_type string 重点监察类型

supervision_unit string 监察单位

update_time string 数据变更时间，格式：

https://serverip:port/platform/v1/elevators?id=32852&passport=1q2w3e4r&start=20140608&end=20140619

电梯信息在企业平台发生变化时，企业平台记录数据变化时间，市级平台应通过此接口向企业平台

获取指定时间段内发生变化的电梯信息列表，使市级平台数据与企业平台电梯信息保持同步。

市级平台

企业平台

——通信协议采用 HTTPS 协议；

——返回数据采用 json 格式.

https://nodeip:port/nodes/v1/elevators          // POST 请求

nodeip 表示访问企业平台的 IP 地址或域名；port 表示访问企业平台的端口。

要求同步企业平台的电梯信息时，操作所需基本参数见表3

参数名 类型 参数含义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用来检验市级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passport string 企业平台身份授权，用来检验市级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start string 起始日期，检索的时间范围起点，不能为空。

end                        string 终止日期，检索的时间范围终点，可以为空，为空表示截止日期为今天。

与企业平台同步变更的电梯信息请求完成后，系统返回值见表4.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

Total int32 电梯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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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4 示例

4.3 获取电梯实时运行数据接口

4.3.1 接口要求

4.3.2 发起方系统

4.3.3 接受方系统

4.3.4 接口协议及方式

4.3.5 接口内容

4.3.5.1 Url

注3：

4.3.5.2 参数

表5 要求电梯实时运行数据参数表

4.3.5.3 返回值

—

yyyy-MM-dd 

yyyy-MM-dd HH:mm:ss

5

List array 电梯基础信息列表

registration_number string 电梯注册代码

last_mainten_date string 上次维保日期，格式：

collection_device_id string 电梯采集端唯一标识

collection_device_passport string 电梯采集端授权信息

update_time string 数据变更时间，格式：

https://nodeip:port/nodes/v1/elevators?id=00001&passport=1q2w3e4r&start=20140608&end=20140619

——企业平台与前端系统进行通信后应可获得电梯当前的实时运行数据；

——企业平台应通过此接口提供电梯实时运行数据；

——市级平台可根据自己对电梯实时数据的实时性要求，通过该接口采用不同的频率向企业平台获

取电梯当前正在发生的实时运行数据。

市级平台

企业平台

——通信协议应采用 HTTPS 协议；

——返回数据应采用 json 格式。

https://nodeip:port/nodes/v1/realtime          // POST 请求

nodeip 表示访问企业平台的 IP 地址或域名；port 表示访问企业平台的端口。

要求电梯实时运行数据的基本参数见表5.

参数名 类型 参数含义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用来检验市级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passport string 企业平台身份授权，用来检验市级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registration_number string 电梯注册代码，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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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电梯实时运行数据系统返回值表

4.3.5.4 示例

4.4 市级平台事件通知接口

4.4.1 接口要求

4.4.2 发起方系统

4.4.3 接受方系统

4.4.4 接口协议及方式

6

—

要求获取电梯实时运行数据，系统返回值见表6.

参数名 类型 备注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

registration_number string 电梯注册代码，不能为空。

occur_time int32 发生时间，格式：yyyy-MM-ddHHmmss

List array 电梯基础信息列表

door string 轿门开关信号

direct string 运行方向信号

fault string 综合故障信号

maintenance string 检修状态信号

fault_code string 详细故障代码

fire_service_mode string 消防服务模式

interal_call string 内召信号

number_of_runs string 累计运行次数

total_running_time string 累计运行时间

real_video_url string 实时视频访问链接

real_voice_url string 实时语音访问链接

https://nodeip:port/nodes/v1/realtime?id=00001&passport=1q2w3e4r&registration_number=3615

市级平台应通过直接与现场人员联系获得事件信息，通过此接口将事件传输到企业平台；

企业平台应在接收到该事件通知后立即生成事件记录，同时传输到前端采集系统，启动事件的过程

数据存储功能。

市级平台事件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见SZDB/Z 116.2 2014 第2部分）

——市级平台接收到的电话呼救事件通知；

——市级平台接收到的电话呼救事件结束通知；

——市级平台接收到的手动呼救事件结束通知；

——市级平台接收到的自动呼救事件结束通知；

——市级平台进行救援派遣人员的事件通知。

市级平台

企业平台

——通信协议应采用 HTTPS 协议；

——返回数据应采用 json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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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 接口内容

4.4.5.1 Url 

注4：

4.4.5.2 参数

表7 要求市级平台事件通知参数表

4.4.5.3 返回值

表8 要求市级平台事件系统返回值表

4.4.5.4 示例

4.5 企业平台上报事件接口

4.5.1 接口要求

—

yyyy-MM-dd HHmmss

0

1

2

7

https://nodeip:port/nodes/v1/events          // POST 请求

nodeip 表示访问企业平台的 IP 地址或域名；port 表示访问企业平台的端口。

要求市级平台事件通知的操作参数如表7.

参数名 类型 参数含义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用来检验市级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passport string 企业平台身份授权，用来检验市级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registration_number string 电梯注册代码，不能为空。

event_code string 事件代码。

occur_time string 事件发生时间，格式：

content string 事件内容描述，可以为空。

要求市级平台事件通知后，获得返回值如表8.

参数名 类型 参数含义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用来认证企业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status string 表示接收成功；

表示参数错误；

表示系统错误；

event_id string 事件编号，事件的唯一标识，接收成功后不能为空。

https://nodeip:port/nodes/v1/events?id=00001&passport=1q2w3e4r&registration_number=3615&event_code=8001

&occur_time=20140609125346&content=

企业平台通过与前端系统进行通信，接收到电梯发生的事件信息应立即通知到市级平台；市级平台

应能根据事件的紧急情况进行相应的后续事件处理工作。

企业平台上报给市级平台的事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前端系统上报给企业平台的手动呼救事件；

——前端系统上报给企业平台的自动呼救事件；

——前端系统上报给企业平台的综合故障事件；

——前端系统上报给企业平台的综合故障解除事件；

——前端系统上报给企业平台的检修状态事件；

——前端系统上后给企业平台的检修状态恢复正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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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发起方系统

4.5.3 接受方系统

4.5.4 接口协议及方式

4.5.5 接口内容

4.5.5.1 Url 

注5：

4.5.5.2 参数

表9 要求企业平台上报事件服务参数表

4.5.5.3 返回值

表10. 企业平台上报事件系统返回值表

8

4

yyyy-MM-dd HHmmss

0

1

2

——前端系统上报给企业平台的电梯停电事件；

——前端系统上报给企业平台的电梯供电恢复正常事件；

——前端系统上报给企业平台的电梯机房刷卡事件；

——前端系统上报给企业平台的电梯轿厢刷卡事件；

——企业平台检测到的前端系统上线事件；

——企业平台检测到的前端系统下线事件；

——移动应用客户端上报给企业平台的群众投诉事件。

企业平台

市级平台

——通信协议应采用 HTTPS 协议；

——返回数据应采用 json 格式。

https://serverip:port/platform/v1/events          // POST 请求

serverip 表示访问市级平台的 IP 地址或域名；port 表示访问市级平台的端口。

要求企业平台上报事件服务的参数见表9.

参数名 类型 参数含义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用来检验企业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passport string 企业平台身份授权，用来检验企业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registration_number string 电梯注册代码，不能为空。

event_code string 事件代码，参见第 部分

occur_time string 事件发生时间，格式：

content string 事件内容描述，可以为空。

要求企业平台上报事件操作之后，系统返回值如表10.

参数名 类型 参数含义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用来认证企业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status string 表示接收成功；

表示参数错误；

表示系统错误；

event_id string 事件编号，事件的唯一标识，接收成功后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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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4 示例

4.6 获取事件详细信息接口

4.6.1 接口要求

4.6.2 发起方系统

4.6.3 接受方系统

4.6.4 接口协议及方式

4.6.5 接口内容

4.6.5.1 Url 

注6：

4.6.5.2 参数

表11 要求获取事件详细信息操作参数表

4.6.5.3 返回值

表12 要求事件详细信息系统返回值表

—

9

https://serverip:port/platform/v1/events?id=00001&passport=1q2w3e4r&registration_number=3615&event_code

=8001&occur_time=20140609125346&content=

市级平台进行数据抽查时，市级平台应可通过该接口向企业平台获取某个特定事件的全部详细信

息，某个特定的事件的详细信息应包括：

——事件持续过程的前后各 15 分钟的详细运行状态过程记录信息；

——事件持续过程的前后各 15 分钟的全部视频数据列表；

——事件持续过程的前后各 15 分钟的与远端进行通话的全部音频数据列表；

市级平台

企业平台

——通信协议应采用 HTTPS 协议；

——返回数据应采用 json 格式。

https://nodeip:port/nodes/v1/event-infos          // POST 请求

nodeip 表示访问企业平台的 IP 地址或域名；port 表示访问企业平台的端口。

要求获取事件详细信息操作参数见表11.

参数名 类型 参数含义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用来检验市级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passport string 企业平台身份授权，用来检验市级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event_id string 事件编号，事件的唯一标识，不能为空。

发出获得事件详细信息要求之后，系统返回值见表12.

参数名 类型 参数含义

id string 企业平台编号，用来认证企业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passport string 企业平台身份授权，用来认证企业平台身份，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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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4 示例

4.7 视频流传输接口

4.7.1 接口要求

4.7.2 接口协议

4.7.3 示例

注7：

注8：

10

0 1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gistration_number string 电梯注册代码，不能为空。

start string 事件开始时间

end string 事件结束时间

datalist array 过程记录列表

data_id string 过程记录编号，过程记录唯一标识

occur_time string 发生时间

content string 过程记录内容

voicelist array 语音文件列表

voice_id string 语音文件编号，语音文件唯一标识

occur_time string 语音对讲发生时间

url string 访问语音文件链接地址

videolist array 视频文件列表

video_id string 视频文件编号，视频文件唯一标识

occur_time string 视频文件发生时间

position string 视频录制位置： 表示轿厢内， 表示机房， 表示轿顶

url string 访问视频文件链接地址

https://nodeip:port/nodes/v1/event-infos?id=00001&passport=1q2w3e4r&event_id=0015

——前端系统采集的实时视频数据应能根据通信协议传输给企业平台；

——企业平台应根据本协议向市级平台的视频播放客户端传输视频流。

通信协议采用标准的RTSP协议。

rtsp://nodeip:port/nodes/v1/h264/elevator/position

nodeip 表示访问企业平台的 IP 地址或域名；port 表示访问企业平台的端口。

elevator 表示由企业平台生成的电梯唯一标识。

position表示视频位置信息，0表示轿厢内，1表示机房，2表示轿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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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SZDB/Z 116 2014《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分为以下 个部分：

II

  

— 9

—— 第 1 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 第 2 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

—— 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 第 4 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 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 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 第 7 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 第 8 部分：安装规范

—— 第 9 部分：检验方法与规则

本部分为 SZDB/Z 116—2014 的第 6 部分。

本部分由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

院，深圳市兆谊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云特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维专、范强国、凌晓军、章强、肖文康、李君斌、詹明璐、汪青根、唐红凯、沈

平。

本部分得到秦世杰、张少标、曹必刚、曾梓峰、林铄众、刘继峰、蔡贤克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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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定义

3.1

消息 Messages

3.2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1

A

—

—

—

—

—

—

— —

本部分规定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的通信协议。

本部分适用于深圳市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前端系统和企业平台的设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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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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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8 200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 16899 1997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SZDB/Z 116.1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1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SZDB/Z 116.3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3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SZDB/Z 116.5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5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SZDB/Z 116.7 2014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7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RFC768 用户数据包协议（UDP）

RFC793 传输控制协议（TCP）

RFC959 文件传输协议（FTP）

RFC4566 会话描述协议（SDP）

RFC3261 会话初始协议（SIP）

RFC3550 实时传输协议（RTP）

RFC4145 基于TCP的媒体传输会话描述协议（SDP）

RFC2617 HTTP摘要认证

RFC0959 FTP协议  

RFC4627 JSON  

SZDB/Z 116.1 2014第1部分和SZDB/Z 116.3 2014第3部分的术语及以下术语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具体物理信号的进一步数学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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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信协议

4.1 消息结构

4.2 协议

4.2.1 连接的建立与维持

4.2.1.1 登陆请求消息（10）

表11 接口定义表

表12 接口参数表

2

一种易于人们阅读、编写、机器解析和生成的数据交换格式。RFC 4627 标准所定义的一种轻量级

数据交换格式。

本协议采用RFC 4627 所定义的JSON标准作为数据交换格式，使用TCP/IP协议承载JSON数据，消息

结构示例如下：

{"header":{

"msgLen":100,

"msgType":10,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 消息体，详见后面章节

}

}

header 中的 msgLen 表示整个 JSON 数据包的长度；在下面协议描述中的示例部分，msgLen 不表示

示例数据包的真实长度。

消息方向 前端系统 -> 企业平台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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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登陆响应消息（11）

表13 接口定义表

表14 接口参数表

3

4.1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10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deviceSerial String 必选 见本部分 节编码结构

authCode String 必选

16 位 MD5 算法（内置随机数+动态随机数）内

置随机数：每台采集设备唯一，在服务器平台

预先登记，与采集设备编码一起用作设备身份

校验

randomNum String 必选 采集设备实时随机生成数字和字母组成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10,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deviceSerial":"1",

"authCode":"1234567812345678",

"randomNum":"12345678"

}

}

消息方向 企业平台->前端系统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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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心跳消息（12）

表15 接口定义表

表16 接口参数表

4

0-

1-

yyyyMMddhhmmss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10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errorCode Number 必选
登录成功；

设备注册码不存在

serverTime String 必选
同步采集设备时间，格式：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11,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errorCode":0,

"serverTime":"20140826144010" 

}

}

采集设备系统定时（30s）向服务器发送心跳包，采集设备接入系统维护每个设备计时器，如果在

90s（服务器端可根据设备频繁的登录、掉线信息来重新定义该值）内未收到对应采集设备的任何数据

包，则认为设备离线，设备需要重新登录系统，反之收到包则从零计时。

消息方向 前端系统->企业平台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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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4 服务器信息更新（13）

表17 接口定义表

表18 接口参数表

5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12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可选 消息体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12,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

消息方向 企业平台 ->前端系统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13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serverInfoList Array 必选 服务器信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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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5 子设备状态上报(14)

表19 接口定义表

表20 接口参数表

6

}

host String 必选 服务器 IP

port Number 必选 服务器端口

消息示例：

{"header":{

"msgType":13,

"msgLen":1024,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serverInfoList":[

{"host":"192.168.1.3","port":11111},

{"host":"192.168.1.4","port":11111}

]

}

消息方向 前端系统->企业平台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14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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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电梯运行数据

4.2.2.1 电梯运行数据请求(20)

表21 接口定义表

表22 接口参数表

7

}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subdeviceInfoList Array 必选 子设备信息列表

type Number 必选

类型：

1-电梯

2-摄像头

3-对讲设备

serial String 必选 子设备编号

status Number 必选

通信状态

0：正常

1：无响应

2：有密码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14,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subdeviceInfoList":[

{"type":1,"serial":"abc123", "status"：11}

]

}

消息方向 企业平台-> 前端系统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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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电梯运行数据响应(21)

表23 接口定义表

表24 接口参数表

8

}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20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elevatorAddr Number 必选
电梯控制器地址，如果前端系统只连接一台电梯，

此项值可以填空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20,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elevatorAddr":1

}

消息方向 前端系统 -> 企业平台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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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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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3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time String 必选

时间戳，采集该条运行数据的时间戳。

格式如：19700101235959，表示 1970 年 1 月 1 日 23 时

59 分 59 秒。

elevatorAddr Number 必选 电梯控制器地址

type Number 必选

电梯运行数据类型

：直梯数据

：自动扶梯数据

data Array 必选

电梯梯数据、自动扶梯数据的格式分别见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 部分的表

电梯监测数据定义表、表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测

数据定义表。

code String 必选

数据项编码，（见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

技术规范 第 部分的表 电梯监测数据定义表的编号列、

表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测数据定义表的编号列）

value String 必选 数据项的值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21,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time":"20140826155201",

"elevatorAddr":1,

"type":1,

"data":[

{"code":"P0~P7","value":"E10"},

{"code":"P8","valu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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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过程事件

4.2.3.1 事件通知(30)

表25 接口定义表

表26 接口参数表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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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xxxxx 1 xxxx 1

{"code":" P24~P39","value":"10"}，

{"code":" P40~P71","value":"100"}，

{"code":" P72~P103","value":"1000"}，

{"code":" P104~P135","value":"10000"}

]

}

消息方向 前端系统 <-> 企业平台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30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eventCode Number 必选

事件编码

见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 部分的表

time String 必选 时间戳，如“20140826150701”

action Number 必选
事件发生

事件结束

eventData String 必选

事件附加数据，目前针对刷卡事件可以采用下面的形

式携带卡号和刷卡机位置信息：

“ ， ”，其中 表示卡号， 表示刷卡位置

为轿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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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2 事件响应(31)

表27 接口定义表

表28 接口参数表

11

1

2

3

}

对于刷卡机位置定义如下：

：表示轿厢

：表示轿顶

：表示机房

消息示例：

{"header":{

"msgType":30,

"msgLen":1024,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eventCode":4,

"time":"20140826150701",

"action":1

"eventData":"123456,1"

}

消息方向 前端系统 <-> 企业平台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31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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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视频

4.2.4.1 实时视频浏览请求

表29 接口定义表

表30 接口参数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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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eventCode Number 必选

事件编码

见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

范 第 部分的表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31,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eventCode":4

}

消息方向 企业平台->前端系统

接口协议 SIP INVITE 方法

原语 头域 属性 信元描述

Request-URI M 前端系统的 ID@domain

From M 企业平台的 ID@domain

To M 与 Request-URI 一致

INVITE

Content-Type M application/sdp

SDP 参见 RFC4566 ，设备端视频编码至少需要支持 H.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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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2 实时视频浏览响应

表31 接口定义表

4.2.5 语音

4.2.5.1 音频对讲请求消息

表32 接口定义表

表33 接口参数表

4.2.5.2 音频对讲响应消息

表34 接口定义表

4.2.6 记录文件

4.2.6.1 列表请求(90)

表35 接口定义表

表36 接口参数表

13

消息方向 前端系统 ->企业平台

接口协议 SIP  200 响应

消息方向 企业平台<->前端系统

接口协议 SIP INVITE 方法

原语 头域 属性 信元描述

Request-URI M 前端系统的 ID@domain

From M 企业平台 ID@domain

To M 与 Request-URI 一致

INVITE

Content-Type M application/sdp

SDP 参见 RFC4566 。

消息方向 前端系统<->企业平台

接口协议 SIP 200 OK 

消息方向 企业平台->前端系统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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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2 列表响应(91)

表37 接口定义表

14

0 1

2 3

4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90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fileType Number 必选

：日志文件； ：历史视频；

：事件视频； ：事件日志；

：电梯状态数据日志

beginTime String 必选 起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必选 结束时间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90,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fileType":0,

"beginTime":"20140826140000"，

"endTime":"20140826150000"

}

}

消息方向 前端系统 -> 企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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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接口参数表

15

0 1

2 3

4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91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fileList Array 必选 文件列表

fileName String 必选 文件名字

fileType Number 必选

：日志文件； ：历史视频；

：事件视频； ：事件日志；

：电梯状态数据日志

beginTime String 必选 起始时间

endTime String 必选 结束时间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91,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fileList":[

{ "fileName":"201408201330.mpg"，"fileType":0，

"beginTime":"20140820133000"，"endTime":"20140820143000"},

{ "fileName":"201408201330.mpg"，"fileType":0，

"beginTime":"20140820133000"，"endTime":"201408201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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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3 上传通知(92)

表39 接口定义表

表40 接口参数表

16

}

]

}

消息方向 企业平台 -> 前端系统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92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fileName String 必选 文件名字

fileType Number 必选 文件类型

filePath String 必选 文件上传路径

serverAddr String 必选 ftp 服务器地址

serverPort Number 可选 ftp 服务器端口

ftpAccount String 必选 ftp 账号

ftpPassword String 必选 ftp 密码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92,

"charset":"utf-8",

"msgVe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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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4 进度通知(93)

表41 接口定义表

表42 接口参数表

17

"encryptVer":1.0

}

"body":{

"fileName":"a.mpg",

"fileType":0,

"filePath":"/upload/xx/",

"serverAddr":"ftp.abc.com",

"serverPort":21,

"ftpAccount":"test",

"ftpPassword":"test"

}

}

消息方向 前端系统 -> 企业平台

属性 必选/可选 描述

header Dictionary 必选 头部信息

msgLen Number 必选 整条消息长度

msgType Number 必选 消息类型：93

charset String 可选 字符集：默认 utf-8

msgVer Number 必选 协议版本号

encryptVer Number 可选 协议加密版本号

body Dictionary 必选 消息体

errorCode Number 必选

错误码

0：正在上载

1：上传成功

2：上传失败

fileName String 必选 文件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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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gress Number 必选 进度值 0-100

消息示例：

{"header":{

"msgLen":1024,

"msgType":93,

"charset":"utf-8",

"msgVer":1.0,

"encryptVer":1.0

}

"body":{

"errorCode":0,

"fileName":"a.mpg",

"progress":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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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DB/Z 116 2014《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分为以下 9 个部分：

—— 第 1 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 第 2 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

—— 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 第 4 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 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 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 第 7 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 第 8 部分：安装规范

—— 第 9 部分：检验方法与规则

本部分为 SZDB/Z 116 2014 的第 7 部分。

本部分由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

院，深圳市兆谊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云特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凌晓军、徐金柱、范强国、肖文康、李君斌、詹明璐、汪青根、唐红凯、林维专、

沈平。

本部分得到秦世杰、张少标、曹必刚、曾梓峰、林铄众、刘继峰、蔡贤克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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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电梯监测的数据定义

表43 电梯监测数据定义表

SZDB —

1

本部分规定了深圳市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中监测相关的术语定义、监测数据定义、监测数据

要求、监测技术要求以及监测结果分级等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电梯运行监测数据的提取以及人的行为监测，包括电梯、自动扶梯以及自动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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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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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8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 21240 液压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T 7024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术语

GB/T 7024及GB 7588的术语定义及以下术语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电梯监测的数据定义见表1

故障代码 8 个比特位表示，用二进制码表示电梯发生的故障。 P0~P7

故障停机 1 个比特位表示，故障码不为 0 时，此信号为“1”。 P8

检修状态 1 个比特位表示，电梯的检修开关打到检修档位时，此信号为“1”。 P9

运行指示 1 个比特位表示，电梯正在运行时，此信号为“1”。 P10

开门指令 1 个比特位表示，控制器发出开门指令时，此信号为“1”。 P11

层门开关 1 个比特位表示，任一层门没有完全关闭时，此信号为“1”。 P12

轿门开关 1 个比特位表示，轿厢门没有完全关闭时，此信号为“1”。 P13

平层状态 1 个比特位表示，电梯平层时，此信号为“1”。 P14

消防服务

模式
1 个比特位表示，当电梯消防开关激活时，此信号为“1”。

P15

内呼指令
1 个比特位表示，当乘客在轿厢内操作面板按下楼层，开门，关门等呼梯按

键时，此信号为“1”，在最后 1 个内令响应后，此信号为“0”。 P16

名称 逻辑描述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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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电梯故障定义

表44 电梯故障定义表

3.3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测的数据定义

2

—

—

—

—

上行状态
1 个比特位表示，电梯上行时，此信号为“1”。 P17

下行状态 1 个比特位表示，电梯下行时，此信号为“1”。 P18

电梯当前

楼层 8 个比特位表示，用二进制码表示电梯的自然楼层。 P24~P39

累计运行

次数

32 个比特位表示，用二进制码表示电梯的累计运行次数。电梯由停止状态变

为运动状态的次数，该次数为累计值。单位为次。 P40~P71

累计运行

时间

32 个比特位表示，用二进制码表示电梯的累计运行时间，电梯处于运动状态

的时间，该时间为累计值。单位为秒。 P72~P103

钢丝绳折

弯次数

32 个比特位表示，用二进制码表示电梯累计钢丝绳折弯次数。电梯轿厢运行

方向转换一次记为电梯钢丝绳运行折弯 次，该次数为累计值。单位为次。 P104~P135

电梯故障名称及代码定义与逻辑描述见表2

安全回路断路 任何安全开关断开（例如：松绳、超速、门锁等）。见 GB/T 24476 2009。 E01

运行时门锁回

路断路

电梯在运行过程中，层门或轿门安全回路断路（门锁瞬间断开）。见 GB/T 

24476 2009。 E02

关门故障

未按设定的参数关门。例如：安全触板卡住、红外线光束被中断（适用于

单束红外线光的安全触板）、门坎内杂物堵住或其它原因，造成持续 10

分钟都无法关门。见 GB/T 24476 2009。 E03

门区外停梯 轿厢在开门区域外停止见 GB/T 24476 2009。 E04

按钮卡住

任何轿厢或层站呼叫指令在轿厢停止该层后仍然保持登记状态，并超过预

定时间。例：楼层按钮、任一楼层上或下按钮卡住三分钟。见 GB/T 24476

—2009。 E05

电梯速度异常

运行时间限制器动作或运行时速度超过规定值的 20%。见 GB/T 24476—

2009。 E10

开门故障

未按设定的参数开门。例如：在平层时两次开门均未能成功。见 GB/T 24476

—2009 E13

上限位动作 电梯向上运行过程中，轿厢越过了上限位。 E30

下限位动作 电梯向下运行过程中，轿厢越过了下限位。 E31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测的数据定义见表3

1

故障名称 逻辑描述 故障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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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测数据定义表

3.4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故障定义

表46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定义表

SZDB —

3

故障代码 见表 1 P0~P7

故障停机 见表 1 P8

检修状态 见表 1 P9

上行/前行 1 个比特位表示，电梯上行时，此信号为“1”。 P10

下行/后行 1 个比特位表示，电梯下行时，此信号为“1”。 P11

紧急停梯 1 个比特位表示，电梯运行时，按下急停按钮，此信号为“1”。 P12

累计运行次数 见表 1 P16~P47

累计运行时间 见表 1 P48~P79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故障定义见表4

安全回路断

路
任何安全开关断开（例如：梯级下陷、扶手带断裂） E01

超速 正常运行时，运行速度超出名义速度的 1.2 倍。 E02

非操纵逆转 自动扶梯在没有人为操作的情况下，梯级、踏板或胶带改变规定运行方向。 E03

制停超距故

障

制停距离超过所规定最大值的 1.2 倍时，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应在故障锁

定被复位之后才能重新启动。
E04

左扶手欠速

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运行时，左扶手带速度偏离梯级、踏板或胶带实际

速度大于～15％且持续时间大于 15 s 时，该装置应使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

停止运行。

E05

右扶手欠速

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运行时，右扶手带速度偏离梯级、踏板或胶带实际

速度大于～15％且持续时间大于 15 s 时，该装置应使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

停止运行。

E06

上梯级缺失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应能通过装设在驱动站和转向站的装置检测梯级或踏

板的缺失，并应在缺口(由梯级或踏板缺失而导致的)从梳齿板位置出现之前

停止。

E07

下梯级缺失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应能通过装设在驱动站和转向站的装置检测梯级或踏

板的缺失，并应在缺口(由梯级或踏板缺失而导致的)从梳齿板位置出现之前

停止。

E08

工作制动器

打开故障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启动后，制动系统未释放 E09

附加制动器

动作故障

1：制动后机械开关反馈无效；2：启动时附加制动开关有效；3：启动时没有

打开附加制动器；4：附加制动开关有效时，上行启动运行超过 10 秒；5：

运行中附加制动器开关有效；6：运行中附加制动器接触器断开。

E10

名称 逻辑描述 编号

故障名称 逻辑描述 故障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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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5 技术要求

5.1 电梯运行监测

表47 电梯运行监测数据方法分级表

5.1.1 T1 要求

5.1.2 T2 要求

5.1.3 T3 要求

4

楼层盖板开

关故障
打开桁架区域的检修盖板和(或)移去或打开楼层板。 E11

见GB 7588

T：英文Thing的缩写，意思是物，这里特指电梯。

H：英文Human的缩写，意思是人。

前端系统通过通信或传感器技术手段获取的电梯运行监测数据，制造厂家在控制柜提供规定格式信

息的标准接口，前端系统在不使用制造厂家的渠道取得所需的信息时，应确保采样线路不对电梯系统安

全运行构成影响。

前端系统在直接通过通信从电梯提取数据时，应确保只能从电梯读取数据，不能往电梯写入数据。

提取的运行监测数据按需进行分级，在此按照获取数据的完整性不断递增的方法来分级，从T0到T4

共五级，总体描述见表5：

T0 不提取数据 不提取数据

T1 轿门开关； 紧急停梯；

T2 T1+故障停机； T1+故障停机；

T3 T2+基本数据； T2+基本数据；

T4 T3+详细数据 T3+详细数据

——电梯一般应提取关门到位信号；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一般应提取紧急停梯信号；

——满足 T1 要求之后，应提取故障停机信号；

——触发此信号的故障一般应包括上限位动作、下限位动作、门区外停梯；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触发此信号的故障一般应包括安全回路断路。

——满足 T2 要求之后；  

——电梯一般应提取上行状态、下行状态、开门到位、关门到位、平层指示；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应提取检修状态、上行/前行、下行/后行。

电梯运行监测（T）

分级 电梯特征简述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特征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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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T4 要求

5.2 人的行为监测

表48 人的行为监测数据方法分类分级表

5.2.1 H0 要求

5.2.2 H1 要求

5.2.3 H2 要求

SZDB —

5

——满足 T3 要求之后，提取详细数据；

——电梯要提取的详细数据见表 1 电梯监测数据定义表，故障见表 2 电梯故障定义表；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要提取的详细数据见表 3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测数据定义表，

故障见表 4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定义表；

——提取的所有数据应该直接来源于电梯；

——电梯应提供一个不影响电梯安全运行的标准 RS485 或 RS232 通信接口用于连接采集器设

备。RS485 应有三个接线端子，分别为 D+，D-，GND。RS232 应有三个接线端子，分别为

TXD，RXD，GND。连接电缆应为 AWG20，并采用双绞屏蔽线；

——串行通信格式应固定为：波特率 9600bps，8 位数据位，无检验位，1 位停止位；

——软件通信协议一般采用 MODBUS RTU，采集器作为主站，电梯作为从站，由采集器主动读

取电梯数据，读取周期应大于或等于 500 毫秒；

——位寄存器地址采用连续地址编码方式。电梯编号为 P0～P135 的数据，对应地址从 0 开始

到 135。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编号为 P0～P79 的数据，对应地址从 0 开始到 79。

前端系统通过通信或传感器技术手段获取的人的行为监测数据可按照提取数据的完整性不断递增

的方法来分级，从H0到H3共四级，总体描述见表6：

自动

H0 电话呼救 电话呼救

H1 H0+手动呼救 H0

H2 H1+自动呼救 H1

H3 H2+现场行为数据 H2+现场行为数据

——应能实现电话呼救功能；

——发生电话呼救时，求救者通过口述或从键盘输入一个特定的救援标识码，系统应可在数据

库中查找到该电梯的详细安装地址；

——救援标识码应张贴或显示在电梯轿厢内显眼处，例：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应张贴或显

示在侧面显眼处。

——电梯在满足 H0 要求的基础上，应能实现手动呼救功能；

——手动呼救发生后，手动呼救信号应能被识别且送到远程服务器，远程系统应能查找到发生

该信号的电梯的详细安装地址，远程系统应能通过双向语音通话系统与呼救者建立通话；

——通话声音应清晰，音量应适中，回音应尽量小，使得人们可清楚分辨对方语音的内容。

人的行为监测（H）

分级 电梯特征简述 扶梯/自动人行道特征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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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H3 要求

6 适用范围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梯在满足 H1 要求的基础上，应能实现自动呼救功能。该项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不做

要求；

——发生自动呼救后，远程系统应能查找到发生该信号的电梯的详细安装地址，远程系统可以

通过双向语音通话系统与呼救者建立通话，确认困人事件，也可通过调取现场图像信息来

确认困人事件；

——发生电梯困人事件时，系统应该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识别，识别时间应小于五分钟。

——在满足 H2 要求的基础上，应能实现现场行为数据的提取功能；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现场行为数据仅指视频数据，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视频画面

要求覆盖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全部；

——电梯的现场行为数据应包括刷卡数据和音视频数据，轿厢内的音视频数据，轿顶和机房的

视频数据.所刷卡片宜选用 13.56M 的芯片，且符合 ISO/IEC 14443A 协议。

——系统应能采集到作业人员的刷卡数据。要求在机房的电梯控制柜旁边、轿顶均安装一台刷

卡装置，对于无机房电梯，机房刷卡装置也应尽可能安装在控制柜旁边。作业人员在刷卡

时，刷卡装置应有声光提醒功能，刷卡信号应能被识别并被送到企业平台；

——系统应能采集轿厢内的音视频数据。视频画面应能基本覆盖整个轿厢，应能清楚看到操作

面板；

——系统应能采集轿顶的视频数据。视频画面应能基本覆盖整个轿顶，应能清楚看到作业人员

进行的大部分操作；

——系统应能采集机房的视频数据。视频画面应能基本覆盖被监测的电梯的曳引机，限速器等。

对于无机房电梯，视频画面应主要覆盖曳引机；

——视频采集装置，其水平清晰度应不低于 480TVL，成像分辨率应至少支持 352*288(CIF)，

视频帧率应不低于 15 FPS，视频采集编码格式应为 H.264。并具有彩色/黑白自动转换功

能，在黑暗的环境，应能自动启动红外灯光。视频采集装置可采用广角镜头，焦距 2.8mm。

见 GB 21240。

——所有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一般应满足 H0 要求；

——工业场所使用的非载客电梯，一般应满足 T1、H1 要求；

——使用 15 年以上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一般应满足 T2、H2 要求；

——使用 5 年到 15 年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一般应满足 T3、H3 要求。

——新安装、实施重大维修或改造的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一般应满足 T4、H3 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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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DB/Z 116 2014《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分为以下 9 个部分：

—— 第 1 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 第 2 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

—— 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 第 4 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 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 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 第 7 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 第 8 部分：安装规范

—— 第 9 部分：检验方法与规则

本部分为 SZDB/Z 116 2014 的第 8 部分。

本部分由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

院，深圳市兆谊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云特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沈平、詹明璐、李君斌、史潇蕾、肖文康、凌晓军、汪青根、唐红凯、林维专

本部分得到秦世杰、张少标、曹必刚、曾梓峰、林铄众、刘继峰、蔡贤克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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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部分：安装规范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采集设备 Acquisition equipment

3.2

安装人员 Installation person

3.3

质检人员 Quality assurance person

3.4

—

—

—

—

—

—

—

—

—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梯运行监测系统中前端系统各设备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和安装档案。

本标准适用于SZDB/Z 116.4 2014 第4部分所规定的前端系统各设备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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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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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8 2003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 16895.3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5-54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 接地配置、保护导体和保护联

结导体

GB 21240 2007 液压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GB 50310 2002 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7024 2008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GB/T 10058 2009 电梯技术条件

GB/T 10059 2009 电梯试验方法

GB/T 7024 2008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前端系统的组成装置，用于采集电梯运行状态、运行统计信息、故障信息和图像信息，具备识别、

检测、转换、报警、通信及音视频播放功能的电子设备。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人员电梯作业证书，且通过电梯运行监测系统安装培训的专业人

员。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电梯作业证书，且通过电梯运行监测系统培训的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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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终端设备 Monitoring terminal equipment

3.5

检修速度 Testing speed

3.6

额定速度 Fixed speed

4 技术要求

4.1 原则

4.2 安装及质检人员

4.3 设备安装技术要求

4.3.1 传感器安装要求

2

—

—

—

—

前端系统的组成装置，接收数据采集设备的信息，对电梯运行状态进行逻辑运算和判断，发送电梯

运行状态数据、报警信息的设备。

检修时，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操作速度，分慢速、中速、快速。

一般情况及正常情况下，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固定操作速度。

——采集设备的工作条件应符合 GB/T 10058 2009 中 3.2 的要求；

——采集设备及其所有零部件应设计正确、结构合理，并应遵守机械、电气及建筑结构的通用技术

要求，选用的各类管线材质应具有阻燃特性；

——采集设备及其所有零部件应安装齐全、位置正确、功能有效、不影响电梯安全运行；

——采集设备应固定牢靠，活动部位应运转灵活，相对位置及间隙应在安装设计规定的范围内，各

部件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采集设备可见部分的表面及装饰应平整；涂层部分应光洁、色泽均匀，不应出现明显划伤、开

裂、脱落；

——安装采集设备的材料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良好的质量，不应使用不符合环保要求的材料；

——采集设备各种标志应清晰；

——验收人员应熟悉所验收的采集设备、本技术规范规定的以及 GB/T 10059 2009 的检验内容、

方法和要求。

——验收用检验器具与试验载荷应符合 GB/T 10058 2009 规定的精度要求，并均在计量检定周期

内；

——采集设备供电电源接地应符合 GB 16895.3 的要求；

——采集设备 安装单 位施工 现场的 质量管 理、质量 控制以 及安装 工程质 量验收 应符合  GB 

50310 2002 中 3 的规定。

——安装人员应获得指定电梯从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电梯作业证书等电梯证

书；

——安装人员应通过电梯安全运行监测系统安装培训；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安装前，安装及质检人员应掌握电梯基本属性及操作注意事项、电梯运行监

测系统的工作流程。



SZDB/Z 116.8 2014

4.3.2 摄像头安装要求

4.3.3 采集设备安装要求

4.3.3.1 采集设备安装一般要求

4.3.3.2 采集设备管线安装要求

4.3.3.3 无线设备安装要求

4.3.3.4 多媒体终端设备安装要求

4.3.4 配线及导线安装要求

4.3.4.1 配线

—

3

——传感器安装应为主控项目；

——传感器安装应符合安装图的要求；

——传感器安装的位置不应影响电梯的运行，保证传感器数据采集精度；

——传感器的固定螺栓应加平垫和弹簧垫，在电梯运行中，传感器不会因振动而损坏、脱落或信号

不准确；

——平层传感器不应与电梯轨道、隔磁板等其他部件发生擦挂；

——平层传感器应固定在电梯轿厢顶部，应实现平层传感器应有功能；

——楼层传感器应固定在电梯轿厢顶部，应实现楼层传感器应有功能；

——轿门传感器应固定在轿门旁的适当位置，不应对电梯轿门造成卡组、错位和脱轨等，能检测轿

门的开/关状态；

——人体感应器应牢固安装在电梯轿厢内部，在轿厢内应无检测死角；

——安装前电梯导轨上有磁性元件时，传感器的安装不应对电梯导轨上的原有磁性元件有影响。

——连接摄像头的线材不应裸露在外面；

——摄像头的安装应符合安全规定。

——采集设备安装应为主控项目；

——采集设备安装位置应符合安装图要求，应便于观察和操作；

——采集设备的电源应取自电梯供电电源的前端。

——采集设备的电源线在安装时应加护套管，应尽可能避免与原有电梯控制系统连接管线重叠交错

敷设。在重叠交错敷设时，应采用金属护套管外壁或线缆外屏蔽层接地措施。如重叠交错敷设

处的原有电梯控制系统连接线缆未加护套管，应在该处加配防护垫层材料；

——采集设备的数据线应尽可能避免与电梯电源线重叠交错敷设；

——采集设备的所有连接线应标明线号；

——采集设备固定接插件的电源和信号线的端接，插拔应灵活牢固、可靠。

——无线设备安装为主控项目；

——无线设备不应对原有电梯控制系统正常运行产生干扰，应保持有效通讯。

——多媒体终端设备安装为一般项目。

——配线检验属于主控项目；

——配线应安全可靠， 线路布置合理整齐，安装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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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2 导线

4.3.4.3 管线敷设安装要求

4.4 检验方法

4.4.1 采集设备安装检验方法

4.4.2 监测终端设备检验方法

4.4.3 传感器设备检验方法

4.4.4 整体安装检验：

4

——导线的规格、屏蔽与防护特性，应符合线路的安装方式和敷设的环境条件；

——导线应能满足供电和机械强度的要求，用于通信线缆的阻抗值应满足设计要求。

——所有管线应加以保护处理，导线应安装在线管、线槽中或采取等效防护措施；

——线槽内导线总截面积不应大于槽内净截面积的 60%，线管内导线总截面积不应大于管内净截面

积的 40%。线管、线槽的敷设应平直、整齐、牢固，固定间距不应大于 1m，弯头，端头固定间

距不应大于 0.1m.线管的弯曲半径应符合所穿入电缆弯曲半径的规定；

——导线与其他部件的安全距离应符合安全要求；

——导线连接和分支处不应受机械力的作用。

——对电梯进行模拟加油、清洁、门机检查、拔动检修开关等操作，过程中操作均不应触碰到数据

采集设备；

——目测数据采集设备电缆情况，相关电缆应集中固定，在模拟维护保养电梯过程中，相关电缆不

应被触碰。

——模拟操作监测终端设备，判断监测终端设备安装情况，设备应安装牢固；

——目测监测终端设备电缆线槽情况：设备电缆应放入线槽，线槽应平直、整齐，并有接地措施；

——检查监测终端设备电源情况：开启监测终端设备电源，以额定速度操作电梯全程往返运行，电

梯应正常运行；打开照明系统开关，照明系统应正常运行；

——以检修速度操作系统来检测电梯全程往返运行情况，监测终端设备与数据采集设备之间的联接

线应对电梯随行电缆无拖扯、无摆动。

——以额定速度检测电梯全程往返运行情况：平层传感器应不摇晃、不松动；运行电梯至每层楼平

层位置，平层传感器应感应到平层信号；

——以额定速度检测电梯全程往返运行情况：楼层传感器应不摇晃、不松动，运行电梯至每层，楼

层传感器应准确感应到楼层信号；

——以检修速度操作系统来检测电梯全程往返运行情况：平层传感器与楼层传感器不应与电梯轨

道、隔磁板等其他部件发生擦挂；

——在平层位置、检修状态下，手动开/关门十次，电梯门不应卡阻、错位或脱轨。轿门传感器应

感应到轿门的开/关状态；

——质检人员分别站在电梯轿厢内四个角落、背贴电梯轿厢壁，人体感应器应感应到四个角落情况，

感应器应无感应死角；

——传感器安装完成后，分别以检修速度和额定速度检测电梯全程往返运行情况：传感器及其配件

不应对电梯运行有影响。

——电梯轿箱内无乘员时，以额定速度检测电梯全程往返运行情况，电梯应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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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安装及质检档案管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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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人员进行电梯轿箱，以额定速度检测电梯全程往返运行情况，电梯运行监测系统与电梯及

相关部件应无刮碰、摩擦等异常情况；

——般情况下，质检人员检查电梯运行监测系统应正常运行；

——所有电梯相关安装应符合 GB 7588 2003 及 GB 21240 2007 的安装规范。

产品安装后，安装及质检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电梯安装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联系电话；

——电梯制造单位、电梯型号、电梯类型、电梯层站数、电梯额定速度、电梯额定载荷；

——安装人员姓名、作业证书编号；

——质检人员姓名、检验证书编号；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编号、SIM 卡号；

——产品出厂合格证；

——采集设备、管线安装布置图；

——主要部件现场安装图；

——电气原理图（包括配线图、元件代码图等）；

——安装调试说明书和使用维护说明书；

——企业验收检验报告（含 安装过程自检记录）；

——试运行报告（含相关方签字认可的试运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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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I

  

SZDB/Z 116—2014《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分为以下 9 个部分：

—— 第 1 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 第 2 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

—— 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 第 4 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 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 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 第 7 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 第 8 部分：安装规范

—— 第 9 部分：检验方法与规则

本部分为 SZDB/Z 116—2014 的第 9 部分。

本部分由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提出。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部分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

院，深圳市兆谊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云特科技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詹明璐、凌晓军、温建中、李君斌、曾敏夫、史潇蕾、肖文康、汪青根、唐红凯、

林维专、沈平。

本部分得到秦世杰、张少标、曹必刚、曾梓峰、林铄众、刘继峰、蔡贤克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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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部分：检验方法与规则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开发单位 Develop organization

3.2

整机检验 Overall testing

1

本部分规定了电梯运行监测系统中市级平台，企业平台以及前端系统的检验依据、方法与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深圳市范围内电梯运行监测系统中市级平台，企业平台以及前端系统的检验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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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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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电梯安装验收规范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液压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规范

电梯安全要求 第 部分：电梯基本安全要求

提高在用电梯安全性的规范

电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术语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 部分：系统总体要求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2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3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4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5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6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7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技术规范 第 部分：安装规范

、SZDB/Z 116.1 2014第1部分的术语定义和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电梯运行监测系统的设计、建设单位，包括市级平台的搭建单位、企业平台的搭建单位、前端系统

的建设单位。

GB 7588—2003 

GB 10060—1993 

GB 16899—1997 

GB 21240—2007 

GB 24803.1—2009 1

GB 24804—2009 

GB 50310—2002 

GB/T 7024—2008 

SZDB/Z 116.1—2014 1

SZDB/Z 116.2—2014 

SZDB/Z 116.3—2014 

SZDB/Z 116.4—2014

SZDB/Z 116.5—2014 

SZDB/Z 116.6—2014 

SZDB/Z 116.7—2014

SZDB/Z 116.8—2014 8

GB/T 7024—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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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三方检测机构

4 检验依据及方法

4.1 市级平台检验依据及方法

4.2 企业平台检验依据及方法

4.3 前端系统检验依据及方法

5 检验规则

5.1 市级平台检验规则

5.1.1 自测

5.1.2 第三方检测

2

—

—

—

—

—

—

—

—

—

—

前端系统所涉及到的所有产品，在投入使用前，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检验的动作。

由市特种设备安全技术委员会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市级平台应满足 SZDB/Z 116.2 2014《第 2 部分：市级平台功能要求》的平台功能要求；

——市级平台从企业平台获取数据的方式及格式应符合 SZDB/Z 116.5 2014《第 5 部分：企业平

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企业平台应满足 SZDB/Z 116.3 2014《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的功能要求和性能要

求；

——企业平台向市级平台提供的数据支持（包括数据方式、格式及接口）应符合 SZDB/Z 116.5 2014

《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企业平台与前端系统之前的数据通信应符合《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

——前端系统应根据 SZDB/Z 116.4 2014《第 4 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的测试方法完成检验

工作，检验结果应符合 SZDB/Z 116.4 2014《第 4 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的功能要求；

——前端系统的监测数据应符合 SZDB/Z 116.7 2014《第 7 部分：监测数据要求》；

——前端系统的采集设备的安装应符合 SZDB/Z 116.8 2014《第 8 部分：安装规范》。

——市级平台投入使用前，应先确认平台满足功能及性能要求；

——开发单位应自行测试并出具自测报告，自测报告应包含 SZDB/Z 116 2014《第 2 部分：市级

平台功能要求》和《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的所有条目，使用第 2 部分、

第 5 部分涉及的测试方法，其测试结果应满足上述两标准的所有要求；

——测试结果应只有满足和不满足的结论。有任何一条测试结果不满足要求，自测报告的结论应为

不合格。开发单位应自行修改软件并再次自行测试，直至自测报告合格。

——软件开发单位应在自测报告合格后委托具有软件测试能力的第三方机构测试；

——第三方测试机构应安排至少三位合资格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进行测试；

——第三方测试机构应检测开发单位的自测报告是否包含 SZDB/Z 116 2014《第 2 部分：市级平

台功能要求》和《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的所有相关条目，应根据与开发

The third party testing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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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企业平台检验规则

5.2.1 自测

5.2.2 第三方检测

5.3 前端系统检验规则

5.3.1 整机检验规则

5.3.2 安装验收检验规则

3

单位讨论而制定的合理测试方法及用例设计测试项目全覆盖的测试报告模板以及测试计划，测

试报告模板应参照自测报告且测试条目不应少于自测报告；

——第三方测试机构应根据测试计划及项目逐条进行测试，且应在所有测试项目均满足要求时出具

委托测试合格报告；

——市级平台应在测试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

——企业平台应在测试结果满足 SZDB/Z 116 2014 的《第 5 部分：企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

《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业平台通信协议》的相关功能

要求和性能要求后投入使用；

——开发单位应自行测试并出具自测报告，自测报告应包含 SZDB/Z 116 2014 的《第 5 部分：企

业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

企业平台通信协议》的所有条目，使用第 5 部分、第 3 部分、第 6 部分涉及的测试方法，其测

试结果应满足上述标准的所有相关要求；

——测试结果应只有满足和不满足的结论。有任何一条测试结果不满足要求，自测报告的结论应为

不合格。开发单位应自行修改软件并再次自行测试，直至自测报告合格。

——软件开发单位应在自测报告合格后委托具有软件测试能力的第三方机构测试；

——第三方测试机构应安排至少三位合资格的软件测试工程师进行测试；

——第三方测试机构应检测开发单位的自测报告是否包含 SZDB/Z 116 2014 的《第 5 部分：企业

平台与市级平台通信协议》、《第 3 部分：企业平台功能要求》、《第 6 部分：前端系统与企

业平台通信协议》的所有相关条目，应根据与开发单位讨论而制定的合理测试方法及用例设计

测试项目全覆盖的测试报告模板以及测试计划，测试报告模板应参照自测报告且测试条目不应

少于自测报告；

——第三方测试机构应根据测试计划及项目逐条进行测试，且应在所有测试项目均满足要求时出具

委托测试合格报告；

——企业平台应在测试合格后才能投入使用。

——整机检验应以系统检验方式进行，前端系统生产单位应至少提交三套可组合成完整的前端系统

的产品供测试机构试验。并应在委托检验文件中标明本前端系统的采集产品所满足的 TH 分级。

前端系统的要求和检验方法应符合 SZDB/Z 116.4 2014《第 4 部分：前端系统功能要求》；

——生产单位在有任何一项没达到要求时（即整机不合格），做修正后应再次提交检验；

——第三方测试机构应在所有项目均满足要求时，出具委托测试合格报告，报告中应注明采集器的

TH 分级；

——前端系统应在测试合格后再在全市范围内安装使用。

——前端系统的安装要求和检验方法应满足 SZDB/Z 116.8 2014《第 8 部分：安装规范》的规定；

—

—

—

—

—



SZDB/Z 116.9—2014

5.3.3 定期监督检验规则

5.3.3.1 可用度监督检验规则

5.3.3.2 产品质量定期监督检验

5.3.3.2.1 轻微不合格处理方法

5.3.3.2.2 严重不合格处理方法

4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端系统的安装应符合 GB 7588 2003， GB 10060 1993，GB 21240 2007，GB 16899 1997，

GB 24803.1 2009，GB 24804 2009 和 GB 50310 2002 中的安全条款；

——每年应统计每一投入使用的前端系统的年度可用度；

——可用度大于等于 90%且统计年度内未出现连续不可用时间大于 7 天的情况的前端系统认定为合

格；

——使用单位应在 7 天内完成对不合格前端系统的整改。整改完成后连续运行 7 天的可用度大于

95%的前端系统认定为整改后合格；

——使用单位应拆除一个月内整改不合格的前端系统，更换为新的前端系统。

——每年应统计一次相同前端系统生产单位生产的并已投入使用的前端系统的年度健康率；

——健康率大于等于 90%的前端系统相关产品认定为合格。

——本方法仅针对健康率小于 90%，大于等于 80%的前端系统；

——生产企业应配合使用单位对可用度不达标的前端系统相关产品在 30 天内完成整改；

——该企业生产的所有前端系统在连续 7 天内的健康率大于 95%应被认定为整改合格；

——30 天内无法完成整改或整改后仍然不合格的，应认定为该型号前端系统委托测试合格报告失

效；

——对于委托测试合格报告失效的前端系统相关产品，不应再新安装使用。企业应委托第三方测试

机构对该型号的前端系统重新进行整机检验。

——本方法仅健康率小于 80%的前端系统；

——生产企业应向监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出具一份“不合格前端系统具体原因分析”产品质量调查

报告；

——监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不认可该质量调查报告时，应认定该型号前端系统委托测试合格报告失

效；

——监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认可该质量调查报告时，企业应在 30 天内完成整改；

——该企业生产的所有前端系统在连续 7 天内的健康率大于 95%的应认定为整改合格；

——30 天内无法完成整改或整改后仍然不合格时，应认定该型号前端系统委托测试合格报告失效；

——对于委托测试合格报告失效的前端系统相关产品，不应允许再新安装使用。企业应委托第三方

测试机构对该型号的前端系统重新进行整机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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