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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停车行业协会、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智慧安防行业协会、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博思高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安测标

准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宇视科技有

限公司、红门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丽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车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深

圳市绿景纪元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道尔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博远科技创新发展有

限公司、深圳市德立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万侨鸿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富士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通智能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开尔瑞智能有限公司、深圳市捷易泊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

芊熠智能硬件有限公司、深圳市展东工程有限公司、厦门路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华鹏辉科技有

限公司、杭州立方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深圳市天翔实业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徐炜、刘晓定、张晓春、易飞、徐伟剑、郑雷克、高皓、张毅、徐自成、刘颖、

景发俊、江雷、董晓波、雷秋菊、林涛、吕国林、吴超华、高作刚、白云鹏、朱红亮、曲飞宇、赵宇芬、

刘华、武宏博、张哲、何菲、王强、杨立新、马永、王志刚、戴金燕、黄思林、徐伟龙、罗志华、黄毅、

张正明、姚晓丽、江伟、邓志干、吴福森、白海彬、施广明、刘立华、周浩明、耿军、石光明、高芳波、

刘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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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库（场）安全防范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停车库（场）安全防范的建设原则、人力防范要求、实体防范要求和电子防范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库（场）安全防范的建设与管理，其它类型停车库（场）可参照执

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724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 编解码技术要求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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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348—201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6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526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CECS 45—1992  地下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A/T 75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GA 308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GA/T 594  保安服务操作规程与质量控制 

GA/T 644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GA/T 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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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 1081  安全防范系统维护保养规范 

GA/T 1132  车辆出入口电动栏杆机技术要求 

GA/T 1211  安全防范高清视频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 1279—2015  保安员装备配备与管理要求 

JGJ 100—2015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SZJG 44  停车库（场）车辆视频图像和号牌信息采集与传输系统技术要求 

SZDB/Z 197  安全防范系统运行检验应用规范 

SZDB/Z 282  停车库（场）车位引导及定位系统技术要求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564号 

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实施办法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第23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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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GB 50348—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经营性停车库（场） operational parking-lots 

为机动车提供有偿停放服务的停车库（场）。 

3.2  

坡道式出入口 entrance/ exit of ramp 

机动车库中通过坡道进行室内外车辆交通联系的部位。 

[JGJ 100—2015，定义2.0.16] 

3.3  

过渡照明 transition lighting 

为减少建筑物内部与外界过大的亮度差而设置的使亮度可逐次变化的照明。 

[CECS 45—1992，定义2.0.1] 

4 建设原则 

4.1 停车库（场）安全防范的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使用的设备、材料

应符合国家、行业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并经检验或认证合格。 

4.2 停车库（场）安全防范的建设应纳入停车库（场）总体规划，应与建筑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同步投入使用。 

4.3 安全防范的总体规划应符合 GB 50348—2018中 4.2的规定。 

4.4 不同类型的停车库（场）应根据其内外部环境条件和社会条件，结合治安防范和反恐防范需求，

规划保护部位和（或）区域、保护目标等范围，并通过风险评估确定需要防范的具体风险；统筹考虑人

防能力，协调配置物防和技防设备、设施，对保护部位和（或）区域、保护目标进行防护，应符合 GB 50348

—2018中 4.1.3的规定。 

4.5 停车库（场）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含人员）出入口应分开设置，实现人车分流，有序通行；出

入口停止使用时，应在显著位置设置相应的标志或文字说明。 

4.6 停车库（场）安全防范系统应预留与公安管理部门联网的接口。 

4.7 停车库（场）建设规模按照停车当量数划分，应符合 JGJ 100—2015的规定，见表 1。 

表1 停车库（场）规模划分 

规模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停车库（场）停车当量数 >1000 301～1000 51～300 ＜51 

注：其中停车当量数以小型汽车为计算当量。以小型汽车为标准车（即换算系数=1.0），其他各型车辆按综合停

车占用空间折算，停车位换算系数和各车型设计外廓尺寸应符合JGJ 100—2015相关规定。 

5 人力防范（人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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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停车库（场）经营管理单位应合理配备保安人员（含巡场人员）、系统值机操作和维护人员等人

力资源，以及必要的防护、防御和对抗性设备、设施和装备。人员、设备、设施和装备的数量及部署位

置应满足安全防范系统运行、应急反应、现场处置和预期风险对抗能力的要求。 

5.2 停车库（场）经营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防范管理制度，并结合安全防范系统运行要求，优化

业务流程；应建立技术、技能培训机制，确保人员胜任工作岗位。 

5.3 停车库（场）经营管理单位建立健全相关的保安管理制度，对保安人员的培训和管理应符合《保

安服务管理条例》和 GA/T 594的要求，保安员的装备配备及其管理应符合 GA/T 1279—2015的要求。 

5.4 停车库（场）巡场人员应对停车库（场）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巡查，发现问题应保护好现场，及

时报告处理，做好记录，至少符合以下要求： 

a) 停车库（场）巡场人员应统一着装，工作期间应穿戴印有“停车场交通安全引导员”字样的浅

绿色反光背心； 

b) 应协助疏导停车库（场）出入口交通； 

c) 应维护停车库（场）内车辆停放和行驶秩序，有序引导停车库（场）内人员通行，符合以下要

求： 

1) 引导车辆有序并安全停放，巡查车辆车身的外表状态和车辆及其周边的安全状态； 

2) 对不按规定停放、酒驾、电动车驾驶人未佩戴头盔等违法行为进行劝导，不听劝导或车辆

存在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3) 巡查有无闲杂或行为异常人员等； 

4) 高峰期应维护停车库（场）内的公共秩序。 

d) 应协助引导处置停车库（场）内交通事故； 

e) 应巡查停车库（场）各种设施设备的工作状态，包括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挡车器（电

动栏杆机等）、图像获取设备（摄像机、车牌识别装置等）、门禁装置、停车引导系统、电子巡

查系统、应急对讲装置、紧急报警装置等安全防范用的设施设备状态，以及巡查停车库（场）

内各种交通管理标志标线、交通安全防护设施等状况； 

f) 应目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消防终端设备是否异常； 

g) 应保证消防通道畅通，无杂物堆放； 

h) 应检查应急疏散指示标识是否异常，包括应急照明、安全出口指示灯、疏散指示灯、消防疏散

示意图等； 

i) 机械式机动车库巡场时，应目视检查停车架支架、齿轮等组成部分的安全情况，检查机械式机

动车库附近的地漏等管井无堵塞，无积水，以及进行停车设备操作、配件功能确认。 

5.5 停车库（场）经营管理单位应制定车辆停放、安全保卫、消防、防汛等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预案（如车辆自燃、车辆盗窃、车辆冲闸等），每年应组织开展不少于 2 次的应急演练，并保存相

应演练记录。应急处置预案至少包括针对的事件、人员及分工、处置流程及措施、设备（设施或装备）

的使用、目标保护和人员疏散方案等内容。 

5.6 监控中心应每天 24h 有人值守，响应和处理事件，值守人员应能正确并熟练使用所有设备。每个

监控中心应至少有 1 名具备基础安全防范系统维护能力的技术人员。 

6 实体防范（物防）要求 

6.1 基本要求 

停车库（场）的实体防护符合以下要求： 

a） 车辆出入口及相关道路应具有限制车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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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防范恐怖袭击或防爆管理需求的重点单位和机构，其停车库（场）出入口可设置车辆检查

管理区，宜设置防车辆撞击和爆炸袭击的被动式车辆实体屏障和主动式车辆实体屏障，以限

制、禁止、阻挡车辆进入，并与防冲撞系统联合设置； 

c） 有防车辆尾随需求的停车库（场），可采用封闭式廊道、联动互锁门等方式，并与电子防范

系统联合设置； 

d） 应在停车库（场）内柱体、阳角及凸出构件处设置防撞设施；  

e） 停车库（场）内的照明应符合GB 50034、CECS 45—1992及JGJ 100—2015中7.4的要求；并根

据安防管理需求，选择适宜的应急照明、过渡照明等设施，保证照射的区域和照度应满足视

频监控装置等安全防范系统的要求；  

f） 应在停车库（场）的消防设施、民防及其他公用配套设施或设备等必要的位置设置明显的警

示标志；  

g） 根据人力防范要求合理配置相应的设备、设施和防护器材，应符合GA/T 1279—2015中6的要

求； 

h） 其他应符合GB 50348—2018中6.3的规定。 

6.2 物防设施基本配置 

物防设施基本配置要求见表2。 

表2 物防设施基本配置表 

序号 项目 安装区域或覆盖范围 配置要求 

1 通讯及穿戴设备 对讲机/反光衣 在岗保卫人员 ● 

2 应急照明 
车库内的人员疏散通道及出入口、配电室、值班室、

控制室等用房 
● 

3 过渡照明 坡道式出入口处  ● 

4 限制车速的措施 车辆出入口及相关道路 ● 

5 封闭式廊道、联动互锁门等 有防车辆尾随需求的停车库（场） ◎ 

6 防车辆冲撞的车辆实体屏障设施 
有防范恐怖袭击或防爆管理需求的重点单位和机构

的停车库（场）出入口 
◎ 

7 护栏等防护设施 与外界相通的主要出入口、消防设施旁 ● 

8 建筑物或构筑物的防撞设施 停车库（场）在场内柱体、阳角及凸出构件处 ● 

9 防护器材 

强光手电、保安防卫

棍、防暴盾牌、防暴头

盔、防割（防刺）手套、

约束叉、防刺服等 

监控中心或保安装备存放处 ● 

注：“●”代表应配置；“◎”代表宜配置。 

7 电子防范（技防）要求 

7.1 重点区域和位置及其防护要求 

7.1.1 车辆出入口 

停车库（场）车辆出入口的防护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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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设置管理车辆出入的控制设备和挡车器（电动栏杆机等）； 

b) 应设置紧急求助呼叫装置，并设置为电子巡查点； 

c) 应设置具有车辆号牌抓拍或识别功能的图像获取设备（摄像机等），对出入车辆进行实时监控

和车辆号牌抓拍或识别，对车辆出入口监视和回放的视频图像应能清晰辨别出入车辆的号牌、

颜色和类型等信息，以及清晰显示视频监控范围内活动人员情况； 

d) 具有防范车辆冲撞安全管理需求的停车库（场）车辆出入口，应按照GA/T 761的要求设置防冲

撞设施或设备； 

e) 其他宜根据安全防范需要进行防护设置。 

7.1.2 人员出入口及通道 

停车库（场）人员出入口及通道的防护符合以下要求： 

a) 与停车库（场 ）连通的人员出入口、通道应设置摄像机，对出入人员进行实时监视，监视和

回放的视频图像应能清晰显示出入人员体貌基本特征； 

b) 人员密集、大流量的出入口、通道应具备保证人员疏导和快速通行的措施，应设置紧急求助呼

叫装置； 

c) 中型及以上停车库（场）的人员密集、大流量的出入口、通道应设置电子巡查点，特大型停车

库（场）宜设置在线式巡查系统； 

d) 与大型及以上停车库（场）相连的主要人员通道宜设置寻车子系统；  

e) 建筑物内的停车库应根据库内的通道、停车区和支撑柱等设计布局，在库内的人行通道两侧的

墙体或支撑柱等显要位置宜安装紧急报警装置，紧急报警装置安装数量符合以下要求： 

1) 应与停车库面积相适应，并根据停车库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布，每个紧急报警点位置相

距不宜超过 30m； 

2) 建筑面积每 500 ㎡安装不少于 1 个点。 

f) 其他宜根据安全防范需要进行防护设置。 

7.1.3 停车库（场 ）区内公共区域 

7.1.3.1 车辆停放区域、停车库（场）内部分隔区应设置摄像机，对车辆停放区域、停车库（场）内

部分隔区的过往车辆及人员进行实时监控，监视及回放的视频图像应能清晰辨别车辆的类型、颜色等信

息以及人员活动情况；摄像机的分布和数量应保证车辆停放区域、停车库（场）内部分隔区内无盲区。 

注：停车库（场）内部分隔区为停车库（场）内部为便于管理所划分的不同区域。 

7.1.3.2 主要车行通道应设置摄像机，对过往车辆、活动人员实时监控，监视和回放的视频图像应能

清晰辨别通行车辆的类型、颜色、号牌等信息，应能清晰辨别过往人员的体貌基本特征。 

7.1.3.3 对于中型及以上规模的有多层的停车库，宜在其层与层之间的车辆通道入口处、通道中、出

口处安装摄像机，对进出车辆及其中间行进过程进行实时监控，监视和回放的视频图像应能清晰辨别车

辆的类型、颜色、号牌等信息。 

7.1.3.4 充电桩设施区域应设置覆盖充电桩和充电车辆停放区域的摄像机，对充电桩区域进行实时监

控。 

7.1.3.5 露天停车场制高点宜设置摄像机，设置的摄像机应能对停车场进行全景监控。 

7.1.3.6 建筑物内停车库内转角或岔路口的支撑柱或墙体应设置电子巡查点，实现内部的巡逻，建筑

面积每 500 ㎡安装不少于 1 个电子巡查点。 

7.1.3.7 在停车库（场）内部的分隔区宜设置电子巡查点。 

7.1.4 收费（岗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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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1 停车库（场）内的人工收费岗亭（室）外宜设置摄像机，对停车库（场）内的收费岗亭（室）

的出入口及收费窗口进行实时监控，监视及回放的视频图像应能清晰显示人员出入情况、交费过程。 

7.1.4.2 中型及以上停车库（场）内设置的人工收费岗亭（室）应设置电子巡查点和紧急求助呼叫装

置；当收费（岗亭）处设置在停车库（场）出口时，与 7.1.1 b）为同一设置要求。 

7.1.5 监控中心 

7.1.5.1 停车库（场）应设置监控中心，监控中心可与建筑物监控中心或保卫值班室合用。 

7.1.5.2 大型及以上停车库（场）的监控中心应设置具备人员身份识别的门禁装置，限定有出入权限

的人员访问；中小型停车库（场）的监控中心宜设置具备人员身份识别的门禁装置。 

7.1.6 其他重点区域或部位 

7.1.6.1 大型及以上停车库（场）宜安装停车引导系统，其每个车位宜安装知会驾驶员本停车位有无

车辆停放的装置。 

7.1.6.2 中型及以上停车库（场）内应设置公共广播系统，停车库（场）内公共区域的任何部位应能

清晰听到广播声音。 

7.1.6.3 停车库（场）内应保证车辆和人行通道、停车区域、收费岗亭（室）及各出入口等位置的公

共移动通信的信号无盲区覆盖。 

7.1.7 重点区域和部位安全防护配置表 

重点区域和部位安全防护配置要求见表3。 

表3 不同规模停车库（场）重点区域和部位的安全防护配置表 

序号 

重点区域和部位 安全防护要求 
不同规模停车库（场）配置

要求 

主区域

或位置 
细分区域或位置 设置的设施设备或措施 对应系统或装置 

小

型 

中

型 

大

型 

特大

型 

1 

车辆出

入口 

与外界连通的停车

库（场）车辆出入

口 

车辆出入口控制设备与挡

车器（电动栏杆机等） 

停车库（场）安

全管理系统 
● ● ● ● 

2 电子巡查点 电子巡查系统 ◎ ◎ ● ● 

3 紧急求助呼叫装置 应急对讲系统 ● ● ● ● 

4 
图像获取设备（高清摄像

机等） 
视频监控系统 ● ● ● ● 

5 

具有防范车辆冲撞

安全管理需求的车

辆出入口 

防冲撞设施或设备 
停车库（场）安

全管理系统 
● ● ● ● 

6 人员出

入口及

通道 

与停车库（场 ）连

通的人员出入口 
摄像机 视频监控系统 ● ● ● ● 

7 
人员密集、大流量

的出入口 
电子巡查点 电子巡查系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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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规模停车库（场）重点区域和部位的安全防护配置表（续） 

序号 

重点区域和部位 安全防护要求 
不同规模停车库（场）配置

要求 

主区域

或位置 
细分区域或位置 

设置的设施设备或

措施 
对应系统或装置 

小

型 

中

型 

大

型 

特大

型 

8 

人员出

入口及

通道 

人员密集、大流量的出入

口 

紧急求助呼叫装置 应急对讲系统 ● ● ● ● 

9 
具备保证人员疏导

和快速通行的措施 
—— ● ● ● ● 

10 
与停车库（场）相连的主

要人员通道 
寻车子系统 停车引导系统 — — ◎ ◎ 

11 
人行通道两侧的墙体或

支撑柱等显著位置 
紧急报警装置 

入侵和紧急报警

系统 
◎ ◎ ◎ ◎ 

12 车行通

道 

主要行车通道 摄像机 视频监控系统 ◎ ● ● ● 

13 层与层之间的车辆通道 摄像机 视频监控系统 — ● ● ● 

14 

停车库

（场 ）

内区域 

车辆停放区域 监控的摄像机 视频监控系统 ● ● ● ● 

15 露天停车场制高点 
安装可遥控云台、变

焦的摄像机 
视频监控系统 — ◎ ◎ ◎ 

16 
内部分隔区 

摄像机 视频监控系统 — ◎ ● ● 

17 电子巡查点 电子巡查系统 — ◎ ◎ ◎ 

18 
停车库内转角或岔路口

的支撑柱或墙体位置 
电子巡查点 电子巡查系统 ● ● ● ● 

19 停车位 

安装知会驾驶员本

停车位有无车辆停

放的装置 

停车引导系统 — — ◎ ◎ 

20 充电桩设施区域 摄像机 视频监控系统 ● ● ● ● 

21 收费

（岗

亭）处 

停车库（场）内的人工收

费岗亭（室）的外部 
摄像机 视频监控系统 ◎ ◎ ◎ ◎ 

22 
收费岗亭（室） 

电子巡查点 电子巡查系统 ◎ ● ● ● 

23 紧急求助呼叫装置 应急对讲系统 ◎ ● ● ● 

24 监控中

心 
监控中心出入口 

摄像机 视频监控系统 ◎ ◎ ● ● 

25 门禁装置 出入口控制系统 ◎ ◎ ● ● 

26 其他重

点区域

或部位 

人员易到达区域 
公共移动通信的基

站装置 

公共移动通信基

站装置 
● ● ● ● 

27 停车库（场）内 公共广播扬声器 公共广播系统 ◎ ● ● ● 

28 大型及以上停车库（场） 停车引导系统 停车引导系统 — — ◎ ◎ 

注：“●”代表应配置；“◎”代表宜配置；“—”代表不适用或不考虑。 

7.2 技防系统的要求 

7.2.1 视频监控系统 

符合以下要求： 

a) 本地存储、回放的视频图像分辨率应大于或等于 1920×1080 像素，图像帧率大于或等于 25 fps；

联网传输的视频图像分辨率应大于或等于 1280×720 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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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应大于或等于 90d；其他目标的视频图像信息

保存期限应大于或等于 30d；  

c) 视频图像应具有日期、时间、画面所在位置等字符叠加显示、记录和调整功能，字符叠加应

不影响对图像的监视和记录回放效果，字符时间与标准时间的误差在±30s 以内； 

d) 视频监控设备的压缩格式为 H.264/H.265或符合 GB/T 25724的相关规定以及更先进的编码技

术； 

e) 带有云台、变焦镜头控制的视频监控装置，在云台、变焦操作停止 2min±0.5min 后，应自动恢

复至预先设定状态和位置； 

f) 具有移动侦测和视频分析报警功能的视频监控系统，应具备在规定时间内对设定区域内的人

员移动和设定防区的人员入侵、越界等行为探测报警的功能；当视频监控系统与报警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等联动时，事件触发或报警触发后可对现场（事件触发点/报警点）周边情况

进行图像复核，与图像联动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4s； 

g) 露天安装的视频监控设备应具备防雷、防水、防腐蚀等措施，宜配备防撬措施； 

h) 系统应预留与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联网的接口，其传输、交换、控制协议应符合 GB/T 

28181 的相关要求；  

i) 其他应符合 GA/T 1211、GB 50395和 GB 50348 的相关要求。 

7.2.2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 

符合以下要求： 

a) 在人员出入口及通道设置的紧急报警按钮，应设置明显标识、简要的使用说明和防误触发措施，

以便于通行人员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及时报警； 

b) 需要隐蔽的紧急报警装置应设置在人员易于触及的位置； 

c) 系统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时，应符合 7.2.1中 f）的要求；  

d) 其他应符合 GB 50394 和 GB/T 32581的相关要求。 

7.2.3 出入口控制系统 

符合以下要求：  

a) 核准具备允许出入权限的人员进出受控区域（比如监控中心）； 

b) 应能管理具备访问权限的人员信息、授权记录，应能记录其管理的所有出入口的出入信息、事

件信息，并具备事件记录的统计、查询、打印等功能； 

c) 根据停车库（场）经营管理单位或使用者对需要保护的目标和区域规划的安全防范需求，系统

的其他要求应满足 GB/T 37078、GB 50396的相关要求。 

7.2.4 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 

符合以下要求： 

a)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的建设应符合 GB 50348—2018的相关要求； 

b) 停车库（场）出入口控制设备应符合 GA/T 992 的相关要求； 

c) 车辆出入口电动栏杆机（道闸）应符合 GA/T 1132的相关要求； 

d) 设备的安装应预留足够的间距，应符合 GA/T 761的相关要求； 

e) 在入口车行道上方或两侧的醒目位置应设置车位显示屏，可立于地面或悬挂； 

注：本处的车位显示屏与出入口控制设备为同一管理系统，或同一技术管理平台。 

f) 具有车辆号牌抓拍或识别功能的视频监控系统应符合 SZJG 44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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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公共停车库（场）的管理系统应具有黑、白名单设置和黑名单自动报警功能，并具有日志记录

和管理功能；应预留车辆号牌数据采集和上传公安机关主管数据中心的接口；  

注：公共停车库（场）的管理系统与公安机关主管数据中心连接后，从公安机关主管数据中心下载黑白名单，黑名

单自动报警功能是指当有黑名单（逃逸、疑似套牌等）内的车辆通行时，管理系统能监控到相应的入场事件，

并及时向监控中心警示。 

h)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宜支持车辆布防/撤防功能，即车辆停放后，驾驶员通过移动端（手机

APP 或公众号）等在停车库（场）安全管理系统中将车辆设置为布防/撤防状态；被布防的车

辆未被撤防，当车辆驶离车位和/或停车库（场）时，系统应自动向驾驶员和停车库（场）经

营管理方警示； 

i)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在以下情况时，应具备相应的安全管理功能： 

1) 紧急情况下，停车库（场）值守人员可通过遥控或管理平台软件开启挡车器（电动栏杆机

等）放行车辆，系统应具备自动抓拍和记录功能；  

2)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应预留与火灾报警或入侵报警等安全防范系统联动的接口，当火灾

等警情事件突发时，系统应能接收其信号并控制所有出入口挡车器（电动栏杆机等）开启； 

3) 当有警务执法车辆和登记备案的执行政府公务车辆等通行时，系统应可监控相应车辆入场

事件，宜具备及时提醒停车库（场）值守人员协助疏通停车库（场）内交通的功能。 

j) 停车库（场）管理系统宜具备接受车位预约的功能； 

k) 其他应符合 GA/T 761 的相关要求。 

7.2.5 停车引导系统 

设置停车引导系统的停车库（场），在进入不同停车区域的车行道端口、各停车楼层入口处宜设置

相应的车位显示屏，匹配指路引导标志、警示标志、禁令标志等使用；相应的显示车位占用、区域剩余

车位提示、车辆定位、寻车等功能应符合 SZDB/Z 282 的相关要求。 

7.2.6 公共广播系统 

公共广播包含紧急广播、业务广播和背景广播等，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充分考虑周边环境情况，不宜影响附近居民和人群，宜采用具备根据环境噪音情况自动调整

扩音功率的系统及设备； 

b) 广播音响（扬声器）的设置应能保证在停车库（场）内公共区域的任何部位听清广播语音； 

c) 其他应符合 GB 50526 的相关要求。 

7.2.7 应急对讲系统 

系统应具有双向对讲功能，在服务终端设备（入口、出口、缴费等设备）、出口自助缴费、出场、

电梯厅前室处，如果缴费异常、不能有效出场或其他异常事件发生时，可在现场通过紧急求助呼叫装置

（应急求助呼叫装置）向监控中心或值守人员或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双向语音通话，通话应清晰。 

应急对讲系统宜与既有的公共广播（紧急广播）、应急照明等系统联动。 

7.2.8 电子巡查系统 

符合以下要求： 

a) 巡查人员按照规定路线进行巡检过程中，采用定点打卡、图片、视频等方式采集、上传和保存

巡查信息； 

b) 电子巡查系统应能查阅、打印巡查人员的到位时间，应具有对巡查时间、地点、人员和顺序等

数据的显示、查询和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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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电子巡查系统宜具备视、音频采集功能，可通过无线方式进行视、音频信号传输，并能与监控

中心进行语音对讲； 

d) 电子巡查系统宜具有定位功能，在电子地图上实时显示人员位置，并能进行巡更轨迹回放； 

e) 电子巡查系统巡查信息的存储时间不应少于 30d； 

f) 采集装置在更换电池或掉电时，所存储的巡查信息不应丢失； 

g) 其他应符合 GB 50348—2018和 GA/T 644的相关要求。 

7.2.9 监控中心 

符合以下要求：  

a) 宜支持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将现场画面、警情处理、紧急报警等信息及时反馈或传输的功能； 

注：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反馈或传输现场画面、警情处理、紧急报警等信息到监控中心，可以提升处理紧急状况的

响应速度。 

b) 各安全防范子系统的控制、记录、分析、显示与存储等功能管理部分（中央管理部分）应设置

在监控中心； 

c) 各安全防范子系统应提供硬件接口和软件接口，宜集成在统一技术平台上进行统一管理； 

d) 应具备网络上传接口，能将数据和图像上传到相应平台，并保证传输信息的安全性； 

e) 其他应符合 GB 50348—2018的相关要求。 

7.3 工程程序 

技防系统建设的工程程序应符合GA/T 75的要求。 

7.4 系统检验与验收 

7.4.1 系统检验 

技防系统竣工后应进行检验，系统检验应符合GB 50348—2018、《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实施办

法》及操作细则和本标准的要求。 

7.4.2 系统验收 

技防系统验收应符合GB 50348—2018、GA 308、《广东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实施办法》及操作细则

和本标准的要求。 

7.5 运行、维护保养 

7.5.1 技防系统的维护保养应符合 GA 1081的要求。 

7.5.2 应建立健全技防系统运行维护管理机制，设专人负责系统日常管理工作，定期对技防系统进行

演练，测试系统可靠性，保障系统安全稳定正常运行。  

7.5.3 技防系统交付使用后，停车库（场）经营管理单位宜按照 SZDB/Z 197的要求定期进行运行检验，

应每年接受 1次技防系统运营维护能力的检查。 

7.5.4 技防系统应有专业人员值班，值班人员应培训上岗，掌握系统运行维护的基本技能；经营管理

单位的维护保养人员资质可由设备或系统厂商经过培训考核后发放资格证书。 

7.5.5 应制定应急处置预案，技防系统出现故障时应及时修复，重大故障应及时上报主管部门，在系

统恢复前应采取有效的应急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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