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智 能 建 筑 设 计 标 准

发布 实施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联合发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智 能 建 筑 设 计 标 准

主编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批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施行日期 年 月 日

北 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公告

第 号

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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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原 智能建筑设计标

准 同时废止

本标准由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发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二 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前 言

根据建设部 关于印发 二 四年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制定
修订计划 通知 建标函 号 的要求 智能建筑设计标

准 编制组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 对 智能

建筑设计标准 进行了修订

本次修订在内容上进行了技术提升和补充完善 并按照各类

建筑物的功能予以分类 以达到全面 科学 合理 使之更有效地满

足各类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的要求

本标准共分为 章 主要内容是 总则 术语 设计要素 智能

化集成系统 信息设施系统 信息化应用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安全系统 机房工程 建筑环境 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文化建

筑 媒体建筑 体育建筑 医院建筑 学校建筑 交通建筑 住宅建

筑 通用工业建筑

本标准由建设部负责管理 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 集团 有限

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 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 请各单位结合

工程实践 认真总结经验 并将意见和建议寄送上海现代建筑设计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市石门二路 号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本标准主编单位 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主 编 单 位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 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 集团 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现代设计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现代设计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主编单位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参 编 单 位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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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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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科技局

广州复旦奥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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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商业机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江森自控有限公司

西门子楼宇科技 天津 有限公司

美国康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温伯银 赵济安 邵民杰 吴文芳 瞿二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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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岩 张 宜 陆伟良 朱甫泉



目 次

总 则

术 语

设计要素
一般规定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设施系统

信息化应用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安全系统

机房工程

建筑环境

办公建筑
一般规定

商务办公建筑

行政办公建筑

金融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
一般规定

商场

宾馆

文化建筑
一般规定

图书馆

博物馆



会展中心

档案馆

媒体建筑
一般规定

剧 影 院

广播电视业务建筑

体育建筑
一般规定

体育场

体育馆

游泳馆

医院建筑
一般规定

综合性医院

学校建筑
一般规定

普通全日制高等院校

高级中学和高级职业中学

初级中学和小学

托儿所和幼儿园

交通建筑
一般规定

空港航站楼

铁路客运站

城市公共轨道交通站

社会停车库 场

住宅建筑
一般规定

住宅

别墅

通用工业建筑



一般规定

通用工业建筑

附录 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附录 商业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附录 文化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附录 媒体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附录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附录 医院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附录 学校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附录 交通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附录 住宅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本规范用词说明



总 则

为了规范智能建筑工程设计 提高智能建筑工程设计质

量 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办公 商业 文化 媒体

体育 医院 学校 交通和住宅等民用建筑及通用工业建筑等智能

化系统工程设计

智能建筑工程设计 应贯彻国家关于节能 环保等方针政

策 应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实用可靠

智能建筑的智能化系统设计 应以增强建筑物的科技功能

和提升建筑物的应用价值为目标 以建筑物的功能类别 管理需求

及建设投资为依据 具有可扩性 开放性和灵活性

智能建筑工程设计 除应执行本标准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术 语

智能建筑

以建筑物为平台 兼备信息设施系统 信息化应用系统 建筑

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安全系统等 集结构 系统 服务 管理及其优

化组合为一体 向人们提供安全 高效 便捷 节能 环保 健康的建

筑环境

智能化集成系统

将不同功能的建筑智能化系统 通过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集

成 以形成具有信息汇集 资源共享及优化管理等综合功能的系

统

信息设施系统

为确保建筑物与外部信息通信网的互联及信息畅通 对语音

数据 图像和多媒体等各类信息予以接收 交换 传输 存储 检索

和显示等进行综合处理的多种类信息设备系统加以组合 提供实

现建筑物业务及管理等应用功能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

信息化应用系统

以建筑物信息设施系统和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等为基础 为满

足建筑物各类业务和管理功能的多种类信息设备与应用软件而组

合的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对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和公共安全系统等实施综合管理的系

统

公共安全系统



为维护公共安全 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以应对危害社会安

全的各类突发事件而构建的技术防范系统或保障体系

机房工程

为提供智能化系统的设备和装置等安装条件 以确保各系统

安全 稳定和可靠地运行与维护的建筑环境而实施的综合工程



设 计 要 素

一 般 规 定

智能建筑的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宜由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

息设施系统 信息化应用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安全系统

机房工程和建筑环境等设计要素构成

智能化系统工程设计 应根据建筑物的规模和功能需求等

实际情况 选择配置相关的系统

智能化集成系统

智能化集成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以满足建筑物的使用功能为目标 确保对各类系统监控

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优化管理

应以建筑物的建设规模 业务性质和物业管理模式等为依

据 建立实用 可靠和高效的信息化应用系统 以实施综合管理功

能

智能化集成系统构成宜包括智能化系统信息共享平台建

设和信息化应用功能实施

智能化集成系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具有对各智能化系统进行数据通信 信息采集和综合处

理的能力

集成的通信协议和接口应符合相关的技术标准

应实现对各智能化系统进行综合管理

应支撑工作业务系统及物业管理系统

应具有可靠性 容错性 易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信息设施系统

信息设施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为建筑物的使用者及管理者创造良好的信息应用环境

应根据需要对建筑物内外的各类信息 予以接收 交换 传

输 存储 检索和显示等综合处理 并提供符合信息化应用功能所

需的各种类信息设备系统组合的设施条件

信息设施系统宜包括通信接入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

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

发布系统 时钟系统和其他相关的信息通信系统

通信接入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根据用户信息通信业务的需求 将建筑物外部的公用通

信网或专用通信网的接入系统引入建筑物内

公用通信网的有线 无线接入系统应支持建筑物内用户所

需的各类信息通信业务

电话交换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宜采用本地电信业务经营者所提供的虚拟交换方式 配置

远端模块或设置独立的综合业务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系统等方

式 提供建筑物内电话等通信使用

综合业务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系统设备的出入中继线数

量 应根据实际话务量等因素确定 并预留裕量

建筑物内所需的电话端口应按实际需求配置 并预留裕

量

建筑物公共部位宜配置公用的直线电话 内线电话和无障

碍专用的公用直线电话和内线电话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以满足各类网络业务信息传输与交换的高速 稳定 实

用和安全为规划与设计的原则



宜采用以太网等交换技术和相应的网络结构方式 按业务

需求规划二层或三层的网络结构

系统桌面用户接入宜根据需要选择配置

信息端口

建筑物内流动人员较多的公共区域或布线配置信息点不

方便的大空间等区域 宜根据需要配置无线局域网络系统

应根据网络运行的业务信息流量 服务质量要求和网络结

构等配置网络的交换设备

应根据工作业务的需求配置服务器和信息端口

应根据系统的通信接入方式和网络子网划分等配置路由

器

应配置相应的信息安全保障设备

应配置相应的网络管理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成为建筑物信息通信网络的基础传输通道 能支持语

音 数据 图像和多媒体等各种业务信息的传输

应根据建筑物的业务性质 使用功能 环境安全条件和其

他使用的需求 进行合理的系统布局和管线设计

应根据缆线敷设方式和其所传输信息符合相关涉密信息

保密管理规定的要求 选择相应类型的缆线

应根据缆线敷设方式和其所传输信息满足对防火的要求

选择相应防护方式的缆线

应具有灵活性 可扩展性 实用性和可管理性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

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克服建筑物的屏蔽效应阻碍与外界通信

应确保建筑的各种类移动通信用户对移动通信使用需求

为适应未来移动通信的综合性发展预留扩展空间



对室内需屏蔽移动通信信号的局部区域 宜配置室内屏蔽

系统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国家环境电磁卫生标准

等有关的规定

卫星通信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各类建筑的使用业务对语音 数据 图像和多媒体

等信息通信的需求

应在建筑物相关对应的部位 配置或预留卫星通信系统天

线 室外单元设备安装的空间和天线基座基础 室外馈线引入的管

道及通信机房的位置等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宜向用户提供多种电视节目源

应采用电缆电视传输和分配的方式 对需提供上网和点播

功能的有线电视系统宜采用双向传输系统 传输系统的规划应符

合当地有线电视网络的要求

根据建筑物的功能需要 应按照国家相关部门的管理规

定 配置卫星广播电视接收和传输系统

应根据各类建筑内部的功能需要配置电视终端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有关的规定

广播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根据使用的需要宜分为公共广播 背景音乐和应急广播

等

应配置多音源播放设备 以根据需要对不同分区播放不同

音源信号

宜根据需要配置传声器和呼叫站 具有分区呼叫控制功

能

系统播放设备宜具有连续 循环播放和预置定时播放的功

能



当对系统有精确的时间控制要求时 应配置标准时间系

统 必要时可配置卫星全球标准时间信号系统

宜根据需要配置各类钟声信号

应急广播系统的扬声器宜采用与公共广播系统的扬声器

兼用的方式 应急广播系统应优先于公共广播系统

应合理选择最大声压级 传输频率性 传声增益 声场不均

匀度 噪声级和混响时间等声学指标 以符合使用的要求

会议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对会议场所进行分类 宜按大会议 报告 厅 多功能大

会议室和小会议室等配置会议系统设备

应根据需求及有关标准 配置组合相应的会议系统功能

系统宜包括与多种通信协议相适应的视频会议电视系统 会议设

备总控系统 会议发言 表决系统 多语种的会议同声传译系统 会

议扩声系统 会议签到系统 会议照明控制系统和多媒体信息显示

系统等

对于会议室数量较多的会议中心 宜配置会议设备集中管

理系统 通过内部局域网集中监控各会议室的设备使用和运行状

况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能向建筑物内的公众或来访者提供告知 信息发布和演

示以及查询等功能

系统宜由信息采集 信息编辑 信息播控 信息显示和信息

导览系统组成 宜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系统配置及组合

信息显示屏应根据所需提供观看的范围 距离及具体安装

的空间位置及方式等条件合理选用显示屏的类型及尺寸 各类显

示屏应具有多种输入接口方式

宜设专用的服务器和控制器 宜配置信号采集和制作设备

及选用相关的软件 能支持多通道显示 多画面显示 多列表播放

和支持所有格式的图像 视频 文件显示及支持同时控制多台显示



屏显示相同或不同的内容

系统的信号传输宜纳入建筑物内的信息网络系统并配置

专用的网络适配器或专用局域网或无线局域网的传输系统

系统播放内容应顺畅清晰 不应出现画面中断或跳播现

象 显示屏的视角 高度 分辨率 刷新率 响应时间和画面切换显

示间隔等应满足播放质量的要求

信息导览系统宜用触摸屏查询 视频点播和手持多媒体导

览器的方式浏览信息

时钟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具有校时功能

宜采用母钟 子钟组网方式

母钟应向其他有时基要求的系统提供同步校时信号

信息化应用系统

信息化应用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提供快捷 有效的业务信息运行的功能

应具有完善的业务支持辅助的功能

信息化应用系统宜包括工作业务应用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

系统 公共服务管理系统 公众信息服务系统 智能卡应用系统和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等其他业务功能所需要的应用系统

工作业务应用系统应满足该建筑物所承担的具体工作职

能及工作性质的基本功能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应对建筑物内各类设施的资料 数据

运行和维护进行管理

公共服务管理系统应具有进行各类公共服务的计费管理

电子账务和人员管理等功能

公众信息服务系统应具有集合各类共用及业务信息的接

入 采集 分类和汇总的功能 并建立数据资源库 向建筑物内公众

提供信息检索 查询 发布和导引等功能



智能卡应用系统宜具有作为识别身份 门钥 重要信息系

统密钥 并具有各类其他服务 消费等计费和票务管理 资料借阅

物品寄存 会议签到和访客管理等管理功能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应确保信息网络的运行保障和信

息安全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具有对建筑机电设备测量 监视和控制功能 确保各类

设备系统运行稳定 安全和可靠并达到节能和环保的管理要求

宜采用集散式控制系统

应具有对建筑物环境参数的监测功能

应满足对建筑物的物业管理需要 实现数据共享 以生成

节能及优化管理所需的各种相关信息分析和统计报表

应具有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及采用中文界面

应共享所需的公共安全等相关系统的数据信息等资源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宜根据建筑设备的情况选择配置下列

相关的各项管理功能

压缩式制冷机系统和吸收式制冷系统的运行状态监测 监

视 故障报警 启停程序配置 机组台数或群控控制 机组运行均衡

控制及能耗累计

蓄冰制冷系统的启停控制 运行状态显示 故障报警 制冰

与溶冰控制 冰库蓄冰量监测及能耗累计

热力系统的运行状态监视 台数控制 燃气锅炉房可燃气

体浓度监测与报警 热交换器温度控制 热交换器与热循环泵连锁

控制及能耗累计

冷冻水供 回水温度 压力与回水流量 压力监测 冷冻泵

启停控制 由制冷机组自备控制器控制时除外 和状态显示 冷冻

泵过载报警 冷冻水进出口温度 压力监测 冷却水进出口温度监



测 冷却水最低回水温度控制 冷却水泵启停控制 由制冷机组自

带控制器时除外 和状态显示 冷却水泵故障报警 冷却塔风机启

停控制 由制冷机组自带控制器时除外 和状态显示 冷却塔风机

故障报警

空调机组启停控制及运行状态显示 过载报警监测 送 回

风温度监测 室内外温 湿度监测 过滤器状态显示及报警 风机故

障报警 冷 热 水流量调节 加湿器控制 风门调节 风机 风阀 调

节阀连锁控制 室内 浓度或空气品质监测 寒冷地区 防冻

控制 送回风机组与消防系统联动控制

变风量 系统的总风量调节 送风压力监测 风机变

频控制 最小风量控制 最小新风量控制 加热控制 变风量末端

自带控制器时应与建筑设备监控系统联网 以确保控

制效果

送排风系统的风机启停控制和运行状态显示 风机故障报

警 风机与消防系统联动控制

风机盘管机组的室内温度测量与控制 冷 热 水阀开关控

制 风机启停及调速控制 能耗分段累计

给水系统的水泵自动启停控制及运行状态显示 水泵故障

报警 水箱液位监测 超高与超低水位报警 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泵

启停控制及运行状态显示 水泵故障报警 污水集水井 中水处理

池监视 超高与超低液位报警 漏水报警监视

供配电系统的中压开关与主要低压开关的状态监视及故

障报警 中压与低压主母排的电压 电流及功率因数测量 电能计

量 变压器温度监测及超温报警 备用及应急电源的手动 自动状

态 电压 电流及频率监测 主回路及重要回路的谐波监测与记录

大空间 门厅 楼梯间及走道等公共场所的照明按时间程

序控制 值班照明除外 航空障碍灯 庭院照明 道路照明按时间

程序或按亮度控制和故障报警 泛光照明的场景 亮度按时间程序

控制和故障报警 广场及停车场照明按时间程序控制



电梯及自动扶梯的运行状态显示及故障报警

热电联供系统的监视包括初级能源的监测 发电系统的

运行状态监测 蒸汽发生系统的运行状态监视能耗累计

当热力系统 制冷系统 空调系统 给排水系统 电力系

统 照明控制系统和电梯管理系统等采用分别自成体系的专业监

控系统时 应通过通信接口纳入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相关管理需求 对相关的公共安

全系统进行监视及联动控制

公共安全系统

公共安全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具有应对火灾 非法侵入 自然灾害 重大安全事故和公共

卫生事故等危害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种突发事件 建立起应急

及长效的技术防范保障体系

应以人为本 平战结合 应急联动和安全可靠

公共安全系统宜包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和应急联动系统等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建筑物内的主要场所宜选择智能型火灾探测器 在单一型

火灾探测器不能有效探测火灾的场所 可采用复合型火灾探测器

在一些特殊部位及高大空间场所宜选用具有预警功能的线型光纤

感温探测器或空气采样烟雾探测器等

对于重要的建筑物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主机宜设有热备

份 当系统的主用主机出现故障时 备份主机能及时投入运行 以

提高系统的安全性 可靠性

应配置带有汉化操作的界面 操作软件的配置应简单易操

作

应预留与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数据通信接口 接口界面的

各项技术指标均应符合相关要求



宜与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实现互联 可实现安全技术防范系

统作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有效的辅助手段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宜单独设置 当与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和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等合用控制室时 应符合本标准第 条的

规定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和 建筑设计防火

规范 等的有关规定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以建筑物被防护对象的防护等级 建设投资及安全防范

管理工作的要求为依据 综合运用安全防范技术 电子信息技术和

信息网络技术等 构成先进 可靠 经济 适用和配套的安全技术防

范体系

系统宜包括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

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 访客对讲系

统 停车库 场 管理系统及各类建筑物业务功能所需的其他相关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系统应以结构化 模块化和集成化的方式实现组合

应采用先进 成熟的技术和可靠 适用的设备 应适应技术

发展的需要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等有关的规定

应急联动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大型建筑物或其群体 应以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

系统为基础 构建应急联动系统

应急联动系统应具有下列功能

对火灾 非法入侵等事件进行准确探测和本地实时报警

采取多种通信手段 对自然灾害 重大安全事故 公共卫

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实现本地报警和异地报警



指挥调度

紧急疏散与逃生导引

事故现场紧急处置

应急联动系统宜具有下列功能

接受上级的各类指令信息

采集事故现场信息

收集各子系统上传的各类信息 接收上级指令和应急系

统指令下达至各相关子系统

多媒体信息的大屏幕显示

建立各类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理预案

应急联动系统应配置下列系统

有线 无线通信 指挥 调度系统

多路报警系统 水 电等城市基础设施

抢险部门

消防 建筑设备联动系统

消防 安防联动系统

应急广播 信息发布 疏散导引联动系统

应急联动系统宜配置下列系统

大屏幕显示系统

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分析决策支持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

信息发布系统

应急联动系统宜配置总控室 决策会议室 操作室 维护室

和设备间等工作用房

应急联动系统建设应纳入地区应急联动体系并符合相关

的管理规定

机 房 工 程

机房工程范围宜包括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交换机



系统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安

防监控中心机房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通信接入系统设备机

房 有线电视前端设备机房 弱电间 电信间 和应急指挥中心机房

及其他智能化系统的设备机房

机房工程内容宜包括机房配电及照明系统 机房空调 机

房电源 防静电地板 防雷接地系统 机房环境监控系统和机房气

体灭火系统等

机房工程建筑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通信接入交接设备机房应设在建筑物内底层或在地下一

层 当建筑物有地下多层时

公共安全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广播系统可集中配置

在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内 各系统设备应占有独立的工作区 且

相互间不会产生干扰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主机及与消防联动控

制系统设备均应设在其中相对独立的空间内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宜设于建筑 单体或群体建筑

的中心位置 并应与信息中心设备机房及数字程控用户交换机设

备机房规划时综合考虑 弱电间 电信间 应独立设置 并在符合布

线传输距离要求情况下 宜设置于建筑平面中心的位置 楼层弱电

间 电信间 上下位置宜垂直对齐

对电磁骚扰敏感的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用户交换

机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和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等重要机房不应与变配电室及电梯机房贴邻布置

各设备机房不应设在水泵房 厕所和浴室等潮湿场所的正

下方或贴邻布置 当受土建条件限制无法满足要求时 应采取有效

措施

重要设备机房不宜贴邻建筑物外墙 消防控制室除外

与智能化系统无关的管线不得从机房穿越

机房面积应根据各系统设备机柜 机架 的数量及布局要

求确定 并宜预留发展空间



机房宜采用防静电架空地板 架空地板的内净高度及承重

能力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规定和所安装设备的荷载要求

机房工程电源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按机房设备用电负荷的要求配电 并应留有裕量

电源质量应符合有关规范或所配置设备的技术要求

电源输入端应设电涌保护装置

机房内设备应设不间断或应急电源装置

机房照明应符合下列要求

消防控制室的照明灯具宜采用无眩光荧光灯具或节能灯

具 应由应急电源供电

机房照明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有关的规定

机房设备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当采用建筑物共用接地时 其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当采用独立接地极时 其电阻值应符合有关规范或所配置

设备的要求

接地引下线应采用截面 或以上的铜导体

应设局部等电位联结

不间断或应急电源系统输出端的中性线 极 应采用重

复接地

机房的背景电磁场强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环境电磁波

卫生标准 有关的规定

机房应设专用空调系统 机房的环境温 湿度应符合所配

置设备规定的使用环境条件及相应的技术标准

根据机房的规模和管理的需要 宜设置机房环境综合监控

系统

机房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子计算机房设计规范

和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有关

的规定



建 筑 环 境

建筑物的整体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提供高效 便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应适应人们对舒适度的要求

应满足人们对建筑的环保 节能和健康的需求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有关的规定

建筑物的物理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建筑物内的空间应具有适应性 灵活性及空间的开敞性

各工作区的净高应不低于

在信息系统线路较密集的楼层及区域宜采用铺设架空地

板 网络地板或地面线槽等方式

弱电间 电信间 应留有发展的空间

应对室内装饰色彩进行合理组合

应采取必要措施降低噪声和防止噪声扩散

室内空调应符合环境舒适性要求 宜采取自动调节和控

制

建筑物的光环境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充分利用自然光源

照明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有关的规定

建筑物的电磁环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环境电磁波卫生

标准 有关的规定

建筑物内空气质量宜符合表 的要求

表 空气质量指标

含量率

含量率



续表

温度 冬天 夏天

湿度 冬天 夏天

气流 冬天 夏天



办 公 建 筑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商务 行政和金融等办公

建筑

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适应办公建筑物办公业务信息化应用的需求

应具备高效办公环境的基础保障

应满足对各类现代办公建筑的信息化管理需要

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 配置

商务办公建筑

多单位共用的办公建筑 应统筹规划配置电信接入设备机

房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物业管理系统宜建立独立的信息网络系统

自用办公单元信息网络系统宜考虑信息交换系统设备完

整的配置

建筑物的通信接入系统应由建设方或物业管理方统一建

立 并将语音 数据等引入至出租或出售的办公单元或办公区域

内

出租或出售办公单元内的信息网络系统 宜由承租者或入

驻的业主自行建设

综合布线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对于多单位共用的办公建筑 宜由各单位建立各自独立的

布线系统



对于出租 出售型办公建筑 物业管理部门应统筹规划建

设设备间 垂直主干线系统及楼层配线设备等

对于办公建筑内区域范围较明确的 宜采用配置集合点的

区域配线方式

会议系统宜具有提供会议室或会议设备出租使用管理的

便利性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宜考虑能对区域管理和供能计量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

术规范 有关规定

行政办公建筑

通信接入设备系统宜根据具体工作业务的需要 将公用或

专用通信网经光缆引入办公建筑内 可根据具体使用的需求 将通

信光缆延伸至部分特殊用户工作区

电话交换系统应根据办公建筑中各工作部门的管理职能

和工作业务实际需求配置 并预留裕量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各类 级 行政办公业务信息网络传

输的安全和可靠的要求

综合布线系统应满足行政办公建筑内各类信息传输时安

全 可靠和高速的要求 应根据工作业务需要及有关管理规定选择

配置缆线及机柜等配套设备 系统宜根据信息传输的要求进行分

类

会议系统应根据所确定的有关使用功能要求 选择配置相

应的会议系统设备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

术规范 第 节等的有关规定

对于多机构合用的行政办公建筑 在符合使用要求的前提

下 各个单位的信息网络主机设备宜集中设置在同一信息中心主

机房



涉及国家秘密的通信 办公自动化和计算机信息系统的通

信或网络设备均应采取信息安全保密措施 涉密信息机房建设和

设备的防护等应符合国家保密局颁布的有关规定

金融办公建筑

通信接入系统根据具体工作业务的需要 宜将公用或专用

通信网光缆引入金融办公建筑内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各类金融网络业务信息传输的安全

可靠和保密的规定进行分类配置 重要的网络系统设备应考虑冗

余性 稳定性及系统扩容的要求

综合布线系统的垂直干线系统和水平配线系统应具有扩

展的能力

卫星通信系统应满足对业务的数据等信息实时 远程通信

的需求 应在建筑物相应部位 配置或预留卫星通信系统的天线

室外单元设备安装的空间 天线基座 室外馈线引入的管道和通信

机房的位置等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

术规范 第 节等的有关规定



商 业 建 筑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商场 宾馆等商业建筑

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符合商业建筑的经营性质 规模等级 管理方式及服务

对象的需求

应构建集商业经营及面向宾客服务的综合管理平台

应满足对商业建筑的信息化管理的需要

商业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基本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商业建筑内前台和后台管理和顾客

消费的需求 系统应采用基于以太网的商业信息网络 并应根据实

际需要宜采用网络硬件设备备份 冗余等配置方式

多功能厅 娱乐等场所应配置独立的音响扩声系统 当该

场合无专用应急广播系统时 音响扩声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联动作为应急广播使用

在建筑物室外和室内的公共场所宜配置信息引导发布系

统电子显示屏

信息导引多媒体查询系统应满足人们对商业建筑电子地

图 消费导航等不同公共信息的查询需求 系统设备应考虑无障碍

专用多媒体导引触摸屏的配置

应根据商业业务信息管理的需求 配置应用服务器设备和

前 后台应用设备及前 后台相应的系统管理功能的软件 应建立

商业数字化 标准化 规范化的运营保障体系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

术规范 第 节等的有关规定



商业建筑智能化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 配置

商 场

应在商场建筑内首层大厅 总服务台等公共部位 应配置

公用直线和内线电话 并配置无障碍电话

在商场建筑公共办公区域 会议室 厅 餐厅和顾客休闲

场所等处 宜配置商场或电信业务经营者宽带无线接入网的接入

点设备

综合布线系统的配线器件与缆线 应满足商业建筑千兆及

以上以太网信息传输的要求 并预留信息端口数量和传输带宽的

裕量

商场每个工作区应根据业务需要配置相应的信息端口

应配置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在商场电视机营业柜台区域 商场办公 大小餐厅和咖啡

茶座等公共场所处应配置电视终端

当大型商场建筑中设有中小型电影院时 应配置数字视

音频播放设备和灯光控制等设备

应配置商业信息管理系统 可根据商场的不同规模和管理

模式配置前 后台相对应的系统管理功能的软件 前台系统应配置

商品收银 餐饮收银 娱乐收银等系统设备 后台系统应配置财务

人事 工资和物流管理等系统设备 前台和后台应联网实现一体化

管理

应配置商场智能卡应用系统 建立统一发卡管理模式 并

宜与商场信息管理系统联网

宾 馆

应根据宾馆建筑对语音通信管理和使用上的需求 配置具

有宾馆管理功能的电话通信交换设备

应在宾馆建筑内总服务台 办公管理区域和会议区域处宜



配置内线电话和直线电话 各层客人电梯厅 商场 餐饮 机电设备

机房等区域处宜配置内线电话 在底层大厅等公共场所部位应配

置公用直线和内线电话 并应配置无障碍电话

应配置宾馆业务管理信息网络系统

宜在宾馆公共区域 会议室 厅 餐饮和公共休闲场所等

处配置宽带无线接入网的接入点设备

综合布线系统的配线器件与缆线应满足宾馆建筑对信息

传输千兆及以上以太网的要求 并预留信息端口数量和传输带宽

的裕量

客房内宜根据服务等级配置供宾客上网的信息端口

宜配置宽带双向有线电视系统 卫星电视接收及传输网络

系统 提供当地多套有线电视 多套自制和卫星电视节目 以满足

宾客收视的需求 电视终端安装部位及数量应符合相关的要求

宜配置视频点播服务系统 供客人点播视 音频信息 收费

电视节目等使用

在餐厅 咖啡茶座等有关场所宜配置独立控制的背景音乐

扩声系统 系统应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作为应急广播使用

在会议中心 中小型会议室 重要接待室等场所宜配置会

议系统和灯光控制设备 同时在大型会议中心配置同声传译系统

设备 以及在专用会议机房内配置远程电视会议接入和控制设备

在各楼层 电梯厅等场所宜配置信息发布显示屏系统

在宾馆室内大厅 总服务台等场所宜配置信息查询导引

系统 并应符合残疾人和少儿客人对设备的使用要求

应根据宾馆的不同规模和管理模式 建立宾馆信息管理

系统 配置前台和后台相应的管理功能系统软件 前台系统应配置

总台 预订 接待 问询和账务 稽核 客房中心 程控电话 商务中

心 餐饮收银 娱乐收银和公关销售等系统设备 后台系统应配置

财务系统 人事系统 工资系统 仓库管理等系统设备 前台和后台

宜联网进行一体化管理



宾馆信息管理系统宜与宾馆电话交换机系统 客房门锁

系统 智能卡系统 客房视频点播系统 远程查询预订系统连接

应根据宾馆信息管理系统中操作人员职务等级或操作需

求配置权限 并对系统中客房 餐饮 库房 娱乐等各分项功能模块

的操作权限进行控制

应配置宾馆智能卡应用系统 建立统一发卡管理模式 系

统宜与宾馆信息管理系统联网

无障碍客房或高级套房的床边和卫生间应配置求助呼叫

装置



文 化 建 筑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图书馆 博物馆 会展中

心 档案馆等文化建筑

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文化建筑对文献和文物的存储 展示 查阅 陈列

学术研究及信息传递等功能需求

应满足面向社会 公众信息的发布及传播 实现文化信息

加工 增值和交流等文化窗口的信息化应用需要

文化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基本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信息网络系统宜在图书阅览室 展览陈列区 会议和学术

报告厅等公共区域内 配置与公用互联网或自用信息网络相联的

无线网络接入设备

综合布线系统应满足各类文化建筑的业务性质及其使用

需求 应根据文化建筑使用功能的要求进行信息端口的合理布置

在图书阅览室 展览陈列区宜按多媒体展示的需求配置 文献 文

物存储区宜按存放区域配置 行政 业务 学术研究等区域宜按工

作人员职能岗位配置

信息检索查询设备宜配置无障碍专用多媒体触摸屏查询

设备和网络终端查询设备

信息化应用系统应根据建筑的功能性质及具体应用需求

建立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通过多媒体发布 视频点播 检索查询等

方式 为公众提供安全 方便 快捷 高效的信息服务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建筑物内的有关环境参数 应按照文化建筑的库区 公共



活动区 办公区等分别设定

智能照明系统对各区域的控制应具有分区域就地控制 中

央集中控制等方式

文化建筑智能化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 配置

图 书 馆

应配置声像制作 电子书库 电子阅览室和智能卡借阅登

记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确保普通书库的通风 除尘过滤 温湿度等环境参数的

控制要求

对图书资料保存应符合有关规范的要求

应满足对善本书库 珍藏书库 古籍书库 音像制品 光盘

库房等场所温湿度及空气质量的控制要求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按照图书馆阅览 藏书 办公等划分

不同防护区域 确定不同风险等级

博 物 馆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按照文化建筑的特点 将建筑内区域

划分为库区 展厅 公众活动区和办公区

应配置高速 可靠 大数据流 多媒体传输的信息平台 形

成以采集 保护 管理和利用人类文化遗产资源的服务体系

宜建立考古远程接入与发布系统 考古人员在外作业期

间 可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与博物馆取得联系 也可以通过虚拟专

用网络来获得博物馆信息库中的相关资料 同时通过网络系统将

现场的资料和信息发送到博物馆

公众信息系统宜配置触摸屏 多媒体播放屏 语音导览 多

媒体导览器等设备 并配置适量的手持式多媒体导览器 满足观众

视 听等特殊需求



宜配置网络远程接入系统 满足博物馆管理人员远程及异

地访问本馆授权服务器 查询信息 实现远程办公功能

公共服务管理系统宜配置客流分析系统 系统应设在主要

出入口和人流密度需要控制的场合 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确保客流量不超过限定值

应根据各出入口的人流量及时进行疏导

应在发生事故时及时反馈现场情况

工作业务系统应满足文物保存 展出和馆藏信息内外交流

的需求 具有对考古 研究和文物调查追踪工作提供快速的信息服

务和基于互联网的展示 研究和交流的功能 实现博物馆信息化应

用的功能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文物对环境安全的控制要求 避免腐蚀性物质

温度 湿度 风化 光照和灰尘等对文物的影响

应确保对展品的保护 减少照明系统各种光辐射的损害

应对文物熏蒸 清洗 干燥等处理 文物修复等工作区的各

种有害气体浓度实时监控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

术规范 第 节的有关规定和 文物系统博物

馆安全防范工程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定

会 展 中 心

智能化系统结构模式宜根据会展中心展厅分散 展区分布

广的特点 采用分层及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 并可按展厅或区

域的划分设置分控中心 分控中心应独立完成该分控区域的系统

功能

综合布线系统应适应灵活布展的需求 宜根据展位分布情

况配置信息端口

宜根据展位分布情况配置有线电视终端



信息化应用系统应满足会展中心的展览 会议 商贸洽谈

信息交流 通信 广告 休闲 娱乐和办公等需求

宜配置网上展览系统

宜配置客流统计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检测会展场 馆 的空气质量和

调节新风量的功能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根据会展中心建筑客流大 展位多

且展品开放式陈列的特点 采取合理的人防 技防配套措施 确保

开展期间人员安全 公共秩序及闭展时展品的安全 系统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的有关规定

展厅的广播系统应根据面积 空间高度选择扬声器的类

型 功率及合理布局 以满足最佳扩声效果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根据展厅面积大 空间高的结构特

点 采取合适的火灾探测手段

档 案 馆

应建立符合相关管理部门使用要求的信息网络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对档案资料防护的有关规定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

术规范 的有关规定



媒 体 建 筑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中型及以上剧 影 院和广

播电视业务等媒体建筑

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媒体业务信息化应用和媒体建筑信息化管理的需

要

应具备媒体建筑业务设施的基础保障条件

媒体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基本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综合布线系统应能满足媒体建筑对通信网络 电视制播等

应用要求

有线电视系统应满足数字电视信号传输发展的需求 系统

应能将建筑物内的剧场 演播室的节目以及现场采访情况的实时

信息传输至电视前端室或节目制播机房

在演播室 剧场 直播室 录音室 配音室宜设无线屏蔽系

统 系统应屏蔽所有频段的移动通信信号 或能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控制和管理

在剧场 演播室等开展大型活动的地方宜预留拾音器传输

接口 满足区域广播的需求

扩声系统的供电应采用独立的电源回路

演播室 剧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应直接进行应急广播 应

采取自动火灾报警系统二次确认方式进行疏散广播

根据媒体建筑的特点和业务需求 以实现票务管理系统的

业务为平台 集成智能卡管理 媒体资产管理 物业管理 办公管理

等系统和数字化网站系统等应用系统



在剧场或演播室出入口 贵宾出入口以及化妆室等处应配

置自动寄存系统 自动对柜门进行管理 系统应具有友好的操作界

面 并具有语音提示功能

应配置人流统计分析系统 系统的功能要求应符合本标准

第 条的规定

售检票系统应配置观众查询和售票终端 为观众提供票

座等级和销售的情况 并能动态地显示剧场内座位的详细信息 系

统具有提供按票价区 分区和指定座位查询座位信息功能 系统应

运行在互联网平台上 通过互联网进行实时的售票信息交换和能

提供异地售票功能

门户网站系统通过互联网建立对外发布各种信息 并可

进行交流沟通 系统留有与办公自动化应用软件的数据接口 方便

访问其他的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室内空气质量 温湿度 新风量

等控制要求

照明控制系统应对公共区域的照明 室外环境照明 泛光

照明 演播室 舞台 观众席 会议室照明进行控制 应具有多种场

景控制方式 包括就地控制 遥控 中央管理室的集中控制 根据光

线的变化 现场模式需求及客流情况的自动控制等控制方式

各弱电系统和工艺视 音频系统应统一规划 应根据系统

的设备所处的电磁环境做好电磁兼容性保护

媒体建筑智能化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 配置

剧 影 院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电影

院建筑设计规范 标准的有关规定

通信网络系统应满足进行大型电视信号转播的需要 并预

留电视信号接口 系统能将剧场节目和现场采访情况的实时信息

传输至电视前端室



综合布线系统应在舞台 舞台监督 声控室 灯控室 放映

室 资料室 技术用房 化妆间 票务室和售票处等处配置信息端

口

有线电视系统应在舞台 舞台监督 放映室 化妆室 录音

棚 技术用房和休息厅等处配置电视终端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在剧场内 放映室 候场区和售票处

等处配置摄像机

剧场 电影院 演播室的建声设计与电声设计应互为密切

配合

舞台监督通信指挥系统 宜具有群呼 点呼 声 光等通信

的功能 在灯控室 声控室 舞台机械操作台 演员化妆休息室 候

场室 服装室 乐池 追光灯室 面光桥 前厅和贵宾室等位置宜配

置舞台监督对讲终端机

舞台监视系统应作为独立的视频监视系统 能分别观察前

后台演职员和剧场内的实况 系统的摄像机应设在舞台演员下场

口上方和观众席挑台 或后墙 舞台内摄像机应配置云台 在灯控

室 声控室 舞台监督主控台 演员休息室 贵宾室 前厅和观众休

息厅等位置宜配置监视器

信息显示系统应实现演出信息发布 信息提示 广告发布

等功能 信息显示系统的终端宜设置在入口大堂和售票处

广播电视业务建筑

通信接入网系统除公用通信网接入的光缆 铜缆外 还包

括预留至电视发射塔信号传输的光缆通道及至音像资料馆和广电

局信息传输的光缆通道

信息网络系统在演播室 演员 导演休息厅 舞台监督 候

播区 大开间办公区域 高级贵宾室 大会议室 阅览室和休息区域

等处 宜采取无线局域网络的方式

综合布线系统信息点相对集中的区域 宜采用区域布线的



方式 应在演播室 导控室 音控室 配音间 灯光控制室 立柜机

房 主控机房 播出机房 制作机房 传输机房 录音棚 化妆室 资

料室和微波机房等技术用房处配置信息端口

有线电视系统应提供多种电视信号节目源

有线电视系统应在演播室 导控室 音控室 配音间 主控

机房 播出机房 制作机房 传输机房 录音棚 化妆室 资料室和候

播区等技术用房处配置电视终端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在演播室 开放式演播室 播出中心

机房 导控室 主控机房 传输机房和候播区等处配置摄像机

在大厅出入口处 导控室 演播室 传输机房 制作机房 新

闻播出机房 主控机房 分控机房 通信中心机房 数据中心机房和

节目库等处 宜配置与智能卡系统兼容的出入口控制系统

会议系统宜集中管理 通过内部网络对会议设备进行合理

的分配和有效的管理

信息显示系统应具有信息提示通知 形象宣传 客流疏导

和广告发布等业务信息发布和内部交通导航的功能 系统信息显

示终端宜配置在入口大堂 底层电梯厅 电梯转换层 候播区和参

观通道

电视播控中心宜由频道播出机房 硬盘上载机房 信号

传送接收机房和总控机房等组成

工作业务系统应以电视新闻系统为主导 管理记者的外

出采访 上载编辑 配音 字幕 特技 串编 审稿 新闻播出等制作

过程

演播室内部通话系统应以导演为核心 与所有相关工作

人员相连 形成内部区域通话系统 确保导演与摄像人员之间为常

通状态

内部监视系统应在演播室 导控室 音控室配置监视器

用于对节目输出 播出返送和播出数据与系统内各信号源进行监

视 系统应具有主监 预监和技术 音控及灯光监看功能



内部监听系统应在导控室 音控室内分别设监听音箱 用

于监听节目主输出信号 在导控室 音控室和立柜室配置视音频测

量装置 用于监听音 视频信号状态

时钟系统宜以母钟为基准信号 并在导控室 音控室 灯

光控制室 演播区 立柜机房等处配置数字显示子钟 系统时钟显

示器可显示标准时间 正计时 倒计时 并可由人工设定

广播直播室应具有对建筑声学 空调通风系统的运行可

靠性及对噪声抑制的控制功能 应以数字化系统的设备配置和音

频工作站应用的网络布线作为多媒体广播 还应留有电视摄像和

监视器接口位置

应配置独立的广播电视工艺缆线竖井 按功能分别预留

垂直和水平的工艺线槽 制作和播控等技术用房内缆线宜采用地

板下走线方式

为确保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系统安全可靠 工艺系统宜采

用单独接地方式 其电阻值应符合有关规范和所配置设备使用的

技术条件的规定



体 育 建 筑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各类体育场 体育馆 游泳

馆等体育建筑

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体育竞赛业务信息化应用和体育建筑的信息化管

理的需要

应具备体育竞赛和其他多功能使用环境设施的基础保障

应统筹规划 综合利用 充分兼顾体育建筑赛后的多功能

使用和运营发展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基本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通信接入系统应支持体育建筑内所需的各类信息通信业

务

电话交换系统应满足体育赛事和其他活动对通信多功能

的需求 为观众 运动员 新闻媒体和其他活动举办者提供方便 快

捷 高效 可靠的通信服务

信息网络系统应具备为新闻媒体在大型国内和国际赛事

提供信息服务的条件

综合布线系统应满足体育建筑内信息通信的要求 应充分

兼顾场 馆 赛事期间使用和场 馆 赛后多功能应用的需求 为场

馆 智能化系统的发展创造条件

卫星及有线电视系统应满足场 馆 的实际需要 应与体育

工艺的电视转播 现场影像采集及回放系统 竞赛成绩发布系统相

联

广播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包括场 馆 公共广播 场 馆 竞赛信息广播和场 馆

应急广播系统 系统应在除竞赛区 观众看台区外的公共

区域和场 馆 工作区等区域配置 系统应与场地扩声系

统在设备配置上互相独立 系统间应实现互联 在需要时

实现同步播音

应根据场 馆 的功能分区 场 馆 的防火分区 竞赛信息

广播控制 应急广播控制和广播线路路由等因素确定系

统的输出分路

公共广播系统 场 馆 的竞赛信息广播系统 场 馆 的应

急广播系统可共用扬声器和前端设备

广播系统的用户分路应不大于消防系统的防火分区 并

且不得跨越防火分区

竞赛信息广播系统独立配置时 应与公共广播系统和应

急广播系统联动

竞赛信息广播系统应保证运动员区 竞赛管理区和所对

应的出入口 竞赛热身场地有足够的声压级 并应声音清

晰 声场均匀

当发生紧急事件时 应急广播系统应具有最高优先级

信息显示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具有竞赛信息显示和彩色视频显示功能

应根据场 馆 举办体育赛事的级别和竞赛项目的特点确

定配置系统的信息显示屏 显示屏的数量应符合国际单

项体育联合会的要求 尺寸应根据场 馆 规模 观众视觉

距离来确定 应满足文字的最小高度和最大观看距离的

关系 竞赛信息显示屏显示的信息行数和列数的最低要

求 全彩显示屏视频画面的最小解析度要求等

显示屏宜根据场 馆 的类别 性质和规模 采取两侧配

置 分散配置或在场地中央上方集中配置

应具备多种传输介质进行远距离信号传输的能力 应具



备可接收多种制式视频信号的标准数据接口和多种标准

视频接口

应与计时记分及现场成绩处理 有线电视 电视转播 现

场影像采集和回放等系统相联

屏幕显示系统控制室宜根据体育场 馆 举办体育赛事的

级别要求 确定独立配置或场 馆 中其他系统的控制室

组合配置

体育建筑信息化应用系统是服务体育赛事的专用系统 应

根据体育场 馆 的类别 规模及等级选择配置 宜包括计时记分

现场成绩处理 售验票 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 主计时时钟 升旗控

制和竞赛中央控制等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对报警区域和探测区域的划分 应结合

体育场 馆 赛事期间功能分区 对于高大空间的竞赛 训练场

馆 新闻发布厅等 应采取相应行之有效的火灾探测方式 确保

其安全可靠性 系统应采取声光报警方式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应根据体育场 馆的规模 建立应急联动系统 以预防和

处置突发事件

应根据体育建筑场 馆 的使用功能和需求 宜配置安防

信息综合管理 入侵报警 视频安防监控 出入口控制和

电子巡查管理等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应对体育建筑的周界 重要机房 国旗和奖

牌存放室 枪械等设备仓库等重点部位的非法入侵进行

实时有效的探测和报警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对体育建筑的周界区域 出入口 进

出通道 门厅 公共区域 重要休息室通道 重要机房 国

旗和奖牌存放室 新闻中心 停车场等重要部位和场所进

行有效的图像监视和记录 应为安防中心和消防控制室

提供图像信号 应具有确保重大赛事和活动时扩展监控



范围扩展能力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配置在体育建筑出入口 重要办公室

重要机房 国旗和奖牌存放室 枪械仓库 设备间和监控

室等处

电子巡查系统巡查点宜设在主要出入口 主要通道 紧急

出入口和各重要部位

应根据体育场 馆 举办赛事的级别 系统留有为举办大

型国内或国际赛事时可扩展的余地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 配置

体 育 场

体育场内扩声系统宜单独配置 系统宜采用临时或移动扩

声系统满足场内集会 文艺演出等多功能应用的需要 系统应根据

体育场的不同区域配置相应的系统及相应的广播回路 宜为场内

屏幕显示系统 广播等系统配置音频接口 满足视频播放及公共广

播系统对音频的需求

应根据体育场的用途 规模 形状和混响时间要求等 合理

布置扬声器 确保竞赛场地 观众席的音响效果达到有关规定的要

求

体育场智能化系统的室外终端设备应采取防雷措施

体 育 馆

体育馆的体操竞赛的音乐重放系统等扩声系统应单独进

行配置 该系统应与馆内观众席扩声相互连通

体育馆扩声系统宜采用临时或移动扩声系统方式 满足馆

内集会 文艺演出等多功能应用扩声需要 系统应根据体育馆的不

同区域配置相应的系统及相应的广播回路 宜为馆内屏幕显示 广

播等系统配置音频接口 满足视频播放及公共广播系统对音频的

需求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根据体育馆的用途 规模 形状 空间

体积和混响时间要求等 合理布置扬声器 确保竞赛场地 观众席

的音响效果达到有关规定的要求

应根据空调分区和相关区域的环境参数要求对竞赛区和

观众区的空调系统进行相应的控制与管理

游 泳 馆

游泳馆的水下扩声等系统应单独配置 系统宜采用临时或

移动扩声系统方式 满足馆内多功能应用的扩声需要 系统应根据

游泳馆的不同区域配置相应的系统及相应的广播回路 系统宜为

馆内屏幕显示 广播系统配置音频接口 满足视频播放及公共广播

系统对音频的需求

应根据游泳馆规模 形状 空间体积和混响时间要求等 合

理布置扬声器 确保竞赛场地 观众席的音响效果达到有关规定的

要求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根据空调分区和相关区域的环境参

数的设定要求 对竞赛区域 观众区的空调系统进行相应的管理

应根据游泳和跳水赛事的特点 对馆内的计时记分 裁判

员评判系统进行相应的布置



医 院 建 筑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等

医院建筑

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医院内高效 规范与信息化管理的需要

应向医患者提供 有效地控制医院感染 节约能源 保护环

境 构建以人为本的就医环境 的技术保障

医院建筑智能化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 配置

综合性医院

通信接入系统应支持医院内各类信息业务 满足医院业务

的应用需求

电话交换系统应根据医院的业务需求 配置相应的无线数

字寻呼系统或其他组群方式的寻呼系统 以满足医院内部紧急寻

呼的要求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稳定 实用和安全

应为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临床信息系统 医学

影像系统 放射信息系统 远程医疗系统等医院信

息系统服务 系统应具备高宽带 大容量和高速率 并具备将来扩

容和带宽升级的条件

桌面用户接入宜采用 自适应方式 部分医

学影像 放射信息等系统的高端用户宜采用 自适应

或光纤到端口的接入方式



应满足网络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要求进行网络设备配

置 并采用硬件备份 冗余等方式

应根据医院工作业务需求配置服务器

应采用硬件或多重操作口令的安全访问认证控制方式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的覆盖范围和信号功率应确保医

疗设备的正常使用和患者的安全

有线电视系统应向需收看电视节目的病员 医护人员提供

本地有线电视节目或卫星电视及自制电视节目 应能在部分患者

收看时不应影响其他患者的休息

信息查询系统应在出入院大厅 挂号收费处等公共场所配

置供患者查询的多媒体信息查询端机 系统能向患者提供持卡查

询实时费用结算的信息 并应与医院信息管理系统联网

医用对讲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病区各护理单元应配置护士站与患者床头间的双向对讲

呼叫系统 并在病房外门上方或走道设有灯显设备 各护理单元间

宜实现联网 病房内卫生间应配置求助呼叫设备

手术区应配置护士站与各手术室之间的双向对讲呼叫系

统

各导管室与护士站之间应配置双向对讲呼叫系统

重症监护病房 心血管监护病房 应配置护士

站与各病床之间的双向对讲呼叫系统

妇产科应配置护士站与各分娩室间的双向对讲呼叫系统

集中输液室与护士站之间应配置呼叫系统

各科候诊区 检查室 输液室 配药室等处宜设立排队叫号

系统 宜配置就诊取票机 专用叫号业务广播和电子信息显示装

置

医用探视系统应具有对不能直接探望患者的探望者 提供

进行内外双向互为图像可视及音频对讲通话的功能

医院宜根据需要配置展示手术 会诊等实况的视频示教



系统 视频示教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视 音频信息的传输 控制 显示 编辑和存储的需

求 应具有提供远程示教功能

应提供操作权限的控制

应实现手术室与教室间的音频双向传输

视频图像应满足高分辨率的画质要求 且图像信息无丢失

现象

医院信息化应用系统应支持各类医院建筑的医疗 服务

经营管理以及业务决策 系统宜包括电子病历系统 医学影

像系统 放射信息系统 实验室信息系统 病理信息系统 患

者监护系统 远程医疗系统等医院信息管理系统和临床信息系统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宜根据医疗工艺要求配置 系统应符

合下列要求

应对氧气 笑气 氮气 压缩空气 真空吸引等医疗用气的

使用进行监视和控制

应对医院污水处理的各项指标进行监视 并对其工艺流程

进行控制和管理

应对有空气污染源的区域的通风系统进行监视和负压控

制

洁净手术室宜采用独立的设备管理系统 手术室设备控

制屏宜符合下列要求

宜具有显示当前 手术 麻醉时间 显示手术室内温 湿度

等参数 显示风速 室内静压 空气净化等参数

宜具有时间 温度 湿度和净化空调机组的送风量等预置

功能 并能发出时间提示信号

宜有对控制净化空调机组的启 停和风机转速 排风机 无

影灯 看片灯 照明灯 摄像机和对讲机等设备的控制功能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宜配置声光报警装置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医院建筑的安全防范管理的规



定 宜配置下列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宜在医院计算机机房 实验室 财务室 现金结算处 药

库 医疗纠纷会议室 同位素室及同位素物料区 太平间

等贵重物品存放处及其他重要场所 配置手动报警按钮

或其他入侵探测装置

报警装置应与视频探测摄像机和照明系统联动 在发生

报警时同步进行图像记录

视频监控系统应符合医院内部的管理要求

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根据医疗工艺对区域划分的要求 在行

政 财务 计算机机房 医技 实验室 药库 血库 各放射治疗区 同

位素室及同位素物料区以及传染病院的清洁区 半污染区和污染

区等处配置出入口控制系统 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有可靠的电源以确保系统的正常使用

应与消防报警系统联动 当发生火灾时应确保开启相应

区域的疏散门和通道

宜采用非接触式智能卡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宜结合出入口控制系统进行配置

医疗纠纷会谈室宜配置独立的图像监控 语音录音系统

系统宜具有视 音频信息的显示和存储 图像信息与时间和字符叠

加的功能

医院的消防安全保卫控制室内 宜建立应急联动指挥的功

能模块 以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



学 校 建 筑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普通全日制高等院校 高

级中学和高级职业中学 初级中学和小学 托儿所和幼儿园等学校

建筑

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各类学校的教学性质 规模 管理方式和服务对象

业务等需求

应适应各类学校教师对教学 科研 管理以及学生对学习

科研和生活等信息化应用的发展

应为高效的教学 科研 办公和学习环境提供基础保障

学校建筑智能化系统工程的基本配置应符合下列要

求

学校建筑信息化应用系统宜包括教学 科研 办公和学习

业务应用管理系统 数字化教学系统 数字化图书馆系统 门户网

站 校园资源规划管理系统 建筑物业管理系统 校园智能卡应用

系统 校园网安全管理系统 及各类学校建筑根据业务功能需求所

设的其他应用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配置应满足学校语音 数据和图像等多媒体

业务信息传输需求 在各单体建筑内相应的工作区均应配置信息

端口

子母时钟系统或单体时钟的显示设备宜配置在学校室外

的总体和钟楼上及各单体建筑内

宜配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

学校建筑智能化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 配置



普通全日制高等院校

通信接入系统的设备宜设置在院校某一单体建筑的电信

专用机房内 宜将学校建筑外部的公用通信网或教育专网的光缆

铜缆线路系统 分别引入电信专用机房中 并可根据实际需求 将

线缆延伸至学校单体建筑内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学校物业管理系统宜运行在校园信息网络上

信息网络系统的交换机 服务器和网络终端设备的配置

应满足学校办公和多媒体教学的需求

学校教学楼 行政楼 会议中心 厅 图书馆 体育场 馆

学生宿舍 校园休闲场所和流动人员较多的公共区域等有关场所

处 宜配置与公用互联网或校园信息网络相联的无线网络接入设

备

在学校的大小餐厅 宾馆或招待所等有关场所内 宜配置

独立的背景音乐设备 满足各场所内对背景音乐和公共广播信息

的需求 并应与应急广播系统实现互联

学校会议中心 厅 大中小会议室 重要接待室和报告厅

等有关场所内应配置会议系统 用于远程教育的专用会议室内宜

配置远程电视会议接入和控制设备

学校多功能教室 合班教室和马蹄型教室等有关教室内

应配置教学视 音频及多媒体教学系统

学校的专业演播室或虚拟演播室内 应配置多媒体制作

播放中心系统

学校的大门口处 各教学楼 办公楼 图书馆 体育场

馆 游泳馆 会议中心或大礼堂 学校宾馆或招待所等单体建筑

室内 宜配置信息发布及导引系统 系统宜与学校信息发布网络管

理和学校有线电视系统之间实现互联



高级中学和高级职业中学

通信接入网系统设备宜配置在学校的某一主体建筑的电

信专用机房内 宜将学校建筑外部的公用通信网或教育专网的光

缆 铜缆线路系统 分别引入电信专用机房中 并可根据实际需求

将线缆延伸至学校单体建筑内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学校物业管理系统宜运行在校园信息网络上

信息网络系统交换机 服务器群和网络终端设备的配置

应满足学校办公和多媒体教学的需求

学校教学及教学辅助用房 办公用房 会议接待室 图书

馆 体育场 馆 和校园室内外休闲场所等处 宜配置与公用互联网

或校园信息网络相联的无线网络接入设备

应配置教学与管理评估视 音频观察系统

学校教学业务广播系统宜由学校教学或总务部门管

理

学校的大小餐厅 体育场 馆 等有关场所内宜配置独立

的音响扩音设备 满足对音响和公共广播信息的需求 并应与楼内

设有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相连

会议系统应配置在学校会议接待室 报告厅等有关场所

内

学校多功能教室 合班教室 马蹄型教室等教室内 应配

置教学视 音频及多媒体教学终端设备系统 并可在学校的专业演

播室内配置远程电视教学接入 控制和播放设备

学校电视演播室或虚拟电视演播室内应配置多媒体制作

与播放中心系统

学校的大门口处 各教学楼 办公楼 图书馆 体育场

馆 游泳馆 会议接待室 餐厅 教师或学生宿舍等单体建筑室

内 宜配置信息发布及导引系统 宜与学校信息发布网络管理和学



校有线电视系统之间实现互联

初级中学和小学

教学与管理业务信息化应用系统配置应符合下列要

求

宜配置教学与管理评估视 音频观察系统

指纹识别仪或智能卡读卡机系统设备宜配置在学校传达

室处 并联动系统服务器进行预置电脑图像识别对比 供低年级学

生家长每日安全接送学生的信息管理

系统应与学校智能卡应用系统联网

托儿所和幼儿园

宜将学校外部的教育专网或公用通信网上宽带通信设备

的光缆或铜缆线路系统引入校园内

小型电话交换机或集团电话交换机通信设备宜设置在专

用的房间内

信息网络系统应考虑交换机 服务器和网络终端设备的

配置 满足学校办公和多媒体教学的需求

校园小型有线电视系统应与当地有线电视网互联 并满

足幼儿的电视教学 当校园所处边远地区时 宜配置卫星电视接收

系统 满足校园单向卫星电视远程教学的需求

校园扩音系统应满足教师和幼儿对公共广播信息 音乐

节目 晨操和各作息时间段的定时上下课播音的需求

信息发布及导引系统宜配置在学校的大门口处

儿童公用直线电话机宜配置在主体建筑底层进厅的公共

部位

教学与管理业务信息化应用系统设置应满足下列要

求

宜配置教学与管理评估视 音频观察系统



指纹识别仪或智能卡读卡机系统设备宜配置在校园主体

建筑底层进厅或传达室处 并联动系统服务器进行预置电脑图像

识别对比



交 通 建 筑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大型空港航站楼 铁路客

运站 城市公共轨道交通站 社会停车场等交通建筑

智能化系统的功能要求

应满足各类交通建筑运营业务的需求

应为高效交通运营业务环境设施提供基础保障

应满足对各类现代交通建筑管理信息化的需求

交通建筑智能化可按本标准附录 配置

空港航站楼

通信接入设备系统应满足海关 边防 检验检疫 公安 安

全等驻场单位的语音 数据的通信需求

电话交换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宜采用所归属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远端模块的虚拟交换网

方式或自建用户交换机的方式 实现用户内部电话交换功能

应建立相对独立具有生产调度功能的内通系统 系统应支

持航空业务生产调度运营的需求和本地广播功能需求 支持广播

系统实现本地广播功能的内部通话机音频应满足带宽需求 系统

终端话机应配置在值机柜台 离港柜台 安检柜台和边防柜台与运

营相关的部门

信息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大中型航站楼宜采用三层网络结构 即核心层 汇聚层 接

入层方式 小型航站楼宜采用两层网络结构 即核心层 接入层方

式



离港系统应采用专用网络系统

数字化视频监控系统宜采用专用网络系统

其他智能化系统宜共用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海关 边防 公安 安全和行李分检等部门宜独立配置

安检信息机房应与覆盖 光机信息点相对应的区域配线

机柜建立光缆连接

应支持电话 内通 离港 航显 网络 商业 安检信息 泊位

引导 行李控制等应用系统

宜支持时钟 门禁 登机桥监测 电梯 自动扶梯及步梯监

测 建筑设备管理等多应用系统的信息传输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宜包含机场内集群通信等应用需

求

有线电视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节目源应包含航班动态显示节目

配置在候机厅 休息厅等处电视机电源宜采用建筑设备管

理系统集中控制电源开启

广播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采用人工 半自动 自动三种播音方式 播放航班动态信

息或其他相关信息 自动播音应采用语音合成方式完成

国内航班应采用普通话与英语两种语言播放信息

国际航班应采用三种语言以上 含三种语言 播放信息 宜

采用普通话 英语和目的地国的语言播放信息

航站楼广播宜采用本地广播方式

广播区域划分宜按最小本地广播区域划分

宜配置背景噪声监测设备

航班信息综合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信息集成的信息源应包括各航空公司 空中管制中心 国

际航空协会 航空固定通信网所提供的各类信息



应完成季度航班计划 短期航班计划 次日航班计划

应向需获得航班计划的系统发布信息 应按时发布次日航

班计划信息

应及时修正日航班计划并即时发布修正信息

应统计 存储 查询日航班计划数据并形成报表

应完成机位桥 登机门分配 到达行李转盘分配 值机柜台

分配与出发行李分检转盘分配功能

时钟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校时

主机应采用一主一备的热备份方式

宜采用母钟 二级母钟 子钟三级组网方式

母钟和二级母钟应向其他有时基要求的系统提供同步校

时信号

航站楼内值机大厅 候机大厅 到达大厅 到达行李提取大

厅应安装同步校时的子钟

航站楼内贵宾休息室 商场 餐厅和娱乐等处宜安装同步

校时的子钟

安检信息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交运行李 超规交运行李 团体交运行李和旅客手提行李

应经行李专用 光机设备检查 所查验的图像应提供本地辨识和

中心控制机房辨识

旅客过安检通道时应摄录贮存旅客肖像信息 应将肖像信

息传送至离港系统

泊位引导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航站楼的每一个固定登机桥位应安装泊位引导设备

泊位引导设备应自动引导飞机停靠在正确停机位置

在紧急情况下应通过手动按钮引导飞机停靠在正确停机

位置

泊位引导终端设备应与活动登机建立工作互锁关系



离港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值机大厅通过离港终端应完成旅客的登机办票和行李交

运工作 由登机牌打印机打印旅客登机牌 由行李牌打印机打印行

李交运牌

应将旅客的值机信息传送至安检信息系统

应将旅客的交运行李信息传送至行李控制系统

在候机大厅离港闸口应有登机牌阅读机对旅客登机牌进

行登机确认 宜采用离港工作站调用安检信息系统提供的旅客肖

像信息进行旅客身份确认

应完成配载平衡工作确保飞行安全

航班动态信息显示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值机大厅应提供引导旅客值机的值机航班动态信息

值机柜台上方应提供值机航班信息

中转柜台应提供中转航班动态信息

候机大厅应提供出发候机航班动态信息

到达行李提取厅应提供引导行李转盘航班动态信息

行李转盘应提供本转盘到达行李的航班信息

行李分拣大厅每条出发行李转盘上应提供在本转盘出发

的行李航班信息

行李分拣大厅每条到达行李转盘上应提供在本转盘到达

行李航班信息

到达接客大厅应提供到达航班动态信息

登机桥监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对登机桥靠桥和撤桥进行监控和管理

应对登机桥状态进行监测 应对故障进行报警记录

应对登机桥运行号数进行统计报表和分析

应与泊位引导系统建立工作互锁的功能

电梯 自动扶梯 自动步道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具有对电梯 自动扶梯 自动步道工作状态进行监视 故



障报警记录的功能

应对电梯 自动扶梯 自动步道运行参数进行统计报表分

析

商业经营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对货物的进货 库存 销售进行管理

应具有数据查询 维护 监管和统计报表的功能

应与银联联网 应用信用卡消费和多种货币结算

应与海关联网 海关应监控免税商品的销售数据 上架数

据和库存数据

系统终端应安装在商场 餐厅和娱乐场所等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根据航站楼功能复杂 设备可靠性要求高 人群密集 客

流变化大 建筑空间大 相应能耗较大等特点来确定对机电设备的

管理功能

应结合航站楼内办票厅 候机厅 到达厅等不同区域的空

间及空调特点 选择合适的控制技术

应根据不同区域空调的送风形式及风量调节方式进行送

风控制 同时要针对公共区域客流量变化大的特点 特别重视根据

空气质量进行新回风比例控制 提高室内综合空气品质 体现人性

化服务质量

应根据建筑及相应公共服务区域的采光特点 室内照度

室内标识 广告照明进行监控

应能接收航班信息 并根据航班时间实现对相关场所的空

调 照明等的控制

行李传输系统的运行监测

航班显示 时钟系统电源 安全检查系统电源 机用电源

飞机引导系统电源等的监测

停机坪高杆照明的监控

对航站楼内各租用单元进行电能计量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

技术规范 的规定

较大规模的机场航站楼等区域内宜建立机场应急联动

指挥中心

铁路客运站

通信接入系统应考虑铁路专用通信网的接入

信息网络系统应支持旅客引导显示系统 列车到发通告

系统 售票及检票系统 旅客行包管理等专用系统的运行

广播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系统的语音合成设备应完成接发车 旅客乘运及候车的全

部客运技术作业广播

应按候车厅 进站大厅 站台 站前广场 行包房 出站厅

售票厅以及客运值班室等不同功能区进行系统分区划分

应具有接入旅客引导显示系统 列车到发通告系统等通告

显示网的接口条件

时钟系统应提供与车站中央管理系统集成的接口

旅客查询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电视问询系统值班台应接入现场任一问询亭进行人工或

半自动应答作业

应具有多处问询亭同时占用时排队等待处理功能

多处问询亭平行作业时应互不干扰 任一问询亭被任一值

班台接通后不再接入其他值班台

电视问询系统或多媒体查询系统应在进站大厅 各候车

厅 售票厅 各行包房等地点配置旅客查询终端 并应配置无障碍

旅客查询终端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能为旅客提供综合性信息显示服务及进行宣传活动 同时

也能作为引导显示系统和客运组织作业的辅助显示设施



显示屏应设于进站大厅 出站大厅 车站商场和餐厅等旅

客集中活动场所

旅客引导显示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具有动态信息显示的功能

进站集中显示牌应明确显示列车车次 始发站 终到站 到

发时刻 候车地点 列车停靠站台 晚点变更 检票状态等信息

候车厅牌应显示列车车次 开往站 到发时刻 列车停靠站

台 晚点变更和检票状态等信息

检票口牌应显示列车车次 检票状态和发车时刻等信息

站台牌应显示列车车次 到发线路 到发时刻 开往地点和

晚点变更等信息

出站台牌应显示列车车次 始发站 到发时刻 列车停靠站

台和晚点变更等信息

天桥 廊道牌应显示列车车次和列车停靠站台等信息

列车到发通告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在客运站运行过程中需要列车到发通告信息的场所配

置接收终端或联网工作站

列车到发通告系统应在广播室 客运总值班室 列检值班

室 行车室 客运值班员室 售票室 值班站长 客运计划室 检票

口 到达行包房 中转行包房 出发行包房 上水工休息室 国际行

包房 客车整备所 机务运转值班楼和环境卫生值班室及其他必要

的相关处所配置接收终端或联网工作站

列车到发通告系统主机应预留与上一级行车指挥信息系

统联网的接口条件

自动售检票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宜配置售票窗口对讲及票额动态显示设施

检票终端应有脱网独立工作的功能

旅客行包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具有按票号 收货人 收货单进行到达行包查询 通告的



功能

应具有自动计算保管费 搬运费 打印收费单 并应具有结

账 打印报表及整理库存量 打印库存清单 打印过期行包清单与

催领单等功能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

技术规范 的有关规定

较大规模的铁路客运站 宜建立站内应急联动指挥中

心

城市公共轨道交通站

智能化建筑各系统应按线路划分 配置分线的中央级和

车站级二级监控系统

宜配置智能化集成系统

宜配置应急联动系统作为中央级控制系统的备份

应建立包括机电专业和通讯专业在内的各专业系统集成

的主控系统 实现地铁分线各专业子系统之间的信息互通 资源共

享

有线通信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公共轨道交通地铁运营和管理方对列车运行 运营

管理 时钟同步 无线通信 公务联系和传递各种信息交换与传输

综合业务的需要

应具有实现中央级控制中心与车站及车辆段 车站与车站

之间信息传递 交换的功能

应能迅速 可靠地传输语音 数据和图像等各种信息

具有网络扩充和管理能力

无线通信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具有与公务通信系统互联 经中央级控制中心转接 无

线系统内的移动台可与程控电话用户之间通话功能

应具有呼叫 选呼 组呼 紧急呼叫 广播 切换 录音 存



储 检测和优先级功能

应具有数据传输功能 可实时传递列车状态信息和短消息

业务

应具有完善的网络管理功能

公务与专用电话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与分组交换网 无线集群系统 公用市话网互连 系统应

具有移动通信接入功能 具有无线接口 能与无线集群交换机相

连

车站 车辆段 值班员应与本站 段 其他有关人员直接通

话 值班员可任意实现单呼 组呼和全呼方式 站内分机可直接呼

叫本站值班员

邻车站值班员间及车辆段值班员与相邻车站值班员间应

通过站间行车电话进行直接通话 站间电话可直接呼叫上行或下

行车站值班员 具有紧急呼叫及邻站呼入显示功能 不应出现占线

或通道被其他用户占用等情况

隧道区间及道岔区段的有关作业人员应能通过轨旁电话

与相邻站车站值班员通话 并可采用切换方式与公务电话用户通信

调度电话通信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为专用直达通信系统 应具有单呼 组呼 全呼 紧急呼

叫和录音等功能

中央级控制中心各调度员与各站值班员之间应直接 无阻

塞 通话 控制中心各调度员之间应直接通话

时钟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为各线 各车站提供统一的标准时间信息 并为其他各

系统提供统一的基准时间

应提供与中央管理系统集成的接口

信息发布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提供路面交通 换乘信息 政府公告 紧急灾难信息等即

时多媒体信息



应保证乘客方便地获得实时 统一 准确的时间 乘客能以

多种方式获得列车班次 紧急通知以及其他方面的服务信息

自动售检票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交通高峰客流量的需要

应满足交通各种运营模式的要求 系统宜采用智能卡非接

触式技术方式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设中央级和车站级二级监控方式

对公共轨道交通全线进行火灾探测和报警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

技术规范 的有关规定

社会停车库 场

社会停车库 场 宜配置智能化集成系统 实现对整个社

会停车库 场 集中控制与协调各系统的信息和资源共享 集成系

统可包括停车场收费管理系统 停车场区域引导及车位信息显示

系统 出入口红绿灯控制系统 车辆影像对比及车牌自动识别系

统 停车场对讲系统 公共音响及应急广播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消

防报警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等相关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应实现车库管理中心与车辆进 出口处的

内部通话功能

信息网络系统 应支持停车场收费管理系统 停车场区域

引导及车位信息显示系统 出入口红绿灯控制系统 车辆影像对比

及车牌自动识别等专用系统联网运行

广播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配合电视监控等系统完成场内车辆行驶人工语音指挥

的功能

应在场内提供公共广播信息

在遇火灾等紧急情况时 应与火灾报警系统相联 作局部

区域或全区域紧急疏散广播使用



车库收费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可配置每天 每周 每月 任意 小时时间段的收费标准

对收款员进行当次结账 操作日志记录等管理

现场显示收费金额 同时语音报收费金额

能脱离管理计算机而独立运行

停车场区域引导及车位信息显示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自动实时统计并显示场内 各楼层 各区域的车位信息 对

进出停车场的停泊车辆进行区域引导和管理

实时显示场内 各楼层及各区域等车辆统计数据 在必要

时均可进行人工干预和修正 以消除累计误差使引导显示与实际

情况相符

应能与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系统或其他停车场数据通信平

台相联 对外发布相关的车位状态信息

当出 入口设备出现故障或停车场计数满位等情况下系统

能显示红灯禁行 其余时间显示绿灯放行

车辆影像对比及车牌自动识别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车库容量超过 辆 宜配置车辆出入口影像对比系统

停车容量超过 辆 宜配置车辆出入口影像对比及车牌

自动识别系统

应能实时记录所有进 出车辆的图像数据 要求图像能清

晰的显示车辆特征 对存储的图像应能用票 卡号 车牌号和时间

等信息进行查询 该类数据的有效储存时限应大于三个月

建筑机电设备管理系统应设 监控器 对空气中

的含量进行监测 并对排风机进行监控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节的规定外

还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汽车库 修车库 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的有关规定

安全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

规范 的有关规定



住 宅 建 筑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住宅 别墅等住宅建筑

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体现以人为本 做到安全 节能 舒适和便利

应符合构建环保和健康的绿色建筑环境的要求

应推行对住宅建筑的规范化管理

住宅建筑智能化系统的基本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宜配置智能化集成系统

宜配置通信接入系统

宜配置电话交换系统

宜配置信息网络系统

宜配置综合布线系统

宜配置有线电视系统

宜配置公共广播系统

宜配置物业信息运营管理系统

宜配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防火规范的规定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安全防范工程

技术规范 的有关规定

住宅建筑智能化系统可按本标准附录 配置

住 宅

住户配置符合下列要求

应配置家居配线箱 家居配线箱内配置电话 电视 信息网



络等智能化系统进户线的接入点

应在主卧室 书房 客厅等房间配置相关信息端口

住宅 区 宜配置水表 电表 燃气表 热能 有采暖地区

表的自动计量 抄收及远传系统 并宜与公用事业管理部门系统联

网

宜建立住宅 区 物业管理综合信息平台 实现物业公司

办公自动化系统 小区信息发布系统和车辆出入管理系统的综合

管理 小区宜应用智能卡系统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的配置不宜低于国家现行标准 安全

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中有关提高型安防系统的配置标

准

别 墅

宜配置智能化集成系统

地下车库 电梯等宜配置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宜配置公共服务管理系统

宜配置智能卡应用系统

宜配置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别墅配置符合下列要求

应配置家居配线箱和家庭控制器

应在卧室 书房 客厅 卫生间 厨房配置相关信息端口

应配置水表 电表 燃气表 热能 有采暖地区 表的自动计

量 抄收及远传系统 并宜与公用事业管理部门系统联网

宜建立互联网站和数据中心 提供物业管理 电子商务

视频点播 网上信息查询与服务 远程医疗和远程教育等增值服务

项目

别墅区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应监控公共照明系统

应监控给排水系统



应监视集中空调的供冷 热源设备的运行 故障状态 监测

蒸汽 冷热水的温度 流量 压力及能耗 监控送排风系统

安全防范技术系统的配置不宜低于国家现行标准 安全

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先进型安防系统的配置标准 并应

满足下列要求

宜配置周界视频监视系统 宜采用周界入侵探测报警装置

与周界照明 视频监视联动 并留有对外报警接口

访客对讲门口主机可选用智能卡或以人体特征等识别技

术的方式开启防盗门

一层 二层及顶层的外窗 阳台应设入侵报警探测器

燃气进户管宜配置自动阀门 在发出泄漏报警信号的同时

自动关闭阀门 切断气源



通用工业建筑

一 般 规 定

本章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通用工业建筑 与通用工

业建筑相配套的辅助用房可按照本标准同类功能建筑的标准设

计

智能化系统的功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满足通用生产要求的能源供应和作业环境的控制及管

理

应提供生产组织 办公管理所需的信息通信的基础条件

应符合节能和降低生产成本的要求

应提供建筑物所需的信息化管理

通用工业建筑

根据实际生产 管理的需要宜配置智能化集成系统 实现

对各智能化子系统的协同控制和对设施资源的综合管理

宜采用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手段 提供及时 有效和可靠

的信息传递 满足生产指挥调度和经营 办公管理的需要

企业生产及管理信息系统应符合通用工业建筑生产辅助

及生活 办公部分的应用功能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对生产 办公 生活所需的各种电源 热源 水源 气 汽 源

及燃气等能源供应系统的监控和管理

对生产 办公 生活所需的空调 通风 排风 给排水和照明

等环境工程系统的监控和管理

对生产废水 废气 废渣排放处理等环境保护系统的监控



和管理

机房工程宜包括公用与生产辅助设备控制管理机房和企

业网络及综合管理中心机房等



附录 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表 办公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选项表

智能化系统 商务办公 行政办公 金融办公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

设施

系统

通信接入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时钟系统

其他相关的信息通信系统

信息化

应用

系统

办公工作业务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

公共服务管理系统

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智能卡应用系统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其他业务功能所需求的应用系统



续表

智能化系统 商务办公 行政办公 金融办公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

安全

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

技术

防范

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其他特殊要求技术防范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

机房

工程

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安防监控中心机房

通信接入设备机房

有线电视前端设备机房

弱电间 电信间

应急指挥中心机房

其他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

注 需配置 宜配置



附录 商业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表 商业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选项表

智能化系统 商场建筑 宾馆建筑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

设施

系统

通信接入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时钟系统

其他相关的信息通信系统

信息化

应用

系统

商业经营信息管理系统

宾馆经营信息管理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

公共服务管理系统

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智能卡应用系统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其他业务功能所需的应用系统



续表

智能化系统 商场建筑 宾馆建筑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

安全

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

技术

防范

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巡查管理系统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其他特殊要求技术防范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

机房

工程

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安防监控中心机房

通信接入设备机房

有线电视前端设备机房

弱电间 电信间

应急指挥中心机房

其他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

注 需配置 宜配置



附录 文化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表 文化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选项表

智能化系统 图书馆 博物馆 会展中心 档案馆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

设施

系统

通信接入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时钟系统

其他业务功能所需相关系统

信息化

应用

系统

工作业务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

公共服务管理系统

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智能卡应用系统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其他业务功能所需的应用系统



续表

智能化系统 图书馆 博物馆 会展中心 档案馆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

安全

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

技术

防范

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其他特殊要求技术防范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

机房

工程

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安防监控中心机房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通信接入设备机房

有线电视前端设备机房

弱电间 电信间

应急指挥中心机房

其他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

注 需配置 宜配置



附录 媒体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表 媒体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选项表

智能化系统
剧 影 院
建筑

广播电视
业务建筑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

设施

系统

通信接入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时钟系统

无线屏蔽系统

其他相关的信息通信系统

信息化

应用

系统

工作业务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

公共服务管理系统

自动寄存系统

人流统计分析系统

售检票系统

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智能卡应用系统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其他业务功能所需的应用系统



续表

智能化系统
剧 影 院
建筑

广播电视
业务建筑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

安全

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

技术

防范

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其他特殊要求技术防范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

机房

工程

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安防监控中心机房

通信接入设备机房

有线电视前端设备机房

弱电间 电信间

应急指挥中心机房

其他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

注 需配置 宜配置



附录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表 体育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选项表

智能化系统 体育场 体育馆 游泳馆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

设施

系统

通信接入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竞赛信息广播系统

扩声系统

时钟系统

其他相关的信息通信系统

信息化

应用

系统

体育工作业务系统

计时记分系统

现场成绩处理系统

现场影像采集及回放系统

售验票系统

电视转播和现场评论系统

升降旗控制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

公共服务管理系统

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智能卡应用系统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其他业务功能所需的应用系统



续表

智能化系统 体育场 体育馆 游泳馆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

安全

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

技术

防范

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其他特殊要求技术防范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

机房

工程

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安防监控中心机房

通信接入设备机房

有线电视前端设备机房

弱电间 电信间

应急指挥中心机房

其他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

注 需配置 宜配置



附录 医院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表 医院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选项表

智能化系统
综合性
医院

专科
医院

特殊病
医院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

设施

系统

通信接入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时钟系统

其他相关的信息通信系统

信息化

应用

系统

医院信息管理系统

排队叫号系统

探视系统

视屏示教系统

临床信息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

办公和服务管理系统

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智能卡应用系统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其他业务功能所需的应用系统



续表

智能化系统
综合性
医院

专科
医院

特殊病
医院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

安全

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

技术

防范

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其他特殊要求技术防范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

机房

工程

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安防监控中心机房

通信接入设备机房

有线电视前端设备机房

弱电间 电信间

应急指挥中心机房

其他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

注 需配置 宜配置



附录 学校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表 学校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选项表

智能化系统
普通全
日制高
等院校

高级中
学和高
级职业
中学

初级中
学和
小学

托儿所
和

幼儿园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

设施

系统

通信接入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时钟系统

其他相关的信息通信系统

信息化

应用

系统

教学视 音频及多媒体教学系统

电子教学设备系统

多媒体制作与播放中心系统

教学 科研 办公和学习业务应用管理系统

数字化教学系统

数字化图书馆系统

信息窗口系统

资源规划管理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

校园智能卡应用系统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指纹仪或智能卡读卡机电脑图像识别系统

其他业务功能所需的应用系统



续表

智能化系统
普通全
日制高
等院校

高级中
学和高
级职业
中学

初级中
学和
小学

托儿所
和

幼儿园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

安全

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

技术

防范

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周界防护入侵报警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系统

停车库管理系统

机房

工程

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安防监控中心机房

通信接入设备机房

有线电视前端设备机房

弱电间 电信间

其他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

注 需配置 宜配置



附录 交通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表 交通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选项表

智能化系统 空港
航站楼

铁路
客运站

城市公
共轨道
交通站

社会
停车库
场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

设施

系统

通信接入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

会议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时钟系统

其他相关的信息通信系统

信息化

应用

系统

交通工作业务系统

旅客查询系统

综合显示屏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

公共服务管理系统

公共服务系统

智能卡应用系统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自动售检票系统

旅客行包管理系统

其他业务功能所需的应用系统



续表

智能化系统 空港
航站楼

铁路
客运站

城市公
共轨道
交通站

社会
停车库
场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

安全

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

技术

防范

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其他特殊要求技术防范系统

应急指挥系统

机房

工程

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安防监控中心机房

通信接入设备机房

有线电视前端设备机房

弱电间 电信间

应急指挥中心机房

其他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

注 需配置 宜配置



附录 住宅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

表 住宅建筑智能化系统配置选项表

智能化系统 住宅 别墅

智能化集成系统

信息

设施

系统

通信接入系统

电话交换系统

信息网络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室内移动通信覆盖系统

卫星通信系统

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广播系统

信息导引及发布系统

其他相关的信息通信系统

信息化

应用

系统

物业运营管理系统

信息服务系统

智能卡应用系统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系统

其他业务功能所需的应用系统



续表

智能化系统 住宅 别墅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

公共

安全

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安全

技术

防范

系统

安全防范综合管理系统

入侵报警系统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出入口控制系统

电子巡查管理系统

汽车库 场 管理系统

其他特殊要求技术防范系统

机房

工程

信息中心设备机房

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系统设备机房

通信系统总配线设备机房

智能化系统设备总控室

消防监控中心机房

安防监控中心机房

通信接入设备机房

有线电视前端设备机房

弱电间 电信间

其他智能化系统设备机房

注 需配置 宜配置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 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 采用 可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