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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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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 智慧家庭工程技术及施工验收规范》和《智慧社区 智慧家庭设施设备通用规范》、
《智
慧社区 智慧家庭业务接入管理通用规范》等系列地方标准共同构成支撑湖北省智慧社区智慧家庭建设
的基础性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
本标准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归口管理。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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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智慧社区智慧家庭的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滞后于技术和产品发展。为此，湖北省政府《加
快推进智慧湖北建设行动方案（2015-2017）》中提出了“标准入手，联合推进；综合示范，跨界融合；
技术创新，业务支撑；产业升级，规模发展”的整体发展思路。为了适应湖北省这一发展需要，亟需编
制《智慧社区 智慧家庭工程技术及施工验收规范》和《智慧社区 智慧家庭设施设备通用规范》、《智
慧社区 智慧家庭业务接入管理通用规范》等系列标准，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和规范湖北省智慧社
区智慧家庭的建设要求，使相关的设施设备和业务更好的融合、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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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 智慧家庭 工程技术及施工验收规范
1 范围
为了规范居民社区和家庭范围内的语音、数据、图像、多媒体业务、社区智慧化管理及智慧家庭的
建设内容和标准，制订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居民社区内建筑群及住户家庭内部的综合布线、智慧社区、智慧家
庭系统工程设计与施工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50053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311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2 综合布线工程验收规范
GB 50314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 5005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846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设计规范
GB 50847 住宅区和住宅建筑内光纤到户通信设施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GJ242 住宅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DB42/T 1226 智慧社区 智慧家庭设施设备通用规范
DB42/T 1320 智慧社区 智慧家庭业务接入管理通用规范
DB42/T 1338 无线组网火灾报警系统技术规范
3 术语及定义
3.1
电子设备机房
主机房、辅助机房、工作间的总称。
3.2
智慧社区业务自助一体机
用于社区各类业务的一体化智能自助设备。
3.3
社区新零售
以互联网为依托，通过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手段并运用心理学知识，对商品的生产、
流通与销售过程进行升级改造，进而重塑社区业态结构与生态圈，并对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物
流进行深度融合的零售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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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设计
4.1 总体要求
4.1.1 系统构成
4.1.1.1 系统应满足社区及住宅规范化运营和管理要求，系统构成应以营造安全便利、以人为本的智
慧社区及家居环境为工程目标。
4.1.1.2 系统应包括综合布线（机房至楼道单元、用户室内）、网络及终端设施设备以及支撑业务的
语音、数据、广播电视、多媒体等各种应用平台，包括满足智慧社区应用系统（安全防范系统、信息化
应用系统、智慧社区业务系统）、智慧家庭应用系统等。
4.1.1.3 系统应能实现各类业务的接入、管理和运营，应能实现各类使用者及业务应用的智能分级控
制和智慧型生态社区的良性发展。
4.1.1.4 系统架构应满足：
a）社区整体运营及管理模式信息化应用需求及各类别单体的信息化应用需求；
b）多功能类别组合的社区建筑物态形式；
c）各智能化系统的信息关联和功能汇聚；
d）智能化系统工程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技术功效的不断完善。
4.1.2 系统功能及架构设计
4.1.2.1 系统功能及架构设计应包括机房设施及综合布线、安全防范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智慧社
区业务系统、用户室内设施等涉及智慧社区的各系统：
a）机房设施及综合布线设计；
b）安全防范系统设计，至少包括：
——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
——住户认证及发卡授权管理系统；
——周界防范系统；
——小区出入、单元门禁及停车场出入管理监控系统；
——视频监控智能识别及预警系统；
——巡更系统；
——紧急呼叫（求助）系统；
——消防监测系统；
——信息发布系统；
c）信息化应用系统设计，至少包括：
——公共设施监管系统；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
——一卡通系统；
——公共广播系统；
——物业信息发布系统；
——停车场管理系统；
d）智慧社区业务系统设计，至少包括：
——基础环境；
——小区新业务的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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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汇聚社区节点平台；
——智慧社区业务自助机；
——健康监测设施设备及管理系统；
——租房的实名制管理及业务系统；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e）用户室内设施设计，至少包括：
——户内装修及布线；
——户内信息及控制网络；
——入户设施设备。
4.2 机房设施的设计
4.2.1 机房设施的设计内容至少应包括机房面积确定、机房位置选择、设备布置、机房环境要求、空
气调节要求、供配电要求、照明要求、消防与安全等。
4.2.2 机房设施的设计应符合附录 A 的要求。
4.3 综合布线设计
4.3.1 设置在社区内的通信网络和信息化系统设施应由综合布线系统链接社区内其他设施设备。综合
布线系统应包括：
a）社区内居民连接互联网等电信业务的通信网络和广电运营商网络；
b）社区内部管理使用的信息化系统网络。
4.3.2 综合布线系统应包括机房敷设光纤光缆经小区内光缆交接箱（或直达）至建筑物内的配线设备。
4.3.3 综合布线系统应为开放式网络拓扑结构，支持语音、数据、广播电视、多媒体等多种业务信息
传递和应用，包括室外综合布线和入户综合布线。
4.3.4 光纤到用户单元的通信设施工程设计应能满足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平等接入、用户单元内的通
信业务使用者可自由选择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要求。
4.3.5 室外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应符合 GB 50311 和附录 B 的中所规定的要求，系统应包括建筑群子
系统、干线子系统和配线子系统。
4.3.6 入户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应符合 GB 50846 中所规定的要求，系统应包括总控和各房间的分控
间的布线。
4.3.7 每一个用户单元区域内应设置 1 个家居配线箱。家居配线箱应满足 DB42/TXXXX 附录 A 的要求。
4.4 安全防范系统设计
4.4.1 系统配置及联网
4.4.1.1 系统应包括小区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和与安全防范相关的集成系统：
a）住户人/证核验的认证管理系统，包括发卡及授权管理系统；
b）小区出入管理系统（含人脸识别）
、停车场出入监控系统；
c）单元门禁及出入管理、监控系统；
d）通道、公共空间（含高空）等的视频监控预警及管理系统；
e）安全防范其他系统，如周界防范系统、巡更系统等。
4.4.1.2 系统可配置多种操控/显示终端，包括监视大屏、监控坐席、操作坐席、信息告示屏、自助一
体机、智能手机/APP（支持各种应用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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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3 系统应通过 4.3 的小区综合布线系统实现 4.4.1.1 各集成系统在小区内联网；可采用无线数
据通信技术和无线物联网技术作为小区综合布线系统的补充联网手段。
4.4.1.4 系统应能与小区安防相关的管理部门信息化系统对接（或提供信息化终端）、信息共享，包
括物业/保安、综治/网格员、公安/警务室、街道办、居委会等，按照相应权限实现具体业务的展示和
操作。可通过城市视频专网上传综治/公安部门的要求的安全防范相关数据和预警信息。
4.4.2 功能设计
4.4.2.1 系统应能实现小区的安全防范管理和预警，包括：
a）小区周界和公共区域的安全防范；
b）住户的安全防范；
c）小区人/车出入管理；
d）小区监控管理和预警（包括人员、通道、设备、周界等的异常预警）及协同管理；
4.4.2.2 系统能实现的功能应包括：
a）安防的实时监控/预警；
b）巡更/巡查及现场事件处置的实时录入和上传；
c）现场、监控室、小区管理、网格内多小区的多级联动；
d）安全防范和预警的分析统计数据及图表展示；
e）与综治/公安相关系统的前置平台对接，上传相关数据。
4.4.3 系统集成设计
4.4.3.1 系统集成设计的各子系统应整体实现相关功能要求。
4.4.3.2 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集成设计应包括：
a）系统组成设计：包括系统服务器（含内置的软件系统）
、存储设备、数据接口服务器等设备；
b）系统接入配置设计：
——应能接入 4.4.1.2 所列的多种操控/显示终端；
——应能接入 4.4.1.1 所列的各集成系统。
c）整体实现 4.4.2 对系统的各项功能要求。
4.4.3.3 住户认证及发卡管理系统集成设计应包括：
a）系统组成设计：包括人证核验设备、发卡设备、授权及管理系统等设备；
b）系统接入配置设计：
——配置的人/证核验设备应能实现身份证信息采集、护照扫描识别、现场人脸识别、人证核验等
功能；
——人/证核验设备应与发卡设备/系统链接，实现小区出入的授权管理；
——应能接入 4.4.3.3 的小区出入管理系统和 4.4.3.4 的单元门禁系统，实现小区的出入管理。
——应能接入 4.4.3.1 的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按要求上传相关数据。
4.4.3.4 小区及停车场出入管理系统集成设计应包括：
a）系统组成设计：包括人行通行设备（如摆闸、速通门、电动门等）、人脸识别系统、管理服务器、
视频服务器、出入监测摄像机、硬盘录像机等设备；
b）系统接入配置设计：
——应能 4.4.3.2 的发卡管理系统链接，实现小区出入的授权管理；
——应能 4.4.3.4 的单元门禁系统链接，实现出入的联动管理；
——应能接入 4.4.3.1 的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按要求上传相关数据，实现安防的预警联动。
4.4.3.5 单元门禁及出入监控系统集成设计应包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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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系统组成设计：包括可视对讲设备、监控摄像头、多元检测读头（含小区卡、二维码、身份证
物理卡号等）
、单元门锁（可反馈开门信息）、门内开门按钮、单元住户信息综合管理设备等设备；
b）系统接入配置设计：
——应能 4.4.3.2 的发卡管理系统链接，实现小区出入的授权管理；
——应能 4.4.3.3 的单小区出入管理系统链接，实现出入的联动管理；
——后视监控摄像头应能接入 4.4.3.5 的视频监控识别及预警系统，单元门未关时预警；
——应能接入 4.4.3.1 的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按要求上传相关数据。
4.4.3.6 视频监控识别及预警系统集成设计应包括：
a）系统组成设计：包括监控摄像机、视频服务器、硬盘录像机等设备；
b）监控部位设计：在视频监控的范围内（小区出入口、小区主干道路交叉口、小区周界各防区、
高空、各楼栋单元地面出入口及地下出入口、电梯轿厢、地下车库内通道及出入口、公共地下室内通道
及出入口、小区变配电房及智慧社区系统设备间、物业财务室等）合理布防监测设备；
c）系统接入配置设计：
——应合理配置硬盘录像机、视频服务器；
——监控和预警数据/图像/视频等应接入 4.4.3.1 的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实现监控和预警；
——链接周界防范系统等相关安防集成系统，实现联动/预警功能。
——接入 4.4.3.1 的视频监控识别及预警系统，与监控坐席配合，实现视频监控上墙、多路画面分
割视频轮巡和云台控制功能；视频监控预警/告警及相应图片/视频在监控坐席上自动弹现。
d）功能设计：
——周界监控摄像机应具有智能分析的越界报警功能；
——小区出入口摄像机应具有人脸识别功能；
——监控摄像应具有联动功能，以配合系统识别、预警等功能的实施。
4.4.3.7 周界防范系统集成设计应包括：
a）系统组成设计：应采用先进入侵检测技术，不宜安装周界电子围栏的场合可补充红外对射等报
警装置。脉冲式电子围栏技术的周界防范系统集成包括电子围栏控制器、多功能拉力杆、专用多股合金
丝、专用高压绝缘线、万向底座及配套设施、声光报警灯等设备；
b）防区设计：每个防区应不大于 70m，无盲区/死角，现场设置声光报警灯；
c）系统接入配置设计：
——每个防区应至少配备 1 个摄像机；
——布防、监控和预警数据/图像/视频接入 4.4.3.1 的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实现监控和联
动/预警；
4.4.3.8 巡更系统集成设计应包括：
a）系统组成设计：包括巡更系统和巡查钮或读卡器、采集器等设备；
b）系统接入配置设计：
——巡更的保安人员应按编制配置手持智能终端，实现现场状态采集和数据录入功能；
——应能接入 4.4.3.1 的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实现巡更管理，按要求上传相关数据。
4.4.3.9 紧急呼叫（求助）系统集成设计应包括：
a）系统组成设计：包括紧急报警柱（钮）、家庭用入侵探测和紧急求助（报警）装置、移动式求助
（报警）装置等设备；
b）系统接入配置设计：
——应在公共区域合理配置紧急报警柱（钮）
，任一点至最近紧急报警柱（钮）不应超过 100 米。
；
——可在家庭的门、窗等部位安装入侵探测；可在户内设置紧急求助（报警）装置、移动式求助（报
警）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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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能接入 4.4.3.1 的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实现求助/报警管理，按要求上传相关数据。
（3）入侵探测：建议作单独列项：建议的部位为：住宅的出入口、地面一、二层住宅外墙窗户，
小区变配电房及智慧社区系统设备间门、窗；社区活动中心器械室门、窗；物业财务室等贵重财物场所
门、窗。
4.4.3.10 消防监测系统集成设计应符合 GB50166、GB50263、GB50261、GB50116、DB42/T 1338 等标准
的相关要求；
4.4.3.11 信息发布系统集成设计应包括：
a）系统组成设计：包括服务器和室外屏、室内屏、公共广播系统（多媒体播放器、电源时序器、
前置放大器、后级功放、草地喇叭等）等设备；小区安全防范预警系统应能通过信息发布系统直接进行
信息发布；应支持视频、音频、图片、语言、文本等多种媒体，支持轮播、插播、弹屏等多种播放方式。
b）系统接入配置设计：
——应按照 4.5.4 的系统功能要求设计配置公共广播系统；应合理配置室外屏、室内屏；
——应能接入 4.4.3.1 的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实现预警信息的发布，按要求上传相关数据。
4.5 信息化应用系统设计
4.5.1 公共设施监管系统
4.5.1.1 应通过 4.3 的小区综合布线系统实现公共设施监管系统与各公共设施设备在小区内的联网。
4.5.1.2 公共设施监管系统的集成内容应包括变/配电检测、社区道路/景观照明智能监控、社区环境
（空气、温湿度、噪声、水体）监测、电梯监控管理、给排水设备监控、通风/空调设备监控、能源计
量及监测、小区电动车辆充电设施监控、公共资产管理等。
4.5.1.3 可将公共设施监管系统集成设计为一体化的系统设备，安置在 4.2 的机房内。
4.5.1.4 应对 4.5.1.5 所列系统监测和管理系统的监测数据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以图表的表达形式实
时展示。
4.5.1.5 公共设施监管系统应控制和采集相关数据包括：
a）变/配电检测：通过小区管理中心对于小区高低配电房及变配电设备监视、报警、管理及程序控
制，供配电系统应提供对于重要电气设备的控制程序、时间程序和相应的联动程序；
b）社区道路/景观照明智能监控：实现社区路灯自动节能功能。应至少支持以下功能：
——光线强度感知自动开关；
——感知红外线，自动调节亮度；
——损坏或非正常工作路灯自动报警信息；
——路灯定时、远程遥感控制，可实现单灯控制管理。
c）社区环境如空气（PM2.5、PM10值）、温湿度、噪声、水体（浊度SS、PH值）等的监测：对室内
/外空气质量等环境数据进行动态监控，在室外区域和房间内设置监测点，以智能终端、社区公示、网
络发布等方式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环境监督；
d）电梯监控管理：监控电梯的安全运行；实现电梯的权限控制，通过卡片权限限制（业主或住户）
到达楼层；安保人员可到达所辖区域的任意电梯/楼层；与对讲系统联动实现临时访客和住户互访；
e）给排水设备监控：在排水管道、排水口、海绵城市关键部件（集水口、蓄水池、过滤井、出水
井）配置水量、水质和基础设施状态监测设备，控制污水排放和雨水利用，监测基础设施状态；
f）通风、空调设备监控：为建筑物内的机电设备（如：冷却塔、冷水机组、空气处理机、气控设
备等）提供优化控制；包括设备控制、循环控制、最佳起/停控制、数学功能、逻辑功能、趋势运行记
录、报警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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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能源计量及监测：对能源系统集中监控、统一管理、统一协调，实现有效在线调控，管控内资
源的有效应用，低碳与高效；能耗系统发生故障时可对故障点迅速、精准定位，借助能耗计量设备协同
调配，将经济损失缩化到最小，确保生产正常运行；
h）小区电动车辆充电设施监控：提供配电、充电、安全防护等监控功能，对充电、配电设备集中
监控制管理；与配电网智能系统配合，动态调控，有效利用电网资源，减少对电网的影响。应至少支持
以下功能：
——配电监控子系统：对配电设备实时监控与管理；
——充电监控子系统：对充电桩的实时运行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实现充电计费、充电设施智能
负荷调控；
——设备管理子系统：对配电/充电设备、充电架等的台账管理、运行记录、维护更换记录等。
i）公共资产管理：通过为小区物业固定资产（如电视屏等）配备唯一识别标签（可为RFID、二维
码、条形码等）进行管理；通过标签扫描读取资产信息，采集录入公共设施监管系统/物业管理平台实
现对资产的监控。应至少支持以下功能：
——固定资产信息即时查询；
——固定资产信息的录入、修改与编辑；
——固定资产监控。
4.5.2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
4.5.2.1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内容应包括：
a）基础服务：社区秩序维护、设备设施维护（工单处理）、环境管理和住户服务等；
b）智慧信息化服务：小区公共信息、物业/水电等缴费的远程服务、在线业务、社区文化、账目公
示、服务报告、客户投诉处理、新业务推广和受理（含业务指南、收费查询）等。
4.5.2.2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可依据小区物业管理的实际需求和小区的智能化系统的来配置设计。
4.5.2.3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应通过 4.3 的小区综合布线系统与小区内其他信息化系统链接，实现多系
统的联动，物业管理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4.5.2.4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应通过各种智能终端（APP）向住户发布信息、提供服务。
4.5.2.5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应与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系统进行授权对接。
4.5.2.6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可链接导入社区服务智能一体机，为住户提供自助的社区服务和新业务，
如小区的续租业务、补卡业务、证照办理等。
4.5.3 一卡通系统
4.5.3.1 一卡通系统的集成内容应包括门禁管理、停车场管理、消费管理、考勤管理、巡更管理等。
4.5.3.2 一卡通系统应采用统一数据库管理、统一发卡中心，通过控制管理中心授权于同一张 IC 卡（不
宜在各分系统分别授权）；可设计在社区内多个子系统使用同一张 IC 卡，包括：
a）门禁管理：小区出入口和单元门的出入管理、信息记录、报警等；
b）停车场管理：小区停车场车辆进出、收费自动化管理等；
e）消费管理：内部信用卡，实现内部消费电子化；
c）考勤管理：内部人员考勤及统计、查询等；
d）巡更管理：保安、巡逻人员的签到，优化内部管理。
4.5.4 公共广播系统
4.5.4.1 公共广播系统的集成内容应包括背景音乐的播放、发布通知、紧急呼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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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2 公共广播系统可包括紧急广播与背景音乐系统。可在社区广场、中心绿地、楼梯间和道路交
汇处设计设置音箱、音柱等放音设备；可同时控制多台音源设备，外接多种音源。可设计支持以下功能：
a）定时/定区域/定节目的业务性广播（公共通知、科普知识、娱乐节目等）、寻呼等；自动开/
关机，全自动无人值守；
b）可插播紧急寻呼，任意分区（一个、几个或所有区域）；可指定分区插入业务广播、会议广播
和通知等；未寻呼/插播的区域仍播放背景音乐；
c）发生紧急事件时作为紧急广播可强制切入；可自动接收消防触发信号并语音报警，设定相邻一
层至四层的语音报警。
4.5.5 物业信息发布系统
4.5.5.1 物业信息发布系统是物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子系统。
4.5.5.2 物业信息发布系统的集成内容应包括信息发布、值班管理、物业费用、维修记录等。应至少
设计支持以下功能：
a）信息发布：物业管理向小区住户的户内机/智能APP发送通知信息，如停水/停电公告等；
b）值班管理：管理中心值班状况，包括值班人员的编号姓名、值班顺序，系统自动记录值班人员
和日期，可查询追溯；
c）物业费管理：管理者录入小区物业等费用，通知住户并提供查询；
d）维修记录：录入住户的报修、维修、保修用户编号，报修处置后录入维修人员、时间和结果。
4.5.6 停车场管理系统
4.5.6.1 停车场管理系统的集成内容应包括停车场管理、出入监控/统计、停车诱导等。
4.5.6.2 应至少设计支持以下功能：
a）停车场管理：车辆出入控制、计费管理，不停车进出，进出/停车时信息比对以防范盗车；
b）出入监控/统计：车牌抓拍、前端车牌分析，实时记录车辆进出，杜绝一卡多车现；
c）停车诱导：检测小区停车场车位信息，对车辆进行停车诱导。
4.6 智慧社区业务系统设计
4.6.1 基础环境设计
4.6.1.1 小区的室内公共活动区域面积应不低于小区建筑面积的 5‰。
4.6.1.2 电信运营商应光纤入室、宽带接入能力应不低于 1000Mbps、WIFI 无线网络应室内全覆盖、无
线数据网应室内全覆盖；党建及视听区应接入广电高清/超清电视双向网络；应接入小区局域网。
4.6.1.3 环境及装修要求：
a）室内电子信息系统的设备环境（机房）应按照附录 A 的要求；
b）室内公共活动区域应配置空调和新风系统；
c）室内装修及装饰装修材料选择应按照 GB 50325 的有关规定。
4.6.1.4 室内公共活动区域设置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a）老年人活动中心：环境安静、方便老年人出入（无电梯的建筑应设置在一层）；按功能可分为
棋牌、音乐/戏曲及视听、休息、体育运动、健康及理疗等功能区；
b）党建及社区文明建设：党建资料展示/阅览、社区文明建设成果宣传等，应提供独立阅览环境；
c）社区服务咨询及接待中心：提供咨询服务、信息查询、服务登记、物业费/停车费收缴、房屋出
租/租赁信息登记备案等；
d）自助服务区：采用电子信息屏实时发布社会热点新闻、小区公告、物业服务信息等信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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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一体机提供信息查询、缴费、小区办卡、租房续延、证/照办理等业务。
4.6.1.5 室内公共活动区域的管理和安全防范至少应包括：
a）配置出入管理设施设备（如门禁/小区一卡通）进行室内公共区域的出入管理；
b）安装电子信息显示屏，提供公共信息发布服务；
c）安装视频监控进行 7×24 小时无死角监控；
d）涉及个人隐私和安全的自助服务业务（自助一体机）应提供封闭的业务环境；
e）链接小区公共广播系统，平时播放背景音乐、紧急情况可发布通知信息/紧急避险通知。
4.6.2 小区新业务设施设备的配置设计
4.6.2.1 老人活动中心的设施设备可配置：
a）棋牌区：棋牌/麻将等老人智益活动的相关设施设备；
b）音乐/戏曲及视听区：电视机、音响及扩音系统、灯光等视/听活动设施设备；
c）休息区：电视机、茶饮等休闲设施设备；
d）体育运动区：室内运动器械、泳池等设施设备；
e）健康及理疗区：智能按摩椅等健康/理疗设施设备。
4.6.2.2 小区入户家政服务/业务管理的设施设备可配置：
a）家政服务员实名认证管理/授权系统；
b）小区入户家政服务/业务接入管理系统（云平台）
。
4.6.2.3 拼团类服务的设施设备可配置：
a）拼团类服务（如旅游、购物、小区组织活动等）的接入管理系统（云平台）
；
b）小区拼团类业务的审批/报备（居委会等）管理系统。
4.6.2.4 电商、新零售的小区落地服务的设施设备可配置：
a）代收/寄服务中心相关设施设备；
b）智能配送储物柜/冷柜等；
c）自动售货机等；
d）提供落地服务的小区便利店。
4.6.3 健康监测设施设备及管理系统
4.6.3.1 居家养老及健康干预的设施设备可配置：
a）居家养老及健康干预咨询管理系统（云平台），可对接专业的医疗机构（如社区医院）
；
b）链接 4.6.2.2.a）云平台的健康监测自助智能一体机；
c）链接 4.6.2.2.a）云平台的便携式健康监测多功能设备；
d）链接 4.6.2.2.a）云平台的穿戴式健康监测设备。
4.6.3.2 家庭病床及护理的设施设备可配置：
a）与专业医疗机构对接的业务系统（云平台）
；
b）具备健康监测、链接 4.6.2.3.a）云平台的多功能智能轮椅；
c）具备健康监测、链接 4.6.2.3.a）云平台的多功能智能病床；
d）4.6.3.1.c）和 d）的设施设备。
4.6.4 业务汇聚社区节点平台
4.6.4.1 业务汇聚社区节点平台应能对接业务汇聚平台，遵循“统一接入、统一门户”的原则，实现
社区业务的有序运营，以适应未来社会化智慧社区业务的规模运营。
4.6.4.2 业务汇聚社区节点平台的系统架构和功能要求应符合 DB42/T 1320 中附录 B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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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3 业务汇聚社区节点平台的设计至少应包括：
a）系统平台（业务接入一体机）
，包括对接业务汇聚平台的业务接口、支付清分结算接口；
b）业务/客服坐席；
c）业务门户：一体机操作门户、移动智能终端 APP、家庭电脑门户、电视机门户；
4.6.4.4 业务汇聚社区节点平台的功能应包括：
a）接入业务汇聚平台提供的各项服务；
b）按照直通的接入方式接入：
——小区物业管理服务平台业务；
——电子政务、街道社区等服务平台提供的信息和服务；
——周边商圈、家政服务等具有区域特征的第三方业务平台；
c）连接街区的电子政务、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业务平台；
d）接入业务门户，为家庭客户提供上述接入的业务；
e）提供客服管理功能，也能通过业务汇聚平台接入第三方客服平台，为家庭客户提供专业化的客
户服务。
4.6.5 智慧社区业务自助一体机（系列）
4.6.5.1 应能对接 4.6.4 业务汇聚社区节点平台，承载业务汇聚平台的远程下载业务。
4.6.5.2 智慧社区业务自助一体机（系列）可包括：
a）提供 4.6.1.4.d）功能的社区业务自助办理一体机；
b）提供 4.6.3.1.b）功能的健康监测自助智能自助一体机；
c）提供小区汇聚接入业务（如 4.6.2.2 入户服务、4.6.2.3 拼团类业务等）的自助办理一体机。
4.6.5.3 根据业务可集成身份证识别、卡/证和二维码识别、人脸识别（拍照）、支付宝/微信/银行卡
等多种支付、文件/票据打印等功能。应具备个人身份验证功能。
4.6.5.4 应提供个人终端 APP 的下载功能。
4.6.6 租房的实名制管理及业务系统
4.6.6.1 租房管理平台功能架构和功能要求应符合相关行业的要求。
4.6.6.2 租房管理平台的设计至少应包括：
a）租房业务系统，包括系统平台、人/证核验设备、业务坐席、移动智能终端 APP（依不同角色分
为管理端和用户端）
；
b）房屋管控系统，包括管控平台、租房用智能门锁；
c）通信网络/系统设备等基础支撑。
4.6.6.3 人/证核验设备（应至少配置 2 台）：实现的认证管理的功能包括：
a）房源实名认证：租房管理平台的房源应通过房源认证，由业主（房东）采用人/证核验设备现场
配合操作完成；
b）入住实名认证：租客入住时应进行入住认证，采用人/证核验设备现场操作完成；
c）人/证核验设备应纳入 4.4.4.1 安全防范预警综合管理系统管理。
4.6.6.4 业务坐席、移动智能终端 APP：实现的业务功能包括：
a）租房业务（订房/交易等）
；
b）完成租客租房时的实名认证。
4.6.7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4.6.7.1 供配电线路应在配电房出线处（或更上一级处）与居民生活用电供配电线路分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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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2 供配电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053、GB 50054、GB 50055 相关规定，应预留变电所的扩容空间。
4.6.7.3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建比例应不低于停车位数量的 18%。
4.7 户内设施设计
4.7.1 户内装饰及布线
4.7.1.1 户内装饰材料选择应按照 GB 50325 的有关规定。
4.7.1.2 户内布线应简明，布线工程的设计和工艺应满足 GB 50846 的技术要求。
4.7.1.3 户内布线的设计应包括互联网（有线和无线）、视听总线（电信和广电）；户内的设施包含
智能家居时布线应包括控制总线。户内布线可参照附录 1 的 B1.5 要求。
4.7.2 室内信息及控制网络
4.7.2.1 室内信息及控制网络的设计应符合相关行业的要求。
4.7.2.2 电信运营商的通信网络应采用光纤入户的先进技术，接入家庭用户的通信网络：
a）带宽应不低于 100MHz；
b）应能承载互联网（含室内覆盖的 WIFI）
、IPTV、电话等多项业务。
4.7.2.3 接入家庭用户的广电网络应是双向网络：
a）应能承载高清/超清电视的直播业务和时移、回放、点播等双向业务；双向业务应能保持高清/
超清电视的画面质量。
b）应能承载互联网业务；利用广电互联网拓展 OTT 视听双向业务时，应能保证高清电视的画面质
量。
4.7.2.4 智能家居的控制网络应满足相关行业的要求。
4.7.2.5 电信运营商网络和广电运营商网络应统一接入家庭用户的信息配线箱的接线端。
4.7.2.6 各总线应由信息配线箱统一接出，通过线缆联接分布至各厅房。
4.7.2.7 宜采用多元集控总线完成室内信息及控制网络至各厅房的有线分布。
4.7.3 入户设施设备设计
4.7.3.1 入户设施设备设计至少应包括安全防范设施、环境监控设施、智能家居系统、生活健康监测
设施等，入户设施设备设计应符合 DB42/T1226 的规定。
4.7.3.2 安全防范系统：应至少设计以下设施和功能：
a）门禁控制：包括可视通话、二维码/密码授权等功能；
b）智能门锁：包括指纹、密码、刷卡等开锁方式；
c）入侵报警：配置门/窗磁、入侵视频监测等装置，非法入侵时报警，报警信号可通过4.7.3.4的
智能家居系统发送给业主手机和小区管理中心；
d）煤气泄漏处置和报警：配置煤气泄漏监测/处置装置，煤气泄露时自动关闭阀门、打开窗户并报
警，报警信号处置同4.7.3.2.c）
；
e）烟火报警：配置温度/烟感探测器，火警发生时报警，报警信号处置同4.7.3.2.c）
；
f）紧急按钮报警：配置紧急呼救按钮，遇到重病、盗贼闯入等需要求助时按下按钮报警，报警信
号处置同4.7.3.2.c）
。
4.7.3.3 环境监控装置：配置家居环境（温/湿度等）、空气质量检测器装置，与新风设备、空调/采
暖设备等联动控制；紧急情况报警，报警信号处置同 4.7.3.2.c）。
4.7.3.4 智能家居系统：应符合 DB42/T1226 的规定，应实现本地控制（控制面板）和无线遥控（遥控
器），可采用智能手机控制（含远程控制）；应至少设计支持以下功能（不限于）：
a）家居设备控制：如灯光、电器、窗帘、背景音乐等的智能控制；
b）家电设备的链接和控制：如冰箱、空调、电视等的接入和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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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联动及场景控制（可灵活设置）：控制或智能触发下，各家居/家电设备相应联动，包括离/回家、
会客、娱乐、影视、用餐、聚会、休闲等。
4.7.3.5 生活健康设施：应至少设计以下设施和功能：
a）配置 4.6.3.1.c）和 d）的设施设备；根据需要配置 4.6.3.2.b）和 c）的设施设备；
b）相关设施设备与 4.6.3.1.a）或 4.6.3.2.a）的云平台链接，提供业主家庭健康参数的记录与分
析，包括小区住户的健康信息，相关信息传送到小区管理中心或医疗保健专家；
c）紧急情况报警，报警信号处置同 4.7.3.2.c）。
5 施工验收
5.1 项目验收的一般规定
5.1.1 社区工程项目应按照工程实施的一般规则进行验收。
5.1.2 社区工程项目应按照建筑建设的顺序进行同步验收，验收合格后进入下一道工序的施工，并应
做记录：
a）交接检验应由施工单位、建设单位代表或监理工程师共同进行，并应在验收记录上签字。
b）交接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供下列文件: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竣工图、设计变更通知或相关文件；
——设备和主要材料的出厂合格证、说明书等技术文件；设备、主要材料的检验记录；
——工程验收记录。
5.1.3 项目经理应填写交接记录，施工单位代表、建设单位代表、监理工程师等相关人员应确认签字。
5.2 智慧社区、智慧家庭的验收规则
5.2.1 智慧社区、智慧家庭的施工验收应在 5.1.1 社区工程项目按一般规则验收之后进行。
5.2.2 智慧社区、智慧家庭的施工验收应包括：
a）基础设施（机房设施、综合布线）
；
b）安全防范系统；
c）信息化应用系统；
d）智慧社区业务系统；
e）户内装修及设施设备；
5.3 智慧社区、智慧家庭的验收要求
5.3.1 基础设施及综合布线
5.3.1.1 机房设施的施工验收应包括机房面积、机房位置、机房环境、制冷系统、供电系统、机房照
明、消防系统等。机房设施的施工验收的要求按照附录 A。
5.3.1.2 综合布线的施工验收的要求应包括综合布线总体规划、分工界面、光纤配线的辖区设置、配
线子系统、干线子系统和建筑群子系统、入口设施配置、入户综合布线，其中：
a）智慧社区、智慧家庭光缆、管道及相关配套设施应符合 GB50847 及附录 B；
b）智慧社区、智慧家庭电缆及相关配套设施应符合 GB50312 及附录 B。
5.3.1.3 基础设施及综合布线的施工验收分值表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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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基础设施及综合布线 施工验收分值表
施工验收核验要求（分值%）

序

项目/对标条款

号

Ⅰ（≤60%）

Ⅱ（61%-80%）

基本满足面积要求

Ⅲ（81%-100%）

分值权重
/得分

机房设施：
1

机房面积/A.2

低于面积要求下限

优于面积要求

6/

2

机房位置/A.3

不尽合理（有干涉）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6/

3

设备布置/A.4

无分区/分区不合理

分区/通道不尽合理

满足要求

8/

4

机房环境/空调设施/A.5、A.6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优于要求

8/

5

供配电设施/A.7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不间断

优于要求

8/

6

照明设施/A.8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优于要求

6/

7

消防与安全/A.9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优于要求

8/

8

综合布线总体规划/4.3、B.1

不尽合理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10/

9

分工界面/4.3、B.1.3、B.1.4

有分工界面/不合理 分工界面基本合理

分工明确/界面合理 6/

10

光纤配线的辖区设置/4.3、B.1.4

不尽合理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6/

11

配线子系统/4.3、B.2

不尽合理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6/

12

干线子系统/建筑群子系统/4.3、B.3 不尽合理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6/

13

入口设施配置/4.3、B.4

不尽合理

基本满足要求

满足要求

6/

14

入户综合布线/4.3、B.1.5

分布式布线

+标准家居配线箱

+标准复合总线

10/

5.3.2 安全防范系统
5.3.2.1 安全防范系统的验收应包括系统配置及联网、系统功能、系统集成等方面。
5.3.2.2 安全防范系统的施工验收应符合 4.4 的要求。
5.3.2.3 基础设施及综合布线的施工验收分值表见表 5.2。
表5.2 安全防范系统 施工验收分值表
序
号

施工验收核验要求（分值%）
项目/对标条款
Ⅰ（≤60%）

1

系统配置及联网/4.4.1

2

具备基本配置

Ⅱ（61%-80%）

Ⅲ（81%-100%）

分值权重
/得分

增强/部分联网

全配置/联网

8/

系统功能/4.4.2、
4.4.3.1（含 3-12） 具备 60%功能

具备 61%-80%功能

具备 81%-100%功能

8/

3

安全防范预警管理系统/4.4.3.2

配置预警平台系统

+集成全部系统

+全部操控客户端

15/

4

住户认证及发卡管理/4.4.3.3

发卡管理/授权

+住户实名认证

+数据传综治/公安

10/

5

小区及停车场出入管理/4.4.3.4

基本功能/小区卡

+手机/人脸/无感知 +拍照/异常预警

8/

6

单元门禁及出入监控/4.4.3.5

基本功能/小区卡

+手机/人脸/无感知 +拍照/门未关预警

8/

7

视频监控识别及预警/4.4.3.6

视频监控

+智能识别预警

+高空抛物报警

10/

8

周界防范系统集成/4.4.3.7

具备基本功能

+视频监控联动

+视频监控预警联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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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安全防范系统 施工验收分值表（续）
序
号

施工验收核验要求（分值%）
项目/对标条款
Ⅰ（≤60%）

Ⅱ（61%-80%）

Ⅲ（81%-100%）

分值权重
/得分

9

巡更系统集成/4.4.3.8

具备基本功能

+智能巡更 APP

+可实时巡更管理

5/

10

紧急呼叫（求助）/4.4.3.9

具备基本功能

+移动求助覆盖

+可实时调度管理

5/

11

消防监测/4.4.3.10

具备基本功能

+消防通道布防

+增强布防/联网

10/

12

信息发布/4.4.3.11

具备基本功能

+信息屏覆盖小区

+居民 APP 覆盖

5/

5.3.3 社区信息化应用系统
5.3.3.1 社区信息化应用系统的验收应包括公共设施监控系统、物业管理信息系统、一卡通系统、公
共广播系统、物业信息发布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等。
5.3.3.2 社区信息化应用系统的施工验收应符合 4.5 的要求。
5.3.3.3 基础设施及综合布线的施工验收分值表见表 5.3。
表5.3 社区信息化应用系统的施工验收分值表
序
号
1

施工验收核验要求（分值%）
项目/对标条款
Ⅰ（≤60%）
公共设施监管系统/4.5.1

Ⅱ（61%-80%）

联网/能采集数据

一体化集成监管

Ⅲ（81%-100%）

分值权重
/得分

统计分析/图表展示 5/

2

变/配电检测/4.5.1.5.a）

参数监测/报警

设备监测/联网报警 程序/联动控制

5/

3

社区道路/景观照明监控.b）

定时控制

+联网/故障报警

+智能控制

5/

4

社区环境监测.c）

空气质量检测

+温湿度/噪声检测

+信息发布/APP

5/

5

电梯监控管理.d）

基本监控管理

+权限控制

+对讲联动/访客

5/

6

给排水设备监控.e）

污/雨水排放利用

+水量/水质监测

+设施状态监测

5/

7

通风、空调设备监控.f）

参数监测/报警

设备监测/联网报警 +优化/联动控制

5/

8

能源计量及监测.g）

参数监测

设备监测/联网报警 +优化/联动控制

5/

9

小区电动车辆充电设施监控.h） 参数监测

设备监测/联网报警 +优化/联动控制

5/

10

公共资产管理.i）

信息化管理

配备唯一识别标签

统计分析/图表展示 5/

11

物业管理信息系统/4.5.2

信息化管理

智慧服务/用户 APP

+一体机服务

12/

12

一卡通系统/4.5.3

出入管理

+物业内部管理

+巡更/消费等管理

12/

13

公共广播系统/4.5.4

具备基本功能

+插入紧急广播

+分区插播紧急寻呼 8/

14

物业信息发布系统/4.5.5

具备基本功能

+短信通知/户内机

+信息屏/APP

8/

15

停车场管理系统/4.5.6

出入管理

+出入监控/统计

+停车诱导

10/

5.3.4 智慧社区业务系统
5.3.4.1 智慧社区业务系统的验收应包括系统基础环境、小区新业务设施设备、健康监测设施设备及
管理系统、业务汇聚社区节点平台、智慧社区业务自助一体机（系列）、租房实名制管理及业务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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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2 智慧社区业务系统的施工验收应符合 4.6 的要求。
5.3.4.3 基础设施及综合布线的施工验收分值表见表 5.4。
表5.4 智慧社区业务系统的施工验收分值表
序
号
1

施工验收核验要求（分值%）
项目/对标条款
Ⅰ（≤60%）
基础环境设计 4.6.1

Ⅱ（61%-80%）

Ⅲ（81%-100%）

分值权重
/得分

不尽合理

较合理

很合理

5/

高于 5‰

5/

2

室内公共活动区域面积 4.6.1.1

低于 3‰

基本达到 5‰

3

网络接入/覆盖 4.6.1.2

光纤接入/无线差

WIFI/无线数据覆盖 各网络全面覆盖

5/

4

环境及装修 4.6.1.3

基本装修

环境良好/空调

+新风/环境监测

5/

5

活动区域设置 4.6.1.4

无独立老人活动区

老人活动无分区

功能完备/分区清晰 5/

6

活动区管理和安全防范 4.6.1.5

信息发布/视频监控 +出入管理设施

+涉隐业务环境封闭 5/

设施设备不尽齐备

设施设备较完备

7

小区新业务设施设备 4.6.2

设施设备基本完备

5/

8

老人活动中心 4.6.2.1

棋牌区/休闲创作区 +活动区/理疗区

+音乐/戏曲/视听区 7/

9

入户家政服务/管理 4.6.2.2

入户服务无管理

+实名认证/登记

+信息化管理/平台

8/

拼团类服务/设施设备 4.6.2.3

拼团类服务无管理

+有组织/登记报备

+信息化管理/平台

5/

电商/新零售落地服务 4.6.2.4

人工代收/寄服务

+部分自助设备

+落地服务便利店

5/
8/

10
11
12

健康监测设备/管理系统 4.6.3

提供穿戴式服务

+健康监测自助机

+云平台/专业机构

13

业务汇聚社区节点平台 4.6.4

具备基本业务平台

链接业务汇聚平台

接入周边系统/业务 8/

14

智慧社区业务自助一体机 4.6.5

社区业务自助办理

汇聚业务自助办理

支付/票据功能齐全 8/

15

租房实名管理/业务系统 4.6.6

信息化化租房交易

房源实名认证

入住认证/出入管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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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4.6.7

与生活用电未分开

配建比例不足

配建比例满足要求

8/

5.3.5 户内装饰及设施设备
5.3.5.1 户内装饰及设施设备的验收应包括室内装修及布线、室内信息及控制网络、入户设施设备设
计等。
5.3.5.2 户内装饰及设施设备的施工验收应符合 4.7 的要求。
5.3.5.3 户内装饰及设施设备的施工验收分值表见表 5.5。
表5.5 户内装饰及设施设备的施工验收分值表
序
号

施工验收核验要求（分值%）
项目/对标条款
Ⅰ（≤60%）

Ⅱ（61%-80%）

Ⅲ（81%-100%）

1

室内装饰及布线 4.7.1

装饰材料符合要求

布线符合规范

2

室内信息及控制网络 4.7.2

家居配线箱规范

接线端统一接入/出 采用多元集成总线

分值权重
/得分

+智能家居有线布线 10/
10/

3

通信网络 4.7.2.2

光纤入户/100M

+室内 WIFI 全覆盖

+无线数据网全覆盖 5/

4

广电网络 4.7.2.3

高/超清基本业务

+高清时移/回放

+互联网业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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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户内装修及设施设备的施工验收分值表（续）
施工验收核验要求（分值%）

序

分值权重

项目/对标条款

号

Ⅰ（≤60%）

5

智能家居的控制网络 4.7.2.4

6

入户设施设备 4.7.3

Ⅱ（61%-80%）

Ⅲ（81%-100%）

/得分

有线控制网络

微网关/混合网络

智能识别/即插即用 10/

智能单品

智能家居系统控制

+面板控/遥控器

10/
10/

7

安全防范设施 4.7.3.1

智能门禁

+智能锁/入侵报警

+烟感/煤气监控

8

环境监控设施 4.7.3.2

温/湿度环境检测

空气质量检测

+新风空调地暖联动 10/

9

智能家居系统 4.7.3.3

智能家居设备控制

家电设备链接控制

联动及场景控制

20/

10

生活健康监测设施 4.7.3.4

紧急呼救设施

+穿戴设备

+检测设备/云平台

10/

6 智慧社区的等级评价
6.1 总则
6.1.1 智慧社区的等级评价采用综合评价方式，按照施工验收分值统计和综合评价测算。
6.1.2 施工验收分值统计按照表 5.1 至 5.5 的施工验收分值表，包括：
a）基础设施及综合布线的施工验收分值表（满分 100 分）
；
b）社区安全防范系统的施工验收分值表（满分 100 分）
；
c）社区信息化应用系统的施工验收分值表（满分 100 分）
；
d）智慧社区业务系统的施工验收分值表（满分 100 分）
；
e）户内装修及设施设备的施工验收分值表（满分 100 分）
。
6.2 综合评价
6.2.1 综合评价得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综合评价得分=Σ施工验收分值表/5
6.2.2 智慧社区的等级评价按照表 6。
表6 智慧社区的等级评价表

综合评价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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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星级智慧社区

三星级智慧社区

四星级智慧社区

五星级智慧社区

≥60 分且＜70 分

≥67 分且＜80 分

≥80 分且＜90 分

≥9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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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机房设施的设计
A.1 基本要求
A.1.1 机房设施的设计内容至少应包括机房面积确定、机房位置选择、设备布置、机房环境要求、空
气调节要求、空气调节要求、供配电要求、照明要求、消防与安全等。
A.1.2 机房设施的设计应满足4.1的总体要求。
A.2 机房面积
A.2.1 应根据设备外形尺寸平面布置而确定机房面积。
A.2.2 机房面积的测算公式可为：
a）主机房面积 A=KN（㎡）
：
式中： K——单台设备占用面积，可取 4.5～5.5（㎡/台）
；
N——计算机主机房内所有设备的总台数。
b）辅助机房间面积应不小于主机房面积的 1.5 倍。
c）工作室面积可按 4-5 ㎡/人计算；软/硬件人员办公室可按 5-7 ㎡/人计算。
A.3 机房位置选择
A.3.1 机房在多层建筑或高层建筑物内宜设于第一、二层。
A.3.2 机房位置应：
a）远离粉尘、油烟、有害气体及易燃、易爆和具有腐蚀性的工厂、仓库、堆场等；
b）远离强振源、强噪声源，避开强电磁场干扰。
A.4 设备布置
A.4.1 机房设备应分区布置，宜分为主机区、存贮器区、数据输入区、数据输出区、通信区和监控调
度区等。需要经常监视或操作的设备布置应便于操作。
A.4.2 机房内通道应不小于1.2m；机柜正面相对间距应不小于1.5m，侧面距墙应不小于0.5m、需维修
测试面距墙应不小于1.2m。
A.5 机房环境要求
A.5.1 主机房的温、湿度应满足计算机设备的要求，至少应满足以下要求：
a）开机时：温度为 18-28℃之间、湿度为 40-70%之间，温度变化率不大于 10℃/h 且不结露；
b）停机时：温度为 5-35℃之间，湿度为 20-80%之间，温度变化率不大于 10℃/h 且不结露。
A.5.2 主机房空气含尘浓度在静态条件下，大于或等于0.5μm的尘粒数应少于18000粒/每升。
A.5.3 主机房噪声在设备停机条件下，在主操作员位置测量应不大于68dB（A）
。
A.5.4 主机房无线电干扰场强，在频率为0.15-1000MHz时应不大于126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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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5 主机房磁场干扰环境场强应不大于800A／m。无法避开强电磁场干扰或为保障计算机系统信息安
全时，可采取有效的电磁屏蔽措施。
A.5.6 主机房地面及工作台面的静电泄漏电阻应符合GB6650的规定，主机房内绝缘体的静电电位不应
大于1kV。
A.6 空气调节要求
A.6.1 主机房和辅助机房均应设置空气调节系统，机房应满足A.5.1的要求。
A.6.2 机房设备的散热量应按产品的技术数据进行计算，机房空调的热湿负荷应包括下：设备的散热、
建筑围护结构的传热、太阳辐射热、人体散热和散湿、照明装置散热、新风负荷。
A.6.3 对空调系统的要求至少应包括：
a）制冷能力应有 15%～20％的余量；
b）设备运行应可靠、节能高效、低噪、低振；系统应设消声装置；
c）风管及管道的保温、消声材料及粘结剂应为非燃烧/难燃烧材料。
A.6.4 主机房设置的空调设备应受机房电源切断开关控制，开关应靠近操作工位或主要出入口。
A.7 供配电要求
A.7.1 机房的供配电系统及用电负荷等级、供电要求等应符合GB50052的规定。机房应设置专用动力配
电箱，供配电系统应预留备用容量，系统应可扩展、可升级。
A.7.2 主机房应配置交流不间断电源系统供电。采用交流不间断电源设备时，应按现行GB50052和行业
标准的规定采取限制谐波分量措施。
A.7.3 城市电网电源质量不能满足机房设备要求时，应能采用电源质量改善措施和隔离防护措施。
A.8 照明要求
A.8.1 机房照明照度应满足设备操作的要求。主机房平均照度应不低于500 1x；辅助工作间的平均照
度应不低于200 1x。
A.8.2 机房应设置备用照明，备用照明的照度应不低于机房平均照明的1/10。
A.9 消防与安全
A.9.1 机房应配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并应GB50116的规定。
A.9.2 机房应采用感烟、感温的组合监测，吊顶上、下及活动地板下均应设置探测器和喷嘴。机房应
配置二氧化碳或卤代烷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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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综合布线的设计
B.1 总体要求
B.1.1 综合布线系统应包括机房敷设光纤光缆经小区内光缆交接箱（或直达）至建筑物内的配线设备。
B.1.2 室外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应符合GB 50311中所规定的要求，系统应包括如图B.1所示的建筑群
子系统、干线子系统和配线子系统。各子系统中：
a）建筑物内楼层配线设备 FD 之间、不同建筑物的建筑物配线设备 BD 之间可建立直达路由；工作
区信息插座 TO 可不经过楼层配线设备 FD 直接连接至建筑物配线设备 BD，楼层配线设备 FD 可不经过建
筑物配线设备 BD 直接与建筑群配线设备 CD 互连。
b）配线子系统中可设置集合点 CP。
CD

BD

FD

CP

TO

TE

配线子系统
综合布线系统

图B.1 综合布线结构示意图
B.1.3 应以用户接入点为通信设施工程的建设界面确定电信业务经营者和建筑物建设方的分工。
B.1.4 用户接入点的设置应符合GB 50846的要求。每一个光纤配线区宜辖70-300个用户单元。
B.1.5 入户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应符合GB 50846中所规定的要求，系统应包括如图B.2所示的总控T
O和各房间的分控TO´间的布线，其中：
a）总控 TO 应包括网络路由、视听、智能家居主机等，总控 TO 应集成在家居配线箱内。
b）入户总控 TO 应与运营商光纤网络直联，通过分控 TO´设备经缆线连接到终端设备 TE。
TO´-1

TE

...

TO

TE

...

运营商光纤入户

TO´-n

TE

家居配线箱

...
TE

TE

图B.2 家庭布线结构示意图
19

DB42/T XXXX—XXXX
B.1.6 每一个用户单元区域内应设置1个家居配线箱。家居配线箱应满足DB42/TXXXX附录A的要求。
B.2 配线子系统设计
B.2.1 应依据工程近/远期要求确定建筑物各层信息模块数量及位置，配线应留有发展余地。
B.2.2 电信间FD处通信缆线和计算机网络设备与配线设备间的连接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a）在 FD、BD、CD 处，电话交换系统配线模块间宜采用图 B.3 的跳线互连；
FD(BD、CD)

TO
跳线

电话主干电缆

水平电缆

干线侧
配线设备

水平侧
配线设备

信息插座

图B.3 电话交换系统缆线与设备间连接方式
b）计算机网络设备与配线设备的连接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 FD、BD、CD 处，计算机网络设备与配线模块间宜采用图 B.4 的跳线交叉连接；
FD(BD、CD)

FD(BD、CD)
跳线

数据主干电缆

设备缆线

干线侧
配线设备

TO
跳线

设备侧
配线设备

设备缆线

设备缆线

干线侧
配线设备

以太网交换机

设备侧
配线设备

光/电信息插座

图B.4 交叉连接方式
——在 FD、BD、CD 处，计算机网络设备与配线模块间可采用图 B.5 的设备缆线互连。
FD(BD、CD)
数据主干电缆

以太网交换机
设备缆线

FD(BD、CD)
设备缆线

TO
水平缆线

图B.5 设备缆线互连方式
B.2.3 连接至电信间FD的水平缆线应终接于FD处相应的配线模块，配线模块与缆线容量应相适应。
B.2.4 电信间FD主干侧配线模块应依据主干缆线容量、管理方式及模块类型/规格进行配置。
B.2.5 设备缆线和各类跳线应依据计算机网络设备的使用端口容量和电话交换系统的实装容量、业务
的实际需求或信息点总数的比例进行配置，比例范围宜为25%～50%。
B.3 干线子系统、建筑群子系统设计
B.3.1 干线子系统所需要的对绞电缆根数、大对数电缆总对数及光缆光纤总芯数应满足工程的实际需
求应留有备份容量。
B.3.2 干线子系统主干缆线宜设置电缆或光缆备份及电缆与光缆互为备份的路由。
B.3.3 电话交换机和计算机设备设置在不同设备间时，宜采用不同的主干缆线分别满足语音和数据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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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 在建筑物若干设备间之间，设备间与进线间及同一层或各层电信间之间宜设置干线路由。
B.3.5 设备间配线设备BD所需的容量要求及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主干缆线侧的配线设备容量与主干缆线的容量一致；
b）设备侧的配线设备容量与设备应用的光、电主干端口容量一致或与干线侧配线设备容量相同；
c）外线侧的配线设备容量应满足引入缆线的容量需求。
B.3.6 建筑群配线设备CD内线侧的容量与各建筑物引入的建筑群主干缆线容量一致。
B.3.7 建筑群配线设备CD外线侧的容量与各建筑物外部引入的建筑群缆线容量一致。
B.4 入口设施要求
B.4.1 建筑群主干电缆和光缆、公用网和专用网电缆、光缆等室外缆线进入建筑物时，应在进线间由
器件成端转换成室内电缆、光缆。
B.4.2 缆线的终接处设置的入口设施外线侧配线模块应按出入的电、光缆容量配置。
B.4.3 综合布线系统和电信业务经营者设置的入口设施内线侧配线模块应与建筑物配线设备BD或建筑
群配线设备CD之间敷设的缆线类型和容量相匹配。
B.4.4 进线间的缆线引入管道管孔数量应满足建筑物之间、外部接入各类信息通信业务、建筑智能化
业务及多家电信业务经营者缆线接入的需求，并应留有不少于4孔的余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