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犐犆犛１３．２００
犃９１
备案号：２５４４４—２００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行业标准

犃犙４１０１—２００８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监控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犛犪犳犲狋狔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犳狅狉犳犻狉犲狑狅狉犽狊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犵犲狀犲狉犪犾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狊

２００８１１１９发布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实施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发 布



书书书

犃犙４１０１—２００８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安 全 生 产

行 业 标 准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监控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ＡＱ４１０１—２００８



煤炭工业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３５号　１０００２９）

网址：ｗｗｗ．ｃｃｉｐｈ．ｃｏｍ．ｃｎ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开本 ８８０ｍｍ×１２３０ｍｍ １／１６　　印张 １

字数 １８ 千字　　印数１—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１月第１版　　２００９年１月第１次印刷

１５　５０２０·３２９

社内编号 ６０５５　　定价 １２．００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书书书

目　　次

前言 Ⅱ…………………………………………………………………………………………………………

１　范围 １………………………………………………………………………………………………………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１…………………………………………………………………………………………

３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１………………………………………………………………………………………

４　监控系统要求 ４……………………………………………………………………………………………

５　监控系统建设 ５……………………………………………………………………………………………

６　验收和测试方法 ５…………………………………………………………………………………………

附录Ａ（规范性附录）　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６………………………………………………………………

Ⅰ

犃犙４１０１—２００８



前　　言

　　本标准４．２、４．３、第５章（节）及附录为强制性，其他条款为推荐性。

本标准的基本内容有可能涉及专利，但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民用爆破器材流通协会、北京网新中广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大

学国家多媒体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山消防保安技术有

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国庆、彭杰、刘剑、胡瑞敏、杨德印、唐宁。

本标准首次发布。

Ⅱ

犃犙４１０１—２００８



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监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烟花爆竹企业安全监控系统（以下简称监控系统）的监控目标和要求、管理实施、组成

和结构、前端设备设置和要求、网络传输、监控管理平台、用户终端等通用技术要求，以满足本地和远程

监控管理需要。

本标准适用于烟花爆竹企业新建、改建和扩建视频监控、入侵检测、报警系统等监控系统的总体规

划、方案设计、工程实施、项目验收以及与之相关的设备开发、生产和质量控制。

本标准可供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参考。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

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

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Ａ／Ｔ７５—１９９４　安全防范工程程序与要求

ＧＡ３０８—２００１　安全防范系统验收规则

ＧＡ／Ｔ３６７—２００１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ＧＡ／Ｔ３６８—２００１　入侵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ＧＡ／Ｔ３７９—２００２　报警传输系统串行数据接口的信息格式和协议

ＧＡ／Ｔ３９０—２００２　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通用技术要求

ＧＢ４９４３—２００１　信息技术设备的安全

ＧＢ１１６５２　烟花爆竹劳动安全技术规程

ＧＢ１２６６３—２００１　防盗报警控制器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５２１１—１９９４　报警系统环境试验

ＧＢ／Ｔ１５４０８—１９９４　报警系统电源装置、测试方法和性能规范（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８３９１２）

ＧＢ／Ｔ１５４１２—１９９４　应用电视摄像机云台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１６７９６—１９９７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　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１９９８　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５０１６１　烟花爆竹工厂设计安全规范

ＧＢ５０１９８—１９９４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３４３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３４８—２００４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３　术语、定义和缩略语

下列术语、定义和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术语、定义

３．１．１

烟花爆竹企业　犳犻狉犲狑狅狉犽狊犪狀犱犳犻狉犲犮狉犪犮犽犲狉犲狀狋犲狉狆狉犻狊犲

取得相应资格的烟花爆竹生产和批发经营企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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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监控管理平台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犿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烟花爆竹企业或某一区域信息汇集、处理、管理和共享的节点。可对所属监控点信息实施集中监

视、有效控制和管理；可与其他有关业务系统实施联动，支持多级安全管理的计算机硬件、软件系统及其

他设备。

３．１．３

监控人员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狆犲狉狊狅狀狀犲犾

烟花爆竹企业利用监控管理平台实施监控管理的专业人员。

３．１．４

本地　犾狅犮犪犾

同一烟花爆竹企业内部。

３．１．５

远程　狉犲犿狅狋犲

非本地。

３．１．６

环境照度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犻犾犾狌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反映目标所处环境明暗的物理量，数值上等于垂直通过单位面积的光通量。

３．１．７

抗易损防护　犪狀狋犻犱犪犿犪犵犲犪犫犾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保证系统安全、可靠、持久运行并便于维修和维护的技术措施。

３．１．８

模拟接入　犪狀犪犾狅犵犪犮犮犲狊狊

前端设备通过模拟传输通道传送模拟视音频等信号的方式。

３．１．９

模数混合型监控系统　犪狀犪犾狅犵犱犻犵犻狋犪犾犿犻狓犲犱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狊狔狊狋犲犿

同时存在数字、模拟两种接入方式的监控系统。

３．１．１０

前端设备　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犱犲狏犻犮犲

指分布于探测现场、采集各种探测信息的各类设备。

３．１．１１

入侵探测　犻狀狋狉狌犱犲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

采用红外、微波、电容、接近感应以及视频位移侦测等技术，对未经允许而进入特定区域行为的探知

方法。

３．１．１２

视频编码设备　狏犻犱犲狅犮狅犱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具有视频信号的数字采集、编码、网络传输功能的设备，并可带有音频处理、设备控制、视频移动侦

测、图像存储和回放等特定功能。

３．１．１３

视频采集　狏犻犱犲狅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

采用光电成像技术对目标进行感知并生成视频图像信号的方法。

３．１．１４

视频监控　狏犻犱犲狅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

根据视频采集信息或视频位移侦测对探测对象进行的监控。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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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５

视频解码设备　狏犻犱犲狅犱犲犮狅犱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具有数字压缩视频的解码还原功能的设备，并可带有音频处理、设备控制、数据交换、图像分割显示

等特定功能。

３．１．１６

视频位移侦测　狏犻犱犲狅犿狅狏犻狀犵犱犲狋犲犮狋犻狀犵

利用视频处理技术分析视频图像变化，侦测视频采集区内人员或物体位移情况。

３．１．１７

数字接入　犱犻犵犻狋犪犾犪犮犮犲狊狊

前端设备通过数字化传输通道传送数字化视音频等信号的方式。

３．１．１８

图像分辨率　狆犻犮狋狌狉犲狉犲狊狅犾狌狋犻狅狀

采集和处理的视频信息中，水平和垂直方向能够分辨线条或像素点的数量。

３．１．１９

图像质量　狆犻犮狋狌狉犲狇狌犪犾犻狋狔

处理和显示视频信息的图像质量，它通常包括像素数量、分辨率和信噪比。主要表现为信噪比。

３．１．２０

温度、湿度测量　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犺狌犿犻犱犻狋狔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

采用热电偶、热敏电阻、微波、红外等传感介质或方式，测量物体或周边环境温度、湿度的方法。

３．１．２１

信号丢失报警　狏犻犱犲狅犾狅狊狊犪犾犪狉犿

监控管理平台对前端设备的信号进行监控时，一旦图像信号的峰值小于设定值，系统即视为信号丢

失，并发出报警信息的一种功能。

３．１．２２

用户终端　狌狊犲狉狋犲狉犿犻狀犪犾

经过系统注册并授权的，能够接入监控管理平台，显示部分或全部监控信息、实现部分监控功能的

用户及设备。

３．２　缩略语

３．２．１　犃犞犛

数字音视频编码标准　Ａｕｄｉｏ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３．２．２　犅／犛

浏览器／服务器　Ｂｒｏｗｓｅｒ／Ｓｅｒｖｅｒ。

３．２．３　犅犘犛

比特／秒　ＢｉｔｓＰｅｒＳｅｃｏｎｄ。

３．２．４　犆／犛

客户／服务器　Ｃｌｉｅｎｔ／Ｓｅｒｖｅｒ。

３．２．５　犎．２６４

由ＩＴＵＴ和ＩＳＯ两个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有关视频编码专家联合（ＪＶＴ）制定的视频编码标准。目

前已被ＩＴＵＴ接纳为Ｈ．２６４标准；也被ＩＳＯ接纳为ＡＶＣ（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ＶｉｄｅｏＣｏｄｉｎｇ）标准，是 ＭＰＥＧ４

的第１０部分。

３．２．６　犐犘

因特网协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３

犃犙４１０１—２００８



３．２．７　犕犘犈犌

运动图像专家组　ＭｏｖｉｎｇＰｉｃｔｕｒｅＥｘｐｅｒｔｓＧｒｏｕｐ。

３．２．８　犖犜犘

网络时间协议　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ｉｍ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３．２．９　犚犜犆犘

实时传输控制协议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３．２．１０　犚犜犘

实时传输协议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３．２．１１　犚犜犛犘

实时流化协议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Ｓｔｒｅａｍｉｎｇ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３．２．１２　犜犆犘

传输控制协议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３．２．１３　犝犝犐犇

全局唯一标识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Ｕｎｉｑｕ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ｒ。

４　监控系统要求

监控系统设计在满足ＧＢ５０３４８—２００４中３．１一般规定基础上，需遵从如下原则和要求。

４．１　监控目标

为有效防止各生产、储存环节超范围、超定员、超药量、改变工房用途、违章作业、未经许可进入等情

况发生，测量、监控危险性工作场所的温度、湿度情况，保障安全生产，烟花爆竹企业可对以下各方面进

行有效的本地或远程监控、管理。

４．１．１　视频监控

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危险场所，宜设置视频采集设备，监控作业人员数量、作业行为、危险品（药

物、半成品、成品）滞留量、工房用途等。

ａ）　每间人员多于５人的危险性工房；

ｂ）　联建建筑物，每栋累计人员多于１０人的危险性工房；

ｃ）　１．１级工房、药物、半成品、成品仓库、中转库的出入口；

ｄ）　成品、半成品和药物的晾晒场出入口；

ｅ）　危险生产、储存区的出入口、主要人员通道和危险品运输通道；

ｆ）　采用远距离或遥控操作的作业设备；

ｇ）　监控机房。

４．１．２　入侵探测

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危险场所，宜设置入侵探测设备，探测、发现未经许可的进入情况，并在监控

管理平台发出报警信息，显示入侵发生位置：

ａ）　成品、药物总仓库库区围墙周界和出入口，应设置入侵探测装置；

ｂ）　危险生产区围墙周界、成品或药物中转库、监控机房，宜设置入侵探测装置。

４．１．３　温度、湿度测量

包括，但不仅限于成品库、危险性原料库、烘干房内部，晾晒场、生产区环境，宜设置温度、湿度测量

设备，测量温度、湿度。

４．２　管理实施

４．２．１　监控管理

４．２．１．１　监控人员和时间

烟花爆竹企业应配备专职人员，进行本地每日２４ｈ不间断察看监控情况。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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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爆竹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负责人应每天通过本地监控管理平台、本地或远程用户终端，

不定期察看监控情况。

４．２．１．２　事件处置和报告

监控人员和单位负责人、安全管理负责人发现超定员、超药量、违章作业、非法入侵、温、湿度超过限

定值等任何异常事件，应及时纠正或制止，情况较严重的，应报告烟花爆竹企业主要负责人。

发生重大异常事件，或发生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应及时报告有关安全监管部门。

４．２．１．３　记录处置

记录处置如下：

ａ）　任何监控异常事件的处置和结果，均应记录备查。记录保存时间不少于１年；

ｂ）　发生造成人身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的，事故调查处理须查阅保存的监控信息。

４．２．１．４　监控中止和恢复

监控范围内连续４８ｈ以上没有危险品存留，可中止每日２４ｈ不间断察看，但监控人员仍需每日定

时察看系统历史记录。如有危险品存留，应立即恢复每日２４ｈ不间断察看。

４．２．２　监控信息的保存和远程响应

４．２．２．１　监控信息的保存和远程调用

烟花爆竹企业应保存所有监控信息备查，保存时间不得少于３０天。

实时和保存的监控信息，应能够满足远程授权用户终端的调用请求，通过传输网络，被远程用户终

端调用。

传输网络上行带宽小于５１２ｋｂｐｓ时，监控信息保存时间不得少于６０天。

４．２．２．２　保存监控信息的回放

烟花爆竹企业保存的监控信息，应能由监控管理平台和远程用户终端回放。

４．３　组成和结构

安全监控系统由烟花爆竹企业前端设备、本地传输网络、监控管理平台、本地用户终端、远程传输网

络、远程用户认证中心、远程用户终端等部分组成。系统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安全监控系统示意图

５　监控系统建设

烟花爆竹企业建设安全监控系统，应符合本规范附录有关要求，并与设计、施工及设备制造等技术

支持单位密切配合，及时处理系统各类技术问题，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新建监控系统应采用数字接入技术、设备，以适应远程监控、网络传输的需要。

改建和扩建原有的模拟或模数混合型监控系统应通过采用数字化转换技术（如：编码、转码、添加或

更换设备），以达到符合本规范要求，适应远程监控、网络传输。

６　验收和测试方法

监控系统验收、测试应依照ＧＢ５０３４８—２００４中相应规范和本规范所规定的各项指标、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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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犃．１　前端设备要求

犃．１．１　视频采集

犃．１．１．１　图像效果

应能清晰有效地采集到现场图像。采集点本地图像应达到四级或四级以上质量等级。

人员处于正常作业状态时，在采集、传输和处理的图像画面中，人员影像应不少于原始影像高度的

１／５，达到可清晰辨识人员数量的图像效果。需监督作业人员作业情况时，应能辨别作业行为。

主要通道等难以达到上述要求的场所，应同时布置两台或两台以上视频图像采集设备，确保提供全

景和定点两种视场范围的视频图像。

监控采集设备的视场角度、高度应以满足以上主要目的为原则布设。

本标准４．１．１　条款ａ）、ｂ）、ｄ）、ｅ）、ｆ）各项中要求的监控场所和监督作业人员作业情况的图像帧率

不小于２５帧／ｓ，其他图像帧率不小于１０帧／ｓ。

犃．１．１．２　主要技术要求

应能适应现场的照明条件。环境照度不满足视频监控要求时，宜采用微光（低照度、超低照度）摄像

设备，或配置辅助照明。

推荐采用摄像机技术指标如下：

照度：彩色≤０．１ＬＵＸ、黑白≤０．０２ＬＵＸ；生产、储存区出入口，主要道路彩色≤０．０１ＬＵＸ、黑白≤

０．００１ＬＵＸ。

分辨率：彩色≥４８０ＴＶＬ、黑白≥５００ＴＶＬ。

镜头、护罩及摄像机其他附件性能指标应符合现场环境条件。

应具有抗易损防护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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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编码设备应采用 ＭＰＥＧ４、Ｈ．２６４或ＡＶＳ视频信源标准，或提供相应的转换方式，以转换成上

述标准的信源格式，满足与监管系统互联互通的要求。

具有以太网接口，支持ＴＣＰ／ＩＰ协议，宜扩展支持ＳＩＰ、ＲＴＳＰ、ＲＴＰ、ＲＴＣＰ等协议。

具有对讲或广播功能。

在重要场所或特殊应用时，宜具有设备认证、防篡改及加密传输功能。

应具有图像标识功能，宜标识主要报警或控制指标。

能够按本标准和监控管理平台要求，为每一监控前端提供ＵＵＩＤ。

犃．１．１．３　移动视频采集

固定视频采集设备较多的企业，宜配备移动视频采集设备，作为固定视频采集设备的补充和备份，

用于发生事故后采集事故现场和处置过程图像信息。

移动视频采集设备可按固定视频采集设备１％～３％的比例配置，宜采用无线网络接入方式。

犃．１．２　入侵探测

犃．１．２．１　设备选型要求

入侵探测采集设备可以采用主动、被动红外或其他入侵探测和报警设备，也可采用具有动态位移侦

测的图像采集设备。可根据入侵探测监控对象的特点，选用一种探测装置或技术为主，辅以其他几种入

侵探测装置加强探测效果。

围墙周界等线状监控对象和库房窗，宜采用红外入侵侦测装置。

６

犃犙４１０１—２００８



出入口和库房门，宜采用视频位移探测技术监控，也可辅以红外、微波、电容、接近感应等探测技术。

犃．１．２．２　技术要求

动态位移侦测的图像采集设备，应满足本附录Ａ１．１的要求；其他入侵探测设备应符合有关标准

要求。

犃．１．３　温度、湿度测量设备技术要求

安装在危险性建筑物内部的温度、湿度测量装置，应符合相应的防爆要求。

测量数据应可传输至监控管理平台。

犃．２　网络传输设备

新建系统应采用以太网结构以及传输设备。骨干通路应为有线传输方式，宜双路。配备移动视频

采集设备的，应具备无线网络接入能力。

犃．３　监控管理平台

监控管理平台完成监控系统所需的传输、控制、管理、存储和显示输出，并提供与远程用户认证中

心、远程用户终端的网络上联接口，为实现远程监控管理的机制和功能提供链路保障。

犃．３．１　显示和控制

监控管理平台的显示输出应满足下列要求。

犃．３．１．１　集中、综合显示

前端设备采集的视频图像、入侵探测、温度、湿度等全部信息，应能在监控管理平台的显示设备上集

中、综合、同时显示。不应采用轮循显示方式。

应能够体现监控信息与其物理位置的对应关系，并可分别显示监控信息和物理位置。

犃．３．１．２　即时显示和回放

监控管理平台应能显示前端设备采集的即时信息，并能回放保存的历史记录。

回放应支持正常、快速和慢速播放、逐帧进退、画面暂停、图像快照、关键帧浏览等，并支持回放图像

的缩放显示。

回放应能按照指定设备、通道、时间、报警信息等要素快速检索、回放。

犃．３．１．３　图像显示

主控图像显示应不小于本地储存图像画面的大小，其他图像不应小于本地储存图像画面大小的

１／３。

不得改变原始图像的长宽比例关系。

犃．３．１．４　显示设备和控制、管理

显示设备宜采用计算机控制的显示器和（或）其他设备如投影机、组合大屏幕以及可能配置的多画

面分割器、大屏幕控制器等。根据前端设备的数量和显示要求，设置相应数量的显示设备。

所有显示设备应由同一监控管理平台控制、管理。

犃．３．１．５　入侵探测位置

入侵探测应能显示入侵发生的位置。

犃．３．１．６　温度、湿度值

温度、湿度测量，应能显示测量点的具体测量值和发生位置。

犃．３．１．７　控制

应根据监控要求、报警信息，对前端设备进行自动或手动控制；入侵探测报警，根据入侵发生的位

置，宜进行照明、视频采集设备控制、警告性广播、对话等报警联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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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３．２　远程响应和传输

犃．３．２．１　响应条件

本地监控管理平台对远程调用的响应须经过远程用户认证中心的认证。

各类用户终端应有权限获取所辖范围内的历史图像和实时监视图像，当需要获取非管辖范围内的

历史图像和实时图像时，需要获得有效授权。

犃．３．２．２　响应方式

系统应具有以下各类响应方式：实时视频图像显示、历史视频图像记录查询、实时报警信息显示、历

史报警记录查询。

传输带宽受限时，对远程用户终端的历史记录查询要求，可采用图片传输方式。

犃．３．２．３　传输及带宽

远程传输网络宜采用公共通信网络，稳定上行带宽不小于５１２ｋｂｐｓ；上行带宽小于５１２ｋｂｐｓ时，发

送端可降低发送帧率或采用图片发送响应方式。

犃．３．３　系统管理和维护

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应由授权用户进行。

非授权用户不可调整系统设置，不可关闭任何系统设备。

犃．３．３．１　记录管理

记录内容不可更改、不可删除。应对记录文件采取防篡改或完整性检查措施。

犃．３．３．２　用户管理

应具有对接入的用户进行授权和认证的功能。应能够定义用户对设备的操作权限、访问数据的权

限和使用程序的权限。

系统用户应有权限获取所辖范围内的历史图像和实时监视图像，当需要获取非管辖范围内的历史

图像和实时图像时，需要获得有效授权。

犃．３．３．３　日志管理

包括运行和操作两种日志。

运行日志应能记录系统内设备启动、自检、异常、故障、恢复、关闭等状态及发生时间。

操作日志应能记录操作人员进入、退出系统的时间和主要操作情况。

支持日志信息的查询和报表制作等功能，并可上传至远程管理终端。

犃．３．３．４　存储、备份和恢复

系统本地视频图像存储分辨率应不小于６４０×４８０像素。

应制定每日和每个数据更新周期的数据备份计划，每日宜对前一天的系统管理日志和用户管理数

据的更新作备份，每个数据更新周期宜对本周期内的有效数据作备份。

数据恢复前应制定具体合理的恢复工作计划，数据恢复的方案应根据数据备份的方案制定，数据恢

复完成后应检测数据恢复的效果。

犃．３．３．５　运行管理

负责在监控管理范围内对系统设备、网络进行管理。收集、监测网络内的监控设备、有关服务的运

行情况。遵照ＮＴＰ协议实现系统内部和系统与远程监管平台间的时钟同步。

前端设备和监控管理平台用户终端的在线率应不低于９５％。

系统中采用的主要硬件设备宜具有故障自检功能，并能够提供故障、出错信息，以便于确定故障源、

故障原因及维护措施。

信号丢失报警发生后，应在２４ｈ内予以恢复。

监控系统运行失效，应在４ｈ内恢复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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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　用户终端

用户终端是获得系统授权的网络终端用户，是系统对图像、报警、数据等采集信息的最终应用工具。

具体方式可以是通过显示设备将信息直接反馈到用户，也可以是将信息进行记录留待用户日后查阅，或

对信息进行智能化加工分析、触发其他相关系统联动等。

犃．４．１　终端分类和权限

用户终端包括本地用户终端、远程用户终端和远程维护终端。

烟花爆竹企业负责人、监控人员和其他管理人员，通过本地用户终端进行监督、管理。远程用户终

端经远程用户认证中心授权，用于对烟花爆竹企业的远程监督、管理。远程维护终端用于授权人员对系

统进行维护、设置。

用户终端可以是固定终端，也可以是移动终端。

犃．４．２　设备要求

用户终端可采用固定和移动方式，应具有远程浏览、控制等功能。

固定用户终端应具有１０Ｍｂｐｓ以上的以太网端口，显示分辨率应不小于１０２４×７６８，颜色位数应

不少于２４位。

移动用户终端的应具有１０Ｍｂｐｓ以上的以太网端口或无线网络接口，显示分辨率宜不小于

２４０×３２０。

犃．４．３　功能要求

用户终端根据不同的身份认证和权限管理，应能实现与系统前端设备的互联、互通，实现视频及报

警信息的显示、存储、控制。图像显示、存储质量参照本规范视频图像质量中的有关规定。

用户终端应同时支持Ｃ／Ｓ、Ｂ／Ｓ架构。

宜具有报警联动功能，报警时能自动切换到对应的视频通道或触发相应的处置方式。

犃．４．３．１　控制

用户终端应能通过手动或自动操作，对前端设备的各种动作进行遥控。应能够设定控制优先级，对

级别高的用户请求应有相应措施保证优先响应。

犃．４．３．２　快速实时图像点播

用户终端应能访问本地监控管理平台，并按照指定设备、指定通道快速进行图像的实时点播或

轮循。

犃．４．３．３　快速历史图像检索和回放

应能按照指定设备、通道、时间、报警信息等要素快速检索历史图像文件并回放。远程用户终端应

支持对监控管理平台本地录像文件的调取。

犃．５　系统安全

犃．５．１　物理安全

监控系统环境、设备、防雷、记录介质等物理安全，应按照ＧＡ／Ｔ３９０—２００２的要求进行安全保护。

犃．５．２　信号安全

监控系统应采集并复核本地监控范围内的前端采集信号丢失、设备失效情况，监控传输设备、管理

平台的运行状态。

犃．５．３　运行安全

监控系统宜使用防火墙、入侵检测系统、漏洞扫描工具来提高网络通信的安全性。应安装病毒防杀

产品，做好病毒防御。

应对某些重要的数据（如配置信息、用户信息、日志、报警记录等）进行定期备份；宜对重要的设备进

行冗余设置实现双机备份或备援，对重要的数据应做异地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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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支持对审计功能的开启和关闭，对身份鉴别事件、系统管理员／安全员／审计员／操作员所实施的

操作、其他与系统安全有关的事件做审计，并设计相应的审计响应。如：实时报警、违例进程终止、服务

取消等措施。

犃．５．４　信息安全

监控系统须对接入的设备和用户进行身份认证。为了防止信息的完整性被破坏，系统宜采用数字

摘要、数字时间戳或数字水印等技术。对需要保密的数据在存储和传输过程中宜进行加密处理。

犃．６　设计原则

监控系统设计、建设，应遵循下列原则：

犃．６．１　互通性

本地监控中心与前端设备、用户终端之间能够有效地进行通信和共享数据，能够实现多种不同厂

商、不同规格的设备与系统间的兼容和互操作，满足系统远程监控管理要求。

犃．６．２　实用性

根据环境条件、监视对象、投资规模、维护保养以及监控方式等因素统筹考虑。技防、物防、人防相

结合，探测、延迟、反应相协调，设计合理，结构简单，切合实际，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满足业务需求。

犃．６．３　扩展性

采用标准化、模块化部件和设计，系统规模和功能易于扩充，系统配套软件具有升级能力。

犃．６．４　规范性

系统设计符合ＧＢ５０３４８—２００４中风险等级划分及防护原则，符合系统设计规范及建设方的管理

和使用要求。控制协议、视频编解码、接口协议、视频文件格式、传输协议等应遵循本规范中的规定。

犃．６．５　易操作性

提供清晰、简洁、友好的中文人机交互界面，操控简便、灵活，易学易用，便于管理和维护。

犃．６．６　安全性

系统设备安全按系统安装、实施、运行现场环境条件要求，选择采用符合ＧＢ５０１６１规范中的密封

防爆、增安型等设备和安装方式。系统设备应具备防雷击、过载、断电、电磁干扰和人为破坏等安全保护

措施。

犃．６．７　可靠性

采用成熟、稳定和通用的技术和设备，关键部分应有备份、冗余措施，系统软件应有备份和维护保障

能力，能够保证系统长期稳定运行，有较强的容错和系统恢复能力。

犃．６．８　可维护性

系统应具备自检、故障诊断及故障弱化功能，在出现故障时，应能得到及时、快速的恢复。

犃．６．９　可管理性

系统内的设备、网络、用户、性能和安全应能够并便于管理和配置。

犃．６．１０　经济性

系统在保证符合规范、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需充分考虑设备的性价比指标，综合优化一次性购

置安装成本和长期运行维护成本。

犃．７　远程用户认证中心

远程用户认证中心为远程用户终端和监控管理平台提供目录、注册、认证服务，应具有对接入用户

进行授权和认证的功能，能够定义用户对设备的操作、访问和使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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