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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顺德区智能停车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佛山市顺德区智能停车协会、广东科陆智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东菱智泊停

车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翰华、钟颖欣、陈挺、陈君豪、陈永良、陈家铃、黄嘉芮、梁泳琪、李春、

侯军霞、赵晓纯、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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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内智能泊车运维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内智能泊车运维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运维对象、运维类别、运维服务人员、

软件及设备设施配备、一般要求、运维服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道路内智能泊车运维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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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运维服务 

按智能泊车经营单位要求，对智能泊车相关设备设施提供专业运行维护服务。 

3.2  

运维服务单位 

向智能泊车经营单位提供运维服务的单位。 

4 基本原则、运维对象、运维类别 

4.1 基本原则 

4.1.1 合规性 

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4.1.2 适用性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运维服务能力应与智能泊车经营单位服务水平相适应，确保智能泊车经营单位

设备设施符合设计运行要求。 

4.1.3 安全性 

应采用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保障运维服务过程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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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高效性 

除响应日常维护服务外，应迅速响应故障处理、应急保障等需求，确保道路内智能泊车服务高效运

行。 

4.2 运维对象 

运维对象为道路内智能泊车相关设备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a) 车位检测器，包括单模车位检测器和双模复合传感车位检测器； 

b) 地磁网关，包括单模 4G 网关和双模 4G 网关； 

c) 高、低位视频识别设备； 

d) 车位编码标牌或标识； 

e) 车位标线； 

f) 停车收费告示牌； 

g) 停车诱导屏。 

4.3 运维类别 

运维类别可分为日常维护、故障处理和应急保障。 

5 运维服务人员 

运维服务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符合服务要求的仪容仪表、着装并佩戴工牌； 

b) 服务行为符合服务流程和要求； 

c) 掌握并遵守现场管理相关要求，遵守文明城市施工规范，注重施工形象； 

d) 了解运维对象专业知识，熟悉各种软件、设备设施操作方法； 

e) 维护高、低位视频识别设备、停车诱导屏等人员需具有相关特种作业操作资质证书； 

f) 定期接受运维服务专业培训。 

6 软件及设备设施配备 

6.1 应配备单、双模设备运维软件，运维软件应具有如下查询功能： 

a) 设备电池电压； 

b) 数据最后上传时间； 

c) 设备在线状态； 

d) 泊位号查询； 

e) 事件及磁场变动 

f) 维修记录； 

g) 设备状态监控等。 

6.2 根据不同运维对象除配备工程车等交通工具外，还应配备的设备设施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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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运维服务设备设施配备 

运维对象 设备设施 

车位检测器（单、双模） 
发电机、水钻机、手电钻、单模地磁特制批头、锤子、一字螺丝刀、十字螺丝刀、地磁激活

器、小型强磁铁、运维手机。 

网关（单、双模） 梯子、手电批、抱箍、网关电池（满电）。 

车位编码标牌或标识 

车位编码标牌：发电机、围蔽带、雪糕筒、施工警示牌、冲击钻、手电钻，地牌定制批头、

定制三角螺丝； 

标识：印刷设备。 

车位标线 热熔划线机。 

停车收费告示牌 梯子、扳手，安装螺丝杆、告示牌面备件、围蔽带、雪糕筒、施工警示牌。 

停车诱导屏 梯子、螺丝刀、诱导屏电源箱、控制箱钥匙、备件、安全劳保用品。 

高、低位视频设备 登高车、梯子、螺丝刀、诱导屏电源箱、控制箱钥匙、备件、安全劳保用品。 

7 一般要求 

7.1 智能泊车经营单位或运维服务单位应编制运维服务工作规划、管理制度、应急预案，建立健全运

维服务管理制度体系，确保道路内智能泊车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相关制度包括并不限于： 

a) 组织架构及岗位职责； 

b) 日常维护管理制度； 

c) 故障处理管理制度； 

d) 应急保障工作预案； 

e) 运维服务评价制度； 

f) 运维服务报告制度； 

g) 信息保密管理制度。 

7.2 智能泊车经营单位应收集、整理并归档运维服务所需的资料，如： 

a) 设备技术资料，如产品说明书、标准、检验报告、合格证，以及设备运行、检查、维护记录等； 

b) 设备工程资料，如设备相关项目的设计、施工、验收、使用及维护手册等。 

7.3 智能泊车经营单位应在设备设施交付使用后，制定日常维护、故障维护及应急维护工作规划，并

通过管理平台生成维护工单。 

7.4 运维服务单位或人员应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各项运维服务任务，其中当日日常维护完成率应不低于

90%。 

7.5 一般情况下故障处理及应急保障运维服务时效应符合相关预案要求。 

8 运维服务要求 

8.1 总则 

运维服务由运维服务准备，日常维护、故障维护、应急维护，运维服务评价，信息存档等过程组成。

其流程如图1。 



T/SDIP 3—2022 

4 

 

图1 运维服务总流程 

8.2 运维服务准备 

8.2.1 智能泊车经营单位可根据运维服务需求，制定具体运维服务方案，自行或委托运维服务单位开

展相关运维服务工作。运维服务方案应包括并不限于： 

a) 运维服务对象及周期； 

b) 运维服务内容及要求； 

c) 运维服务实施组织方案； 

d) 运维服务机制； 

e) 备品、备件配置与管理； 

f) 费用预算。 

8.2.2 运维服务人员应按照运维服务方案要求，收集运维项目相关文件资料、配备设备设施、安全标

识及劳保用品。 

8.3 日常维护 

日常维护服务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日常维护要求 

运维对象 服务内容及要求 

车位检测器（单、双模） 
通过运维软件分析每天设备电压、在线状态、充电情况。 

地磁网关（单、双模） 

高、低位视频识别设备 检查相机是否被遮挡，检查图像传输稳定性及识别质量等情况。 

车位编码标牌或标识 视损坏情况决定是否修复或更换。 

车位标线 视情况采用热熔工艺，包括旧线拆除、开线、划线等。 

停车收费告示牌 
检查收费告示牌杆件生锈、杆件倾斜、杆件基础等情况； 

检查牌面损坏、崩角、倾斜，被涂鸦及遮挡等情况。 

停车诱导屏 
检查诱导屏是否按时开关屏；检查诱导屏有无黑屏、显示不全或部分屏不亮；检查外观是否

完好，是否有松动、漏电等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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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故障处理 

根据设备故障等级，故障处理运维服务应符合下表2的要求。故障处理完毕后应填写设备设施故障

维护报告单（见表A.1）。 

表3 故障处理运维服务 

名称 含义 要求 

一级设备故障 ≤5%比例的设备设施无法正常运营 运维人员根据系统预警，按相关预案前往故障现场修复。 

二级设备故障 ≤10%比例的设备设施无法正常运营 
1、运维人员根据系统预警，按相关预案前往故障现场修复； 

2、联系设备技术服务人员协助解决。 

三级设备故障 ＞10%比例的设备设施无法正常运营 

1、运维人员根据系统预警，按相关预案前往故障现场修复，

保持电话畅通并及时汇报处理情况； 

2、联系设备技术服务人员赶往现场处理。 

8.5 应急保障 

根据应急保障不同类型，应急保障维护应符合表3的要求。 

表4 应急保障维护要求 

应急类型 突发问题状态 要求 

恶劣天气 

恶劣天气后巡检清点受损数

量发现 20 个以内设备损坏 

1、运维人员集中到故障点，调动应急备件工具，12 小时内修复； 

2、各位组员手机保持畅通，及时汇报上级。 

恶劣天气后巡检清点受损数

量发现 20 个以上设备损坏 

1、运维人员集中到故障点，调动应急备件工具，重点路段 24 小时内修复；

2、各位组员手机保持畅通，及时汇报上级。 

人员受伤 

人员工作中因物体打击、割

伤、刺伤等造成出血，患者

意识清醒 

1、如伤者有出血情况，应立即采取止血措施； 

2、在紧急情况下，任何清洁而合适的东西都可临时用做止血包扎，如手帕、

毛巾、布条等，及时送医处理。 

人员因工作作业造成身体骨

折挫伤，患者意识清醒 

现场人员观察患者受伤程度，当发现严重骨折时应立刻安抚患者不可让骨折

肢体活动并立刻拨打 120，汇报给上级请求支援，疏散人群保持空气流通，多

和患者交流分散注意力减轻痛楚，待救护车到达现场并陪同到医院，现场人

员汇报事情情况至上级。 

人员因工作中造成身体受伤

不能动弹，患者意识昏迷 

现场人员需立刻拨打 120 并汇报上级请求支援，冷静处理现场，坚持不能移

动患者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及时疏散人员保持空气流通，等待救护车到场并

陪同到医院，现场人员汇报事情情况至上级。 

8.6 运维服务评价与改进 

8.6.1 应制定运维服务质量评价方案，综合运维服务单位、运维服务人员、运维服务过程及运维服务

结果等维度开展评价。 

8.6.2 应分析评价结果，明确评价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责任主体，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跟踪整改结果，

持续改进，不断提高运维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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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设备设施故障维护报告单 

设备设施故障维护报告单见表A.1。 

表A.1 设备设施故障维护报告单 
B 文档编号: C 文档编号: 

文档编号:              

维护日期  维护人员  地点  

所属项目  

报障人员  报障时间  

故障项目  

维护地点  

故障原因  

处理措施 

□更换设备   □更换配件   □维护 

处理前情况 通信延迟 

处理后情况 正常使用 

维护 

内容 

报告 

片区 路段 泊位号 项目 数量 处理方法 备注 

       

       

       

处理人

员 

 

 

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部门负

责人 

 

 

负责人：           日期：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