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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DB36/T 743《高速公路机电系统维护技术规范》共分为七部分：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第2部分：监控系统 

——第3部分：通信系统 

——第4部分：收费系统 

——第5部分：低压配电系统 

——第6部分：照明系统 

——第7部分：隧道机电系统 

本文件为DB36/T 743的第3部分。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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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方兴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省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泳、王勇、谭志兵、卢勇、何丕元、万长明、陈钊正、刘燕、熊晨曦、朱馥

君、王蕾、张伟伟、向阳、金玲、文松、陈广辉、李振宇、石明、王秦、谢颖俊、舒淼琴、陈菁、吴洪、

吴迪、熊少辉、张海泉、吴建华、盛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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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高速公路机电系统不断地完善与发展，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应用于高速公路监

控、收费、通信系统等与运营管理息息相关的领域，促进了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水平提升，也对高速公路

机电系统的维护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与挑战。 

高速公路机电系统为用路者提供清晰、完整、明了、准确的公路信息；为公路管理者提供科学、先

进的技术手段，保障高速公路运行的安全、舒适与高效。制定高速公路机电系统维护技术规范，能够有

效地控制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养护工程质量，明确设备养护质量的关键要点和要求，明确养护流程，减少

系统运行的故障率，从而提升高速公路机电系统的使用寿命。 

高速公路机电系统主要由监控系统、收费系统、通信系统、低压配电系统、照明系统等管理设施构

成，若高速公路涉及隧道，还包括隧道机电系统。编写组通过对公路机电工程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

工单位、监理单位和检测单位的调研，将本规范按照高速公路管理设施基本架构划分为7个部分，能够

较全面的覆盖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各子系统的维护工作，并有效提升维护质量与效果。 





DB36/T 743.3—2021 

1 

高速公路机电系统维护技术规范 第 3部分 通信系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江西省高速公路机电系统中通信系统的维护技术要求，具体包括光纤数字传输系统、

综合语音交换系统、视频会议系统、通信电源、通信管道与光电缆。 

本文件适用于江西省内高速公路机电系统中通信系统的维护，其他等级公路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中的技术指标仅作为维护指标，不作为设备制造、工程设计和施工验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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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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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G 2182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二册 机电工程 

DB36/T 743.1  高速公路机电系统维护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通信系统 Communication System 

高速公路专用通信网络，为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及监控、收费等系统提供必要的话音业务及数据、图

像信息传输通道。 

3.2  

干线传输网 Trunk Transmission Network 

本文件特指省干线传输网，包括各区域（路段）通信分中心与省级通信中心及各区域（路段）通信

分中心之间的通信，承载省级通信中心至路段通信分中心之间的所有语音、数据和图像等信息传输。 

3.3  

路段接入网 Expressway Section Access Network 

包括区域（路段）通信分中心与其所辖的基层通信站之间的通信，承载区域（路段）通信分中心至

其所辖的收费站、隧道管理站、服务区等基层管理部门之间的所有语音、数据和图像等信息传输。 

3.4  

视频会议系统 Video Conference System 

又称会议电视系统，通过传输线路及多媒体设备，将声音、影像及文件资料互传，实现即时且互动

的沟通，以实现远程会议的系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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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通信电源 Communication Power Supply 

保障通信设备和各种通信的建筑负荷供电的电源设备的总称，为整个系统提供安全、 可靠、高效、

稳定的能源。 

3.6  

维护 Maintenance 

为了保持运行中的机电设施的性能，对机电设施按照标准规范或技术说明书进行的检查、保养、调

整、故障预防或修理等活动称养护，有时也称维护。 

3.7  

检查 Inspection 

对机电设施的质量指标按照标准规范或技术要求进行对比或试验的过程。 

3.8  

日常维护 Daily Maintenance 

在短期内（通常小于1月）对机电设施的外观和运行状态进行的检查和保养。 

3.9  

定期维护 Scheduled Maintenance 

在较长时间间隔（通常有1月、1季度、半年、1年），利用检测仪器对机电设施进行的较全面的检

查和测试、并依据检测结果对设施进行保养、调整和修理。 

3.10  

功能缺陷 Function Defect 

设备或软件的性能指标达不到原有标准要求，但基本功能正常且不影响使用。 

3.11  

故障 Fault 

设备或软件的功能缺陷进一步发展，影响到系统的功能称为故障。 

3.12  

质量检评 Quality Inspection and Evaluation 

对维护质量按维护标准规定的项目中的性能进行量测、检查、试验等，并将结果与标准规定要求进

行比较，以确定每项性能是否合格所进行的活动。 

3.13  

异常天气 Unusual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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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DB36/T 743.1的规定，符合下述条件之一者为异常天气： 

——六级以上大风（阵风除外）； 

——雷电； 

——大雨； 

——连续 7天以上的阴雨； 

——冰雹； 

——大雾； 

——37℃以上高温持续 7天以上； 

——30 天以上未降雨； 

——冰冻雨雪天气。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通信系统的维护范围包括：光纤数字传输系统、综合语音交换系统、视频会议系统、通信电源、

通信管道、线缆等。 

4.1.2 通信系统维护管理单位应参与通信系统和其他有关工程的交工和竣工验收工作，接收整理和分

析通信系统竣工资料和工程技术档案，为今后维护工作提供原始技术依据。 

4.1.3 通信系统维护应确保通信系统设备正常运行、保证监控系统、收费系统及相关其他业务提供语

音、数据、图像信号传输通道的正常，满足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的需要。 

4.1.4 通信系统维护应贯彻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使维护工作达到安全适用、经济合理、性能稳定的

要求。 

4.1.5 维护工作应贯彻“质量为主、安全第一”的方针，既要保证维护质量、保障维护人员的安全，

也要避免因维护工作导致的交通紊乱和交通事故，避免影响正常的营运工作。 

4.2 故障分类 

4.2.1 设备的辅助功能失效经一般维护能恢复的为轻微故障。 

4.2.2 设备的一般功能失效经现场检修能恢复的为一般故障。 

4.2.3 设备的主要功能失效或导致系统故障、数据丢失的为重大故障。 

4.3 故障维修时限 

4.3.1 轻微故障：得到报障信息后，响应时间为 4h。维护人员在 24h 内到达现场进行勘察，48h 内排

除故障，送修时间应控制在 7个工作日内。 

4.3.2 一般故障：得到报障信息后，响应时间为 2h。维护人员在 8h内到达现场进行勘察，24h 内排除

故障。 

4.3.3 重大故障：得到报障信息后(以电话通知为据，后补书面)的 1h内到达现场进行勘察，优先恢复

设备基本功能，全部故障修复时限依据运营管理部门要求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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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纤数字传输系统维护 

5.1 高速公路通信系统光纤数字传输系统由省干线通信网与路段接入网构成。 

5.2 省级通信中心和路段通信分中心之间设立干线传输网，承载省级通信中心至路段通信分中心之间

的所有语音、数据和图像等信息传输。干线网应能有效覆盖全省高速公路网。 

5.3 在区域（路段）通信分中心与其直接管辖的基层无人通信站之间设立路段接入网，为区域（路段）

通信分中心及其所辖的收费站、隧道管理站、服务区、养护工区等基层管理部门提供语音、数据以及图

像传输服务，并能通过路段通信分中心与省干线通信网连接。 

5.4  省干线通信网维护内容及评定标准如下： 

a) 省干线通信网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1规定； 

表 1  省干线通信网络设备日常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标准 维护周期 

1 传输设备 告警信息 所有网元设备均无告警，如有，应及时排除 1 次/周 

2 传输设备 自检信息、日志查看 正常，报告记录应真实、完整 1 次/周 

3 传输设备 运行情况 在网络拓扑结构中，各网元均正常工作 1 次/周 

①室内温度：18℃～28℃ 

②室内湿度：30%～70 % R.H. 

③记录室内温湿度 

1 次/日 

4 通信机房 

①机房清洁 

②温、湿度 

③机房安全管理制度 
④操作台、机柜及相关设备干净整洁，设备布

线规整 

⑤安全记录完整 

1 次/周 

5 传输网管子系统 数据库转储与整理 转储过程正常 1 次/月 

6 传输网管子系统 配置数据库备份 备份过程正常 1 次/月 

7 时间同步 
①干线传输网时间校正 

②接入网时间校正 
应与国家标准时间一致 1 次/月 

 

b) 省干线通信网定期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2规定； 

表 2  省干线通信网络设备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标准 维护周期 

1 光纤数字传输设备 外观清洁、除尘 
无灰尘、织网等积落物，抽出设备各机柜

中防尘板，清理干净灰尘 
1 次/季 

2 线缆系统 内部、外部线缆连线 
连接安全、无破损、老化、腐蚀、电弧灼

伤等缺陷 
1 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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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省干线通信网络设备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续）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标准 维护周期 

3 接地系统 检查接地系统情况 
接地线各端子接触良好，无松动、腐蚀等

缺陷 
1 次/季 

4 防护装备 机柜使用情况 

①机柜门正常关闭、开启 

②机柜顶部、底部各电缆出口的缝隙有效

封堵 

③机柜顶部、内部无异物坠入 

1 次/季 

5 机箱风扇 机械运转部件的润滑注油 散热正常 1 次/季 

 

c) 省干线通信网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除应符合 JTG 2182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省干线通信网络设备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周期 

1 接地连接 接地连接的可靠性 
工作地、安全地、防雷地按规范要求分别

连接到汇流排上 
1 次/年 

2 △系统接收光功率 Pl≥PR+Mc+Me 1 次/年 

3 

传输设备 

△平均发送光功率 符合设计要求 1 次/年 

4 网管系统 △安全管理功能 
未经授权不能进入网管系统，并对试图接

入的申请进行监控 
1 次/年 

5 网管系统 自动保护倒换功能 
工作环路故障或大误码时，自动倒换到备

用线路 
1 次/年 

注 1：Pl—接收端实测系统接收光功率 

注 2：PR—接收器的接收灵敏度 

注 3：Mc—光缆富余度 

注 4：Me—设备富余度 

5.5  路段接入网维护内容及评定标准如下： 

a) 路段接入网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4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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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路段接入网络设备日常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要求 维护周期 

1 数据配置检查 

网元基础配置检查、协

议、桥接点、网络可靠性

检测 

①网元状态正常、网络链路正常 

②分析告警隐患、审计变更 

③备份网元配置数据、日志 

④转储告警、性能、日志数据 

⑤设备资源统计、单板资源统计、网元

性能统计 

1 次/周 

2 运行状态检查 
重要告警查看、重要性能

查看、端到端业务性能 

①隧道，伪线告警，PWE3-CES 类告警，

以太网端口类告警，CPU/内存类告警等

告警正常 

②以太网接口、光模块、业务、CPU、内

存等相关性能正常 

③IP 链路时延、抖动、丢包、带宽利用

率正常 

④L3VPN、PWE3 业务正常 

1 次/日 

3 网管 

通信状态、磁盘空间与状

态、检查操作日志、 

数据库状态与日志、系统

文件备份、密码定期更

新、防病毒软件运行状态 

①浏览当前告警、排除隐患 

②查询安全日志 

③检查服务器资源使用情况、进程与服

务运行状态 

④网管与网元通信状态正常 

⑤备份数据 

⑥无计算机病毒 

1 次/周 

①室内温度：18～28℃ 

②室内湿度：30%～70% R.H. 

③记录室内温湿度 

1 次/日 

4 通信机房 
机房清洁、温、湿度、 

机房安全管理制度 ④操作台、机柜及相关设备干净整洁，

设备布线规整 

⑤安全记录完整 

1 次/周 

 

b) 路段接入网定期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5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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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路段接入网络设备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要求 维护周期 

1 传输设备 外观清洁、除尘 
无灰尘、织网等积落物，抽出设备各

机柜中防尘板，清理干净灰尘 
1 次/季 

2 线缆系统 内部、外部线缆连线 
连接安全、无破损、老化、腐蚀、电

弧灼伤等缺陷 
1 次/季 

3 接地系统 检查接地系统情况 
接地线各端子接触良好，无松动、腐

蚀等缺陷 
1 次/季 

4 防护装备 机柜使用情况 

①机柜门正常关闭、开启 

②机柜顶部、底部各电缆出口的缝隙

有效封堵 

③机柜顶部、内部无异物坠入 

1 次/季 

5 机箱风扇 机械运转部件的润滑注油 散热正常 1 次/半年 

6 传输网络 

①检查光功率 

②检查端口利用率 

③检查保护有效性 

④升级网元本地登录信息 

⑤检查网络一致性 

⑥检查拓扑成环率 

⑦统计网络资源、告警 

⑧转存所备份的网元配置数据 

①各项指标正常 

②完成备份与统计 

③网元登录安全 

1 次/半年 

7 网管 

①检查网管用户配置 

②浏览告警统计信息 

③备份系统文件 

④检查服务器时间 

⑤清理服务器磁盘空间 

⑥检查相关目录 

①网管服务器工作正常 

②完成备份与统计 
1 次/半年 

 

c) 路段接入网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除应符合 JTG 2182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 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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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路段接入网络设备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周期 

1 接地连接 接地连接的可靠性 
工作地、安全地、防雷地按规范要求分

别连接到汇流排上 
1 次/年 

2 传输设备 端到端测量测试 获取 RFC2544 完整数据，各项数据正常 1 次/年 

3 传输设备 倒换测试 

以实际网元业务进行测试，对关键链路

和节点模拟故障进行测试，故障倒换保

护时间满足业务要求 

1 次/年 

4 传输设备 仪表测试 

挂仪表端到端进行测试，精确测试端到

端延时、抖动、吞吐量等数据，精确测

试故障倒换时间 

1 次/年 

5 网管系统 安全管理功能 
未经授权不能进入网管系统，并对试图

接入的申请进行监控 
1 次/年 

5.4 检测仪器的配备：光源、光功率计、光纤时域反射仪、同步数字传输分析仪、万用表、接地电阻

测量仪、电缆分析仪、PCM 话路特性仪等。 

6 综合语音交换系统维护 

6.1 高速公路通信系统综合语音交换系统主要有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和 IP 语音交换系统两种。 

6.2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的主要任务是为公路运营管理提供快捷清晰的语音服务，主要由程控交换机、

远端模块和话机组成。 

6.3 IP 语音交换系统通过组建软交换电话网，为公路运营管理提供快捷清晰的语音服务，主要由 IP

语音交换机、IP 语音网关和话机组成。 

6.4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维护内容及评定标准如下： 

a)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7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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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日常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要求 维护周期 

1 程控交换系统 

设备告警显示及处理、联网中继

闭塞情况显示及处理、显示系统

运行状态、负荷情况记录、时钟

同步状态检查、 

忙时话务数据（话务量及接通

率）观察、计费软件更新及计费

文件转存 

报告记录应真实、完整，处理措

施符合要求 
1 次/周 

2 信令链路 MTP 链路、V5 链路 

①检查 MTP 链路是否存在断链、

管理阻断等故障现象 

②检查 V5 链路是否存在断链、端

口去激活等故障现象 

1 次/周 

①记录室内温、湿度 1 次/日 

3 
话务操作台与机

房 
机房清洁、温、湿度 ②操作台、机柜及相关设备干净

整洁，设备布线规整 
1 次/周 

 

b)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定期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8规定； 

表 8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要求 维护周期 

1 程控交换机、电话机 外观清扫 
无灰尘、织网等积落物，抽出设备

各机柜中防尘板，清理干净灰尘 
1 次/季 

2 配线架 外观清扫 
内外表面防腐层无剥落、无锈蚀，

元器件上无灰尘、织网等积落物 
1 次/季 

3 线缆系统 内部、外部线缆连线 
连接安全、无破损、老化、腐蚀、

电弧灼伤等缺陷 
1 次/季 

4 防护装备 机柜使用情况 

①机柜门正常关闭、开启 

②机柜顶部、底部各电缆出口的缝

隙有效封堵 

③机柜顶部、内部无异物坠入 

1 次/季 

5 接地系统 检查接地系统情况 
接地线各端子接触良好，无松动、

腐蚀等缺陷 
1 次/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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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续）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要求 维护周期 

6 配线箱内部 检修与清扫 

①检查元器件和线路的颜色、形

状、声音等内容，要求无异常颜色、

异常形状变化，无异声、异味 

②机箱内部线路及元器件排列整

洁、标识清楚 

③接插件连接牢固，无熔解、无焦

化、无锈蚀等现象 

④各种指示灯应表示正确、亮度适

当、易于辨别、互不窜光 

⑤排风、散热部件工作正常 

1 次/季 

7 机箱风扇 机械运转部件的润滑注油 散热正常 1 次/半年 

 

c)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除应符合 JTG 2182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 9的规定。 

表 9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周期 

1 系统时间校对（以主时钟为基准）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2 系统数据备份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月 

3 存储设备的一般性保养和诊断测试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4 电路板更新统计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5 局内设备障碍统计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6 设备告警记录统计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7 计费差错率检查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8 接通率检查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9 双备份设备的倒换功能测试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半年 

10 电源设备熔断器检查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半年 

11 告警盘、终端、打印机的全面清洁及检测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12 

程控交换系统 

数字话务台座的全面保养及性能测试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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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数字程控交换系统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续）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周期 

13 障碍自动诊断检查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14 

程控交换系统 

信号音、通知音检查 按设备说明书 1 次/年 

6.5  IP 语音交换系统维护内容及评定标准如下： 

a) IP 语音交换系统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10规定； 

表 10  IP 语音交换系统日常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要求 维护周期 

1 
IP 语音交换   

系统 

设备告警显示及处理、联网中继

闭塞情况显示及处理、 

网络节点状态、时钟同步状态检

查、计费软件更新及计费文件转

存、外部清洁 

①报告记录应真实、完整，处理

措施符合要求 

②清洁设备表面灰尘 

1 次/周 

①室内温度：18℃～28℃ 

②室内湿度：5%～95 % R.H. 

③记录室内温、湿度 

1 次/日 

2 
话务操作台   

与机房 
机房清洁、温、湿度 

④操作台、机柜及相关设备干净

整洁，设备布线规整 
1 次/周 

 

b) IP 语音交换系统定期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11规定； 

表 11  IP 语音系统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要求 维护周期 

1 
IP 语音交换机、 

电话机 
内部清洁、数据备份 

①无灰尘、织网等积落物，抽出设备

各机柜中防尘板，清理干净灰尘 

②数据有效备份 

1 次/年 

2 配线架 外观清扫 

内外表面防腐层无剥落、无锈蚀；元

器件上无灰尘、织网等积落物 
1 次/季 

3 线缆系统 内部、外部线缆连线 
连接安全、无破损、老化、腐蚀、电

弧灼伤等缺陷 
1 次/季 



DB36/T 743.3—2021 

12 

表 11  IP 语音系统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续）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要求 维护周期 

4 接地系统 检查接地系统情况 
接地线各端子接触良好，无松动、腐

蚀等缺陷 
1 次/季 

5 防护装备 机柜使用情况 

①机柜门正常关闭、开启 

②机柜顶部、底部各电缆出口的缝隙

有效封堵 

③机柜顶部、内部无异物坠入 

1 次/季 

6 配线箱内部 检修与清扫 

①检查元器件和线路的颜色、形状、

声音等内容，要求无异常颜色、异常

形状变化，无异声、异味 

②机箱内部线路及元器件排列整洁、

标识清楚 

③接插件连接牢固，无熔解、无焦化、

无锈蚀等现象 

④各种指示灯应表示正确、亮度适

当、易于辨别、互不窜光 

⑤排风、散热部件工作正常 

1 次/季 

 

c) IP 语音交换系统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除应符合 JTG 2182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 12的规定。 

表 12  IP 语音交换系统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周期 

1 接地连接 接地连接的可靠性 
工作地、安全地、防雷地按规范要求

分别连接到汇流排上 
1 次/年 

2 传输设备 功能测试 

①告警功能正常 

②故障定位功能正常 

③故障校正功能正常 

④计费管理功能正常 

⑤安全管理功能正常 

⑥网络管理功能正常 

1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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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IP 语音交换系统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续）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周期 

3 传输设备 语音性能测试 

①呼叫建立时间（本地通话＜3s、本

地与市话 PSTN＜5s） 

②语音处理能力功能正常 

③延时＜200ms 

1 次/年 

4 传输设备 传真性能测试 

①传真建立时间（本地间＜20s、本

地与 PSTN＜60s） 

②长文件处理能力＞20 页标准纸 

1 次/年 

5 
维护终端软件 

计费终端软件 
升级信息、漏洞信息 

①软件无漏洞 

②在线升级无需重启 
1 次/年 

6.4 检测仪器的配备：万用表、接地电阻测量仪、电缆分析仪、模拟呼叫器等。 

7 视频会议系统维护 

7.1 视频会议系统主要包括主会场终端设备和分会场终端设备。 

7.2 主会场终端设备包括：多点控制单元、整体式终端（含编解码设备）、管理计算机、主摄像机、

辅助摄像机、显示系统、麦克风、音响、功放及相关软件等。 

7.3 分会场终端设备包括：整体式终端（含编解码设备）、管理计算机、彩色电视机、麦克风及相关

设备等。 

7.4  视频会议系统维护内容及评定标准如下： 

a) 视频会议系统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13 规定； 

表 13  视频会议系统日常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标准 维护周期 

1 视频会议系统 系统自检情况报告 
报告记录应真实、完整，处理措

施符合要求 
1 次/周 

 

b) 视频会议系统定期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14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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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视频会议系统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标准 维护周期 

1 系统设备 外观清扫 

无灰尘、织网等积落物，抽出设

备各机柜中防尘板，清理干净灰

尘 

1 次/季 

2 配线架 外观清扫 

内外表面防腐层无剥落、无锈

蚀；元器件上无灰尘、织网等积

落物 

1 次/季 

 

c) 视频会议系统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除应符合 JTG 2182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 15 的规定。 

表 15  视频会议系统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周期 

1 接地连接 设备接地连接的可靠性 
工作地、安全地、防雷地按规

范要求分别连接到汇流排上 

1 次/年 

2 管理计算机 系统网管功能 功能正常 1 次/年 

3 远端摄像机控制 功能正常 1 次/年 

4 

高清摄像机 

远端图像参数调节 功能正常 1 次/年 

5 视频会议终端 会议控制 功能正常 1 次/年 

6 视频码流 功能正常，速率可选 1 次/年 

7 

视频会议终端 

稳定性测试 功能正常 1 次/年 

8 视频会议终端 话音质量 
话音要求清晰,无明显噪音,

无断字等缺陷 

1 次/年 

9 拼接缝 功能正常 1 次/年 

10 亮度 
达到白色平衡时的亮度不小

于 150cd/m2 

1 次/年 

11 亮度不均匀度 不大于 30% 1 次/年 

12 

液晶拼接屏 

图像质量 
图像流畅，清晰，无明显延迟，

无明显雪花点及干扰 

1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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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视频会议系统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续）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周期 

13 双流功能 
能够同时传输视频内容双流

数据 

1 次/年 

14 

拼接处理器 

多图像显示功能 支持多图像显示 1 次/年 

7.4 检测仪器的配备：万用表、接地电阻测量仪、电缆分析仪等。 

8 通信电源维护 

8.1 通信电源主要包括高频开关电源、蓄电池、配电柜等设备。 

8.2  通信电源维护内容及评定标准如下： 

a) 通信电源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16规定； 

表 16  通信电源日常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标准 维护周期 

①运行情况检查 

②输出电压电流的测量记录 

①报告记录应真实、完整，指

标符合要求 
1 次/周 

1 通信电源 
③防雷保护单元检查 

④指示灯、转换开关检查 

⑤停电及输入熔断器告警试验 

②按说明书要求维护 1 次/月 

 

b) 通信电源定期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17规定； 

表 17  通信电源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标准 维护周期 

1 设备机箱 外观清扫 

①机箱外部清洁，无污渍 

②内外表面防腐层无剥落、无锈蚀 

③元器件上无灰尘、织网等积落物 

1 次/季 

 

 

 

 



DB36/T 743.3—2021 

16 

表 17  通信电源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续）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标准 维护周期 

2 设备机箱 内部清洁与检修 

①检查元器件和线路的颜色、形状、声音等内

容，要求无异常颜色、异常形状变化，无异声、

异味 

②机箱内部线路及元器件排列整洁、标识清楚 

③接插件连接牢固，无熔解、无焦化、无锈蚀

等现象 

④各种指示灯应表示正确、亮度适当、易于辨

别、互不窜光 

⑤排风、散热部件工作正常 

1 次/季 

3 接地 接地体维护 接地电阻符合要求 1 次/半年 

4 蓄电池 蓄电池维护 电压、电流符合生产厂家要求 1 次/季 

 

c) 通信电源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除应符合 JTG 2182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 18的规定。 

表 18  通信电源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要求 检查周期 

1 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主输出电压 万用表实测：-40V--57V 1 次/年 

2 蓄电池 蓄电池内阻测试 
蓄电池在线测试仪：符合蓄电池产品内

阻要求 
1 次/年 

3 通信电源 △电源系统报警功能 

模拟实测：当过压、欠压、蓄电池过冲、

过放等异常情况时，电源系统有报警，

机房内可视、可听报警显示不正常状态 

1 次/年 

4 通信电源 远端维护管理功能 
可实现远端的遥测、遥控和遥信的集中

管理 
1 次/年 

5 UPS 不间断电源 
断开主供电线路时，UPS 能正常启动，

系统不掉电，不影响系统的工作 
1 次/年 

6 接地连接 通信电源的接地 接地电阻测量仪测量≤1Ω 1 次/年 

8.2 检测仪器的配备：万用表、兆欧表、接地电阻测量仪、蓄电池在线测试仪等。 

9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维护 

9.1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是传送信息的媒介，主要用于传输音频、数据、图像等通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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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维护范围包括：中央隔离带下的主通道、路侧设备分歧管道、管理所（通信站）

至主通道配线等的管道、通信光缆、通信电缆等。 

9.3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维护内容及评定标准如下： 

a)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日常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19 规定； 

表 19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日常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标准 维护周期 

1 
人（手）孔 

管道 
直埋线路巡查、管道线路巡查 

标识清楚，线路和管道状态良

好，管道无裸露，井盖完整，

直埋线路和管道不裸露 

1 次/季 

 

b)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定期维护的主要内容及要求应符合表 20 规定； 

表 20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定期维护内容及要求 

序号 维护对象 维护内容 维护标准 维护周期 

1 管道标识 标识油漆、描字 符号字迹清楚 1 次/年 

2 管道 过桥托架、管箱 托架无锈蚀，无松动，管箱完整 1 次/年 

3 人（手）孔 人（手）孔检修 

建筑完整，内部无裂缝，外部无塌陷。

孔内构件完整；井盖和管孔密封良好，

无老鼠进入痕迹 

1 次/年 

4 人（手）孔 抽出人孔内的积水 无明显积水、无杂物 1 次/年 

5 
光缆、通信  

电缆 
接头、接线盒、尾纤 连接正常 1 次/年 

 

c)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除应符合 JTG 2182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 21 的规定。 

表 21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周期 

1 光缆 中继段单模光纤总衰耗 1 次/年 

2 光缆 中继段多模光纤总衰耗 

光万用表或光源、光功率计在中继段两

端测量，≤竣工值+0.1dB/km（最大变

动量≤5dB） 1 次/年 

3 光缆 备用纤芯性能参数 
通导测试，对不符合要求的纤芯重新做

好熔接接续 
1 次/年 

4 音频电缆 音频电缆直流环阻 用电桥或电缆分析仪测量，功能正常 1 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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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通信管道与光电缆定期检查内容及要求（续） 

序号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标准 检查周期 

5 音频电缆 音频电缆串音衰减 
用电缆分析仪或串扰分析仪测量，功能

正常 
1 次/年 

6 音频电缆 音频电缆传输误码率 
将线对一端短接，另一端接数据传输测

试仪以 64k 速率测量，BER≤10
-8
 

1 次/年 

7 通信电缆 电缆线对间绝缘电阻 
兆欧表检测， 

≥1000MΩ﹒KM 
1 次/年 

9.3 检测仪器的配备：光万用表、接地电阻测量仪、电桥、电缆分析仪、传输测试仪、光源光功率计、

光纤时域反射仪、兆欧表等。 

10 其他维护要求 

10.1  通信设备安装件机械部分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安装牢固、零件齐全，铆钉不松动，焊口无开焊，无裂纹、损伤； 

b) 螺丝扣不滑扣，螺母须拧固，螺杆伸出螺母外，弹簧垫圈等防松配件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开口

销劈开的角度大于 60 度，两臂劈开角度应基本一致； 

c) 机械活动部分动作灵活，互不卡阻，旷动量不超限，弹簧弹力要适当起到应有的作用； 

d) 转动轴承类连接件链杆的直径因磨损、锈蚀导致的减小量不应超过 1／10； 

e) 轴孔、销子孔、摩擦滑动面以及调整用螺扣应保持清洁、油润（铅粉润滑除外）、无锈； 

f) 各种冷、热压零件及机件中的键不得滑动和窜出。 

10.2  通信设备电气特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电气接点必须清洁、压力适当、接触良好，节点片磨耗不得超过厚度的 1／2，同类节点同时

接、断，定、反位接点不得同时接触，并保持规定的节点间隙；接插元器件的接触部分无锈蚀、

不变形，动作应良好； 

b) 用 500V 兆欧表测量电气元件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5MΩ； 

c) 光、电缆线路的电气特性要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10.1 设备上的各种指示灯应表示正确、亮度适当、易于辨别、互不窜光。 

10.2 机房、电源室、设备室应配备空调设施，满足机房运行环境要求。 

10.3 设备及线路维护后，其位置、外观及功能、性能等应恢复正常工作状态。 

11 维护质量评定 

11.1 抽检频率 

维护质量的检验评定包括机电设备功能及性能的实际检验和维护记录资料的检查。其中维护记录资

料的抽查频率不低于30%，定期维护项目的实际检验抽检频率不低于30%，定期检测项目对于通信设施原

则上不低于于30%，但当检测发现问题较多时，应加大抽检的频率。 

11.2 评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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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质量的评定采用评分制，满分为100分。总评分包括维护记录资料检查项目评分、实际检验项

目评分和外观评定扣分三部分。其中维护记录资料检查评分占10%，实际检验项目评分占90%。 

a) 维护记录资料评分； 

维护记录资料先按维护内容中的项目记录检查评定，要求真实、有效、齐全，否则为不合格点。评

分方法如下： 

 .................................... (1) 

式中： 

——维护记录抽查项目合格率（%）； 

      ——为抽查合格的点（组）数； 

       ——该抽查项目的全部抽查点（组）数； 

 ...................................... (2) 

式中： 

——维护记录抽查项目得分； 

 ......................................... (3) 

式中： 

——维护记录资料得分； 

——抽查项目数。 

b) 实际检验项目评分； 

实际检验项目先按维护内容中的规定的项目检验评定，要求符合技术要求或少量缺陷，否则为不合

格点。评分方法如下： 

 .................................... (4) 

式中： 

——实验检验抽查项目合格； 

——抽查合格的点（组）数； 

——该抽查项目的全部抽查点（组）数； 

 ...................................... (5) 

式中： 

——实际检验抽查项目得分； 

 ......................................... (6) 

式中： 

——实际检验项目得分； 

——抽查项目数。 

c) 外观评定扣分包括日常维护外观项目和定期维护外观项目，扣分原则规定参考如下： 

1) 外观评定项目按一个构成分项工程的一个单位为一个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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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轻微缺陷无证据时，该测点可扣 0.1 分； 

3) 有轻微缺陷有证据时，每个证据可扣 0.1 分，每测点累计不超过 1.5 分，否则为不合格测

点； 

4) 有明显缺陷，每个证据可扣 0.5 分，每测点累计不超过 1.5 分，当累计至 1.5 分以上时为

不合格测点； 

5) 有严重缺陷，很明显不符合标准要求，此测点不得分，直接判为不合格，该抽查项目的维

护质量评分为零； 

6) 在统计分项工程的外观缺陷扣分时，将各测点扣分累加作为外观评定扣分。 

d) 维护质量评分 

 .............................. (7) 

式中： 

 ——维护质量评分； 

    ——维护记录资料得分； 

    ——实际检验项目得分； 

    ——外观评定扣分。 

11.3 结果判定 

高速公路通信系统维护质量满足以下要求评定为合格，否则评定为不合格。 

a) 维护质量评分＞90分； 

b) 实际检验项目中的关键项目全部符合要求；关键项目的范围以 DB36/T 743.1 的有关规定为准； 

c) 每年重大故障不得超过两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