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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7 年交通运输标准化的通知》（交科

技函【2017】412 号），《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技术要求》

由交通运输信息通信及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提

出并归口，由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主要承担编制，计划号为 JT 

2017-18。 

1.2 协作单位 

标准的协作单位为青岛海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青岛理工大学、中

国海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1.3 标准制定的背景及必要性 

近几年，随着海难事故居高不下，以及社会各界对海上作业人员安

全保障的呼声加强，改变传统的“落水人员身着救身衣，被动等待救援”

的被动搜救方式已经迫在眉睫。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是

一套技术先进、实用的海上遇险报警搜救系统，在海上遇险人员搜救过

程中，落水人员随身携带的报警定位终端能够动态播发包含经纬度等数

据的定位信息，中继转发设备转发接收到的 972 开头的求救消息增加搜

寻面积，接收设备接收到求救消息后发送给显示设备，显示设备可以实

时动态显示遇险者的求救信息，搜救力量根据定位信息快速确定落水人

员位置，能够有效提高我国水上遇险人员搜救成功率和效率，具有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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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意义和广泛的市场价值，因此该产品得到了“十二五”国家科技

支 撑 计 划 项 目 《 生 命 探 测 与 搜 索 关 键 技 术 研 究 与 装 备 研 发

(2014BAK12B00)》的支持，同时由于该产品技术的成熟性和先进性，也

得到了诸多其他企事业单位关注，纷纷投入巨资进行研究开发，目前该

产品正在陆续装备渔业、海上石油勘探和航运市场，发挥着保障水上作

业人员安全的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与传统求救装

置相比，是一种全新的个人遇险报警系统，在我国尚无相关标准或规范

性文件，国际上也仅仅有 ITU（国际电信联盟）技术方案建议稿（此建

议稿针对一些关键技术点也尚未给出明确建议），整个行业缺少一部指导

各研发机构、生产厂家及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能够合规、有效开展相关

工作的技术标准或规范。 

目前，随着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应用的不断扩大，

已经暴露出一些制约该设备广泛应用的问题，主要是不同企业产品的性

能、数据结构、数据项、通信协议不同，甚至部分设备商在开发过程中

随心所欲的按照“排外法则”加入一些保护自身利益的指标，这些不利

因素已经限制了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的全面推广，给整

个产业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格局，正影响着使用方正常的工作开展。 

因此，为了解决已经出现的、困扰设备持续深入有效应用的诸多问

题，亟需研究和制定能够指导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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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用以指导和约束设备关键指标的设计。通过制定标准，实现规

范基于AIS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技术的研发、测试和生产等环节，

达到有效提高我国海上人命救助的成功率和效率，最大程度解决水上搜

救过程中落水人员无法有效定位的难题。 

本标准是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生命探测与搜索关

键技术研究与装备研发(2014BAK12B00)》中《基于自动识别（AIS）技

术的个人海上搜救系统的研制（2014BAK12B06）》课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和编制的。 

1.4 主要工作过程 

（1）研究立项阶段 

2017 年 1 月～2017 年 3 月，开始启动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成立了

标准编制组，按照标准制定的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施方案逐步推进。

完成了项目框架研究及实施方案研究，形成标准草案，提交立项申请。 

2017 年 6 月～2017 年 7 月，编制组主要进行资料收集和调研。通过

电话、网络、咨询等调研方式搜集现有落水人员报警定位终端类、AIS 接

收机等产品生产厂家、用户信息以及相关国内外资料。 

（2）征求意见稿阶段 

2017 年 8 月～2017 年 12 月，编制组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深入分析

各类报警定位终端的技术路线、功能、性能等要素，初步制定出定位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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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的部分功能点和性能点。对不同技术路线终端进行了测试，基本掌握

了不同终端的功能和性能。2017 年 12 月，项目组调研 AIS-MOB 用户需

求和生产厂家产品情况，并收集相关的国内外标准及文件资料。在对调

研资料深入分析基础上，初步梳理出落水人员报警定位终端、AIS 接收机

功能点、性能点；组织相关人员对标准起草内容进行讨论，梳理出疑议

点和待补充点。 

2018 年 1 月～2018 年 5 月，编制组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提

交标委会审核。标委会提出了修改建议和意见，编制组在此基础上又对

标准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终形成正式的征求意见稿。 

1.5 主要起草人 

主要起草人员：耿雄飞、李言胜、文捷、姜海鹰、李欣、杨宗伟、

范成叶、杨贵贤、胡勤友等。其中，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标准编

制人员耿雄飞、文捷；青岛理工大学李言胜；中国海洋大学李欣；青岛

海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姜海鹰、杨宗伟、范成叶、杨贵贤；上海海事大

学胡勤友。姜海鹰负责工作协调、人员配备。耿雄飞负责总体技术审核，

并全面负责标准前期立项申请书的编写、需求调研和标准业务部门的访

谈和调研，文捷负责资料查阅和调研资料梳理，李言胜、杨宗伟、范成

叶、杨贵贤负责 AIS 终端的技术资料整理和相关编制，李欣负责有关中

继浮标的整理和相关编制，耿雄飞、李言胜、文捷、杨宗伟、胡勤友负

责征求意见汇总、咨询、评审会的组织和召开，推进标准工作进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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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1) 包容性原则 

本标准制定的一般要求、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尽可能包容当前市

场上多数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设备、系统、个人落水报警定

位终端等产品，使标准能够对多数生产厂家进行相关产品的设计、生产

指导和服务。 

(2) 实用性原则 

调查和研究行业现状，坚持实用性为主的原则，满足水上交通、水

上作业企业、水上交通主管部门的实际应用需求，对系统功能点的选择、

性能指标的确定，除了参照相关标准要求外，以贴近用户实际应用需求

为原则。 

(3) 一致性原则 

本标准确定的术语、缩略语、技术指标等内容按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国际标准的顺序优先引用或参考，保持与他们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在无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参考的，调研收集用户需求，通过验证分析

后作为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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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2.2.1 一般要求 

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救系统组成包括终端设备、中继设备、

应用显示等四部分，通过终端设备发射 AIS 消息，通过中继设备和接收

设备完成 AIS 消息的传输与接收，通过应用显示系统完成 AIS 消息显示

与报警，从而做到水上生命的探测与搜索。其中终端设备、中继设备、

接收设备的外观及材质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及实际应用情况，外壳防护等

级引用国家标准 GB/T 4208-2017，接收设备的要求引用国家标准 GB/T 

20068-2017。 

2.2.2 功能要求 

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救系统的功能，主要从各组成部分的功

能进行规定。 

终端设备的功能主要包括定位、消息发射、设备操作、设备自检等，

根据设备的实际应用情况，支持两种或两种以上卫星定位方式，引用

GB/T 20068-2017 的相关要求，要适用于所使用环境，按照便于操作的原

则，对操作和自检功能进行规定。 

中继设备的功能主要包括定位、消息转发和操作等，根据设备的实际

应用情况确定，支持两种或两种以上卫星定位方式，引用 GB/T 

20068-2017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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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设备包括 AIS A 类和 B 类船载设备，其功能主要引用国际标准

IEC 61933-2 和 IEC 62287-1 的规定。 

2.2.3 性能要求 

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救系统的性能要求，主要从整体性能

及组成部分的性能指标、调制方式、通信协议、设备封装及环境适应性

等方面做出规定。 

整体性能主要符合 ITU-R M.1371-R 的要求。 

终端设备性能指标的确定，主要从保证黄金救援时间角度考虑，按

照实际情况，参照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相关要求，确定了设备确保持续

工作时间不少于 72 小时，平均无故障间隔时间不少于 3000 小时，按键

至少能承受不小于 10000 次按压试验。 

中继设备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确定各项指标，应能处理接收到的 AIS

消息，将接收到的 MMSI 号码以 972 开头的 AIS 消息中转发标志为小于

3 的消息，转发标志位加 1 以后转发，最多转发 3 次。 

接收设备，即船载移动设备的性能应遵守 IEC 61933-2 标准 、 IEC 

62287-1 标准要求；岸站接收设备可以接收 AIS-MOB、、AIS-SART 、A

类、B 类等设备的相关要求。 

对于通信频段，终端的信号传输信道确定为 AIS 专用信道：CH78B

（161.975MHz）和 CH88B（162.025MHz），载波频率误差不大于±500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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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制方式符合 ITU-R M.1371-5 的要求。通信协议符合 ITU-R M.1371-5

的要求。 

为保证设备在极端环境下正常使用，对于系统设备的封装，要求外

壳封装应符合 IEC 60945 第四章的规定，10 米水深保持不小于 5 分钟水

密。考虑使用环境存在从高处跌落的可能，终端设备应具有高强度，防

跌落，可承受 20m 高空坠入水中冲击力等特性。中继设备、船载接收设

备工作环境大部分在船舶舱，外考虑使用环境的复杂性，中继、接收设

备应符合 GB/T 4208-2017 要求的 IPX6 外壳防护等级。 

系统的环境适应性，主要从硬件设备使用环境主要是在海上、船舶，

上述环境中存在机械振动，所以硬件设备在承受振动试验、冲击试验等

机械环境试验后，应无永久性结构变形，无零部件损坏，无电气故障，

无紧固部件松脱现象，无插头、通信接口等接插器脱落或接触不良现象，

其各项功能等应保持正常。  

2.2.4 测试要求 

对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救系统进行测试，主要从系统组成

的终端设备考虑。终端设备测试应符合 IEC-61097 的要求；电气特性应

符合 IEC61162-1 或 IEC 61162-2 要求；电磁兼容应符合 GB/T 17626.2 要

求；环境测试应符合 IEC 60945 要求。中继设备测试应符合 IEC 60945 的

要求。A 类 AIS 船载设备应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61933-2 的要求，B

类 AIS 船载接收设备测试按照 IEC 62287-1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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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安装要求 

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救系统的硬件设备在安装时，要充分

考虑安装区域、其他敏感电子设备、安装高度等因素。在安装完成后，

要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检查，按设备的使用说明书进行测试，通电及初

始化，保证各项功能正常。对于船载 AIS 设备的安装和布置引用相关国

际标准和国家相关文件的要求。 

三、 预期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分析 

3.1 经济效果 

近几年，国内外海上石油勘探、渔业、航运等涉海企业陆续装备了

落水人员主动报警定位装置，起到了良好效果。但随着产品的不断推进，

也暴露出一些制约该产品广泛应用的问题，主要是不同企业产品的功能

和性能指标不同，报警数据结构不同，报警数据内容不同，产品之间无

法相互兼容，无有效第三方检测和型式认证机构等，这些不利因素已经

限制了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的全面推广，究其原因，主

要是该类产品没有一个国际、国家或行业的指导规范或标准，从而使得

相关单位在开发过程中随心所欲的按照加入一些保护自己的技术指标或

数据项等，使得用户被动接受生产厂家提供的产品功能和性能，产品缺

少统一的验收规范，制约着基于 AIS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的推广。 

因此，本标准的实施，将能够有效指导各研发机构和生产厂家的产

品标准，用于约束其关键指标的设计，避免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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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系统给现有船载设备的通讯造成干扰；避免各厂家设备应用后不能

相互兼容，对我国海上搜救资源整合造成负面影响。通过标准的实施，

最终实现规范基于AIS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的研发和生产等环节，

使用户能够装备符合标准技术要求的终端设备，为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

探测与搜索系统的大面积推广做好标准准备和技术指导准备，使得终端

设备能够对提高我国水上人命救助的成功率和效率提供帮助，对减少我

国水上事故造成的人命和财产损失意义重大。 

3.2 社会效果 

海事事故中，遇险人员不会立即失踪或死亡，大部分是因为搜救时

间过长，不能及时得到援助打捞而导致死亡或漂流失踪。特别是在恶劣

气象条件下，由于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海上搜救行动难以有效展开。

根据研究表明，海难发生后 2 小时是保证遇险人员生存的平均临界时间，

超过 24 小时能够生还的遇险人员不到 20%。而我国沿海离岸 50 海里救

助力量到达时间平均为 210 分钟（应急到达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平均

每次搜救时间约为 7.2 小时，而定位落水人员位置所消耗时间又占搜救时

间大部分，因此有效缩短落水人员定位时间对搜救工作至关重要。为了

了解决海上搜救过程中最耗时、最关键的环节——人员落水后如何快速

定位，我国市场上推出了落水人员主动报警定位终端，实现人员落水事

故发生后，能够通过终端自动发送包含经纬度等内容的报警信息，方便

搜救力量快速定位搜救，中继转发设备能够转发 972 开头的报警信息扩

大消息播报范围，接收设备接收到报警信息后可以解析后分给显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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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可以动态显示遇险者的位置，整个搜救系统能够快速响应搜救，

短时间内调集更可能多点搜救力量，极大的提高搜救效率，增加遇险者

的获救几率。 

通过规范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功能及性能等技术要

求，可指导系统的研究和生产，避免企业无序竞争，保证产品质量，规

范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同时为缩短我国水上事故中落水人员的搜救时

间提供帮助。 

3.3 环境效果 

基于 AIS 的水上生命探测与搜索系统，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

术领域，研发生产过程采用符合船级社许可的环保材料和器件，不产生

次生污染，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采用国际通用的 AIS 专用传输无

线频道，不会对其他频段信号造成影响。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没有采用国际标准，但部分内容引用和参考了

下列国际标准： 

1、IEC 60945 航海和无线电通信设备和系统 一般要求、试验方法

和要求的试验结果（Maritime navigation and radio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nd systems – General requirements – Methods of testing 

and required test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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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EC 61097-14 全球海上遇险安全系统（GMDSS）第14部分：AIS

搜救定位装置（AIS-SART）操作与性能需求、测试方法与要求的测试结

果（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afety system  (GMDSS) - Part 14: 

AIS search and rescue transmitter(AIS-SART)-Operational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methods of testing and required test 

results）； 

3、ITU-R M.1371-l 对于通用船的自动识别系统的技术特征就是在

VHF海上移动波段使用时分多址联接方式（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a uninversal shipborne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using 

tim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in the VHF maritime mobile band）； 

4、 ITU-R M.1371-4，附录3.19节消息21，对助航设备位置报告（3.19 

Message 21: Aids-to-navigation report (AtoN)）； 

5、ITU-R M.1371-5建议书 在VHF水上移动频带内使用时分多址的自

动识别系统的技术特性（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for an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using tim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in the 

VHF maritime mobile band）； 

6、IEC 62287-1  海上航行和通信设备与系统B级船载自动识别系统

（AIS）第二部分：载波侦听时分多址技术（CSTDMA）（Maritime navigation 

and radiocommunication equipment and systems - Class B shipbor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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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ment of the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 Part 1: 

Carrier-sense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CSTDMA) techniques）。 

五、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充分研究了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行

业标准。标准与既有法律、法规及标准体系不冲突，与现行有效的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不矛盾，保持协调一致。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标

准和文件有： 

1、GB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 

2、GB/T 15527-1995  船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接收机通用技术条件； 

3、GB/T 15937-1995  VHF/UHF频段广播业务与移动和固定业务频率

共用技术规定； 

4、 GB/T 17626.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

验； 

5、GB/T 20068-2017  船载自动识别系统（AIS）技术要求； 

6、《国内航行船舶船载电子海图系统和自动识别系统设备要求规定》

中国海事局，（海船舶[2010]156号文件）； 

7、《钢制海船入级规范》中国船级社．钢质海船入级规范：2015第4

分册[S]．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第三节设计、制造与安装一般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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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