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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体育场馆智慧化建设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中型体育场馆智慧化建设和管理相关的总体要求、系统架构、业务应用及平台要求、

安全管理、保障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大中型体育场馆的智慧化建设、改造以及日常管理，小型及其他类体育场馆可参照使

用。 

注：在不引起混淆的情况下，本标准中的“大中型体育场馆”简称为“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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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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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  

GB 12899  手持式金属探测器通用技术规范 

GB 15208.1  微剂量X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要求 

GB 15210  通过式金属探测门通用技术规范 

GB/T 17095  室内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卫生标准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安全技术要求 

GB 20815  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 

GB/T 22185  体育场馆公共安全通用要求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505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GB/T 31132  入侵报警系统 无线(射频)设备互联技术要求 

GB/T 31168  信息安全技术 云计算服务安全能力要求 

GB/T 32581  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技术要求 

GB/T 34311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总则 

GB/T 35319  物联网 系统接口要求 

GB/T 36326  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服务运营通用要求 

GB/T 37732  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存储系统服务接口功能 

GB/T 37741  信息技术 云计算 云服务交付要求 

GB/T 37950  信息安全技术 桌面云安全技术要求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6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 

http://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71F772D7AB2DD3A7E05397BE0A0AB82A
http://www.stdmis.cn/Database/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ctl00$ContentPlaceHolder1$ContentPlaceHolder1$rptStandard$ctl06$lbtn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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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198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GB 50394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95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51212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GA/T 367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 

GA/T 644  电子巡查系统技术要求 

YD/T 2717  云运维管理接口技术要求 

YD/T 3337   面向物联网的蜂窝窄带接入（NB-IoT）终端设备技术要求 

YD/T 3548  通信运营企业能耗计量与管理系统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大中型体育场馆  large and medium-sized stadiums 

拥有3000座以上室内健身场地或10000座以上露天健身场地的体育场馆。 

3.2  

体育场馆智慧化  stadium intelligence 

以体育场馆空间为主体，应用BIM、云计算、物联网、5G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现

代信息技术，形成体育场馆即时感知、科学决策、主动服务、高效运行、智能监管等功能为一体的新型

建设和运行管理模式。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AI：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I：应用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 

BIM: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GI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NB-IoT：基于蜂窝的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PC：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 

SDK：软件开发工具包（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VR：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 

5 总体要求 

5.1 符合数据分级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共享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GB/T 22185、GB/T 34311等要求。 

5.2 遵循“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要求，注重安全高效、业务协同、数据共享。 

5.3 根据所在地区、使用性质、场馆等级、管理方式等合理选择体育场馆智慧化建设等级。 

http://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8B1827F15034BB19E05397BE0A0AB44A
http://www.stdmis.cn/Database/javascript:__doPostBack('ctl00$ctl00$ContentPlaceHolder1$ContentPlaceHolder1$rptStandard$ctl06$lbtn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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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以提升场馆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为目标导向，实施智慧化建设及改造。 

5.5 根据场馆建筑功能分区、服务对象等因素合理配置智慧化设施设备，进行统筹规划、综合利用。 

6 系统架构 

6.1 总体框架 

智慧体育场馆系统架构应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进行设计，包括

硬件感知层、核心技术层、基础平台层、业务应用层、应用展示层以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体系、技术规

范体系，智慧体育场馆总体架构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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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慧体育场馆总体架构 

6.2 硬件感知层 

6.2.1 硬件感知层通过感知和数据采集设备对场馆内的基础设施、软硬件设备、人员等进行物理感知，

实现对位置、身份、行为、状态、环境、竞赛、客流、能耗、照明、网络等的信息和数据采集，提供时

间同步服务。 

6.2.2 硬件感知层应与智慧体育场馆基础平台层和业务应用层联动，实现信息和数据传输，支撑平台

和系统正常运行。 

6.2.3 硬件感知层设置应提供设备安全、用户安全、接入安全、数据安全、连接安全、安全分发、安

全认证、安全运营管理、平台安全架构设计等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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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核心技术层 

6.3.1 核心技术层向各场馆、各部门提供计算、存储、传输、学习、推理、决策等保障和服务。 

6.3.2 核心技术层可应用 BIM、云计算、物联网、5G通信、人工智能、VR、边缘计算、数字孪生等现

代数字技术。 

6.3.3 核心技术应用应符合 GB/T 31168、GB/T 35319、GB/T 36326、GB/T 37732、GB/T 37741、GB/T 

37950、YD/T 2717、YD/T 3337等标准要求。 

6.4 基础平台层 

6.4.1 基础平台层包括业务中台、数据中台、AI中台三个部分。 

6.4.2 业务中台实现业务数据管理系统的集合，实现后端业务资源向前台应用转化。 

6.4.3 业务中台主要包括设备模型、安全认证、设备日志、设备缓存、规则引擎、接入网关、数据分

析、数据分发、统一认证、可视化引擎、表单流程引擎等。 

6.4.4 数据中台应为数据采集、计算、存储、加工的技术集合，包括计算服务、数据治理、数据模型、

数据库框架、开放 API、时序数据库、消息服务等。 

6.4.5 AI中台包括快速编程、算法容器、算法支撑、集成 SDK等。 

6.5 技术规范体系 

6.5.1 应构建并执行涵盖智慧体育场馆的技术规范、标准体系和明细表。 

6.5.2 应制定涵盖数据、业务、技术、项目、安全等要素的关键标准规范研制计划表。 

6.6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体系 

应建立智慧体育场馆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体系，贯穿于硬件感知层、核心技术层、基础平台层、业务

应用层以及应用展示层，确保各层都有相应的网络安全保障手段。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体系建设要求见第

8章。 

6.7 业务应用层 

6.7.1 概述 

业务应用层是智慧体育场馆管理与服务的内容载体，包括场馆运营管理应用、场馆综合运维管控平

台、场馆设备管理平台。 

6.7.2 场馆运营管理应用 

6.7.2.1 场馆运营管理应用为场馆日常经营管理和赛事活动运营管理提供保障和服务。 

6.7.2.2 场馆运营管理应用包括场地预定管理、门票管理、会员管理、培训管理、赛事活动管理、营

销管理、财务管理、移动应用平台管理、客户服务中心、客流监测管理、舆情管理等。 

6.7.2.3 场馆运营管理应用各子应用应符合本标准7.1、7.2的规定。 

6.7.3 场馆综合运维管控平台 

6.7.3.1 场馆运维管理应用为场馆内设施、设备、能效、环境等监控和管理提供运维保障。 

6.7.3.2 场馆运维管理应用包括数字孪生、综合态势、实时能耗平台、资产管理、智能应急管理、智

慧物业管理、数字化办公、大屏可视化管理、知识管理、事件日志管理、权限管理、疫情防控管理等。 

6.7.3.3 场馆综合运维管控平台各子应用应符合7.1、7.3的规定。 



DB33/T 2305—2021 

5 

6.7.4 场馆设备管理平台 

6.7.4.1 场馆设备管理平台包括建筑设备管理、能耗计量设备管理、智能照明管理、环境及水质监控

管理、智慧安防设备平台、智能门禁管理、消防监测管理、智慧停车管理、网络管理平台等。 

6.7.4.2 场馆设备管理平台各子应用应符合7.1、7.4的规定。  

6.8 应用展示层 

6.8.1 应用展示层通过计算机、移动设备、展示终端大屏以及分级数据可视化技术和方案，对场馆运

营数据进行掌握、分析和信息展示，实现全局性、综合化、集中化管理。 

6.8.2 应用展示层包括移动应用、门户网站、数字可视化大屏展示、场馆运营指挥平台、物联网设备

监测平台。 

6.8.3 移动应用包括手机应用程序、小程序等内外部移动应用服务，为场馆内部运维和场馆对外运营

提供全面的移动业务接入服务，移动业务接入服务应具备多平台支持、安全性、API能力、拓展性等特

性。 

6.8.4 统一门户可通过建立场馆官方网站、综合管理场馆运营管理应用以及平台，设置服务功能模块

为公众提供相应服务。 

6.8.5 数据可视化大屏展示实现对场馆人流、车流、经营数据、能耗、空气质量、水质、水温、设备

运行等各类数据的采集、清洗、汇总、利用、实时呈现，为场馆运营管理人员决策和用户消费选择提供

依据和支撑。数据可视化大屏展示应满足本标准 7.3.8 的要求。 

6.8.6 场馆运营指挥平台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可视化大屏、广播通讯、监控设备等技术和设备对场

馆赛事活动等运营状况进行实时监控、调度运行、自动控制、应急指挥、数据分析和数据支持等操作管

理，实现远程指挥可视化、实时现场监控、自动数据采集、动态态势展示、系统应用集成化。 

6.8.7 物联网设备监测平台应基于物联网技术、物联设备以及物联网安全运营平台对场馆设施设备运

行、故障监测、自动报修、恢复正常等物理状态进行持续监测、安全风险感知、风险评估分析、风险预

警处置、安全漏洞检测修复、异常行为组织管理。 

7 业务应用及平台要求 

7.1 基本要求 

7.1.1 各应用应留有对应的数据接口，可与财务系统、业务系统、自助服务机等软硬件设备或终端以

及外部部门进行数据对接。 

7.1.2 各应用使用者应为场馆运营管理人员，用户界面应主次分明、分布有序、简明易用，符合各类

管理人员的使用习惯。 

7.1.3 各应用应具备安全可靠性、易于使用性、可维护性、完备性、可测试性、可移植性、易安装性、

便于会员分级管理等性能。 

7.2 场馆运营管理应用 

7.2.1 场地预定管理 

场地预定管理应用应具备预定场地名称、场次、日期、项目等信息设置以及预定、退场、付款、换

场、锁场、解锁、签到、查看会员资料、更改预订信息等管理，并满足以下要求： 

——支持订场、锁场、排场、短期或长期固定场、预订验证核销、预订记录查询等基础管理； 

——支持分时分场定价、节假日定价、改期、调换场地、半场预订、场地打包预订、半小时或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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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预订等； 

——提供超时补费、订场加时等基础服务。 

7.2.2 门票管理 

门票管理应用应具备窗口或网络门票票种、数量、金额等设置以及售卖、核销或验票等功能，并满

足以下要求： 

——支持线上线下自助或人工购票，购票后生成购票记录，记录中可查看购票渠道来源、支付方式、

金额、购票时间、购票人等详细信息； 

——支持会员和散客售票、验票服务，票务核验记录可作为客流监测数据的依据之一； 

——支持对场馆可售卖票务信息进行管理，可通过场馆自营线上平台和第三方平台进行场地预订和

支付； 

——支持门票和刷次卡管理，帮助其查询购票或验票记录，支持票务分销或导码功能； 

——支持 PC、手机应用程序、小程序、公众号以及第三方平台的购票服务，支持对第三方平台票

务或导码进行验证； 

——用户可通过系统或门禁实时系统核实身份后对票务进行核销。 

7.2.3 会员管理 

会员管理应用应具备会员注册、资料信息维护、会员数据分层、会员卡或运动卡账户办理及操作等

功能，并满足以下要求： 

——会员注册和卡类办理：实名认证、录入会员信息（支持人像采集）、办理实体卡或支持会员通

过手机应用程序、小程序进行购买、使用运动卡、会员卡（包括储值卡、储次卡）等； 

——卡包充值：可操作多账户、自定义金额、多支付方式来完成充值； 

——账户管理：可进行扣款、余额转账、冻结账户、挂失、解冻、过户、账户合并、注销、删除会

员等操作； 

——操作记录与查询：对散客用户和场馆会员开户、消费、充值、合并、挂失、信息修改、合并、

过户、冻结、注销等操作进行记录、短信提醒、查询； 

——会员维护：可针对近期生日会员、过期会员、余额不足会员以及会员活动进行短信提醒。 

7.2.4 培训管理 

培训管理应用应具备培训课程、班级、教练、学员、考勤、考核、课程订单等管理功能，并满足以

下要求： 

——课程管理：支持自定义新增或编辑课程、课程列表筛选、搜索、导出等，可自定义课程名称、

定价、报名限制等信息； 

——班级管理：支持自定义新增或编辑班级、班级列表筛选和搜索、课表查看和导出等，可自定义

班级名称、上课时间、上课教练等信息； 

——教练管理：支持自定义新增或编辑教练、教练列表筛选、搜索、导出等，可自定义教练姓名、

手机号、对应项目等信息； 

——考核管理：支持学员对课程、培训质量、教练员教学态度及教学方式等提出评价反馈，制定涵

盖教学时长、学员评价、服务态度、教学质量等多维度评价体系，动态确定教练等级； 

——学员管理：支持自定义新增或编辑、查看学员基础信息、课程信息以及学员列表筛选、搜索、

导出等； 

——考勤管理：支持学员、私教、教练的签到、补签以及签到列表筛选、搜索； 

——课程订单管理：支持学员现场购课、退款以及课程订单列表筛选、搜索、导出等； 



DB33/T 2305—2021 

7 

——报表管理：支持课程营业收入数据和教练费的统计、筛选、搜索、查询、导出等； 

——操作记录查询：记录系统操作历史信息，可按操作人、操作时间进行排序展现，支持自定义条

件搜索查询。 

7.2.5 赛事活动管理 

7.2.5.1 赛事活动管理应用应具备赛事活动线上信息发布、报名、招商赞助、数据服务、推广、安全

应急管理等功能，并满足以下要求： 

——支持赛事活动的创建、发布、分享设置以及自定义报名表单创建； 

——支持短信、公众平台给目标用户群发短信，通知赛事活动安排； 

——支持用户通过小程序、公众号以及第三方平台进行活动或观赛报名、购票； 

——可通过线上发布招商或赞助方案，开展线上对接； 

——可汇总分析活动订单、场内人流、比赛成绩等各类数据信息，可通过可视化平台对数据进行可

视化创建、编辑、发布、投屏； 

——可利用多媒体信息显示和查询的终端，全方位、多角度直播比赛或发布大型活动的实况或实时

信息； 

——支持集中控制场上照明、声音、显示设备等，实现场馆现场灯光、广播、视频、人员等统一指

挥、调度等； 

——可实时获取突发事件信息，及时报警联动、应急预案实施、现场处置。 

7.2.5.2 有条件的场馆宜建立体育赛事活动直播系统，配备流媒体直播设备、导播设备以及专业人员。 

7.2.6 营销管理 

7.2.6.1 营销管理应用应支持用户数据、行为数据、业务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具备产品决策、营销策

略制定、目标用户智能推送服务、信息引导发布、营销推广效益分析等管理功能。 

7.2.6.2 营销管理系统应与会员管理系统、移动应用平台管理系统相关联，实现数据和信息的获取、

传输、发布。 

7.2.7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应用应具备订单统计、营业收入、税金、利润、成本费用等财务核算、分析、报表数据统

计、报表分类筛查、灵活导出和在线打印等综合线上财务管理功能，并满足以下要求：  

——管理人员可在系统按时间、场馆名称、收款方式等多种方式筛选财务报表，并支持报表数据表

单导出及在线打印； 

——需适配场馆各类经营环境，如场地订单、门票售票、商品租赁等； 

——具备设置不同管理权限的功能，可根据场馆实际财务收款要求设置多个财务收款账号及财务信

息获取权限。 

7.2.8 客户服务中心 

7.2.8.1 应设置固定客户服务场所，配置相应的客户服务人员和设备用品，为客户提供会员接待、业

务受理、业务咨询、会员营销、投诉处理、广播等现场客户服务。 

7.2.8.2 应采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拓展服务渠道，提供基于云平台的客户联络呼叫中

心，实现24小时在线电话、网络业务受理服务。 

7.2.8.3 服务人员应熟悉场馆内各场地位置环境、设施设备使用要求以及本岗位服务要求，着装整齐、

举止文明、用语规范、态度热情。 

7.2.8.4 应通过大数据记录场馆用户、商户失信情况，分析信用状况，实行失信黑名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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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客流监测管理 

场馆客流监测管理应用可选择双目客流监测系统、WiFi探针客流监测系统、人脸识别门禁闸机客流

监测系统、刷卡扫码门禁闸机客流监测系统、人脸识别客流监测系统中的一种或多种组合，各出入口、

主要道路等重点部位应实现客流密度监测、客流统计、超限告警、实时热力分析等功能。 

7.2.10 舆情管理 

7.2.10.1 应建立舆情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各类门户网站、客户端的网络舆情。 

7.2.10.2 舆情监测系统应实现舆情全天候无间断监测、记录、预警、追踪、分析、研判、处理。 

7.3 场馆综合运维管控平台 

7.3.1 数字孪生 

数字孪生技术的应用应实现对场馆重要资产、能源、人员等空间定位和数据协同，实现场馆空间、

资产、安全、运维、能源等综合管理、虚拟展示分析、预测。场馆建筑信息模型应符合GB/T 51212的要

求。 

7.3.2 综合态势 

综合态势应对影响场馆行业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以及场馆硬件设施、服务项目、

场馆营销情况、场馆特色、财务状况、用户分布、男女比例等整体经营形势进行分析，并根据综合态势

分析情况制定场馆的发展规划、营销策略、运营方向等。综合态势主要包括： 

——人员态势：针对场馆中人流、特征、数量等数据进行分析和展示； 

——车辆态势：针对场馆范围内车辆的分布、数量、停车容量和进出状态进行分析和展示； 

——安全态势：针对场馆范围内拥堵状态和安全事件进行分析和展示； 

——环境态势：针对场馆范围内的相关环境状态、异常波动、趋势判断进行分析和展示。 

7.3.3 实时能耗平台 

实时能耗平台应对场馆空调、照明、机电等设施设备的能耗数据进行采集、整理，实时呈现场内各

部位设备、操作人员运行情况，为开展节能降耗提供数据支撑。 

7.3.4 资产管理 

7.3.4.1 资产管理应用应能对场馆设施设备等重要资产信息的新增、转移、调拨、盘点、借用、归还、

领用、维修、保养、检测情况等进行全生命周期跟踪管理、可视化管理，并支持在GIS或BIM地图上进行

资产管理、资产异常告警。 

7.3.4.2 应制定符合场馆实际需求的物联网设备编码规范，参考本标准7.3.6.2的要求。 

7.3.5 智能应急管理 

智能应急管理应用应通过监控设备、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员、行为、特征进行视频信息采集、智能分

析，实现智能巡检、警报信息自动发送、应急预案启动、内外场联动指挥、附近资源查询、现场处理、

异常恢复、事件记录追溯等。 

7.3.6 智慧物业管理 

7.3.6.1 智慧物业管理应用应实现对场馆保洁、绿化、安保、设施设备安装维护、器材报障、车辆管

理等后勤保障服务的在线预约、在线缴费、线上投诉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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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6.2 应建立场馆编码规则，按“单位--场馆--楼层--井道-设备类型-设备型号-编号”的形式设置

场馆编码。 

7.3.6.3 应具备对业主、楼宇、缴费等各类数据汇集、统计以及信息、合同、档案的管理和查询等功

能。 

7.3.6.4 应实现租户全生命周期管理，对接场馆数字化办公平台，为租户提供全方位数字化服务。 

7.3.7 数字化办公 

7.3.7.1 数字化办公管理应用应具备综合管理协同办公管理平台，同时可通过内置移动应用管理模块

对接数字化办公平台或终端，整合办公流程以及其他信息。 

7.3.7.2 数字化办公平台或终端应具备考勤打卡、流程发起和处理、通知公告、收文、发文、会议直

播、邮件发送等功能，协同办公管理平台应与数字化办公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移动办公、掌上办公。 

7.3.7.3 数字化办公管理应用应实现流程建模、部署、自动化、运行控制、管理监控等一套流程管理

体系。 

7.3.8 大屏可视化管理 

7.3.8.1 大屏可视化应具备数据汇聚管理、可视化组件、超高分辨率渲染引擎、可视化方案设计工具

软件和操控切换控制软件等功能。 

7.3.8.2 应开发建设智能化、可视化的数据汇聚工具，根据可视化场景需求对各类数据资源设计相应

的采集、缓存和统计分析及处理方法，以信息要素、业务模型等多种形式，为实现多样化、可视化展示

提供数据保障。 

7.3.8.3 可视化组件应包括支持柱形图、饼图、折线图、雷达图、仪表盘、3D图标等组件以及模板库

（支持应用克隆）、专业图形显卡，通过可视化开发界面，可对可视化组件进行拖拽、排版、数据源切

换等操作，实现大数据的查询统计及展示方案的新建和切换。 

7.3.8.4 大屏可视化图形样式主要包括文字、图片、动画、视频、图表、地图、地图热点、图文组合、

表格等各类基础图形，对于复杂的数据可设计拓扑图、关系图、张力图、热力图、撒点图、时序图、观

众迁徙地图等数据可视全景图。 

7.3.8.5 应通过分析不同情况下的业务需求，明确需要获取的信息及关联的数据构成，针对实际业务

情形设计能够根据实时信息进行联动切换等各类操作的大数据可视化展示预案。 

7.3.9 知识管理 

知识管理应用可通过构建场馆知识系统，对场馆日常解决方案、产品说明书、场馆图纸等信息进行

自动记录、存储、更新、搜索、调用，实现场馆运营管理人员快速制定维修服务策略。 

7.3.10 事件日志管理 

事件日志管理应通过大数据技术、智能算法等对场馆运维事件日志数据的统一采集、处理、存储、

归档，实现全链路追踪、可视化分析和呈现、全文检索、智能告警等数字化运维。 

7.3.11 权限管理 

权限管理应具备角色定义、用户账号管理、身份验证、登录认证、权限管控、风险管理、合规审计

以及网络接入管理等功能，提供全平台统一化管理，主要包括： 

——统一身份：提供统一用户身份和凭证管理服务，集中存储用户账号和数据信息，实现用户自助

服务和业务系统安全快速接入，自动识别和处理僵尸账号、孤儿账号； 

——统一认证：提供统一的访问入口和融合认证中心，实现各个业务系统一次登录、可信应用免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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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支持静态密码、短信验证码、二维码、人脸识别等多种方式认证，保障用户的登录体验

和接入认证安全； 

——统一权限：提供统一的授权管理平台，实现基于用户角色和用户属性的权限分配，可管控用户

平台级权限（平台自身操作权限）、应用级权限（用户可访问的应用）、核心级权限（用户在

应用内部的角色）以及细粒度级权限（应用菜单、按钮、表单类权限）四类权限； 

——风险管理：基于事先预设好的风险管理规则，对用户访问元数据（时间、地点、习惯、账号、

关系、行为、权限等）进行全面分析，通过设计风险阻断机制，实时告知管理员及用户存在的

潜在风险，并可主动阻断风险，以实现智能风险管控，并上报至事件日志管理； 

——合规审计：统计分析用户账号状态、认证日志、访问日志、操作日志、同步日志、系统日志等

数据，可视化、图形化地展示用户日志记录，追溯用户行为，实现事后审计。 

7.3.12 疫情防控管理 

7.3.12.1 应在场馆入口处设置体温检测点和测量装置，实现对入场观众体温测量、体温异常报警提示、

体温数据传输等功能。 

7.3.12.2 宜建设热成像体温筛查系统，支持以非接触的方式对进入场馆人员进行人体表面温度检测和

统计，支持大客流监测以及戴口罩人脸识别安检。 

7.3.12.3 体温测量数据应与综合态势系统相关联，可在综合态势中实时查看场地测温情况、历史体温

异常人员信息、本日与历史测温异常信息对比情况等，可对测温情况进行截图、统计、分析。 

7.3.12.4 应设置与场馆规模相适应的疫情处置等突发事件应急点/救助点。 

7.4 场馆设备管理平台 

7.4.1 建筑设备管理 

建筑设备管理应通过物联网技术对场馆给排水、采暖、通风、空调、电气、电梯、锅炉等现场设备、

系统进行统一监测、获取实时运行信息、建立设备运行数据档案、远程控制与管理以及故障处置等。 

7.4.2 能耗计量系统管理 

能耗计量系统应具备对场馆电、水、天然气、热量、冷量等能耗和能效进行监控、统计、分析、评

价、预测、优化等功能，主要满足以下要求： 

——应与设备监测系统、智能照明系统、环境监测系统进行联动，监测设备能耗情况以采取相应调

节或优化措施； 

——能耗计量管理系统的结构和组成、硬件配置、软件功能、通信协议等应符合 YD/T 3548的要求。 

7.4.3 智能照明管理 

智能照明管理应用应具备场地开启、场次开始自动或自助开灯、场次结束自动关灯、整体场地照明

控制等功能，主要满足以下要求： 

——适配各类场地情况、运动项目情况等所需的灯光照明模式，如运动场地的照明照度稳定、可靠，

满足群众运动健身和竞赛人员的视觉要求，观众席和主席台的照明应满足观众和贵宾能在舒适

的照明情况下观看比赛； 

——可采用中央集中式、集散式、分布式的网络结构，宜采用先进照明控制技术，远程控制和实时

控制相结合； 

——具备关闭重开延时、回路开启延时的功能，在工作过程中能抗外界干扰同时不对其他设备产生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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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设置软件的实时控制和故障检测，在系统监视屏上，能通过图文界面观察光源的状态和计算

使用年限、控制系统的运行状态等； 

——支持移动端或自助服务设备开场自动开关灯功能，包含场地开启、场次开始自动开灯、场次结

束自动关灯、整体场地控制等。 

7.4.4 环境及水质监控管理 

7.4.4.1 环境及水质监控管理应用应具备场馆环境温度、湿度以及颗粒物（PM2.5、PM10）、二氧化碳、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氧气等空气质量要素以及噪音、水质水温的监测、评估、安全预警等管理功能。 

7.4.4.2 场馆所监测的室内环境和空气质量应符合GB/T 18883、GB/T 17095等要求并及时预警。 

7.4.5 智慧安防设备平台 

7.4.5.1 智慧安防设备平台应具备对场馆重点部位、设施设备进行实时视频监控、异常识别、报警联

动、应急响应、控制、事件追溯等安全保障管理功能。  

7.4.5.2 应根据场馆的使用功能、建设标准及安全防范管理的需要，综合运用信息、计算机网络、电

子等技术，构成先进、可靠、经济、配套的智能安全技术防范体系，并符合GB 50348、GB 22185等要求。 

7.4.5.3 应根据场馆赛区、运动员区、观众区、竞赛管理区、新闻媒体区、贵宾及官员区、场馆运营

区等不同区域的特点设置。 

7.4.5.4 智慧安防管理应用应结合智能卡系统的综合应用。 

7.4.5.5 应设置紧急报警装置，并留有与110报警中心联网的通信接口，赛事期间系统应以预防、处置

突发事件为核心。 

7.4.5.6 智慧安防管理应用宜由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电子巡更系统、安检系统和安防

信息综合管理系统等子系统组成，各子系统应满足以下功能要求： 

a)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1) 应符合 GB 20815、GB/T 28181、GB 50198、GB 50395、GA/T 367等标准要求； 

2) 应对场馆的周界区域、出入口、进出通道、门厅、公共区域、重要休息室通道、重要机房、

奖牌存放室、特殊器械仓库、新闻中心、停车场等重要部位和场所进行有效高清图像的监

视和记录，图像分辨率应不低于 1080P，监控录像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30 天，其中反恐重

点部位和场所不少于 90天； 

3) 可对场馆内赛事过程中运动员、观众、技术官员坐席等关注目标的活动通过 4K 及以上超

高清全景摄像机远程进行全程记录； 

4) 宜对场馆内外的建筑、关注区域、人、车、道路等目标进行 AR实景标注监测； 

5) 应与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联动，提供标准数据接口，与安防信息综合管理系统

联网。 

b) 入侵报警系统： 

1) 应符合 GB/T 31132、GB/T 32581、GB 50394等要求； 

2) 应对场馆的周界、重要机房、奖牌存放室、枪械等设备仓库等重点部位的非法入侵、盗窃、

破坏进行实时有效的探测和报警，并应有报警复核功能； 

3) 应按需选择、安装各类入侵探测设备，构成点、面、立体或组合的综合防护系统，宜采用

复合式探测装置； 

4) 应显示和记录报警部位和警情数据，提供标准数据接口，与安防信息综合管理系统联网。 

c) 电子巡更系统： 

1) 应符合 GA/T 644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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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应根据场馆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需要,通过巡更点的信息采集对保安人员巡更的工作状态

进行监督和记录； 

3) 巡更点宜设置在主要出入口、主要通道、紧急出入口和各重要部位； 

4) 支持巡更现场图像拍摄上传和对讲； 

5) 应提供通信接口和协议，与安防信息综合管理系统联网。 

d) 安检系统： 

1) 应符合 GB 12899、GB 15208.1、GB 15210等要求； 

2) 在场馆入口处应配置手持金属探测器、安检门、安检机，对观众携带的液体、金属、可疑

物品进行检测； 

3) 应根据场馆安全技术防范管理的需要，对违禁品按需自动智能识别。 

e) 安防信息综合管理系统： 

1) 通过统一的系统平台将安防控制中心与安全防范各子系统联网，实现安防控制中心对整体

系统信息的集成和自动化管理； 

2) 应对安全防范各子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检测和必要控制，对系统运行状况和报警信息等进

行显示、记录和存储； 

3) 应具有标准、开放的通信接口和协议，可与机电设备监控系统和火灾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

控制系统集成。 

7.4.6 智能门禁管理 

智能门禁管理应用应具备通过在场馆出入口或重点部位安装闸机等智能硬件设备，并实现与系统的

互联互通，实现无人值守场景下通过扫码、人脸识别或刷卡进出的功能，并满足以下要求： 

——应对场馆出入口、重要办公室、重要机房、奖牌存放室、特殊器械仓库、设备间、监控室等处

设置出入口控制装置； 

——出入口控制装置主要包括人脸识别门禁闸机、刷卡扫码门禁闸机，应保障装置操作安全、可靠、

有效； 

——应能对设防区域位置、出入对象及出入时间等进行控制和实时记录，具有非法操作报警功能； 

——出入口管理系统应与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统、消防系统联动，火警时应能自动打开

疏散通道上的安全门。 

7.4.7 消防监测管理 

消防监测管理应用应具备监测建筑消防设施运行状态、火灾识别、火灾自动报警、灭火处理等管理

功能，并满足以下要求： 

——消防监测和报警区域根据体育场馆功能分区划分； 

——场馆的防火报警设计、施工、验收应符合 GB 50016、GB 50116、GB 50166等标准要求； 

——采用控制中心报警系统的场馆应设置火灾应急广播，采用集中报警系统的场馆宜设置火灾应急

广播； 

——支持对场馆的用电安全、消防用水状态、电动自行车充电状态等实时智能监测报警； 

——支持对场馆的热成像烟火识别、消防通道占用、登高车场地占用、值班人员值守状态等实时视

频智能监测分析报警； 

——支持对场馆消防基础设施通过 NFC或二维码扫描进行电子化巡查上报； 

——支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火警联动视频监控安防消防一体化应用。 

7.4.8 智慧停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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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管理应用应具备出入口控制、自助停车缴费、监视等管理功能，宜具备车位规划、车辆疏

导、智能停车引导、反向寻车、车底检测等管理功能，并满足以下要求： 

——出、验票机或读卡器的配置方式：短期或临时用户宜采用出、验票机管理方式，长期或固定用

户采用读卡器管理方式，赛事期间设置的专用停车场宜采用读卡器管理方式； 

——提供通信接口和协议，与安防信息综合管理系统联网； 

——记录进出车辆的车牌、车辆全貌、时间等抓拍信息； 

——宜在场馆主出入口部署防撞升降柱和车底可疑物品检测装置。 

7.4.9 网络管理平台 

7.4.9.1 网络管理平台应实现存储、服务器、应用、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无线局域网、无源光

纤网络、无线宽带集群设备、视频监控、IP话机、视讯设备等多种设备的统一管理，支持多厂商设备统

一视图、资源、拓扑、故障、性能以及智能配置功能。 

7.4.9.2 应为场馆提供第三方设备的定制能力与告警北向接口，建立统一的管理系统。 

8 安全管理 

8.1 应建立完整的场馆运营安全体系架构，主要包括物理安全、网络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安

全技术要求。 

8.2 应做好感知设备、执行操作设备的防护工作，防止未经授权访问、窃取、损害或干扰。 

8.3 网络安全、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应符合 GB/T 20271、GB/T 22239、GB/T 22240、GB/T 25058等要求，

保障网络设备、通信线路、服务器正常运行。 

8.4 应对场馆运营管理以及场馆运维管理的各项子应用进行技术防护，支撑对信息访问者或管理者进

行身份识别和接入位置识别、安全控制。 

8.5 应做好用户数据、系统信息数据的加密，保障数据传输和存储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可用性，并及

时向有关部门备案用户数据。 

8.6 应制定设备故障、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确定应急情况下智能安防设备启用、事故处

理以及人员疏散、救援等各项流程和要求。 

9 保障管理 

9.1 制度建设 

9.1.1 应制定和完善与场馆智慧化建设相适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相协调的各项管理制度，

如智能设备维护管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智能安防管理制度等。 

9.1.2 应制定智能化硬件设施设备、信息系统的运行、维护操作指南。 

9.2 组织保障 

9.2.1 应建立各部门协调推进机制、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等保障机制，为智慧体育场馆建设提供组织、

人员保障。 

9.2.2 应组织成立场馆智慧化建设管理机构，负责对智慧体育场馆规划、建设、运营、运维等组织和

管理。 

9.2.3 应形成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范围和业务分工。 

9.3 人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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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 应配备满足智慧体育场馆建设、运营和维护所需的数字化、信息化等领域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制定各岗位人员资质要求、岗位要求。 

9.3.2 应制定年度培训计划，组织开展法律法规、数字化、信息化等相关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教育。 

9.3.3 应制定执行人员绩效考核、能力验证、人才储备等制度。 

9.4 分级配置 

体育场馆根据智慧化建设和管理水平可分为高级、中级、初级三个等级，体育场馆智慧化分级配置

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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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体育场馆智慧化分级配置 

体育场馆智慧化分级配置可参照表A.1。 

表A.1 体育场馆智慧化分级配置表 

序号 
智慧化建设 场馆智慧化等级 

业务应用配置 具体功能 高级 中级 初级 

1  

应用展示平台 

移动应用 ● ● ● 

2  门户网站 ● ● ● 

3  数字可视化大屏展示 ● ● ● 

4  场馆运营指挥平台 ● ○ ○ 

5  物联网设备监测平台 ● ● ○ 

6  

场馆运营管理应用 

场地预定管理 ● ● ● 

7  门票管理 ● ● ● 

8  会员管理 ● ● ● 

9  培训管理 ● ● ○ 

10  赛事活动管理 ● ○ ○ 

11  营销管理 ● ● ○ 

12  财务管理 ● ● ● 

13  客户服务中心 ● ● ● 

14  客流监测管理 ● ● ● 

15  舆情管理 ● ○ ○ 

16  

场馆综合运维管控平台 

数字孪生 ○ ○ ○ 

17  综合态势 ● ○ ○ 

18  实时能耗管理 ● ● ○ 

19  资产管理 ● ● ● 

20  智能应急管理 ● ○ ○ 

21  智慧物业管理 ● ● ● 

22  数字化办公 ● ● ● 

23  大屏可视化管理 ● ○ ○ 

24  知识管理 ● ● ● 

25  事件日志管理 ● ● ● 

26  权限管理 ● ● ● 

27  疫情防控管理 ● ● ● 

28  

场馆设备管理平台 

建筑设备管理 ● ○ ○ 

29  能耗计量设备管理 ● ● ○ 

30  智能照明管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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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体育场馆智慧化分级配置表（续） 

序号 
智慧化建设 场馆智慧化等级 

业务应用配置 具体功能 高级 中级 初级 

31  

场馆设备管理平台 

环境及水质监控 ● ● ○ 

32  智慧安防管理 ● ● ● 

33  智能门禁管理 ● ● ○ 

34  消防监测管理 ● ● ● 

35  智慧停车管理 ● ● ● 

36  网络管理 ● ● ● 

注1：上表中的具体功能要求都指可在线上实现的功能，具体功能要求见本标准第7章的内容。 

注2：“●”表示应配置，为必选；“○”表示宜配置，为可选。 

注3：基础平台层宜采用公有云方式部署，并根据网络安全等级保护级别配备相应安全防护措施。 

注4：应根据高级、中级、初级等级动态配置相应计算、存储等资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