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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制定本规范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规范通信设备维修服务市场，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本规范由泰尔认证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起草单位：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运营专业委员会、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认证中心、浙江

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网络科技分公司、希迪艾通信设备（北京）有限公司、广西通信产业服务有

限公司技术服务分公司、重庆市通信建设有限公司、中捷通信有限公司、北京融和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海亚信通、迪比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安诺信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江西省通服物流分公

司、武汉电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中博通信有限公司、西安瑞吉通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本规范起草人：范贵福、陈勇、韩卫东、张洋、李俊宏、何激扬、姚晟、吴小艳、廖芳草、陈著、

黄晓东、江旭、武万里、杜六苟、钱军、王亮、朱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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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络设备维修企业能力评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参照 YD/T 2219-2011 《通信网络运行维护企业一般要求》，规定了对通信网络设备维修

企业的基本要求和管理体系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通信网络设备维修企业进行业务管理和改进，适用于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对通信网络

设备维修企业的能力评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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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YD/T 2219-2011 通信网络运行维护企业一般要求

3 术语及定义

本规范采用GB/T19000规定的术语以及下列术语：

3.1 通信网络设备维修

通信网络设备所有人（本标准称为顾客）委托相关企业对其通信网络设备进行的维修活动。

3.2 企业

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得到安排的一组人员及设施。

3.3 分包

企业将所承接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的一部分或全部交由其他企业实施。本规范中分包包括整体

分包、部分分包和维修作业分包。

注1：整体分包是指企业将承接的某类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中的故障检测、维修作业、检测确认

等过程全部分包；

注2：部分分包是指企业将承接的某类通信网络设备的部分维修业务分包；

注3：维修作业分包是指企业将维修作业过程分包，维修作业完成后的检测确认过程不分包。。

3.4 检测确认

在维修作业完成后，通过各种测量仪器对维修的设备进行检测，以确定设备的故障已修复，设备

的指标满足相关要求。

3.5 工厂化维修

企业具有固定的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场地，维修作业、检测确认等过程在固定场地内完成。

3.6 芯片返修系统

用于普通封装芯片的返修，如吸锡、焊接等，一般包括足够宽敞的操作台、热风枪、调温电烙铁

设备

3.7 维修场地

用于分拣、初测、故障处理（焊接）、复测、老化、终测、清洗、包装、研发等过程的场地，不

包括仓储、办公等场地。

4 基本要求

4.1 企业注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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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或法人授权资格的企业，经营范围应包括通

信设备维修。企业的注册资本应与其承担的通信设备维修专业及维修业务量相适应，具体注册资本要

求见附录。

4.2 人员基本要求

企业技术负责人应具备相应维修专业工作经验。企业应根据承担的维修业务量配备足够的具备相

应专业维修资格的从业人员，从事法定特殊工种作业人员的资格应满足国家或行业的相关要求。企业

应明确维修人员的专业要求，定期进行技术培训并对其能力进行确认。企业专职维修人员的数量应满

足附录的相关要求。

4.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根据维修业务量配备足够的维修场地及维修设备，维修场地、维修设备的种类和数量应能

满足维修要求。用于复测和终测的仪器仪表及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检定或校准，并保存记录；

不存在第三方计量机构检定或校准的，企业应进行自行校准或运行检查。具体要求见附录

5 管理体系要求

5.1 维修流程识别和策划

企业应识别所承担的通信网络设备维修流程，并根据顾客要求和环境变化对这些流程进行持续改

进。

企业应对所承担的通信网络设备维修过程进行策划，确保对所有的设备维修过程进行有效管理，

包括制定必要的维修规范和操作规程。

5.2 质量管理体系

企业应按GB/T 19001-2008标准要求建立、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并得到持续保持和改进。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范围应包括通信设备维修。

5.3 分包管理

企业可将部分维修项目分包给其他组织完成，但企业应将此情况告知顾客。在获得顾客的同意后

方可分包该维修项目。企业应保存顾客同意分包的客观证据，如合同、记录等。

企业应对分包项目进行严格的控制与管理。企业应制定详细的分包项目指标要求，并形成文件。

在选择分包机构时，应确保分包机构的人员、设备及质量管理满足本规范的相关要求。对于完成的分

包项目，企业应进行必要的检测，确保分包项目符合既定的指标要求。

企业应对分包机构的能力定期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及评价所引起的任何必要措施应予以记录并保

存。

5.4 应急预案

企业应制定应急预案，预案至少应规定应急响应的职责分工、流程、资源保障、紧急维修、紧急

备件支持、现场紧急技术支持等内容。应急预案可针对但不局限于下述情况：

a）重大活动；

b）重大自然灾害；

c）容易出现通信故障的季节；

d）通信事故；

e）其它突发事件。

企业应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并根据评审情况加以完善。

应急预案实施后，企业应根据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和改进。

5.5 维修场地

企业应根据维修业务的需求，配备充分、适宜的的维修作业场所，以满足实际维修要求。

应对静电敏感板材维修的全过程采取静电防护措施，如防静电地面、防静电台面、防静电手环、

防静电周转箱等。对有静电电阻值要求的，应定期进行检测并作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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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规定维修场所的温度和湿度，并进行监控，确保符合规定的要求。

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维修过程中的有毒烟雾及时排出，避免对维修人员的身体健康产生损害。

注：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的模式，可删减该条款。

5.6 维修作业文件

企业应为每类设备制定适宜的维修作业指导书、测试规范等相关文件。维修作业指导书应能具体

指导维修作业活动，应明确所维修产品种类、维修所用设备、维修作业流程和方法等要求。测试规范

应针对不同的维修产品，明确测试项目、技术指标要求、测试方法和合格判定准则，如所维修产品有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应作为测试规范制定的基本依据。

5.7 维修实施

维修人员应按照维修作业指导书或相关规定要求从事维修作业活动，，维修过程及维修结果应予

以记录。

对于有工程变更（包括软件和硬件）的产品，应跟踪变更的执行情况，相关记录应予以保存，并

可追溯。必要时应与顾客进行沟通确认记录和信息的保存期限。

5.8 测试要求

企业应对维修后的产品按测试规范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应予以记录，测试合格的产品才能进行最

终交付。

企业应规定当发现测量仪器及设备偏离校准状态或不符合要求时所采取的措施。

企业应确保使用相应测试软件的最新版本。企业自行开发的测试软件在投用前应予以确认，并保

留确认记录。

注：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的模式，可删减该条款。

5.9 维修能力分析

企业应定期对维修能力进行分析，分析的基础数据和信息可包含但不限于：

a) 维修人员及其技术能力满足本规范和顾客要求的情况；

b) 仪器仪表及设备满足本规范和顾客要求的情况；

c) 维修指标满足本规范和顾客要求的情况；

d) 响应顾客要求的效率和效果；

e) 维修新技术、新方法的采用；

f) 新的维修业务开发的情况；

g) 适应通信技术发展的程度。

5.10 问题处置与跟踪

企业应对顾客提出的、无法立即解决的遗留问题进行记录，向顾客提出采取的改进措施和预防措

施，该措施或方案应得到顾客的批准，还应跟踪措施的实施效果。

企业对于已解决的顾客问题需跟踪改进方案的长期有效性，至少应跟踪3个月。

问题处置的记录应予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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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有线网络设备维修专业

有线网络设备包括四类：交换设备、传输设备、数据设备、多媒体设备。

A.1 甲级能力要求

A.1.1 企业注册要求

注册资本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

A.1.2 人员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设备维修服务的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8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高级以上职称；

具备通信网络设备有线网专业的专职维修从业人员不少于20人，其中相关专业大专以上

学历占40%以上。

A.1.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配备不少于表A.1中甲级所要求的仪器、设备及数量。模型机、测试平台的种类

应满足维修业务的需求。企业维修场地不小于1500平方米。

A.1.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3年以上；在近2年内，每年至少维修二个厂家的有线

网络设备，并覆盖所有四类有线网络设备的维修。所维修的设备没有造成重大通信事故（不

可抗拒力除外）。

维修绩效应满足顾客的考核指标要求，可参考表A.2中所列指标值。

注：申请甲级不允许整体分包和维修作业分包。

A.2 乙级能力要求

A.2.1 企业注册要求

注册资本不少于 500万元。

A.2.2 人员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设备维修服务的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5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职称；

具备通信网络设备有线网专业的专职维修从业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相关专业大专以上

学历占40%以上。

注：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专职维修从业人员数量应不少于 5人。

A.2.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配备不少于表A.1中乙级所要求的的仪器、设备及数量。模型机、测试平台的种

类应满足维修业务的需求。要求企业维修场地不小于1000平方米。

注1：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可不配备表A.1中的“芯片返修系统”、“BGA

芯片返修系统”、“电烙铁测温表”、,维修场地应不小于500平方米。同时企业应配备备板

备件，板件种类应覆盖近一年内占维修种类80%以上的板件，每种板件的合格品库存数量至

少为5块。

A.2.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2年以上；在近1年内，每年至少维修二个厂家的有线

网络设备。所维修的设备没有造成重大通信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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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绩效应满足顾客的考核指标要求，可参考表A.2中所列指标值。

注：申请乙级不允许整体分包。

A.3 丙级能力要求

A.3.1 企业注册要求

注册资本不少于 100万元。

A.3.2 人员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设备维修服务的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3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职称；

具备通信网络设备有线网专业的专职维修从业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相关专业大专以上

学历占40%以上。

注1：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专职维修从业人员数量应不少于5人；

注2：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模式，对专职维修从业人员数量不做要求，但要求专

职从事有线网专业的服务人员不少于20人。

A.3.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配备不少于表A.1中丙级所要求的仪器、设备及数量。企业维修场地不小于500

平方米。

注1：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可不配备表A.1中的“芯片返修系统”，维

修场地应不小于250平方米。同时企业应配备备板备件，板件种类应覆盖近一年内占维修种

类80%以上的板件，每种板件的合格品库存数量至少为3块。

注2: 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模式，对本条款不做要求，但要求企业配备备板备件，

板件种类应覆盖近一年内占维修种类80%以上的板件，每种板件的合格品库存数量至少为3

块。

A.3.4 能力和绩效要求

无要求。

注: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模式，要求企业已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3年以上；

近两年所维修的设备没有造成重大通信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维修绩效应满足顾客的考

核指标要求，可参考表A.2中所列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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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有线网络设备维修主要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表

单位：台/套

序号 名称 甲级 乙级 丙级 备注

1 有线网络设备模型机 △ 3 2 0 系统级测试

2 单板专用测试平台 △ 10 5 1 物理层性能测试

3 示波器 3 2 1

4 芯片返修系统 20 10 3
针对SOP、QFP、PLCC等普通

封装的芯片

5 BGA芯片返修系统 2 1 0

6 电烙铁测温表 ○ 1 1 0 甲级应每个分场所配置1台

7 网络分析仪 ○ 2 1 0 针对数据设备

8 光功率测试仪 ○ 2 1 0 针对传输设备

9 多功能万向抽气系统 1 0 0
吸排维修产生的有害气体，

保证车间的空气质量。

注1：本表中的仪器、仪表数量是指处于完好、可用状态的自购仪器/仪表数量；注2：如企业

没有做数据设备的维修，第7项仪器/仪表可以不要求；

注3：如企业没有做传输设备的维修，第8项仪器/仪表可以不要求；

注4：多功能万向抽气系统，应在每个有线网设备芯片返修工位上设置排风口；

注5：标记“○”的设备需定期检定或校准；标记“△”的设备需每年自校准。

表A.2 有线网络设备维修质量关键指标要求

序号 名称 指标值

1 维修质量（SQ） 在规定时间内的二次返修率：低于1%

2 维修及时率（OTS） 在规定时间内修复交付的比例：高于98%

3 修复率 成功修复的占全部送修的比例：高于98%

4 客户满意度 客户对维修服务的满意程度：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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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无线网络设备维修专业

无线网络设备包括三类：基站设备；微波通信设备；无线直放站、wifi设备。

B.1 甲级能力要求

B.1.1 企业注册要求

注册资本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

B.1.2 人员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设备维修服务的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8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高级以上职称；

具备通信网络设备无线专业的专职维修从业人员不少于20人，其中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

历占40%以上。

B.1.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配备不少于表B.1中甲级所要求的仪器、设备及数量。模拟环境、测试平台的种

类应满足维修业务的需求。企业维修场地不小于1500平方米。

B.1.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3年以上。在近2年内，每年至少维修了三个厂家的基

站设备。所维修的设备没有造成重大通信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

维修绩效应满足顾客的考核指标要求，可参考表B.2中所列指标值。

注：申请甲级不允许整体分包和维修作业分包。

B.2 乙级能力要求

B.2.1 企业注册要求

注册资本不少于500万元。

B.2.2 人员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设备维修服务的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5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职称；

具备通信网络设备无线专业的专职维修从业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

历占40%以上。

注1：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专职维修从业人员数量应不少于5人。

B.2.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配备不少于表B.1中乙级所要求的仪器、设备及数量。模拟环境、测试平台的种

类应满足维修业务的需求。企业维修场地不小于1000平方米。

注1：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可不配备表B.1中的“芯片返修系统”、“BGA

芯片返修系统”，维修场地要求应不小于500平方米。同时企业应配备备板备件，板件种类

应覆盖近一年内占维修总量80%以上的板件，每种板件的合格品库存数量至少为1块。

B.2.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2年以上；在近1年内，每年至少维修二个厂家的无线

设备。所维修的设备没有造成重大通信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

维修绩效应满足顾客的考核指标要求，可参考表B.2中所列指标值。

注：申请乙级不允许整体分包。

B.3 丙级能力要求

B.3.1 企业注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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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不少于100万元。

B.3.2 人员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设备维修服务的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3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职称；

具备通信网络设备无线专业的维修从业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占

40%以上。

注1：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专职维修从业人员数量应不少于5人；

注2：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模式，对专职维修从业人员数量不做要求，但要求专

职从事无线通信设备专业的服务人员不少于20人。

B.3.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配备不少于表B.1中丙级所要求的仪器、设备及数量。企业维修场地不小于500

平方米。

注1：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可不配备表B.1中的“芯片返修系统”，维

修场地应不小于250平方米。同时企业应配备备板备件，板件种类应覆盖近一年内占维修种

类80%以上的板件，每种板件的合格品库存数量至少为3块。

注2: 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模式，对本条款不做要求，但要求企业配备备板备件，

板件种类应覆盖近一年内占维修种类80%以上的板件，每种板件的合格品库存数量至少为3

块。

B.3.4 能力和绩效要求

无要求。

注: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模式，要求企业已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 3年以上；

近两年所维修的设备没有造成重大通信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维修绩效应满足顾客的考

核指标要求，可参考表 B.2 中所列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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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无线网络设备维修主要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表

单位：台/套

序号 名称 甲级 乙级 丙级 备注

1 无线网络设备模拟环境 △ 3 2 0
系统级测试，包括信令、协

议等

2 单板专用测试平台 △ 10 5 1 物理层性能测试

3 芯片返修系统 15 8 3
针对SOP、QFP、PLCC等普通

封装的芯片

4 BGA芯片返修系统 2 1 0

5 电烙铁测温表 1 1 0 甲级应每个分场所配置1台

6 信号分析仪 ○ 5 3 1

7 频谱分析仪 ○ 6 3 1

8 信号发生器 ○ 4 2 1

9 综合测试仪 ○ 2 1 0

10 多功能万向抽气系统 1 0 0
吸排维修产生的有害气体，

保证车间的空气质量。

注1：本表中的仪器、仪表数量是指处于完好、可用状态的自购仪表数量。

注2：多功能万向抽气系统，应在每个无线通信设备芯片返修工位上设置排风口；

注3：标记“○”的设备需每年检定或校准；标记“△”的设备需每年内部校准或运行检查。

表B.2 无线网络设备维修质量关键指标要求

序号 名称 指标值

1 维修质量（SQ） 在规定时间内的二次返修率：低于1%

2 维修及时率（OTS） 在规定时间内修复交付的比例：高于95%

3 修复率 成功修复的占全部送修的比例：高于98%

4 客户满意度 客户对维修服务的满意程度：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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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配套设备维修专业

配套设备包括：终端类设备、动力类设备、监控类设备。

C.1 甲级能力要求

C.1.1 企业注册要求

注册资本不少于1000万元。

C.1.2 人员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设备维修服务的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5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职称；

具备配套设备专业的专职维修从业人员不少于30人，其中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30%以

上。

C.1.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配备不少于表C.1中甲级所要求的仪器、设备及数量。测试平台的种类应满足维

修业务的需求。企业维修场地不小于1000平方米。

C.1.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3年以上，在近2年内，每年的配套设备类维修业务收

入不低于500万人民币。所维修的设备没有造成重大通信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

维修绩效应满足顾客的考核指标要求，可参考表C.2中所列指标值。

注：申请甲级不允许整体分包和维修作业分包。

C.2 乙级能力要求

C.2.1 企业注册要求

注册资本不少于500万元。

C.2.2 人员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设备维修服务的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5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职称；

具备配套设备专业的专职维修从业人员不少于20人，其中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占30%

以上。

注：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专职维修从业人员数量应不少于10人。

C.2.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配备不少于表C.1中乙级所要求的仪器、设备及数量。测试平台的种类应满足维

修业务的需求。企业维修场地不小于500平方米。

注：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可不配备表C.1中的“芯片返修系统”、“BGA

芯片返修系统”,维修场地应不小于250平方米。同时企业应配备备板备件，板件种类应覆盖

近一年内占维修种类80%以上的板件，每种板件的合格品库存数量至少为5块。

C.2.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3年以上，在近1年内，每年的配套设备类维修业务收

入不低于200万人民币。所维修的设备没有造成重大通信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

维修绩效应满足顾客的考核指标要求，可参考表C.2中所列指标值。

注：申请乙级不允许整体分包。

C.3 丙级能力要求

C.3.1 企业注册要求

注册资本不少于100万元。

C.3.2 人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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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通信网络设备维修服务的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3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中级以上职称；

具备配套设备专业的专职维修从业人员不少于10人，其中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占30%

以上。

注1：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专职维修从业人员数量应不少于5人；

注2：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模式，对专职维修从业人员数量不做要求，但要求专

职从事配套设备专业的服务人员不少于30人。

C.3.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配备不少于表C.1中丙级所要求的仪器、设备及数量。企业维修场地不小于500

平方米。

注1：如果企业采用“维修作业分包”模式，可不配备表C.1中的“芯片返修系统”、“BGA

芯片返修系统”,维修场地应不小于250平方米。同时企业应配备备板备件，板件种类应覆盖

近一年内占维修种类80%以上的板件，每种板件的合格品库存数量至少为3块。

注2: 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模式，对本条款不做要求，但要求企业配备备板备件，

板件种类应覆盖近一年内占维修种类80%以上的板件，每种板件的合格品库存数量至少为3

块。

C.3.4 能力和绩效要求

无要求。

注:如果企业采用“整体分包”模式，要求企业已从事通信网络设备维修工作3年以上；

近两年所维修的设备没有造成重大通信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维修绩效应满足顾客的考

核指标要求，可参考表C.2中所列指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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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配套设备维修主要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表

单位：台/套

序号 名称 甲级 乙级 丙级 备注

1 各类专用测试平台 △ 30 10 3
2 终端老化测试系统设备 2 1 0 针对终端设备

3 电源老化测试系统 2 1 0

针对动力设备

4 耐压测试仪 ○ 3 1 1
5 电阻测试仪 ○ 3 1 1
6 杂音测试仪 ○ 3 1 1
7 示波器 ○ 3 1 1
8 维修管理系统（软件） 1 0 0

9 多功能万向抽气系统 1 0 0
吸排维修产生的有害气体，保

证车间的空气质量。

10 芯片返修系统 20 10 3
针对 SOP、QFP、PLCC等普

通封装的芯片

11 BGA芯片返修系统 2 1 1
12 电烙铁测温表 1 1 0 甲级应每个分场所配置 1台

注 1：本表中的仪器、仪表数量是指处于完好、可用状态的自购仪表数量。

注 2：多功能万向抽气系统，应在每个配套设备芯片返修工位上设置排风口。

注 3：标记“○”的设备需每年检定或校准；标记“△”的设备需每年内部校准或运行检查。

表C.2 配套设备维修质量关键指标要求

序号 名称 指标值

1 维修质量（SQ） 在规定时间内的二次返修率：低于3%

2 维修及时率（OTS） 在规定时间内及时修复交付的比例：高于95%

3 修复率 成功修复的占全部维修数量的比例：高于95%

4 客户满意度 客户对维修服务的满意程度：99%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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