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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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泰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工程

定额质监中心、广东海格怡创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和新科技有限公司、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元道通信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维谛技术有限公司、上海信产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省

邮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俊宏、薛刚、韩卫东、李江武、唐军、刘建安、邓宇全、丁群清、刘志平、

燕鸿、陈方、袁文胜、梁炎、刘红、蔡永辉、裘建强。 

本文件为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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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通信网络代维主要是为委托方提供通信网络建成后的日常维护和故障抢修服务，为大型、重要活动

提供通信保障服务。通信网络代维涉及到光缆线路、基站、装维、铁塔等领域，也包括覆盖多个领域的

综合代维。 

本文件可规范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的管理体系，指导企业持续改进代维作业绩效，同时也可用于外部

机构对通信网络代维企业满足委托方、法律法规和自身要求的能力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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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为有下列需求的企业规定了服务能力要求： 

a) 需要证实其有能力提供稳定地满足顾客和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通信网络代维服务； 

b) 通过体系的有效应用，包括体系持续改进的过程以及保证符合顾客与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旨

在增强顾客满意。 

当本文件的任何要求因企业及其所提供的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特点而不适用时，可以考虑对其进行删

减，但应对删减的内容和原因进行充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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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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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通信网络代维 

由其他企业代理通信网络所有者实施网络维护工作的方式，有专项代维和综合代维两种形式，工作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光缆线路、基站、装维和铁塔等方面，具体代维范围由相关方通过服务合同约定。 
注：本文件中的企业与GB/T19000标准中的组织含义相同，既可以是通信网络所有人之外的企业，如公司、企事业

单位、研究机构、代理商、社团及其组合或其一部分，也可以是承接其他通信网络所有人通信网络运行维护服务的通信

网络所有人的一部分。 

3.2  

分包 

企业将所承接通信网络代维工作的一部分交由其他企业实施。 

3.3  

维护点 

企业为有效实施多场所通信网络代维服务而设置的、具备通信网络运行维护管理和故障修复作业职

能的固定生产场所。 

3.4  

通信工程人员 

具体从事维护工作的技术人员，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本文件规定的人员，均应是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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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 

接受企业提供的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委托方。 

如：电信运营商、铁塔公司、政府和设备商等。 

3.6  

装维服务 

通信网络宽带、固话、IPTV等家庭客户、集团客户业务的开通、维护服务。 

3.7  

综合代维 

为顾客提供全业务基础设施维护服务，全方位一体化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综合代维其保障内容包含了无线、传输与接入端等各种基础设备，其专业涉及基站、线路、铁塔、

室分、WLAN、家客集客的装维等各个专业。 

4 管理体系要求 

4.1 总体要求 

4.1.1 运维流程识别 

企业应识别承担通信网络代维的流程，并对这些流程根据顾客要求和环境变化进行改进。 

对于以维持通信网络性能和保障网络安全畅通为目的的运维流程，企业应建立必要的运维规范和操

作规程，保证代维操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对于以排除通信网络故障为目的的排障抢修流程，企业应建立和不断完善必要的响应机制。  

4.1.2 代维过程管理机制 

企业应对所有的代维作业过程进行管理，特别是针对分散的维护点。  

4.1.3 分包过程识别 

企业应识别代维分包的过程，并对分包过程进行明确的界定和控制。  

4.1.4 文件控制要求 

企业对与代维作业有关的等文件应采取适宜措施确保这些文件得到有效的发放。  

企业应建立获取适用外来文件（包括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维护规程、技术规范及顾客重要设备操

作手册等技术资料）的渠道，对外来文件应进行适宜的控制，并确保使用时可获得有效的技术资料。 

4.1.5 数据和记录控制要求 

企业应对代维作业情况保持记录，给予保存，并能实现可追溯性。 

企业应就备份数据和信息的保存期限与顾客进行沟通，适用时应定期更新这些数据和信息。  

4.1.6 网络数据和信息安全 

对于代维作业时涉及的网络运行数据和信息，企业应制订必要的制度进行管理，确保这些数据和信

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 

4.2 管理职责 

4.2.1 安全管理方针 

企业的最高管理层应制订和落实安全管理方针，安全管理方针应涉及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生产安

全的内容。 

4.2.2 关注顾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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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管理层应建立制度掌握顾客要求、代维质量和顾客满意情况，并将这些情况通知到必要层次

的员工。 

4.2.3 管理目标 

顾客要求和合同约定均应形成不同层次的管理目标，并定期对其实现情况进行评审，必要时采取相

应的改进措施。 

4.3 资源管理 

4.3.1 人员要求及其充分性 

企业应针对开展代维服务的需要和员工的能力和意识，制订相应的岗位需求，开发用于内部员工培

训的课程，并根据不同顾客的要求和顾客不断提高的要求持续改进，确保相关人员的技能、数量能够持

续满足代维作业及管理的要求。 

企业应具备相关法律法规和顾客要求的能力和数量的代维实施和管理的各层次人员，并保持与此有

关的记录，如教育、培训、技能、资格证书和经验等，必要时企业还应对这些记录的有效性进行更新和

确认。 

4.3.2 作业安全教育与意识 

处于潜在危险环境或场所的人员，应得到必要的安全教育，必要时应对安全教育的效果进行评审。 

4.3.3 代维设备要求 

企业应配备充分的与承担代维专业相适应、能够满足顾客要求的维护用仪器、仪表、车辆、计算机

及必要的软件和质量检测设备，并建立必要的管理档案。 

企业对代维设备（不包括测量设备）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并对不适宜的设备进行更新。  

4.3.4 作业安全 

企业应定期对代维作业时通信网络设备、设施及人身安全措施进行评估，采取并持续改进能够消除

或控制风险的措施，确保设备、设施及作业人员的安全，这些安全措施应涉及到设备防护、人身安全、

信息和网络安全等。 

4.3.5 维护点设立 

企业应根据所提供的代维服务及其专业要求、合同及顾客要求、代维作业需要设立维护点，必要时

维护点的设置或撤销应得到顾客的批准。 

4.4 代维作业管理 

4.4.1 预案管理 

必要时，企业应实施预案管理，以防止出现通信故障或降低通信故障对通信网络造成的不良影响。

预案管理可针对但不局限于下述情况： 

a) 重大活动期间； 

b) 重大自然灾害预报后； 

c) 容易出现通信故障的季节。 

预案实施后，企业应对预案进行评审，并根据评审情况加以完善和改进。  

4.4.2 应急响应 

企业应建立和保持应急响应程序，以应对紧急情况或事故，并履行对顾客的服务承诺。应急响应程

序至少应规定企业应急服务的职责分工、流程、资源保障等内容。 

企业应定期评审应急响应程序，必要时，可与顾客进行共同评审，需要时对应急响应程序进行更改。 

4.4.3 合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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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投标前，应对满足顾客要求及作出的承诺进行评审，确保这些要求和承诺在企业可以实现的

范围之内。 

企业中标后，应将顾客要求及所作出的承诺转化为运维作业要求；必要时，应对这些要求和承诺形

成文件。 

4.4.4 代维服务开发 

企业在进行新的代维专业业务开发时，应充分考虑相关的法律法规、网络设备要求、通信服务规范、

标准及企业自身资源情况，正式实施前应进行试运行，必要时还应与顾客进行共同评审。 

4.4.5 分包控制 

企业将部分代维服务分包时，应制订分包规则及选择承接方的条件（宜要求分包方具备相应的通信

网络代维企业能力证书），并对承接方进行评价，确认其能够提供满足顾客要求的代维服务。企业不宜

将代维的主要部分分包，且分包部分的责任仍由企业承担。 

企业应根据分包部分的特点及要求，制订相应的预案（见4.4.1），以确保承接方在无法保证代维服

务的质量时，企业能够及时采取措施保证网络的安全畅通。 

4.4.6 代维作业文件 

企业应为每个代维作业项目制定与顾客要求相适应的操作规程、作业文件和作业计划，规程或文件

至少应包括代维作业的内容、操作程序、作业周期、质量要求、应急处理及验收标准等内容，维护作业

计划应得到顾客的批准。必要时，作业文件应通过顾客的认可或评审。  

4.4.7 代维实施 

代维作业人员应按照操作规程或作业文件要求实施运维，在代维实施过程中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网

络安全和生产安全，如防静电措施、安全防护措施等。 

装维服务与用户的接口界面，如上门服务、电话沟通等，应形成相应的记录，可行时应由用户签字

确认。 

4.4.8 备品、备件检查 

企业应对代维用备品、备件进行必要的检查，以确保用于网络运维的备品、备件的质量满足代维作

业的要求。 
注：对电信设备应验证其进网许可标志或核实其产品认证的情况，必要时还应考虑顾客的要求。 

4.4.9 顾客信息反馈及处理 

企业应建立信息反馈制度，以确保代维作业期间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向顾客报告，并配合顾客采取

及时有效的措施。 

对于代维过程中顾客提出的问题，企业应在承诺的时间内予以答复，并采取必要措施，对代维作业

进行改进。 

4.4.10 顾客财产 

企业应识别和管理在企业控制下或使用的顾客财产，采取措施保证正确使用这些顾客财产，必要时

应建立管理档案并记录其使用及管理情况。涉及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的，企业应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知

识产权和信息安全不受侵害。 

4.4.11 标识 

企业应制订形成文件的程序，对代维作业时保护网络设备标识作出规定，可行时，对代维状态进行

适当的标识。 

对用于代维的备品、备件应进行标识，标识应体现备品、备件是否可用的状态。  

4.4.12 测量设备的校准和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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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代维作业的仪器、仪表等测量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检定或校准，适用时应进行运行检查，

以确保测量设备能够满足代维作业的需要。 

测量设备搬运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并在使用前确认测量设备的有效性和精度。  

企业应规定当发现测量设备偏离校准状态或不符合要求时应采取的措施。  

4.4.13 计算机软件管理 

在通信网络代维过程中使用的计算机软件，应建立定期查杀病毒制度，及时对计算机系统进行升级

和更新。 

4.5 测量、分析与改进 

4.5.1 顾客满意 

企业应保持顾客对其代维绩效评价的记录，收集顾客对企业承诺履行情况及代维实施满意程度的数

据，并进行分析和处理。 

4.5.2 检查 

企业应建立和保持对代维操作人员实施的代维作业情况实施检查的文件，文件的内容至少应包括： 

a) 检查的方法。 

b) 检查的内容。 

c) 检查的频次。 

d) 出现问题的解决。 

检查应形成必要的记录，记录可包括：检查区域及实施者、实施日期、依据的标准或文件、检查结

果及发现问题。 

4.5.3 顾客的检查 

当顾客有检查要求时，企业应积极配合顾客实施检查。应记录顾客检查的时间、结果、存在的问题

及采取的措施，对于顾客不满意的情况，企业应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采取措施的情况应形成记录。  

4.5.4 代维能力分析 

企业应定期对代维能力进行分析，分析的基础数据和信息可包括但不局限于：  

a) 设备满足顾客要求的情况。 

b) 人员及其技术能力满足顾客要求的情况。 

c) 维护指标满足顾客要求的情况。 

d) 响应顾客要求的效率和效果。 

e) 通信网络运维新技术、新方法的采用。 

f) 适应通信新技术发展的程度。 

企业应将代维能力分析的结果及拟采取的措施以适当方式传达到企业内部相应层次的员工。 

4.5.5 异常分析 

企业应对与承担的通信网络代维服务有关的网络运行异常及顾客反馈的异常进行分析，必要时应在

顾客协助下进行分析，并采取措施，确保通信网络的运行安全畅通。  

4.5.6 遗留问题处置 

企业应对顾客提出的、无法立即解决的遗留问题进行记录，向顾客书面提出拟采取的措施或解决方

案，该措施或方案应得到顾客的批准，必要时还应跟踪措施的实施效果并防止问题扩大。 

企业应保持遗留问题处置的记录。 

4.5.7 持续改进 

企业应持续改进代维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的来源可包括但不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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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顾客不断提高的需求和期望。 

b) 顾客的满意程度。 

c) 企业在代维过程中获得的通信网络运行规律。 

d) 企业的资源变化。 

e) 自我评价的结果。 

f) 以往的经验与教训。 

5 分级评定要求 

5.1 光缆线路专业/领域 

本部分是通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分级评定要求的第一部分，是对申请通信光缆线路（以下简称

线路）专业/领域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的要求。 

5.1.1 线路甲级能力要求 

5.1.1.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同等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30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服务的设施。 

5.1.1.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8

年以上，并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注：等同职称证书的资格证书说明见工信厅通（2009）98号附件3（下同）。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22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1.1.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1中所列的仪器

/仪表设备种类及数量。 

5.1.1.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或施工工作5年以上，在近三年内所承担的代维服务项目没有发

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

题。 
注：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定义见工信部电管[2009]187号附件1（下同）。 
近三年每年完成光缆线路维护总计不少于25000皮长公里，其中光缆干线（一、二干）不少于5000

皮长公里；或每年完成光缆线路维护总计不少于30000皮长公里，其中光缆干线（一、二干）不少于3000

皮长公里。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为方便计算，本文件中的皮长公

里数与管程/杆程公里数的换算公式：皮长公里数×2/3≈管程/杆程公里数。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千公里年平均故障次数、故障平均处理时限），指标值不低于合同或维护规

程要求。 

5.1.1.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1.1.6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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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线路乙级能力要求 

5.1.2.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同等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15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服务的设施。 

5.1.2.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8

年以上，并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12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1.2.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1中所列的仪器

/仪表设备种类及数量。 

5.1.2.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或施工工作3年以上，在近两年内所承担的代维服务项目没有发

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

题。 

近两年每年完成光缆线路维护总计不少于10000皮长公里，其中光缆干线（一、二干）不少于2000

皮长公里；或每年完成光缆线路维护总计不少于13000皮长公里，其中光缆干线（一、二干）不少于1300

皮长公里。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千公里年平均故障次数、故障平均处理时限），指标值不低于合同或维护规

程要求。 

5.1.2.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1.2.6 认证要求 

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5.1.3 线路丙级能力要求 

5.1.3.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3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服务的设施。 

5.1.3.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5

年以上，并具有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或相当于中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25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1.3.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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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根据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1中所列的仪器

/仪表设备种类及数量。 

5.1.3.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或施工工作2年以上，在近两年内所承担的代维服务项目没有发

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

题。 

近一年完成光缆线路维护总计2500皮长公里。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千公里年平均故障次数、故障平均处理时限），指标值不低于合同或维护规

程要求。 

5.1.3.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1.4 线路临时级能力要求 

5.1.4.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3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服务的设施。 

5.1.4.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5

年以上，并具有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或相当于中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1.4.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通信线路专业/领域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1中所列的仪器

/仪表设备种类及数量。 

5.1.4.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所从事通信线路专业/领域维护中没有发生重大投诉且所承担的代维服务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

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千公里年平均故障次数、故障平均处理时限），指标值不低于合同或维护规

程要求。 

5.1.4.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表5.1  线路维护企业相应能力主要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表 

                        单位：台/套 

序号 名称 甲级 乙级 丙级 临时 备注 

1 光时域反射仪（OTDR） 20 8 2 2  

2 LD稳定光源 20 8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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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甲级 乙级 丙级 临时 备注 

3 光功率计 20 8 2 2  

4 光缆线路路由探测器 20 8 2 2 
直埋、管道光缆，可

选 

5 光纤熔接机 20 8 2 2  

6 纤芯识别器 20 8 2 2  

7 金属护套对地绝缘故障探测仪 20 8 2 2 直埋光缆，可选 

8 维护抢修车辆 40 18 6 5  

9 有毒气体检测仪 10 5 2 2  

注1：本表中的仪器/仪表数量是指处于完好、可用状态的仪器/仪表数量。 
注2：本表“备注”指仪器/仪表适用的范围。 
注3：若车辆为租赁，须有半年以上的租赁合同；若仪器/仪表设备为租赁，须有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申请甲级能

力时，光时域反射仪、LD稳定光源、光纤熔接机、纤芯识别器四类仪器/仪表设备每类应至少有50%以上的设备为企业自

有设备。 
注4：企业维护每千管程/杆程公里时，人员、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要求：持证技术人员6人、OTDR 1台、LD稳定光源

1台、光功率计1台、光缆线路路由探测器1台、光纤熔接机1台、纤芯识别器1台、金属护套对地绝缘故障探测仪1台、维

护抢修车辆3台。代维工作量每增加一千管程/杆程公里时应按照上述的配置标准80％相应增加配置。 

5.2 基站专业/领域 

本部分是通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分级评定要求的第二部分，是对申请移动通信基站代维企业服

务能力评定的要求。本文件把基站维护分为主设备、配套设备、附属设备、室内分布系统四类，如果申

请企业只维护其中部分设备，将在企业服务能力评定证书上予以注明，本文件对仪表配备的要求也按四

类设备加以区分。四类设备具体定义如下： 

基站（宏）主设备：指收、发信机 

基站（宏）配套设备：包括传输设备、天馈线 

基站（宏）附属设备：包括环境监控系统、照明、空调、电源设备等  

室内分布系统：包括微蜂窝站、直放站、RRU、室内部分等 

5.2.1 基站甲级能力要求 

5.2.1.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基站专业/领域代维服务的设施。 

5.2.1.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领导应从事通信基站专业/领域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8年以

上，并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注：等同职称证书的资格证书说明见工信厅通（2009）98号附件3（下同）。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指具体从事维护工作的技术人员，下同）不少于22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

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2.1.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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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根据通信基站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2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

种类及数量。 

5.2.1.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基站专业/领域代维或施工5年以上，并具备维护宏基站全专业的能力。在近三年内

所承担的代维服务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

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注：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定义见工信部电管[2009]187号附件1（下同）。 
近三年每年维护完成宏蜂窝基站（含主设备、配套设备、附属设备，下同）物理站点不少于5000

个；增加室内分布系统专业时，近三年每年维护完成室内分布系统物理站点不少于3000个。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5.2.1.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2.1.6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5.2.2 基站乙级能力要求 

5.2.2.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30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基站专业/领域代维服务的设施。 

5.2.2.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领导应从事通信基站专业/领域代（运）维技术工作8年以上，并

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12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2.2.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通信基站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2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

种类及数量。 

5.2.2.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基站专业/领域代维服务或施工3年以上，在近两年内所承担的代维服务没有发生重

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近两年每年维护完成宏蜂窝基站物理站点相应设备维护不少于2500套；增加室内分布系统专业时，

近两年每年维护完成室内分布系统物理站点不少于1500个。 

单独申请室内分布系统专业时，近两年每年维护完成室内分布系统物理站点不少于10000个。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5.2.2.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2.2.6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5.2.3 基站丙级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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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8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基站专业/领域代维服务的设施。 

5.2.3.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领导应从事通信基站专业/领域代（运）维技术工作5年以上，并

具有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或相当于中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4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2.3.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根据通信基站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2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

种类及数量。 

5.2.3.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基站专业/领域代维服务或施工3年以上，在近两年内所承担的代维服务没有发生重

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近一年维护完成宏蜂窝基站物理站点相应设备维护不少于1000套；增加室内覆盖系统专业时，近一

年维护完成室内分布系统物理站点不少于500个。 

单独申请室内分布系统专业时，近一年每年维护完成室内分布系统物理站点不少于3000个。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5.2.3.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2.4 基站临时能力要求 

5.2.4.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申请全

专业时，净资产不少于600万元。申请单类设备时，净资产不少于3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基站专业/领域代维服务的设施。 

5.2.4.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领导应从事通信基站专业/领域代（运）维技术工作5年以上，并

具有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或相当于中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4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2.4.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通信基站代维工作量情况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2中所列的仪器/仪表

设备种类及数量。 

5.2.4.4 绩效要求 

企业所从事通信基站专业/领域的代维服务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

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5.2.4.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T/CAICI 30—2021 

15 

表 5.2  基站维护企业相应能力主要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表 

                                单位：台/套 

序号 名称 甲级 乙级 丙级 临时 备注 

1 电池测试仪（活化仪） 10 5 2 2 电源设备 

2 地阻仪 20 10 4 4  

3 天馈线测试仪 20 10 4 4 主设备/天馈线/室分 

4 光源 20 10 4 4 传输设备 

5 光功率计 20 10 4 4 传输设备/室分 

6 倾角测试仪 20 10 4 4 天馈线 

7 红光测距仪 20 10 4 4 天馈线 

8 经纬度测试仪 20 10 4 4 铁塔 

9 频谱仪 4 2 1 1 室分 

10 测试手机 20 10 4 4 室分 

11 维护生产车辆 100 60 13 10  

注1：本表中的仪器/仪表数量是指处于完好、可用状态的仪器/仪表数量。 
注2：本表“备注”指仪器/仪表适用的基站专业范围。 
注3：本表中的频谱仪、测试手机数量，是指同时申请宏基站、室内分布系统，或者已有宏基站专业扩室内分布系

统时，需配备的频谱仪、测试手机的数量。 
注4：单独申请室内分布系统专业时，乙级配置车辆30辆，频谱仪10台、测试手机100台；丙级配置车辆13辆，频谱

仪4台、测试手机30台；临时级配置车辆10辆，频谱仪2台、测试手机4台。其它设备要求见本表。 
注5：若车辆为租赁，须有半年以上的租赁合同；若仪器/仪表设备为租赁，须有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 申请甲级能

力时，地阻仪、光源、光功率计、测试手机（申请室分时）四类仪器/仪表设备每类应至少有50%以上的设备为企业自有

设备。 
注6：企业维护每200个宏蜂窝基站时，人员、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要求:持证技术人员8人、电池测试仪1台、LD稳定

光源和光功率计1套、天馈线测试仪1台、地阻仪1台、倾角测试仪1台、红光测距仪1台、经纬度测试仪1台、维护抢修车

辆4辆；每800个室内分布系统物理站点时，人员、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要求:持证技术人员8人、频谱仪1台、光功率计1

台、天馈线测试仪1台、测试手机8台、车辆2辆；代维工作量在上述基础上每增加一倍时应按照上述配置标准的80％相

应增加配置。 

5.3 装维专业/领域 

本部分是通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分级评定要求的第三部分，是对申请通信网络宽带、固话、IPTV

等家客、集客业务的开通及维护一体化（以下简称装维）专业/领域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的要求。 

5.3.1 装维甲级能力要求 

5.3.1.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同等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30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装维服务的设施。 

5.3.1.2 人员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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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装维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8年以上，并具有相关专

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注：等同职称证书的资格证书说明见工信厅通（2009）98号附件3（下同）。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20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3.1.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装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3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种类及数

量。 

5.3.1.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装维工作5年以上，在近三年内所承担的装维服务项目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

行事故或严重用户投诉（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注：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定义见工信部电管[2009]187号附件1（下同）。 
近三年每年维护的端口数不少于300万。 
注：此处提到的装维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端口数是指宽带、固话、IPTV等

终端的端口。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不低于合同的要求。 

5.3.1.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3.1.6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5.3.2 装维乙级能力要求 

5.3.2.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同等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15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装维服务的设施。 

5.3.2.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装维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8年以上，并具有相关专

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指具体从事维护工作的技术人员，下同）不少于6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

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3.2.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装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3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种类及数

量。 

5.3.2.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装维工作3年以上，在近两年内所承担的装维服务项目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

行事故或严重用户投诉（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近两年每年维护的端口数不少于80万。 

注：此处提到的装维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端口数是指宽带、固话、IPTV

等终端的端口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不低于合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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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3.2.6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5.3.3 装维丙级能力要求 

5.3.3.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3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装维服务的设施。 

5.3.3.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装维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工作5年以上，并具有相

关专业的中级职称或相当于中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15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3.3.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装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3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种类及数

量。 

5.3.3.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装维工作2年以上，在近两年内所承担的装维服务项目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

行事故或严重用户投诉（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近一年维护的端口数不少于10万。 
注：此处提到的装维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端口数是指宽带、固话、IPTV等

终端的端口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不低于合同的要求。 

5.3.3.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3.4 装维临时能力要求 

5.3.4.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3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装维服务的设施。 

5.3.4.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装维服务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5年以上，并具有相

关专业的中级职称或相当于中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15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3.4.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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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根据装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3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种类及数

量。 

5.3.4.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所从事装维服务项目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或严重用户投诉（不可抗拒力除

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不低于合同的要求。 

5.3.4.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表5.3  装维一体化企业相应能力主要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表 

                               单位：台/套 

序号 名称 甲级 乙级 丙级 临时 备注 

1 光功率计 100 27 4 4 业务开通、维护 

2 熔接机 40 11 2 2 业务开通、维护 

注1：若仪器/仪表设备为租赁，须有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 
注2：企业每维护75000个端口，人员、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要求：持证技术人员10人，光功率计4台，熔接机1台。 

5.4 综合代维专业/领域 

本部分是通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分级评定要求的第四部分，是对申请通信网络基站、线路、铁

塔、装维、室分与WLAN等专业综合维护技术服务（以下简称综合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定的要求。 

5.4.1 综合代维甲级能力要求 

5.4.1.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同等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7500万元。 

5.4.1.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8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注：等同职称证书的资格证书说明见工信厅通（2009）98号附件3（下同）。 
本企业的注册在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50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

业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4.1.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通信综合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4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

种类及数量。 

5.4.1.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线路、基站代维或施工工作5年以上，具备维护宏基站全专业的能力。在近三年内

所承担的代维服务项目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

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注：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定义见工信部电管[2009]187号附件1（下同）。 

近三年每年完成的维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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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缆线路维护总计不少于60000皮长公里。 

2） 宏蜂窝基站物理站点不少于10000个。 
注：此处的宏蜂窝物理站点，应包括主设备、传输设备、电源设备、天馈线、铁塔、空调、照明、环境监控系统等

设备（下同）。 
3） 室内分布系统共计不少于20000个。 
注：此处的室内分布系统，包括微蜂窝站、直放站、RRU、WLAN热点、室内部分等（下同）。 

4）装维专业，维护的端口数不少于80万个。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千公里年平均故障次数、故障平均处理时限等），指标值不低于合同或维护

规程要求。 

5.4.1.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4.1.6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5.4.2 综合代维乙级能力要求 

5.4.2.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同等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3000万元。 

5.4.2.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8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本企业的注册在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22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

业的相关资格证书。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4.2.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通信综合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4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

种类及数量。 

5.4.2.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线路、基站代维或施工工作3年以上。在近三年内所承担的代维服务项目没有发生

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近两年每年完成的维护量： 

1） 光缆线路维护总计不少于13000皮长公里。 

2） 宏蜂窝基站物理站点不少于2500个。 

3） 室内分布系统物理站点不少于10000个。 

4） 装维专业，维护的端口数不少于40万个。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千公里年平均故障次数、故障平均处理时限等），指标值不低于合同或维护

规程要求。 

5.4.2.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4.2.6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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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综合代维丙级能力要求 

5.4.3.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同等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800万元。 

5.4.3.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通信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8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本企业的注册在职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6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且覆盖申请专业

的相关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4.3.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通信综合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4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

种类及数量。 

5.4.3.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通信线路、基站代维或施工工作3年以上。在近两年内所承担的代维服务项目没有发生

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近一年完成的维护量： 

1） 光缆线路维护总计不少于2500皮长公里。 

2） 维护宏蜂窝基站物理站点不少于1000个。 

3） 室内分布系统物理站点不少于3000个。 

4） 装维专业，维护的端口不少于10万个。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对企业的考核指标项（千公里年平均故障次数、故障平均处理时限等），指标值不低于合同或维护

规程要求。 

5.4.3.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表 5.4  综合代维企业相应能力主要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表 

                                   单位：台/套 

序号 名称 甲级 乙级 丙级 备注 

1 光时域反射仪（OTDR） 40 8 2  

2 光源 60 15 5  

3 光纤熔接机 50 14 4  

4 纤芯识别器 40 8 2  

5 地阻仪 40 10 4  

6 光功率计 110 30 10  

7 测试手机 200 1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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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甲级 乙级 丙级 备注 

8 光缆线路路由探测器 40 8 2 
※ 

针对直埋、管道光缆 

9 
金属护套对地绝缘故障

探测仪 
40 8 2 

※ 

针对直埋、管道光缆 

10 电池测试仪（活化仪） 20 5 2 ※ 

11 天馈线测试仪 40 10 4 ※ 

12 倾角测试仪 40 10 4 ※ 

13 红光测距仪 40 10 4 ※ 

14 频谱仪 20 10 4 ※ 

注1：本表中的仪器/仪表数量是指处于完好、可用状态的仪器/仪表数量；本表格中备注栏中，申请甲级的企业，

每类没有标注“※”的仪器/仪表设备应至少有50%以上的设备为企业自有设备；申请其他等级或标注“※”的仪器/仪

表设备，可为企业自有的设备或租赁的设备。 

注2：线路领域，企业维护每千管程/杆程公里时，人员、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要求：持证技术人员6人、OTDR 1台、

LD稳定光源1台、光纤熔接机1台、纤芯识别器1台、光功率计1台、光缆线路路由探测器1台、金属护套对地绝缘故障探

测仪1台。代维工作量每增加一千管程/杆程公里时应按照上述的配置标准80％相应增加配置。 
注3：基站领域，企业维护每200个宏蜂窝基站时，人员、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要求:持证技术人员8人、LD稳定光源

和光功率计1套、电池测试仪1台、天馈线测试仪1台、地阻仪1台、倾角测试仪1台、红光测距仪1台。代维工作量在上述

基础上每增加一倍时应按照上述配置标准的80％相应增加配置。 

注4：室分领域，每维护800个室内分布系统物理站点时，人员、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要求:持证技术人员8人、光功

率计1台、测试手机8台、天馈线测试仪1台、频谱仪1台；代维工作量在上述基础上每增加一倍时应按照上述配置标准的

80％相应增加配置。 

注5：装维领域，每维护75000个端口，人员、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要求：持证技术人员10人，光功率计4台，熔接机

1台。代维工作量在上述基础上每增加一倍时应按照上述配置标准的80％相应增加配置。 

5.5 铁塔专业/领域 

本部分是通信网络代维企业服务能力分级评定要求的第五部分，是对申请铁塔代维企业服务能力评

定的要求。 

本部分定义的铁塔，一般指钢结构通信铁塔，包括自立式、拉线式、桅杆式三种形式。  

5.5.1 铁塔甲级能力要求 

5.5.1.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7500万元人民币。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铁塔代维服务的设施。 

5.5.1.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铁塔专业/领域代（运）维或施工技术工作8

年以上，并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注：等同职称证书的资格证书说明见工信厅通（2009）98号附件3（下同）。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指具体从事维护工作的技术人员，下同）不少于200人，并持有高空作业证书；

管理人员不少于20人，并持有住房与城乡建部或通信管理局或安全生产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管理人员证书

或质量员证书的。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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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铁塔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5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种类

及数量。 

5.5.1.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铁塔专业/领域代维或施工5年以上。在近三年内所承担的代维服务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

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注：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定义见工信部电管[2009]187号附件1（下同）。 
近三年每年维护完成的铁塔数不少于10000座。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5.5.1.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5.1.6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5.5.2 铁塔乙级能力要求 

5.5.2.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30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铁塔专业/领域代维服务的设施。 

5.5.2.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通信铁塔专业/领域代（运）维技术工作8年以上，

并具有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或相当于高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120人，并持有高空作业证书；管理人员不少于15人，并持有住房与城乡

建部或通信管理局或安全生产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管理人员证书或质量员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5.2.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铁塔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5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种类

及数量。 

5.5.2.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铁塔专业/领域代维服务或施工3年以上。在近两年内所承担的代维服务没有发生重大及

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近两年每年维护完成的铁塔数不少于3000座；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5.5.2.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5.2.6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5.5.3 铁塔丙级能力要求 

5.5.3.1 企业注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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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6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并具备开展铁塔专业/领域代维服务的设施。 

5.5.3.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负责人应从事铁塔专业/领域代（运）维技术工作5年以上，并具

有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或相当于中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40人，并持有高空作业证书；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并持有住房与城乡建

部或通信管理局或安全生产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管理人员证书或质量员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5.3.3 设备资源要求 

企业应根据铁塔代维工作量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5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种类

及数量。 

5.5.3.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铁塔专业/领域代维服务或施工3年以上。在近两年内所承担的代维服务没有发生重大及

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近一年维护完成的铁塔数不少于500座； 
注：此处提到的维护业绩是指企业自行维护的业绩，分包维护的业绩不记入其中。 

5.5.3.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5.5.4 铁塔临时能力等级要求 

5.5.4.1 企业注册要求 

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外国企业应具备类似条件），净资产

不少于600万元。 

5.5.4.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通信网络代维服务的主要技术领导应从事铁塔专业/领域代（运）维技术工作5年以上，并具有

相关专业的中级职称或相当于中级职称的资格证书。 

通信工程技术人员不少于40人，并持有高空作业证书；管理人员不少于10人，并持有住房与城乡建

部或通信管理局或安全生产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管理人员证书或质量员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5.5.4.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根据铁塔代维工作量情况设置必要的维护网点，并具备不少于表5.5中所列的仪器/仪表设备

种类及数量。 

5.5.4.4 绩效要求 

企业所从事铁塔专业/领域的代维服务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电信网络运行事故（不可抗拒力除外），

且在能力等级公告期间没有发生影响能力等级问题。 

5.5.4.5 管理要求 

企业的管理体系应满足通信网络代维企业管理体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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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铁塔维护企业相应能力主要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表 

                                   单位：台/套 

序号 名称 甲级 乙级 丙级 临时 

1 地阻仪 50 15 3 3 

2 扭力测试仪 50 15 3 3 

3 倾角测试仪 50 15 3 3 

4 镀锌测厚仪 50 15 3 3 

5 经纬度测试仪 50 15 3 3 

6 车辆 50 15 3 3 

注1：本表中的仪器/仪表数量是指处于完好、可用状态的仪器/仪表数量。 
注2：若车辆为租赁，须有半年以上的租赁合同；若仪器/仪表设备为租赁，须有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 申请甲级能

力时，地阻仪、扭力测试仪、倾角测试仪、镀锌测厚仪、经纬度测试仪五类设备均应至少有50%以上的设备为企业自有

设备。 

注3：企业维护每200座铁塔，人员、仪器/仪表设备配置要求:持证技术人员4人、地阻仪1台、扭力测试仪1台、倾

角测试仪1台、镀锌测厚仪1台、经纬度测试仪1台、车辆1辆；代维工作量在上述基础上每增加一倍时应按照上述配置标

准的80％相应增加配置。 

5.6 数字化代维的补充要求 

本部分是针对通信网络代维企业对基站、线路、装维、铁塔等专业的网络维护时，采用数字化代维

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网络维护质量，提出的补充要求。 

数字化代维服务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环节使用数字化技术手段：代维服务设计、代维服务提供

过程、与代维委托客户的协作、与供应商的沟通、代维服务质量的监测等。代维服务提供过程常见的数

字化代维技术，包括无人机自动巡线、机房/基站巡检机器人、各类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等。 

当企业开展了数字化代维服务能力建设，有效降低了代维人员数量，在申请5.1-5.5各专业/等级时，

可酌情减少人员数量要求。 

5.6.1 数字化代维服务需求的识别 

企业应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考虑客户需求、行业现状、公司技术及资源条件等内外部环境，对数字

化代维服务需求进行识别、调整、评审和确定，并确定数字化代维服务能力的关键指标。 
注：常见的关键指标，如网络故障率、劳动生产率等。 

5.6.2 资源支持 

企业应识别数字化代维服务能力建设所需要的内外部支持条件和资源，包括但不限于：资金投入、

人才保障、设备设施、信息资源、信息安全等。 

企业应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支持条件和资源的投入能够满足数字化代维服务能力的建设。  

5.6.3 数字化代维服务的实施与运行 

企业应围绕识别的数字化代维服务需求，制定实施方案，以确保数字化代维服务能力的关键指标得

以实现。实施方案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代维流程的优化； 

2）组织结构的优化； 

3）技术实现； 

4）数据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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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制定并完善相应的制度规范，并确保制度规范得以有效执行。  

5.6.4 评测与改进 

企业应对数字化代维服务的各项关键指标进行监测，并形成文件化信息。  

但关键指标未达预期效果时，企业应进行评审并确定未达预期的原因，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数字

化代维服务能力绩效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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