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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终端设备接入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终端设备接入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流程以

及接入后设备的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以及行业广播系统接入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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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4283 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管理平台与终端管理平台接口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GB/T 3428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T

34283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预警信息 early warning

预警发布责任单位根据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发布的预先告知或态势

通告等警示类信息。一般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别、预警级别、起始时间、可能影响范围、警示事项、

应采取的措施和发布机关等。

[GB/T 34283-2017,定义3.1]

3.2

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 municipal emergencies early warning broadcasting

system

广州市气象部门主导建设的，由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甚高频信号发射基站和终端设备组成的向

公众传播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系统。

注： 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是广州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系统）信息传播的渠道之一，属

于部门自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预警系统。

3.3

甚高频通信链路 VHF communication link

利用甚高频范围内特定的频点为通信信道，通过甚高频调频信号发射机把图像、语音、文字、

数据转成无线数据流信号，发送给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或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的通信链路。

3.4

终端设备 terminal equipment

通过图像、声音或文字的形式发布预警信息的设备或系统。包括但不限于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

和各类行业广播系统。

注：改写GB/T 34283—2017，定义 3.6。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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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 VHF early warning terminal equipment

具备甚高频通信链路与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无线互联，接收、解析、验证预警信息

并解码成音频、文字或者视频方式播发预警信息的终端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甚高频大喇叭、甚高频

收音机、甚高频LED显示屏、甚高频LCD显示屏。

3.4.2

行业广播系统 industry broadcasting system

各行各业出于自身业务或者其他需求而建设的小范围区域的公共音频广播系统或者各类显示屏

的行业视频系统，包括但不限于住宅小区广播、办公大厦广播、消防广播、景区广播、商场广播、

车站地铁广播、村村通广播、背景音乐广播、校园广播、LED显示屏、LCD显示屏等。

3.5

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 VHF intermediate bridge adapter

具备甚高频通信链路与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无线互联，接收、解析、验证预警信息，

并且向不具备甚高频通信链路接收功能的行业广播系统进行协议转化、无缝桥接使其能接收市级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发布的预警信息并转化成文字、音频或者视频的设备。

注：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分为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和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

3.5.1

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 VHF audio bridge adapter

具备甚高频通信链路与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无线互联，接收、解析、验证预警信息，

并且向不具备甚高频通信链路接收功能的行业音频广播系统进行协议转化、无缝桥接使其能接收市

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发布的预警信息并转化成音频信号的设备。

3.5.2

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 VHF video bridge adapter

具备甚高频通信链路与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无线互联，接收、解析、验证预警信息，

并且向不具备甚高频通信链路接收功能的行业视频系统进行协议转化、无缝桥接使其能接收市级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发布的预警信息并转化成文字或者视频信号的设备。

3.6

广播系统管理平台 management platform of broadcasting system

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负责预警信息的采集、审核、签发、发布管

理、效果管理、统计以及对所接入终端设备的监测管理、参数配置、远程控制、接收反馈功能的软

件平台系统。

4 接入方式及适用对象

根据接入时是否需要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分为直接接入和间接接入两种方式。两种方

式的适用对象如下：

a） 直接接入：适用于可直接与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无线互联的甚高频预警终端设

备，包括但不限于甚高频大喇叭、甚高频LED显示屏、甚高频LCD显示屏、甚高频收音机等；

b） 间接接入：适用于需在终端设备前端增加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进行升级改造后，方

可与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互联互通、自动接收播放预警信息的行业广播系统，

包括但不限于住宅小区广播、办公大厦广播、消防广播、景区广播、商场广播、车站地铁

广播、村村通广播、背景音乐广播、校园广播、LED显示屏、LCD显示屏等。

5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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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通用要求

5.1.1 设备的要求

5.1.1.1 接入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的所有设备应符合国内相关标准的规定，属于3C认证

范围内的设备应按国家有关规定通过3C认证。

5.1.1.2 接入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的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及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

器应遵循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的通信协议。

5.1.1.3 接入的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及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应使用APN 4G或4G以上应急专

网为备用通信链路。

5.1.1.4 接入的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及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应能成功接收、解码137 MHz～

173 MHz频率之间指定频点的无线信号数据流，且在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端远程操控下应能自动完成频

点的变更。

5.1.2 人员操作要求

接入操作人员应具备专业的无线电技术并按照设备说明书、主管部门的技术资料及本标准操作。

5.1.3 预警信息播放顺序设置原则

终端设备应按“应急优先、上级优先”的原则设置预警信息的播放顺序，具体规定如下：

a)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播发优先级高于日常广播节目；

b)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播发按照省级＞市级＞区级＞镇、街级＞村、社区的顺序播发。

5.2 直接接入的要求

5.2.1 直接接入应符合5.1的通用要求及以下5.2.2、5.2.3的要求。

5.2.2 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的要求。

5.2.3 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接入后应实现自动唤醒定向接收播放预警信息。

5.3 间接接入的要求

5.3.1 间接接入应符合5.1的通用要求及以下5.3.2～5.3.6的要求。

5.3.2 接入时应避免改动原有设备的结构和功能，应采用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进行无缝桥接

无损改造接入。

5.3.3 行业音频广播系统，如住宅小区广播、办公大厦广播、消防广播、景区广播、商场广播、车

站地铁广播、村村通广播、背景音乐广播、校园广播等应采用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作为中间过渡

设备无缝桥接接入；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应符合本标准附录B的要求。

5.3.4 行业视频系统，如LED屏、LCD屏等应采用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作为中间过渡设备无缝桥接

接入；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应符合本标准附录C的要求。

5.3.5 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接入后应能自动唤醒原有行业广播系统自动定向接收播发市级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发布的预警信息。

5.3.6 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接入后不能影响原行业广播系统的任何功能。

6 接入流程

6.1 自评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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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单位（建设单位或终端设备的用户单位）确定接入设备的类型和数量；按附录D规定的自评

表开展自评，自评合格后将自评表及申请表等相关材料报送主管部门申请接入。

6.2 核准

主管部门或主管部门委托的技术机构对申请单位的材料进行核准，核准通过后进入技术性对接。

6.3 终端设备接入

6.3.1 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接入（直接接入）

6.3.1.1 设备接入前，接入单位操作人员应检查接入设备的类型，根据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

系统管理平台与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之间通信协议、甚高频链路频点、行业区域定义规则等接入技

术资料的要求，设置调试设备，检查确认设备软件和功能是否符合技术资料及本标准附录A的要求。

6.3.1.2 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的管理人员在广播系统管理平台录入接入设备的相关资

料，包括：设备安装位置、经纬度、用户单位联系人、APN 卡号码、分区分组码、行业码、设备 ID

码、受众人数、受众区域、设备图片、设备类型、设备厂商等。

6.3.1.3 接入单位操作人员正确设置接入设备的分区分组码、行业码、接收频率、IP地址等参数。

6.3.1.4 接入后，接入单位及主管部门应对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进行测试，测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设备的必备功能及 5.1通用要求，所有的测试内容都测试通过后，由主管部门将设备正式纳入市级

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统一管理。

6.3.2 行业广播系统接入（间接接入）

6.3.2.1 行业音频广播系统接入

6.3.2.1.1 设备接入前，接入单位操作人员应检查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与行业音频广播系统的对

接物理端口是否匹配，根据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管理平台与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之间

通信协议、甚高频链路频点、行业区域定义规则等接入技术资料的要求，设置调试设备，检查确认

设备软件和功能是否符合技术资料及本标准附录B的要求。

6.3.2.1.2 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的管理人员在广播系统管理平台录入接入设备的相关

资料，包括：设备安装位置、经纬度、用户联系人、APN卡号码、分区分组码、行业码、设备 ID
码、受众人数、受众区域、设备图片、设备类型、设备厂商等。

6.3.2.1.3 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与行业音频广播系统的物理联接

在接入时，应根据行业音频广播系统技术、传输方式、接口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联接方式。根

据情况宜采用的联接方式有如下几种：

a) 具有 EMC（紧急强插接口）和紧急触发唤醒端口的行业音频广播系统，参照图 1所示的

方

法与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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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具有 EMC 和唤醒端口的行业音频广播的接入

b) 不具有 EMC（紧急强插接口）和紧急触发唤醒端口的行业音频广播系统，参照图 2所示

的方法与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联接；

图 2 不具有 EMC 和紧急触发唤醒端口的行业音频广播的接入

c) 采用 IP网络服务器集中控制的行业音频广播系统，参照图 3所示的方法与甚高频音频桥

接

适配器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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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采用 IP 网络服务器集中控制的行业音频广播系统的接入

d) 采用集中控制式主机的行业音频广播系统，参照图 4所示的方法与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

联接。

图 4 采用集中控制式主机的行业音频广播系统的接入

6.3.2.1.4 接入单位操作人员正确设置接入设备的分区分组码、行业码、接收频率、IP地址等参

数。

6.3.2.1.5 接入后，接入单位及主管部门应对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行业音频广播系统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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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的必备功能及本标准 5.1的通用要求，所有的测试内

容都测试通过后，由主管部门将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正式纳入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管

理平台统一管理。

6.3.2.2 行业视频系统接入

6.3.2.2.1 设备接入前，接入单位操作人员应检查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与行业视频系统的对接物

理端口是否匹配，根据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管理平台与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之间通信

协议、甚高频链路频点、行业区域定义规则等接入技术资料的要求，设置调试设备，检查确认设备

软件和功能是否符合技术资料及本标准附录C的要求。

6.3.2.2.2 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的管理人员在广播系统管理平台录入接入设备的相关

资料，包括：设备安装位置、经纬度、用户单位联系人、APN卡号码、分区分组码、行业码、设备

ID码、受众人数、受众区域、设备图片、设备类型、设备厂商等。

6.3.2.2.3 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与行业视频系统的物理联接

在接入时，应根据行业视频系统技术、传输方式、物理接口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联接方式。根

据情况宜采用的联接方式如下：

a) LCD 显示屏，参照图 5所示的方法与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联接；

图 5 LCD 显示屏的接入

b) LED 显示屏，参照图 6 所示的方法与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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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LED 显示屏的接入

6.3.2.2.4 接入单位操作人员正确设置接入设备的分区分组码、行业码、接收频率、IP地址、解

像度等参数。

6.3.2.2.5 接入后，接入单位及主管部门应对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行业视频系统进行测试，测

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的必备功能及本标准 5.1条通用要求，所有的测试内容

都测试通过后，由主管部门将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正式纳入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管理

平台统一管理。

注意：接入前首先要确定行业广播系统的接口是否与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兼容，若不兼

容则需请专业人士采用接口转换或者增加中间兼容软件进行对接。

7 接入后的管理

7.1 标识管理

接入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后，应在所有终端设备显眼位置清晰标上规定的广州市突

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标志，标志的使用和管理应符合主管部门的要求。

7.2 设备管理

所有接入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的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及甚高频中间过渡桥接适配器

应纳入主管部门预警传播效果评估体系范围。

接入单位（建设单位或用户单位）应负责管辖设备的运行维护、监督和效果管理，应加强设备

的防盗、防霉、防潮、防尘、防风、防漏电等保护，定时对设备进行维护和维修，并做好设备故障

维修记录,制定本地广播使用规范并监督执行。用户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预警信息接收和传播工作。

7.3 信息安全管理

设备接入后，主管部门、终端设备的所有者应签订双向协议，保障应急广播系统的信息安全。

用户单位应严格管理设备的本地化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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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的要求

A.1 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甚高频大喇叭、甚高频LED显示屏、甚高频LCD显示屏、甚高频收音机。

A.2 通信链路

A.2.1 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的预警信息传输应具备主、备2种通信链路，当主通信链路出现故障应

能自动转换到备用通信链路。

A.2.2 主通信链路采用甚高频通信链路，利用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专用甚高频无线信号

137 MHz～173 MHz频率之间指定频点的无线信号数据流，且在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端远程操控下应能

自动完成频点的变更。无线信号采用MSK和4FSK调制解调技术，频带宽为12.5 kHz。

A.2.3 备用通信链路为运营商APN 4G或4G以上应急专网。

A.2.4 主、备通信链路应能根据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管理平台发出的通信信号自动切换。

A.3 必备功能要求

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应具备表A.1规定的功能。

表 A.1 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必备功能

序号 必备功能 用途及目的 适用对象

1

接收终端具备接收137 MHz～173 MHz频率之间指定频点

的无线信号数据流，且在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端远程操控

下应能自动完成频点的变更。

信息安全目的，一旦某个

频点遭受干扰或攻击可

以立即远程操控转换安

全频点。

甚高频收音机、甚高频

大喇叭、甚高频 LED 显

示屏、甚高频 LCD 显示

屏。

2

设备具有自动唤醒并接收经甚高频 VHF 或 GPRS（4G 或

4G 以上）链路传输的预警信息数据流，并且自动转换成

语音广播。

实现无人值守及主备通

道自动转换。

甚高频收音机、甚高频

大喇叭。

3

设备具有自动唤醒接收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经甚高频 VHF

或 GPRS（4G或 4G 以上）链路的预警信息，并且在屏幕

自动弹框循环显示预警信息内容和预警等级图标，同步

可以播放语音广播。

实现无人值守及主备通

道自动转换。

甚高频 LED 显示屏、甚

高频 LCD 显示屏。

4
设备可以设置分区分组（省市县区-镇街-村-单机）定

向接收预警信息。

实现精细化分区域预警，

避免扰民。

甚高频收音机、甚高频

大喇叭、甚高频 LED 显

示屏、甚高频 LCD 显示

屏。

5 具备预警信息优先强播功能。 实现预警信息及时性。

6

按照主管部门提供的广播系统管理平台协议规则和接

口定义，设备应能设置具备自身状态（在线、离线）和

预警信息接收状态的反馈回传功能。

信息安全目的，设备在线

率监测和接收成功率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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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甚高频预警终端设备必备功能（续）

序号 必备功能 用途及目的 适用对象

7
以下功能可由平台远程操控：（1）IP 地址更改，（2）

分区分组码设置，（3）开关机操控。

信息安全目的及实现自

动化无人值守。

甚高频收音机、甚高频

大喇叭、甚高频 LED 显

示屏、甚高频 LCD 显示

屏。

8
具备鉴别非法干扰的能力：对于不符合平台协议的外来

信号或数据流，设备不作解码不播发。
信息安全。

甚高频收音机、甚高频

大喇叭、甚高频 LED 显

示屏、甚高频 LCD 显示

屏、甚高频个人终端。

9
设备应能查询已经接收播发的且在有效期内的预警信

息内容及接收时间。
信息安全。

甚高频收音机、甚高频

大喇叭、甚高频 LED 显

示屏、甚高频 LCD 显示

屏。

10 设备应能自动删除规定时效到期的预警信息。 防止本地误播。

11
单条信息的最大正确接收能力应达到500个中文字或以

上。
确保完整接收预警信息。

12 具备一个不可改写的且唯一的物理码。 用于设备识别。

甚高频收音机、甚高频

大喇叭、甚高频 LED 显

示屏、甚高频 LCD 显示

屏。

13
设备应具备后备电源接口、后备电源自动转换和自动充

电功能。
应急。

甚高频收音机、甚高频

大喇叭、甚高频 LED 显

示屏、甚高频 LCD 显示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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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的要求

B.1 传输通信链路

B.1.1 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的预警信息传输应具备主、备2种通信链路，当主通信链路出现故障

应能自动转换到备用通信链路。

B.1.2 主通信链路采用甚高频通信链路，利用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专用甚高频无线信号

137 MHz～173 MHz频率之间指定频点的无线信号数据流，且在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端远程操控下应能

自动完成频点的变更。无线信号采用MSK和4FSK调制解调技术，频带宽为12.5 kHz。

B.1.3 备用通信链路为运营商 APN 4G或4G以上应急专网。

B.1.4 主、备通信链路应能根据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管理平台发出的通信信号自动切换。

B.2 必备功能要求

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应具备表B.1规定的功能。

表 B.1 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必备功能

序号 必备功能 用途及目的

1

桥接适配器具备接收137 MHz～173 MHz频率之间指定频点的无线信号数据

流，且在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端远程操控下应能自动完成频点的变更。

信息安全目的，一旦某个频点遭

受干扰或攻击可以立即远程操控

转换安全频点。

2

设备具有自动唤醒及接收经甚高频VHF或GPRS（4G或4G以上）链路传输的

预警信息数据流，并且进行解析、协议转化、无缝桥接行业音频广播系统

使其达到能接收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发布的预警信息并转化

成文字或音频方式播出。

实现无人值守及主备通信链路自

动转换。

3 设备可以设置分区分组（省市县区-镇街-村-单机）定向接收预警信息。
实现精细化分区域预警，避免扰

民。

4 设备具有接收预警信息时本机自动唤醒及唤醒行业广播系统的功能。 唤醒行业广播供电。

5 具备音频强切、预警信息优先强播功能。 实现预警信息及时性。

6
按照主管部门提供的广播系统管理平台协议规则和接口定义，桥接适配器

应设置具备自身状态（在线、离线）和预警信息接收状态的反馈回传功能。

信息安全目的，设备在线率监测

和接收成功率统计。

7
以下功能可由平台远程操控：（1）IP 地址更改,（2）分区分组码设置,

（3）开关机操控。

信息安全目的及实现自动化无人

值守。

8
具备鉴别非法干扰的能力：不符合平台协议的外来信号或数据流，设备不

作解码不播发。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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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甚高频音频桥接适配器必备功能（续）

序号 必备功能 用途及目的

9 设备应能查询已经接收播发的且在有效期内预警信息及接收时间。 信息安全。

10 设备应能自动删除规定时效到期的预警信息。 防止本地误播。

11 单条信息的最大正确接收能力应达到 500 个中文字或以上。 确保完整接收预警信息。

12 具备一个不可改写的且唯一的物理码。 用于设备识别。

13 设备应具备后备电源接口、后备电源自动转换和自动充电功能。 应急。

14 设备接入对原行业音频广播系统功能无影响。 无损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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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的要求

C.1 传输通信链路

C.1.1 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的预警信息传输应具备主、备2种通信链路，当主通信链路出现故障

应能自动转换到备用通信链路。

C.1.2 主通信链路采用甚高频通信链路，利用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专用甚高频无线信号

137 MHz～173 MHz频率之间指定频点的无线信号数据流，且在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端远程操控下应能

自动完成频点的变更。无线信号采用MSK和4FSK调制解调技术，频带宽为12.5 kHz。

C.1.3 备用通信链路为运营商APN 4G或4G以上应急专网。

C.1.4 主、备通信链路应能根据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管理平台发出的通信信号自动切换。

C.2 必备功能要求

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应具备表C.1规定的功能。

表 C.1 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必备功能

序号 必备功能 用途及目的

1

桥接适配器具备接收137 MHz～173 MHz频率之间指定频点的无线信号数据

流，且在广播系统管理平台端远程操控下应能自动完成频点的变更。

信息安全目的，一旦某个频点遭

受干扰或攻击可以立即远程操控

转换安全频点。

2

设备具有自动唤醒及接收经甚高频VHF或GPRS（4G或4G以上）链路传输的

预警信息数据流，并且进行解析、协议转化、无缝桥接行业视频广播系统

使其达到能接收市级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发布的预警信息并转化

成文字或视频方式循环播出。

实现无人值守及主备通信通道自

动转换。

3 设备可以设置分区分组（省市县区-镇街-村-单机）定向接收预警信息。
实现精细化分区域预警避免扰

民。

4 设备具有接收预警信息时本机自动唤醒及唤醒行业广播系统的功能。 唤醒行业广播供电。

5 具备视频强切、预警信息优先强播功能。 实现预警信息及时性。

6
按照主管部门提供的广播系统管理平台协议规则和接口定义，桥接适配器

应设置具备自身状态（在线、离线）和预警信息接收状态的反馈回传功能。

信息安全目的，设备在线率监测

和接收成功率统计。

7
以下功能可由平台远程操控：（1）IP 地址更改（2）分区分组码设置（3）

开关机操控。

信息安全目的及实现自动化无人

值守。

8
具备鉴别非法干扰的能力：不符合平台协议的外来信号或数据流，设备不

作解码不播发。
信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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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甚高频视频桥接适配器必备功能（续）

序号 必备功能 用途及目的

9 设备应能查询已经接收播发的且在有效期内的预警信息及接收时间。 信息安全。

10 设备应能自动删除规定时效到期的预警信息。 防止本地误播。

11 单条信息的最大正确接收能力应达到 500 个中文字或以上。 确保完整接收预警信息。

12 具备一个不可改写的且唯一的物理码。 用于设备识别。

13 设备接入对原行业显示系统功能无影响。 无损改造。

14 设备应具备后备电源接口、后备电源自动转换和自动充电功能 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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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广州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广播系统终端设备接入自评表

接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本次

项目

建设

情况

直接接入□ 接入设备类型 数量 台

间接接入□ 桥接器类型 数量 台

原有广播系统：

LCD 屏□ 数量 台 备注

LED 屏□ 数量 台 备注

音频广播□ 数量 台 备注

预警信息分类需求：

预警信息推送时间：

接入设备品牌 设备制造商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是否理解广播系统平台的通信协议和接口定义：理解□ 不理解□ 其他

接入设备是否具备《规范》要求的必备功能：具备□ 不具备□ 其他

接入设备主链路的频率范围： ；连续可调□ 不可调□

同类设备接入省市突平台：有□数量 台；没有□
最近三个月在线率 %、 %、 %

接入设备主备链路：VHF 甚高频□ 3G□ 4G 或者以上□ 有第三种发布链路：

接入设备的接收灵敏度： uv；自动唤醒动作时间: 秒

设备是否支持 APN 组网：具备□ 不具备□
接入设备的信息安全措施：

接入设备具备的自有特色功能：

1、功能： 用途：

2、功能： 用途：

3、功能： 用途：

接入单位审核意见：

（盖公章）：

日期：

注：设备接入的技术方案、拓扑图、设备的说明书和技术参数、设备维保计划需随本表提交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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