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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制定本规范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规范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服务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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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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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起草人：韩卫东、张洋、唐军、李俊宏、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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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企业能力评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企业的基本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泰尔认证中心会对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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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及定义

本规范采用下列术语：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

包括供配电设施、空调制冷设施、环境监控设施、布线设施和安防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为数据中

心的运行提供支撑，同时，这些基础设施也需要进行日常的维护才能保持良好的运行。

4 分级要求

4.1 甲级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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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亿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4.1.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运维、代维)
技术工作 5 年及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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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高级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5 人。

具备中级或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数量不少于 10 人。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相关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100 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覆盖数据

中心基础设施维护相关专业的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4.1.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具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业务所需要的设备（工具、仪器），至少包括供配电系统维护

类设备、空调与制冷系统维护类设备、环境监控系统维护类设备、布线维护类设备，安防系统维护类

设备。

企业自有设备总值应不少于200万元。注：常用的设备（工具、仪器）见表1。

4.1.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工作 5 年以上，且服务质量持续满足顾客要求。

近三年每年完成数据中心维护合同额 2000 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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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处要求的维护合同额必须是企业自行维护的业务合同金额，分包的金额不记入其中。。

4.1.5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4.2 乙级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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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4.2.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数据中心维护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运维、代维)技术工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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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

数量不少于 10人。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相关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6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覆盖数据中

心基础设施维护相关专业的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4.2.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具备数据维护中心基础设施维护业务所需要的设备（工具、仪器），至少包括供配电系统

维护类设备、空调与制冷系统维护类设备、环境监控系统维护类设备、布线维护类设备，安防系统维

护类设备。

企业自有设备总值应不少于 100万元。

注：常见的设备（工具、仪器）见表1。

4.2.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数据中心维护工作 3年以上，且服务质量持续满足顾客要求。

近三年每年完成数据中心维护合同额 1000万元以上。

注：此处要求的维护合同额必须是企业自行维护的业务合同金额，分包的金额不记入其中。

4.2.5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GB/T19001（或替代标准）管理体系认证，并持续有效。

4.3 丙级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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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4.3.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数据中心维护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运维、代维)技术工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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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5人。

数据中心维护相关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40人，并持有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覆盖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维护专业相关的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4.3.3 设备资源基本要求

企业应具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业务所需要的设备（工具、仪器），至少包括供配电系统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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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设备、空调与制冷系统维护类设备、环境监控系统维护类设备、布线维护类设备，安防系统维护类

设备。

自有设备总值应不少于 30万元。

注：常见的设备（工具、仪器）见表1。

4.3.4 能力和绩效要求

企业已从事数据中心维护工作 2年以上，在近二年内所承担的维护服务项目没有发生重大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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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二年每年完成数据中心维护合同额 500万元以上。

注：此处要求的维护合同额必须是企业自行维护的业务合同金额，分包的金额不记入其中。

4.3.5 认证要求

企业已通过 GB/T19001（或替代标准）认证，并持续有效。

4.4 临时级能力要求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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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企业应具备同等条件），净资

产不少于 500万元。

企业应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4.4.2 人员基本要求：

负责数据中心维护服务的主要技术管理人员应从事数据中心维护(运维、代维)技术工作 5年以上，

具备大专以上相关专业学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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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的管理人员不少于 3人。数据中心维护相关的技术人员不少于 20人，并持有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认可的覆盖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专业相关的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均应是本企业的注册在职人员。

4.4.3 能力和绩效要求

临时级不要求企业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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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数据中心基础设施维护作业常用设备（工具、仪器）列表

分类 主要设备名称 自有设备价值（万元）

供配电系统维护

交、直流钳形电流表

甲级：100

乙级：50

丙级：30

临时级：不要求

数字万用表

红外成像仪

红外点温计

电能质量分析仪

便携式示波器

接地电阻测试样

兆欧表

电池内阻测试仪

电池容量测试仪

绝缘表

测试用交流/直流假负载

空调与制冷系统维护

干湿度测量仪

钳形万用表

红外测温仪

红外成像仪

风速仪

温湿度计

电子双输入温度计

相序表

光电式转速计

接地电阻测试仪

气体检漏仪

皮带张力计

噪声技

水质导电测量仪

环境监控系统维护

温湿度计

红外测温仪

钳形电流表

秒表

活动扳手

插排

带护套电洛铁

接口转换器

螺丝批

斜口钳

布线维护

网络通断仪

网络检测仪

温度检测设备

打线设备

测距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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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系统维护

工程宝

钳形电流表

斜口钳

电洛铁

吸焊器

试电笔

电工刀

注：此表列出的设备（工具、仪表）为数据中心维护作业部分常用设备，标准并不要求企业

必须具备每种设备，但设备分类、设备价值需满足标准要求，部分设备也可以不同的分类共

用。

产生数值的设备（工具、仪表）必须具备国家计量证书，如测量类设备（工具、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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