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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本规则基于防盗报警产品的安全风险和认证风险制定，规定了防

盗报警产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本规则与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

业分类管理、认证模式选择与确定》、《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

产企业检测资源及其他认证结果的利用》、《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工厂检查通用要求》等通用实施规则配套使用。 

认证机构应依据通用实施规则和本规则要求编制认证实施细则，并

配套通用实施规则和本规则共同实施。 

生产企业应确保所生产的获证产品能够持续符合认证及适用标准

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防盗报警产品，包括以下产品种类：入侵探测器、

防盗报警控制器、汽车防盗报警系统。 

由于法律法规或相关产品标准、技术、产业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

所引起的适用范围调整，应以国家认监委发布的公告为准。 

 

2 认证依据 

认证依据标准见《防盗报警产品强制性认证依据标准及检测项目》

（附件 2）。 

上述标准原则上应执行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最新版

本。当需使用标准的其它版本时，则应按国家认监委发布的适用相关

标准要求的公告执行。 

 

3 认证模式 

实施防盗报警产品强制性认证的基本认证模式为： 

型式试验 + 初始工厂检查 +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 

认证机构应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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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模式选择与确定》的要求，对生产企业实施分类管理，并结合分

类管理结果在基本认证模式的基础上酌情增加生产现场抽样检测或者

检查、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等相关要素，以确定认证委托人所能适

用的认证模式。 

 

4 认证单元划分 

原则上按产品型号委托认证。产品的供电电源、安全结构、安全

元器件和影响防盗报警功能和性能的关键件均相同，即设计型号一致，

而只是销售型号（如：不同型号之间的差异仅为针对不同的客户或不

同的销售地区）不同的产品，可作为一个认证单元委托认证。 

在同一境内，同一生产者、同一产品设计型号，由不同生产企业

生产的产品不可作为一个认证单元，但型式试验仅对一个生产企业生

产的样品进行，试验结果可覆盖上述其他认证单元的产品。不同生产

者的产品不可作为一个认证单元，试验结果不能相互覆盖或引用。 

认证单元划分见《防盗报警产品强制性认证单元划分》（附件 1）。 

 

5 认证委托 

5.1 认证委托的提出和受理 

认证委托人需以适当的方式向认证机构提出认证委托，认证机构

应对认证委托进行处理，并按照认证实施细则中的时限要求反馈受理

或不予受理的信息。 

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时，认证机构不得受理

相关认证委托。 

5.2 申请资料 

认证机构应根据法律法规、标准及认证实施的需要在认证实施细

则中明确申请资料清单（应至少包括认证申请书或合同，认证委托人/

生产者/生产企业的注册证明等）。 

认证委托人应按认证实施细则中申请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所需资

料。认证机构负责审核、管理、保存、保密有关资料，并将资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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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告知认证委托人。 

5.3 实施安排 

认证机构应与认证委托人约定双方在认证实施各环节的相关责任

安排，并根据生产企业实际和分类管理情况，按照本规则及认证实施

细则的要求，确定认证实施的具体方案并告知认证委托人。 

 

6 认证实施 

6.1 型式试验 

6.1.1 型式试验方案 

认证机构应在进行资料审核后制定型式试验方案，并告知认证委

托人。 

型式试验方案包括型式试验的全部样品要求和数量、检测标准项

目、实验室信息等。 

6.1.2 型式试验样品要求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认证产品送样/抽样的相关要

求。型式试验的样品可由认证机构采取现场抽样/封样方式获得，也可

由认证委托人按认证机构的要求选送代表性样品用于检测。 

认证委托人应保证其所提供的样品与实际生产产品的一致性。认

证机构和/或实验室应对认证委托人提供样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实验

室对样品真实性有疑义的，应当向认证机构说明情况，并做出相应处

理。 

6.1.3 型式试验项目 

型式试验项目见《防盗报警产品强制性认证依据标准及检测项目》

（附件 2）。 

6.1.4 型式试验的实施 

型式试验应在国家认监委指定的实验室完成。实验室对样品进行

型式试验，并对检测全过程做出完整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检测过

程和结果的记录具有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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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型式试验报告 

认证机构应规定统一的型式试验报告格式。 

型式试验结束后，实验室应及时出具型式试验报告。试验报告应

包含对申请单元内所有产品与认证相关信息的描述。认证委托人应确

保在获证后监督时能够向认证机构和执法机构提供完整有效的型式试

验报告。 

6.2 初始工厂检查 

初始工厂检查应在型式试验合格后进行，必要时也可和型式试验

同时进行。 

6.2.1 基本原则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防盗报警产品生产者/生产企业

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控制的基本要求。 

认证委托人和生产者/生产企业应按照认证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建

立实施有效保持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产品与标准的符

合性控制的体系，以确保认证产品持续满足认证要求。 

对于已获认证的生产者/生产企业，认证机构可对初始工厂检查的时

机和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并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 

6.2.2 检查要求 

认证机构应委派具有资格的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查员组成检查组，按

照认证实施细则的有关要求对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产品一致性、产

品与标准的符合性进行检查。工厂现场检查应覆盖认证产品的所有加工

场所。必要时，认证机构可到生产企业以外的场所实施延伸检查。 

6.3 认证评价与决定 

认证机构对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的结论和有关资料/信息进行

综合评价，做出认证决定。对符合认证要求的，颁发认证证书。对存

在不合格结论的，认证机构不予批准认证委托，认证终止。 

6.4 认证时限 

认证机构应对认证各环节的时限做出明确规定，并确保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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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时限要求完成。认证委托人须对认证活动予以积极配合。一般情况

下，自受理认证委托起 90 天内向认证委托人出具认证证书。 

 

7 获证后监督 

获证后监督是指认证机构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实施的监督。认

证机构应结合生产企业分类管理和实际情况，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获

证后监督方式选择的具体要求。 

7.1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 

7.1.1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原则 

认证机构应在生产企业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获证产品及其生产企

业实施有效的跟踪检查，以验证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能力持续符合认证

要求、确保获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并保持与型式试验样品的一致

性。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应在生产企业正常生产时，优先选择不预先通知

被检查方的方式进行。对于非连续生产的产品，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机

构提交相关生产计划，便于获证后的跟踪检查有效开展。 

7.1.2 获证后的跟踪检查内容 

认证机构应按照《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

求》，结合防盗报警产品特点制定获证后的跟踪检查要求具体内容，并

在认证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 

7.2 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 

7.2.1 原则 

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应覆盖所有认证产品单元。 

采取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查方式实施获证后监督的，认

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予以配合。 

7.2.2 内容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制定生产现场抽取样品检测或者检

查的内容和要求。 

如生产企业具备《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生产企业检测资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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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认证结果的利用要求》和认证依据标准要求的检测条件，认证机

构可利用生产企业检测资源实施检测（或目击检测），并承认相关结

果；如生产企业不具备上述检测条件，应将样品送指定实验室检测。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利用生产企业检测资源实施检测的

具体要求及程序。 

7.3 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 

7.3.1 原则 

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应按一定比例覆盖获证产品。 

采取市场抽样检测或检查方式实施监督的，认证委托人、生产者、

生产企业应予以配合并确认从市场抽取的样品。 

7.3.2 内容 

认证机构应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市场抽样检测或者检查的内容

和要求。 

7.4 获证后监督的频次和时间 

认证机构应在生产企业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别的生产企

业采用不同的获证后监督频次，合理确定监督时间，具体原则应在认

证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 

7.5 获证后监督的记录 

认证机构应当对获证后监督全过程予以记录并归档留存，以保证

认证过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 

7.6 获证后监督结果的评价 

认证机构对获证后的跟踪检查、抽取样品检测/检查结论和有关资

料/信息进行综合评价。评价通过的，可继续保持认证证书、使用认证

标志；评价不通过的，认证机构应当根据情形做出注销/暂停/撤销认证

证书的处理，并予以公布。 

 

8 认证证书 

8.1 认证证书有效期 

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内，认证证书的有效性依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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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机构的获证后监督获得保持。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

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90 天内提出认证委托。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获证

后监督结果合格的，认证机构应在接到认证委托后直接换发新证书。 

8.2 认证证书内容 

认证证书内容应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第二十一条的

要求。 

8.3 认证证书的变更/扩展 

获证后，当涉及认证证书、产品特性或认证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发生变更时，或认证委托人需要扩展已经获得的认证证书覆盖的产品

范围时，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变更/扩展委托，变更/扩展经认

证机构批准后方可实施。 

认证机构应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在认证实施细则中明确变更/扩

展要求，并对变更/扩展内容进行文件审查、检测和/或检查（适用时），

评价通过后方可批准变更/扩展。 

8.4 认证证书的注销、暂停和撤销 

认证证书的注销、暂停和撤销依据《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

和《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注销、暂停、撤销实施规则》及认证机构的

有关规定执行。认证机构应确定不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类别和范围，

并采取适当方式对外公告被注销、暂停、撤销的认证证书。 

8.5 认证证书的使用 

认证证书的使用应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规定》的要求。 

 

9 认证标志 

认证标志的管理、使用应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的要求。 

9.1 标志式样 

获得认证的防盗报警产品应使用安全类（S）认证标志，式样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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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使用要求 

可以采用国家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标志，也可采用模压、印刷方

式。使用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尺寸为 1 号至 3 号。如采用模压、印刷方

式，应注明产品的工厂代码。 

认证标志应加施在产品本体外壳显著位置。 

 

10 收费 

认证收费项目由认证机构和实验室按照国家关于强制性产品认证

收费标准的规定收取。 

认证机构应按照国家关于强制性产品认证收费标准中初始工厂审

查、获证后监督复查收费人日数标准的规定，合理确定具体的收费人日

数。 

 

11 认证责任 

认证机构应对其做出的认证结论负责。 

实验室应对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负责。 

认证机构及其委派的工厂检查员应对工厂检查结论负责。 

认证委托人应对其提交的委托资料及样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12 认证实施细则 

认证机构应依据本实施规则的原则和要求，制定科学、合理、可操

作的认证实施细则。认证实施细则应在向国家认监委备案后对外公布实

施。认证实施细则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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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证流程及时限要求； 

（2）认证模式的选择及相关要求； 

（3）生产企业分类管理要求； 

（4）认证委托资料及相关要求； 

（5）型式试验要求； 

（6）初始工厂检查要求； 

（7）获证后监督要求；  

（8）利用生产企业检测资源实施检测要求； 

（9）认证变更（含标准换版）要求； 

（10）收费依据及相关要求； 

（11）与技术争议、申诉相关的流程及时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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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防盗报警产品强制性认证单元划分 
序号 产品名称 单元划分 

1 

入

侵

探

测

器 

主动红外入

侵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测
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距离有差异的
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 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单元申请。 
5．发射光束不同时，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6．室内用入侵探测器和室外用入侵探测器，不能作为一个
单元申请。

室内用被动

红外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测
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范围有差异的
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单元申请。 
5．吸顶式和壁挂式产品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室内用微波

多普勒探测

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测
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范围有差异的
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单元。 
5．吸顶式和壁挂式产品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微波和被动

红外复合入

侵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测
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范围有差异的
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单元申请。 
5．吸顶式和壁挂式产品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振动入侵探

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测
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范围有差异的
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单元。 



11 

室内用被动

式玻璃破碎

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测
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范围有差异的若
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单元。 

磁开关入侵

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测
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间隙有差异的若
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单元。 
4．金属门、卷帘门、推拉门（铝合金）用的磁开关入侵探
测器与一般木门窗用的磁开关入侵探测器不能作为一个单
元申请。 

其它类入侵

探测器 

1. 电路工作原理、安全结构、安全元器件、影响入侵探测
器功能和性能的关键元器件均相同，仅探测距离有差异的
若干个型号产品可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2. 电源不同，如开关电源、AC/DC、AC/AC、DC(Ⅲ类电源)，
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3. 电路板的形状(尺寸)不同，不能作为一个单元申请。 
4. 报警传输方式（有线、无线、总线等）不同，不能作为
一个单元申请。 
5．室内用入侵探测器和室外用入侵探测器，不能作为一个
单元申请。 

2 防盗报警控制器 

1. 电源供电方式不同（如阻容降压、变压器、开关电源、
电源适配器等）的产品不能作为一个单元。 
2. 报警接收方式不同(有线、无线、总线等)的产品不能作为
一个单元。 
3. 主板形状、结构（电路原理）不同的产品不能作为一个
单元。 
4. 设置/解除警戒方式不同的产品不能作为一个单元。 

3 
汽车防盗报警 

系统 

1. 设置警戒/解除警戒所采用的方法、技术不同或报警传输
方式不同的汽车防盗报警系统产品，不可作为一个认证单
元。 
2. 汽车防盗报警系统产品主电路板形状、结构不同不可作
为一个认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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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防盗报警产品强制性认证依据标准及检测项目 
序 
号 

产品名称 检测项目 
认证依据 
标  准 

对应标准条款 

1 
入侵
探测
器 

主动红
外入侵
探测器 

标志、
外壳防
护等级 

标志 

GB 10408.1 
GB 10408.4 
GB 16796 

GB 10408.1第6.7条。 
外壳防护等
级 

GB 10408.4第4.5.1条中b)项。 

性能 

发射机光谱 
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发射机的红外
辐射光波长应大于0.76μm。 

响应时间 GB 10408.4第4.1.6条 
探测距离 GB 10408.4第4.1.7条 
对准指示 GB 10408.4第4.1.10条 
防拆保护 GB 10408.1第6.1.5条 

接口能力 GB 10408.1第6.5条 

辐射安全剂量 GB 10408.4第4.4.5条 

人为故障引燃 GB 10408.4第4.4.4条 

环境适应性 GB 10408.4第4.2条 

电磁兼容性 GB 10408.1第6.2.4～6.2.6条 

安全性 GB 10408.4第4.4.1～4.4.3条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GB 10408.1第6.9条，其中使用无线
传输的发射频率应在314-316MHz、
430-432MHz、433.00-434.79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
率在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
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
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室内用
被动红
外探测
器 

标志、外壳
防护等级 

标志 

GB 10408.1 
GB 10408.5 
GB 16796 

GB 10408.1第6.7条 
外 壳 防
护等级 

GB 10408.1第6.6条 

功能、性能
及防拆保护 

探 测 范
围 

GB 10408.5第5.1.1条 

抗 背 景
温 度 变
化 

GB 10408.5第5.1.4条 

抗 车 头
灯（光）

GB 10408.5第5.1.5条 

抗 湍 动
气流 

GB 10408.5第5.1.6条 

防 拆 保
护 

GB 10408.5第5.1.7条 

电源 
GB 10408.1第6.1.4条，其中“电源
电压低于规定值，应产生报警状
态或故障状态”不要求 

接口能力 GB 10408.1第6.5条 

环境适应性 GB 10408.1第6.2.3和6.2.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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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性 GB 10408.1第6.2.4～6.2.6条 

安全性 
GB 16796第4.6.2条，若采用交流
220V供电，还应符合GB 16796第
4.4.3、4.4.4、4.4.9条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GB 10408.1第6.9条，其中使用
无 线 传 输 的 发 射 频 率 应 在
314-316MHz 、 430-432MHz 、
433.00-434.79MHz，占用带宽不大
于 400kHz ； 或 发 射 频 率 在
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为
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门
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室内用
微波多
普勒探
测器 

标志、外壳
防护等级 

标志 

GB 10408.1
GB 10408.3 
GB 16796 

GB 10408.1第6.7条 
外 壳 防
护等级 

GB 10408.1第6.6条 

功能、性能
及防拆保护 

探 测 范
围 

GB 10408.3第5.1.2～5.1.6条 

频率 GB 10408.3第5.1.1条 
防 拆 保
护 

GB 10408.3第5.1.8条 

电源 
GB 10408.1第6.1.4条，其中“电源
电压低于规定值，应产生报警状
态或故障状态”不要求 

接口能力 GB 10408.1第6.5条 
稳定性 GB 10408.3第6.2.5条 
环境适应性 GB 10408.1第6.2.3和6.2.7条 
电磁兼容性 GB 10408.1第6.2.4～6.2.6条 

安全性 

微 波 辐
射 安 全
剂量 

GB 10408.3第5.3条 

阻燃性 
GB 16796第4.6.2条，若采用交流
220V供电，产品安全性还应符合GB 
16796第4.4.3、4.4.4、4.4.9条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GB 10408.1第6.9条，其中使用无线
传输的发射频率应在314-316MHz、
430-432MHz、433.00-434.79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
率在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
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
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微波和
被动红
外复合
入侵探
测器 

标志、外壳
防护等级 

标志 

GB 10408.1 
GB 10408.6 
GB 16796 

GB 10408.6第7.1条 
外 壳 防
护等级 

GB 10408.6第4.3.2条 

功能、性能
及防拆保护 

入 侵 探
测 

GB 10408.6第4.5.4条 

抗 车 头
灯干扰 

GB 10408.6第4.8.5条 

抗 热 气
流干扰 

GB 10408.6第4.8.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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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 拆 保
护 

GB 10408.6第4.4.1条 

电源 GB 10408.6第4.5.1条 
接口能力 GB 10408.1第6.5条 
稳定性 GB 10408.6第4.7条 
微波辐射安全剂量 GB 10408.6第4.11.1条 
环境适应性 GB 10408.6第4.6.2条 
电磁兼容性 GB 10408.6第4.9.1、4.9.3、4.9.5条

安全性 
GB 10408.6第4.11.2条，若采用交
流220V供电，应符合GB 16796第
4.4.3、4.4.4、4.4.9条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GB10408.1第6.9条，其中使用无线
传输的发射频率应在314-316MHz、
430-432MHz、433.00-434.79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
率在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
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
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振动入
侵探测
器 

标志、外壳
防护等级 

标志 

GB 10408.1 
GB/T10408.8 
GB 16796 

GB 10408.1第6.7条 
外壳防护
等级 

GB/T 10408.8第5.1.2条 

功能及防
拆保护 

报警功能 GB/T 10408.8第5.2.1条 
防拆保护 GB/T 10408.8第5.2.8条 

电源 GB 10408.1第6.1.4条 
接口能力 GB 10408.1第6.5条 
环境适应性 GB/T 10408.8第5.3条 
电磁兼容性 GB 10408.1第6.2.4～6.2.6条 

安全性 
GB 16796第4.6.2条，若采用交流
220V供电，应符合GB 16796第4.4.3、
4.4.4、4.4.9条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GB10408.1第6.9条，其中使用无线
传输的发射频率应在314-316MHz、
430-432MHz、433.00-434.79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
率在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
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
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室内用
被动式
玻璃破
碎探测
器 

结构、标
志、外壳
防护等
级 

结构 

GB 10408.1 
GB 10408.9 
GB 16796 

GB 10408.9第5.6条 
标志 GB 10408.1第6.7条 
外壳防护等
级 

GB 10408.1第6.6条 

功能 
报警功能 

GB 10408.1第6.1.1条，其中“通电
后60s内探测器应满足其运行要求”
不做检测 

防拆探测 GB 10408.9第5.1.4条 
电源 GB 10408.9第5.1.3条 
接口能力 GB 10408.1第6.5条 
环境适应性 GB 10408.9第5.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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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磁兼容性 GB 10408.1第6.2.4～6.2.6条 

安全性 
GB 16796第4.6.2条，若采用交流
220V供电，还应符合GB 16796第
4.4.3、4.4.4、4.4.9条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GB10408.1第6.9条，其中使用无线
传输的发射频率应在314-316MHz、
430-432MHz、433.00-434.79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
率在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
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
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磁开关
入侵探
测器 

结构、标
志 

结构 

GB 10408.1 
GB 15209 
GB 16796 

GB 15209第5.2条 

标志 
GB 10408第6.7条，如果无法在磁开
关入侵探测器上标志上述内容，则
应在使用说明书中给出 

性能 GB 15209第5.3条 

接口能力 GB 10408.1第6.5条 

环境适应性 GB 15209第5.4条 

安全性 
绝缘电阻 GB 15209第5.3.3条 
阻燃 GB 15209第5.3.4条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GB10408.1第6.9条，其中使用无线
传输的发射频率应在314-316MHz、
430-432MHz、433.00-434.79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
率在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
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
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其它类
入侵探
测器 

标志、外壳防护等级 

GB 10408.1 
GB 16796 

GB 10408.1第6.7条 
功能要求 GB 10408.1第6.1.1条 
接口能力 GB 10408.1第6.5条 
环境适应性 GB 10408.1第6.2.3和6.2.7条 
电磁兼容性 GB 10408.1第6.2.4～6.2.6条 

安全性 
GB 16796第4.6.2条，若采用交流
220V供电，还应符合GB 16796第
4.4.3、4.4.4、4.4.9条 

增强和任选（通信模块）

GB10408.1第6.9条，其中使用无线
传输的发射频率应在314-316MHz、
430-432MHz、433.00-434.79MHz，
占用带宽不大于400kHz；或发射频
率在779-787MHz，发射功率限值均
为10mw（不包括国家无线电管理部
门核准使用的专用频率）。 

2 
防盗报警控制
器 

机械结构、标志及机壳
防护等级 

GB 12663 

GB 12663第5.1.2、5.1.3和5.1.6条，
对于具有远程监控站的防盗报警控
制器,5.1.2.3条不作要求 

功能 
设置警戒
与解除警

GB 12663第5.2.2条A级要求，其中
5.2.2.5条中c)项不作检测,5.2.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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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设置警戒与解除警戒可通过软件进
行。 

报警 

GB 12663第5.2.3条A级要求，其中
5.2.3.6条不作检测。异地报警的防
盗报警控制器，防拆报警和防破坏
报警应符合第5.2.3条的有关B级、C
级要求。具有电话报警功能的产品，
在第5.2.3.1条中c)项的防破坏报警
中应增加电话线断线报警功能。具
有无线传输功能的产品，增加无线
传输频率测试，且只能使用国家已
规定或核准的频率。接收无线探测
器报警信号的产品，第5.2.3.1条中
c) 防破坏报警中第（1）项不作检
测。 

电源 

GB 12663第5.3.1～5.3.3条，对于具
有远程监控站的防盗报警控制器,
远程监控站应能监测到主机主电源
的状态和备用电源欠压指示 

环境适应性 GB 12663第5.4.1条中 a)、b)、d) 项

电磁兼容性 GB 12663第5.4.2条 

安全性 GB 12663第5.5.2～5.5.6和5.5.9条 

3 
汽车防盗报警
系统 

标志、外
壳防护等
级 

标志与标
记 

GB 20816 
GA/T 553 

GB 20816第6条 

外壳防护
等级 

GB 20816第4.2.8.2条 

功能 

探测 GB 20816第4.2.2a)条 
控制 GB 20816第4.2.3.2条 
设置警戒/
解除警戒 

GB 20816第4.2.4.1条/GB 20816第
4.2.4.2条 

报警信号 

GB 20816第4.2.5.1条，报警声级最
大不超过125dB(A)，不低于85dB
（A），汽车反劫防盗联网报警系统
车载设备应具备远距离无线报警功
能。 

止动 GB 20816第4.2.6条 

电气安全
性 

过电压 GB 20816第5.3.1.1条 
短路 GB 20816第5.3.1.2条 
反转极性 GB 20816第5.3.1.3条 
电压下降
和（或）撤
除 

GB 20816第5.3.1.4条 

环境适应
性 

温度和电
源电压 

GB 20816第5.3.1.5条，汽车反劫防
盗联网报警系统车载设备的温度和
电源电压适应性应符合GA/T 553第
6.6条a)、b)的要求 

振动 GB 20816第5.3.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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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 GB 20816第5.3.5条 

电磁兼容
性 

电磁场 GB 20816第5.3.7.2条中a)项的要求 
静电放电
抗扰度 

GA/T 553中表2的要求 

电快速瞬
变脉冲群
抗扰度 

GA/T 553中表2的要求 

增强和任
选 

汽车反劫
防盗联网
报警系统
的管理中
心功能 

GA/T 553要求，提供有效质量合格
证明的，可只仅对车载设备联网报
警、远程控制功能进行检查。 

移动通信
方式实现
防盗报警
传输和控
制的汽车
防盗报警
系统 

在申请认证时，其中的车载移动通
信设备作为汽车防盗报警系统的组
成部分，只需提供指定检测机构出
具的合格检测报告（无须单独申请
车载移动通信设备强制性产品认
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