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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全文强制。 

为保障体育场所的安全生产，规范安全生产管理，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由北京市体育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体育局、北京标准化协会。 

本标准起草人：范正、卢京昌、郭建国、邓旭、李小兵、娄小晶。 

本标准2007年01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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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所安全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体育场所安全管理的术语和定义、职责、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体育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 

GB 3096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9667  游泳场所卫生标准 

GB 9668  体育馆卫生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4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体育运动符号 

GB 13495  消防安全标志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6179  安全标志使用导则 

GB 17498  健身器材的安全  通用要求 

GB 19272  健身器材  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J 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JGJ 31—2003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危险性体育运动项目  dangerous athletic sports games 

技术性较强、危险性较大，易造成人身伤害的体育运动项目。 

注：具体的危险性体育运动项目由市体育行政部门予以公布确认。 

3.2  

大型体育社会活动  large-scale sports social activity 

主办者租用、借用或者以其他形式临时占用体育场所、场地，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的体育比赛等群体

性活动。 

3.3  

体育场所  sports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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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开放、供群众进行体育竞技和体育健身活动，有专人管理的经营场所。 

3.4  

社会体育指导员  social sports instructor 

体育健身活动中从事技能传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并取得体育行政部门颁发的相应级别《业

务培训合格证书》或社会劳动保障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3.5  

安全工作责任人  principal for safety 

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非法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3.6  

安全工作管理人  manager for safety 

组织实施和落实安全管理工作并对安全工作责任人负责的人员。 

3.7  

安全工作人员  personnel for safety 

依法配备的具体实施安全工作的专（兼）职人员。 

3.8  

安全工作管理机构  management organ for safety 

依法设置的从事安全管理工作的部门。 

3.9  

突发事件  abrupt affair 

体育健身活动中突然发生的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火灾、爆炸、投毒、各类恐吓、重大运动伤害及

由于人员骤然聚集引发的可能致人员伤亡的秩序混乱事件。 

3.10 

特种设备  special equipment 

涉及生命安全、危险性较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

等。 

4 职责 

4.1 岗位职责 

4.1.1 安全工作责任人对本单位的安全工作全面负责，应履行下列职责： 
a） 贯彻执行法律、法规，保障本单位安全生产符合规定，掌握本单位的安全生产情况； 

b） 建立、健全并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 

c） 负责各类安全责任书的签订及管理工作； 

d） 组织制定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e） 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 

f） 负责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g） 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实施演练； 

h） 批准年度安全工作计划； 

i） 根据消防法规的规定建立义务消防队； 

j） 定期研究安全生产问题； 

k） 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l） 对出租场所负有监管责任； 

m） 应每月至少组织召开 1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研究、部署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开展 1次安

全生产工作检查并记录。 

4.1.2 安全工作管理人应履行下列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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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拟订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组织实施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b） 组织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保障安全生产的操作规程并检查督促其落实； 

c） 拟订安全生产工作的资金投入和组织保障方案； 

d） 组织实施安全生产检查和生产安全隐患整改工作； 

e） 对活动场地、设施、器材进行定期检查，保证其符合安全要求； 

f） 组织实施对本单位消防设施、灭火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的维护保养，确保其完好有效，确保疏
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畅通； 

g） 在员工中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知识、技能的宣传教育和培训，组织应急救援预案的实施和演练； 
h） 组织管理义务消防队； 

i） 定期适时与全体职工、驻场单位、施工单位签订安全责任书。 

4.1.3 安全工作人员应履行下列职责： 
a） 在安全工作责任人和安全工作管理人的领导下开展安全生产工作； 

b） 对安全设施、运动器械、灭火器材和安全标志进行维护保养的情况和安全进行检查； 

c） 日常安全巡视，发现隐患及时上报； 

d） 紧急情况下的组织疏散、救护工作； 

e） 其他安全生产工作。 

4.1.4 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专业技术人员应履行下列职责： 
a） 对参加健身人员的安全教育和指导； 

b） 出现运动伤害时的辅助或救护工作； 

c） 紧急情况下的疏散、救护工作； 

d） 其他安全生产工作。 

4.2 安全工作管理机构职责 

a） 组织制订、实施年度安全工作计划，具体落实安全责任制； 

b） 组织安全生产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安全隐患。对有关部门指出的安全事故隐患和提出的改进
建议，在规定的期限内解决，并将结果报相关部门。对暂时难以解决的事故隐患，要采取相应

的安全措施； 

c） 组织实施对全体员工的安全教育培训及健身人员的安全知识的宣传； 

d） 组织落实各项应急救援预案的演练； 

e）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安全工作。 

5 要求 

5.1 基本要求 
5.1.1 体育场所应具备下列安全生产条件： 

a） 场地、设备、设施应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b） 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相关操作规程； 

c） 依法设置安全工作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工作管理人； 

d） 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e） 安全工作负责人和安全工作管理人具备与生产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 

f） 从业人员经安全教育和培训合格。特种作业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g） 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条件。 

不具备上述安全生产条件的体育场所，不得提供服务。 

5.1.2 体育场所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建筑应符合 JGJ 31的规定，具有房产证明或使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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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有固定的办公地点，保证联络畅通； 

c） 设置应固定或相对稳定； 

d） 参照相应体育运动项目竞赛规则对场地的要求，保障体育运动项目正常、安全进行； 

e） 不应设置在地下二层及二层以下； 

f） 空间净高度不应低于 2.6m。 

5.1.3 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明确安全生产职责、责任人和考核要求，落实各项责任制。 

5.1.4 应依法设置安全工作管理机构，配备专（兼）职安全工作管理人和安全工作人员，并按活动人

员每 100人至少配置 1名专（兼）职安全工作人员，不足 100人按 100人计算。 

5.1.5 从事传授体育运动理论和技能培训的体育场所，应根据体育运动项目相应国家标准规定配备体

育专业技术人员。 

5.1.6 开展危险性体育运动项目的体育场所应至少配备一名医务人员。 

5.1.7 体育场所应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证、照后方可对外开放提供服务。 

5.2 设备、设施 
5.2.1 健身器材 

a） 应符合 GB 17498和 GB 19272的要求； 

b） 应具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书； 

c） 器材摆放应按其使用功能和特点留有合理空间，做到使用方便、确保安全。 

5.2.2 应设立醒目的向导指示图，标明场区范围及服务内容位置，所用图形符号符合 GB/T 10001.1、

GB/T 10001.4的规定。 

5.2.3 场地内应设有扩音设备，2个场地以上的应设有广播设施。 

5.2.4 场地内照度应符合体育活动要求，不低于 80Lx，并配置应急照明灯。 

5.2.5 开放晚场的，场地及服务区域照度应不低于 100Lx。 

5.2.6 应根据开展的体育运动项目设置相配套的安全保护设施。 

5.2.7 应配备相应的医疗器材、急救药品。 

5.2.8 如需更换衣物，应设有更衣室并配置可锁的衣柜或专用储物箱。 

5.2.9 体育场所及相关辅助建筑安全出口数目、疏散宽度和距离应符合国家有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

规定。安全出口处不得设置门槛、台阶，疏散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不得采用卷帘门、转门、吊门和侧

拉门，门口不得设置门帘、屏风等影响疏散的遮挡物。疏散出口和疏散通道的最小净宽度均不应小于

1.40m；疏散出口的门内、门外 1.40m范围内不应设踏步，在使用时必须确保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畅通，

严禁将安全出口上锁、阻塞。 

5.2.10 应设置疏散用的应急照明灯，应急照明应设在墙面或顶棚上，应急照明的地面最低照度不应低

于 0.5Lx，照明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20min。疏散用的楼梯、通道、场门应安装事故应急照明灯和疏

散指示标志，其事故照明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20min，照度不应低于 1Lx。 

5.2.11 使用特种设备的，应严格执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5.2.12 应按照 GBJ 16的有关规定配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消火栓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等相

关消防设施。 

5.2.13 应按照 GB 50140的有关规定配置灭火器材。 

5.2.14 电线、插头、插座、空调等属于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应具有“3C”认证标志。 

5.3 安全标志 
5.3.1 应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有关设备、设施上设置安全标志。安全色及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3、GB 2894的规定，安全标志的使用应符合 GB 16179的规定。在人员密集场所应设有紧急疏散示

意图。 

5.3.2 消防标志的设置应符合 GB 13495和 GB 1563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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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楼梯口应设置符合标准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标志应设在门的顶部、

疏散通道和转角处距地面 1m以下的墙面上。设在走道上的指示标志的间距不应大于 20m。同时在疏散

通道的地面上设置蓄光型疏散指示标志，保证疏散指示标志明显、连续。 

5.3.4 全玻璃门、玻璃墙应有“小心玻璃”或其他警示标志并设置在显著位置。 

5.3.5 应随时检查安全标志，发现有变形、破损或变色的，应及时整修或更换。 

5.4 安全生产教育 
5.4.1 安全工作责任人、安全工作管理人和从业人员每年接受的在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时间不应少

于 8学时。新招用的从业人员上岗前接受安全教育和培训的时间不应少于 24学时；换岗、离岗 6个月

以上的，以及采用新技术或者使用新设备的，均不应少于 4学时。教育和培训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a）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规章； 

b）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c） 岗位安全操作技能； 

d） 安全设备、设施、工具、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维护和保管知识； 

e） 生产安全事故的防范意识和应急措施、自救互救知识； 

f） 生产安全事故案例。 

5.4.2 每半年应至少组织 1次全员消防安全培训，新上岗的员工上岗前应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培训内

容应包括： 

a） 有关消防法规、消防安全制度和保障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b） 本单位、本岗位的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 

c） 有关消防设施的性能、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 

d） 报火警、扑救初起火灾以及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 

e） 组织、引导在场群众疏散的知识和技能等。 

5.4.3 未经安全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特种作业人员按照有关规定，持证上岗。 

5.4.4 应对各类安全教育和培训的情况进行记录，并至少保存两年。 

5.5 安全生产管理 
5.5.1 服务安全管理 
5.5.1.1  体育场所应保证其提供的场地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场地或服务，应当向消费者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场地或者

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 

5.5.1.2  体育专业技术人员等应持国家有关的执业资格证明方可上岗。 
5.5.1.3  体育专业技术人员应结合相应运动项目特点对健身人员进行必要的运动安全教育或指导。 

5.5.1.4  活动人数不得超过核定人数，达到或超过核定人数应采取限制措施。室内体育场所人均活动

面积不小于 4 m
2
/人；地下室内体育场所人均活动面积不小于 5m

2
/人；室外体育运动项目场地人均活动

面积不小于 20 m
2
/人。已有具体规定人均活动面积的体育运动项目按各项规定执行。 

5.5.1.5  不应在体育场所内出售含酒精的饮料，并在显著位置设置警示标志，劝阻高血压、心脏病患
者、酗酒者参加体育运动。 
5.5.1.6  对危险性体育运动项目，应安排体育专业技术人员或专（兼）职安全工作人员进行巡视，发
现安全隐患或事故按照相应规定及时进行处理。 

5.5.1.7  拥有且使用室外活动场地的，应提供天气预报服务。 

5.5.1.8  遇有大风，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应按规定停止无法保证安全的室外体育运动项目的运行。 

5.5.1.9  体育场所在营业期间进行装修、维修、改造等施工的，应隔离施工区域，并采取安全措施，

确保施工安全。体育场所应与施工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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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10  举办大型体育社会活动的体育场所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活动期间，举办单

位应落实各项安全措施，保证场所的设备、设施安全运转，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维护现场秩序。在人员

相对聚集时，举办单位应采取控制和疏散措施，确保参加活动的人数在安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5.5.2 设备、设施安全管理 
5.5.2.1  应对在用的体育运动设备、设施进行日常检查和定期维护保养，做好记录，保证其正常安全

工作。 

5.5.2.2  场所及辅助建筑电气线路的敷设、设备、设施的安装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和标准的要求。 

5.5.2.3  消防设施、器材应定期维护，按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定期检测，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

有效。 

5.5.2.4  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必须保证本单位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国家标准的要求。必须建立、健全危险化学品使用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保证危险化学品的安全

使用和管理。各类危险化学品不得与禁忌物料混合储存，应配备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管理。 

5.5.2.5  特种设备的管理应严格执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证特种设备的安全运行，其要求是： 

a） 特种设备应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检测合格后，在投入使用前 30 日内，使用单位应向

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检验合格及注册登记标志应置于或者附着于该特种设备

的显著位置，方可投入使用。 

b） 在用的特种设备应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定期检验要求进行定期检验。在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
满前 1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未经定期检验、超过检验周期或者检

验不合格的特种设备，不应继续使用。 

c） 应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包括以下内容：设计文件、制造单位、产品质量
合格证明、使用维护说明书等文件以及安装技术文件和资料；定期检验和定期自行检查的记录；

日常使用状况记录；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设备及其附件、安全保护装置、测量调控装置及有

关附属仪器仪表的日常维护保养记录。 

d）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应对特种设备使用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和日常维护保养，发现异常情况
应及时处理，并作记录。 

5.5.3 消防安全管理 
5.5.3.1  应按照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并完善火灾扑救、应急疏散等应急预案，应每

年至少进行一次预案演练。有关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应熟练掌握预案内容，认真履行预案规定职责。 

5.5.3.2  场所的建设、施工和内部装修应符合 GB 50222和其他有关装饰装修防火管理的规定。游泳池

使用的建筑材料应符合 GB 6566的要求。 

5.5.3.3  提供服务期间应当安排专职人员至少每 2小时进行一次消防安全巡查，并做好检查记录。巡

查区域要有明确的划分，巡查内容要有明确的要求。 

5.5.3.4  在每日活动结束后，应有专人负责对场所进行检查，及时清理人员，检查电源，消除火灾隐

患。需要值班的，应明确专人值班，值班人员不得擅自脱离岗位。 

5.5.3.5  提供服务期间不应进行电、气焊等明火作业。场地、设备、设施维修等特殊情况需要进行明

火作业的，应经安全工作责任人或者安全工作管理机构进行批准，采取严密的防范措施，配备消防器材，

专人监护，保证施工和使用范围的消防安全。 

5.5.4 卫生安全管理 
5.5.4.1  应严格执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相关标准的要求，取得“卫生许可证”并设专人负

责落实本单位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 

5.5.4.2  环境卫生应符合 GB 3096、GB 9667、GB 9668等的要求。 

5.5.4.3  场地、器材、更衣室（柜）、淋浴室、卫生间等公共场所要保持清洁，按相关规定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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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4  室内应装有机械通风装置，新风量人均不低于 20m
3
/h，并按照规定对空调系统进行清洗或清

洗消毒。 

5.5.4.5  室内健身器械应做到每两小时消毒一次，每天不少于 4次，并在器械旁为顾客提供酒精棉等

无刺激性消毒药品。 
5.5.4.6  游泳场所水质卫生应符合 GB 9667的要求（水温规定除外）。 
5.6 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 
5.6.1 根据有关规定制定本单位的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包括： 

处置突发事件组织；突发事件种类、范围；预案启动程序；处置突发事件的程序和措施；设备、器

材；预案的演练；经费保障。 

5.6.2 在发生突发事件时： 
a）安全工作责任人接到事故报告应迅速启动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

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b）及时、如实报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育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

不报； 

c）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护事故现场；需要移动现场物品时，应当作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管

有关证物。生产经营单位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5.6.3 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预案演练每年不得少于 1次，并做好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