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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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DB14/T 1543《体育场所管理规范》的第6部分。DB14/T 1543已经发布以下部分：

----第1部分：漂流场所；

----第2部分：游泳场所；

----第3部分：滑雪场所；

----第4部分：滑冰场所；

----第5部分：电子竞技场所；

----第6部分：攀岩场所。

本文件由山西省体育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山西省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体育发展中心、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君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乃平、武锐强、康兰福、赵艳艳、黄希发、张振龙、申宝华、宋雪阳、洪扬、

葛小云、张学谦、刘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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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所管理规范 第 6 部分：攀岩场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攀岩场所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场地管理、人员管理、安全管理、运营管理、

卫生和环境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向社会开放的攀岩场所的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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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9079.4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4部分：攀岩场所

GB/T 23268.1 运动保护装备要求 第1部分：登山动力绳

3 术语和定义

GB 19079.4-2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攀岩场所

能够满足人们进行攀岩训练、竞赛、健身和休闲等活动的场所。

注1：包括人工攀岩场所和自然攀岩场所。

注2：攀石场所属于攀岩场所。

定线员

为攀岩场所设定攀登路线的人员。

攀岩技术指导人员

传授攀岩理论和技术，指导开展攀岩活动的人员。

攀岩安全巡视员

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对攀岩活动进行安全管理的人员。

攀岩保护员

对攀岩活动进行保护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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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攀岩场所运营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要求。

攀岩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应符合 GB 19079.4 的要求。

攀岩场所应配备与其规模相适应的人员和设施设备。

攀岩场所应建立与运营需求相适应的安全管理体系。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应符合 GB/T 10001.1 的要求。

攀岩场所应加强对环境的保护，防止环境污染。

攀岩场所应投保公众责任险，攀岩人员宜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5 场地管理

设施管理

5.1.1 人工岩壁的设计、安装与验收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

5.1.2 顶端保护系统应进行定期维护与测试，其承载力应不小于 8 kN，卸载后不应出现破坏或明显的

永久变形等现象，检测间隔应小于 6个月。

5.1.3 保护挂片应根据使用情形进行检测，承载力应不小于 8 kN，卸载后不应出现破坏或明显的永久

变形等现象，检测间隔应小于 6个月。

5.1.4 支点孔最大轴向抗拉力应不小于 3 kN，根据使用情况进行检测，检测间隔应小于 1年。

5.1.5 岩板应经过防火处理，耐受静载荷不小于 4 kN，动载荷不小于 6 kN，根据使用情况进行检测，

检测间隔应小于 1年。

5.1.6 攀石岩壁的有效垂直高度应不超过 5 m。

5.1.7 除支点孔以及特殊功能设计外，岩壁不应有锐利的边缘或毛刺以及大的裂缝。

5.1.8 主体钢结构焊接位置严丝合缝，钢材表面应经过防锈处理，钢结构所使用的坚固件应连接紧密，

无松动，变形等现象。

5.1.9 自然攀岩场所应视线良好，夜间开放时水平光照度不低于 100 lx。

5.1.10 应有清晰、醒目的警示标识和安全防护设施。

设备管理

5.2.1 应配备攀岩活动所需的各项装备。

5.2.2 攀岩保护绳应符合 GB/T 23268.1 的要求。

5.2.3 自动缓降保护器应经有资质单位生产、安装、验收，并定期检测。

5.2.4 安全带、头盔、铁锁、静力绳、扁带、挂片、膨胀钉、快挂、上升器、下降器、制动保护器等

装备应取得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并有 CE 或 UIAA 认证证书。

5.2.5 用于攀石活动的保护垫应一体化处理，表面平整,无明显缝隙,保护垫水平方向密度均匀,厚度不

小于 0.4 m, 保护垫覆盖范围的外侧距离岩壁纵向投影外沿不小于 2.5 m。

5.2.6 应为定线员配备满足要求的升降机（车）或梯子。

5.2.7 应配备相应的安全防火设备。

5.2.8 应配备应急照明灯，备用电源。

5.2.9 应在营业区域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

5.2.10 应设有覆盖整个攀岩场所的广播、通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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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应配备救援担架、急救箱等急救设备。

5.2.12 应配备相应的通风设备，并确保正常运行。

5.2.13 装备室空间和位置合理，并有明显标识。

5.2.14 应设有与接待能力相适应的衣物存储柜、男女卫生间。

5.2.15 应为攀岩人员提供休息、休闲设施。

6 人员管理

定线员应取得国家级及以上证书方可上岗。

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应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上岗，其数量与运营需求相适应。

应至少配备 1 名经过急救培训的安全巡视员。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定线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安全巡视人员等的姓名、照片、资格证书

编号等信息。

定线员、社会体育指导员（攀岩）、安全巡视人员等上岗时应佩戴明显标识。

7 安全管理

应建立安全运营岗位责任制度，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设施设备维护制度，明确安全操作规程。

应在接待处或入口处等醒目位置公示“攀岩人员须知”，对涉及安全的事项进行详细说明和明确

警示。

应建立安全培训制度，员工上岗前应进行安全培训。

应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至少每半年进行一次应急演练。

自然攀岩场应提供当日天气预报，并提供实时温度和风速。

遇有雨雾冰雪或三级及以上风力时，不应进行室外攀岩。

未经攀岩场所同意，不应进行先锋攀岩。

每条攀岩线路每次只应 1 人攀登。

攀登自然岩壁前，应首先进行清理与安全检查。

攀登自然岩壁时，应戴安全头盔。

攀岩人员自带装备的，应经攀岩场所审核同意。

攀岩场所及周边、更衣室、卫生间、过道等公共区域应有防滑措施。

12 岁以下未成年人参加攀岩的，应当经其监护人同意。

应与攀岩人员签订风险知情同意书。

应建立完整的事故档案，总结事故发生原因，并提出相应的纠正和预防措施。

开展攀岩培训的，攀岩技术指导人员与成年人培训对象的比例不宜小于 1：8，与未成年人培训

对象的比例不宜小于 1：5。

应制定攀岩人员管理制度，凡患有医学上认为不适宜攀岩的疾病或其身体状况不适宜攀岩的，不

应进行攀岩活动。

8 运营管理

应在醒目位置设置向导示意图，标明场区范围、攀岩器材租赁处、急救区域及其他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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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速度区、难度区、攀石区、热身区、休闲区等区域进行划分并明显标识。

攀岩器具租赁应设有明显标识，标明服务项目、租赁价格、使用要求和注意事项。

租赁攀岩场所开展培训的，攀岩场所应对指导人员和指导人数进行监督管理。

应为租赁攀岩鞋的顾客提供一次性袜套。

可为攀岩人员提供满足卫生要求的饮品、食品。

若因故不能正常运营的，应提前一周通知。如遇突发事件须关闭部分区域或全部区域的，应及时

告知。

应建立服务反馈与投诉机制，及时处理顾客投诉。

应定期组织对攀岩人员的满意度进行测评，识别存在的问题并纠正。

9 卫生和环境管理

攀岩场所应执行国家关于防疫工作的各项规定与措施。

攀岩场所应保持通风良好。

攀岩场所周边环境噪音应符合 GB 3096 的要求。

应及时对攀岩装备进行卫生消毒。

衣物存储柜、卫生间等公共区域应保持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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