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要术语 V4 

术语 首字母缩略词

（如适用） 定义 

自动门禁控制系统 AACS 控制区进入系统，允许授权人员进入。它还必须检测并防止未经

授权人员进入。 

充分地  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在实际操作中不存在或仅存在微小

差距。 

授权的审核员 AA 在 IAB （独立审核机构）工作的审核员，通过了 TAPA 举办的培

训，并有官方授权在各级（FSR A、B、C 和 TSR 1、2、3）进行 
TAPA 标准的审核和颁发认证。 
或者 
为 LSP/申请人或买方工作的审核员，通过了 TAPA 的培训 

申请人  寻求 TAPA 认证的实体。 
虽然申请人通常是物流服务提供商（LSP），但也可以是为自家仓

库或货运车队寻求认证的买方。 

报警监控中心 AMC 接收电子安全系统信号并随时有人员响应这些信号的设施。商业

监控中心由第三方所有和经营。 
专属监控中心由 LSP/申请人或买方所有和/或经营。 

备份  制作的数据文件或书面文件的副本文件，安全存放在另一个地

方，以供安保人员进行调查使用。 

买方  服务购买方和/或运输和/或储存货物的拥有者。 

买方豁免  凡在标准内指明“除非买方豁免”的条款，这是用于记录不适用

结果或用于支持豁免请求的正当理由。LSP/申请人必须拥有支持

买方豁免结果的证据，例如所有买方的书面批准。该证据必须在

审核中引用，并与 AA 共享，以使其能够证明不适用结果或支持豁

免请求。 

闭路电视 CCTV 室内或室外彩色或“日夜型”摄像头视频监控系统。将信号传输

到监视器、记录和控制设备。 

码分多址 CDMA 为数字蜂窝网络开发的通信标准。GSM 的竞争性服务技术。 

侧帘拖车  这些拖车两侧由纺织材料构建，无论纺织材料是否加固（防

割），这些纺织材料装卸时可卷起来。 

日  除非标准另有规定，否则“日”被定义为“日历日”，并且包括

周末和节假日。 



 

 

术语 首字母缩略词

（如适用） 定义 

书面流程  对于某种行为或步骤有书面的表述。一份书面流程可能描述多个

行为或步骤。相反，一个行为或步骤可能由一个或多个流程记

录。 

设施安保标准 FSR 描述仓库操作的安保要求的 TAPA 标准。 

不符合项  观察得到一项不符合 TAPA 标准的事项，则算作一个“不符合

项”。注意：所有不符合项需记录在一个 SCAR 里。 

货物  运输或储存的货物或商品。 

集装箱整箱装载 FCL 表示货物属于单一买方。 

整车装载 FTL 表示货物属于单一买方。 

通用分组无线业务 GPRS 一种在移动/蜂窝电话和因特网之间无线传输小数据包的技术。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 GSM 为数字蜂窝网络开发的通信标准。 
CDMA 的竞争性服务技术。 

硬边拖车  硬边拖车指两边、底部及顶部均由金属或者其它固体材料制成的

拖车。 

高价值的盗窃目标货物 HVTT 盗窃风险较高的货物。 

可识别的  可以识别或确定为特定的人或物体。 

独立审核机构 IAB 由 TAPA 批准并与寻求 TAPA 认证的 LSP/申请人或买方签订合同

的审核公司。 

入侵探测  记录与观察到的事件相关信息的系统（即，设备和软件），通知

安全监控站并产生报告。示例技术包括运动、声音、声纳、微波

和红外线。 

干扰  无线电频率发射设备，用于有意屏蔽、干扰或妨碍合法通信，如

手机通话、短信、GPS 系统和 WIFI 网络。 

钥匙控制  通过使用完整书面记录的钥匙注册和钥匙计划来限制对密钥的访

问，同时作为培训计划的一部分。 

零担 LTL 通常是指一箱货车或集装箱中装载多个买方的货物。 

物流服务提供商 LSP 货代公司、承运公司、货车公司、仓储运作公司或其他为供应链

提供直接货物操作服务的公司。 

谅解备忘录 MOU 独立审核机构和 TAPA 之间的书面协议，详述了审核机构应遵循

的流程来支持认证。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 3 年。 

移动/蜂窝电话 3G/4G/5G 可用于蜂窝网络的当前主流技术。数字越高，表示越在最近使

用。相关技术可包括 GSM、UMTS、LTE、LTE Advanced Pro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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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N/A 在某些情况下，官方授权的审核员在进行 TAPA 认证审核时可以

接受的一种情况。只有当  TAPA 要求真的不合适回答“是或

否”，且/或该要求不适用时才能考虑“N/A”。N/A 不能规避因成

本或操作问题而导致的合规性。认证审核模板中填写的 N/A 必须

包含或引用描述和证明 N/A 决定的文件支持细节。 
 
可使用 N/A 的示例：- 

 保护不存在的门、窗户或其他开口。 

 保护不需要在该设施安装的屋顶梯子（即该设施无外部梯

子）。 

 仓库是真正 24/7/366 全年无休运行，使得内部空间的入侵检

测不适用。 

 当 LSP/申请人不使用分包商时，要求分包商遵守 TAPA 标
准。 

 
注意：使用 N/A 与使用豁免不同。当不能遵守适用的要求并且替
代技术或过程控制的风险得到充分减轻时，将考虑豁免。 

物理屏障  任何阻止入侵的实物。可能包括围栏、墙壁、地板、屋顶、烤

架、栏杆、挂锁、链条、门或其他结构。 

实时  直接，没有任何延误。 

可识别的  能够从外观或特征中识别的人、地点或事物。 

报告频率  跟踪设备向跟踪系统发送信号/位置更新的频率。 

安保改进措施要求 SCAR 记录观察不符合 TAPA 标准要求的书面文件。 

安全网  一种用锁固件固定或焊接在车辆上的由坚固的钢丝或钢筋焊接而

成的网格。任何人或货物都不可能通过网格进入。 

自我审核  按照 FSR 或 TSR 标准规定的时间表，由 TAPA 认证实体（仓库

或货运公司）使用适用的 TAPA 审核表进行合规性验证。 

自我评估  TSR 1-3 级别中的一个过程，LSP/申请人必须根据 TSR 实践部分 
1 和 2 中的要求，自行评估其 TSR 车辆登记中包括的每一辆车。 

自我认证  实体向 TAPA FSR C 级或 TSR 3 级认证自身公司的过程。 

TAPA FSR 认证公司  已被 AA 认定符合 FSR 标准的 LSP/申请人。 

TAPA FSR 审核表  用于评估对 FSR 标准符合程度的标准审核模板。 

TAPA 安保标准  TAPA 制定的全球物流标准，用于确保存储（FSR）和公路运输

（TSR）期间的货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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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A TSR 审核表  用于评估对 TSR 标准符合程度的标准审核模板。 

经 TAPA TSR 认证的

公司 
 经 AA 认证的 LSP/申请人，已达到适用的政策与流程要求，也达

到适用的实践要求，不论是其自有车队，还是经 TSR 认证的外包

承运人。 

临时的  非永久和/或短期的。 

临时劳务工 TAS 临时工 

国际公路货物运输 TIR 缆绳 TIR 缆绳用于将防水油布固定在敞篷集装箱上，并为侧帘拖车提供

防破坏保护。 

牵引车  司机和发动机位置所在的货车前部，用于牵引拖车。 

拖车  由牵引车牵引的大型货物集装箱。 

货车  牵引车/拖车装置，牵引车/集装箱/底盘，直式货车/刚性车辆，或

由固定隔板隔开驾驶舱和货舱的厢式卡车。必要时，将“货车”

与拖车或集装箱区别开来。 

货车运输安保标准 TSR TAPA 标准，描述了货车和拖车/集装箱地面运输的安保标准。 

TSR 车辆登记  TAPA TSR 认证车辆的清单文件（包括车辆识别信息细节）。 

豁免  同意 LSP/申请人免除某项 TAPA 标准要求或者使用合理的替代方

式的书面批准。 
注意：TAPA 区域豁免委员会审查豁免请求，然后授予或拒绝豁

免。 

工作人员  所有员工、临时劳务工和分包商，除非单独明确说明。 

GSR  防护安全标准（亚太地区） 

CMR  《国际公路货物运输合同公约》是在 1956 年 5 月 19 日于日内瓦

签订的联合国公约。它涉及有关公路货物运输的标准。 

提单  一种承运人/代理人/LSP 签发的确认收到运输货物的单据。 

SSMS  单独的安保管理系统 LSP/申请人内部标准，规定出达到和保持 
FSR 标准的管理系统。 

FSR CFD  TAPA 设施安保标准认证框架文件 

SOP  标准操作流程是由组织编制的一套分步说明文件，以帮助组织遵

循常规操作。 

SLA  服务级别协议是服务提供商和客户之间的书面承诺。SLA 通常列

出需要提供的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