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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总体情况一、项目总体情况

（一）项目名称： 德阳市公安局新型单警装备采购

（二）项目所属年度： 2022年

（三）项目所属分类： 货物

（四）预算金额（元）：993,040.47元 ，大写（人民币）：玖拾玖万叁仟零肆拾元零肆角柒分

最高限价（元）：993,040.47元 ，大写（人民币）：玖拾玖万叁仟零肆拾元零肆角柒分

（五）项目概况：

德阳市公安局采购新型单警装备一批。

（六）本项目是否有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否

二、项目需求调查情况二、项目需求调查情况

依据《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规定，本项目不需要需求调查，具体情况如下：

·本项目属于以下应当展开需求的情形

·本项目属于以下可以不再重复开展需求调查的情形

（一）需求调查方式

（二）需求调查对象

（三）需求调查结果

1.相关产业发展情况

2.市场供给情况

3.同类采购项目历史成交信息情况

4.可能涉及的运行维护、升级更新、备品备件、耗材等后续采购情况

5.其他相关情况

三、项目采购实施计划三、项目采购实施计划

（一）采购组织形式：分散采购

（二）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三）本项目是否单位自行组织采购：否

（四）采购包划分：不分包采购

（五）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1.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2.面向的企业规模：中小企业

3.预留形式：项目整体预留

4.预留比例：100.0%

注：监狱企业和残疾人福利单位视同小微企业。

（六）是否采购环境标识产品：否

（七）是否采购节能产品：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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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项目的采购标的是否包含进口产品：否

（九）采购标的是否属于政府购买服务：否

（十）是否属于政务信息系统项目：否

（十一）是否属于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仪器设备采购：否

（十二）是否属于PPP项目：否

四、项目需求及分包情况、采购标的四、项目需求及分包情况、采购标的

（（一一）分包名称：）分包名称：合同包一合同包一

1、预算金额（元）：993,040.47 ，大写（人民币）： 玖拾玖万叁仟零肆拾元肆角柒分

最高限价（元）： 993,040.47 ，大写（人民币）： 玖拾玖万叁仟零肆拾元肆角柒分

2、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3、定价方式：固定价采购

4、拟采购标的的技术要求

1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警械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金属手铐 （新型）

数量数量 521.00 单位单位 付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74,503.00 单价（元）单价（元） 143.00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工业

2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警械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伸缩警棍 （便携型）

数量数量 300.00 单位单位 件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106,902.00 单价（元）单价（元） 356.34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工业

3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警械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伸缩警棍 （基础型）

数量数量 301.00 单位单位 件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108,904.81 单价（元）单价（元） 361.81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工业

4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警械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伸缩警棍 （加强型）

数量数量 300.00 单位单位 件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116,472.00 单价（元）单价（元） 388.24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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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警械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催泪喷射器（横喷型）

数量数量 300.00 单位单位 支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38,010.00 单价（元）单价（元） 126.70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工业

6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警械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催泪喷射器（竖喷型）

数量数量 701.00 单位单位 支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87,856.33 单价（元）单价（元） 125.33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工业

7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警械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强光手电 （基础型）

数量数量 721.00 单位单位 支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232,407.14 单价（元）单价（元） 322.34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工业

8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警械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强光手电 （战术型）

数量数量 200.00 单位单位 支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70,526.00 单价（元）单价（元） 352.63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工业

9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警械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多功能腰带（白色尼龙、交警

）

数量数量 171.00 单位单位 条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37,344.69 单价（元）单价（元） 218.39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工业

10

采购品目采购品目 警械设备 标的名称标的名称
多功能腰带（黑色尼龙、普警

）

数量数量 550.00 单位单位 条

合计金额（元）合计金额（元） 120,114.50 单价（元）单价（元） 218.39

是否采购节能产品是否采购节能产品 否 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未采购节能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环保产品是否采购环保产品 否 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未采购环保产品原因 无

是否采购进口产品是否采购进口产品 否 标的物所属行业标的物所属行业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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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GA1512-2018 公安单警装备金属手铐》标准
1、金属手铐表面做氧化处理，光滑无毛刺，色彩均匀，无剥落，起泡等缺陷。金属手铐的左、右铐体

和扇梁形状一致，无明显扭曲变形。金属手铐铐体及扇梁的边角应圆滑整齐，三排齿的齿形应完整，无缺损

。金属手铐每支铐体上的硬印不超过4处，每处面积≤3mm²,且不应集中在同一表面。金属手铐的外观质量
符合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标样。

2、金属手铐铐体与扇梁铆接处晃动量≤0.3mm。
3、结构：金属手铐由左、右铐体和三排齿的扇梁、链座、链环，钥匙等组成。
4、尺寸：金属手铐中锁齿零件的尺寸应为（52±2）mm、（55±2）mm、（82±2）mm；片簧零

件长度为11（0-0.8）mm。
5、颜色：金属手铐铐体表面颜色为铄金色，左、右铐体颜色应一致，无明显色差:扇梁为亚光银色。
6、标识：金属手铐其中一个铐体表面应有激光雕刻的清晰的永久性编号，字体为黑色，字高3.5mm。
7、金属手铐的质量≤255g。
8、材料：左、右铐体、隔板的材料为铝合金（6061-T6），质量要求（GB/T6892-2015）；扇梁的

材料为不锈钢（2Cr13），质量要求（GB/T1220-2007）。
9、灵活性：金属手铐的钥匙能从正、反两面插入锁孔解除反锁和开启手铐。
金属手铐的钥匙应能插入反锁定位锁孔实现手铐反锁，反锁定位拨片运行应灵活、顺畅。金属手铐的扇

梁转动灵活、无阻滞。

10、反锁定位：金属手铐在锁闭并反锁定位状态下施加1500N静压力，不应出现啮合松动或失效现象
。

11、防拨性能：金属手铐的三个锁齿应相互独立，在拨动任意一个锁齿时，其余两个锁齿不应联动；金
属手铐在锁闭状态下， 防拨净工作时间≥2min。

12、啮合强度：金属手铐应啮合牢圆可靠，不应被逆向拉开。
13、钥匙强度：对金属手铐的钥匙施加3Nm的扭矩，保持30s，试验后钥匙不应出现变形、断裂，且

符合灵活性的要求。

14、铐体强度：金属手铐在锁闭状态下,对铐体施加15Nm扭矩，保持30s，试验后铐体与扇梁不应脱
离，应符合灵活性的要求。

15、跌落可靠性：将金属手铐分别以水平横放、链环朝上两只铐体垂直向下，链环垂直向下两只铐体朝
上3种状态，自3m高度处，自由跌落至水泥地面后，应符合灵活性的要求。

19、固定连接件强度：对金属手铐的扇梁铆钉施加2940N的静压力，保持30s，试验后固定连接件不
松脱，符合灵活性的要求。

标的名称：金属手铐 （新型）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16、耐腐蚀性≥简易10级定制法中的6级，连续喷雾时间为12h。

▲ 2
17、纵向静拉力：金属手铐在锁闭状态下,施加2200N的纵向静拉力并保持30s，试验过程中金属手铐未被

拉开，试验后铐体上未产生永久性变形或裂纹，符合灵活性的要求。

▲ 3
18、横向静拉力：金属手铐在锁闭状态下,施加2200N的横向静拉力并保持30s，试验过程中金属手铐未被

拉开，试验后铐体上未产生永久性变形或裂纹，符合灵活性的要求。

▲ 4

▲ 5
20、耐用度：金属手铐用钥匙正常开启、锁闭为一个循环，经过7000次循环（每1000次循环后反锁定位

1次）后，符合GA1512-2018中5. 12. 1和5.12.2的要求。

标的名称：伸缩警棍 （便携型）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 1 8、耐腐蚀性能:伸缩警棍经8h盐雾试验，耐腐蚀等级不低于QB/T 3832-1999 中规定的9级，警徽和编号
能辨识，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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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GA886-2018 伸缩警棍行业标准》
1. 一般要求

1.1伸缩警棍金属表面应光滑，镀层均匀，牢固，无斑驳、色差，无毛刺，无锋利边角、划痕、硌印；
各节管体无弯曲和变形；棍头粘合牢固，各端面垂直、平整，无锐边。

1.2握把橡胶套不褪色、无异味，文字和图案纹路清晰，表面无胶茬，握把橡胶套与握把体结合牢固，
无凸起或凹陷，无扭曲或前后窜动。

1.3伸缩警棍在完全收回状态下，晃动时无异响。
1.4 伸缩警棍的外观质量符合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标样。
2、结构
2.1伸缩警棍由小管组件、中管组件、握把组件和开关组件组成。
2.2小管组件由棍头、小管、小管外壁挡圈、小管窄阻尼圈、小管O型圈与小管末端宽阻尼圈等组成，

棍头处有环状功能槽。

2.3中管组件由中管、中管外壁挡圈、中管窄阻尼圈、中管O型圈与中管末端宽阻尼圈等组成。
2.4握把组件由握把橡胶套与握把体等组成，握把橡胶套表面有细颗粒状的防滑纹。
2.5 开关组件由解锁杆、尾盖与解锁按键等组成，尾盖有固定防脱环的安装槽。
3、尺寸：伸缩警棍（便携型应满足以下尺寸要求）
表1 伸缩警棍尺寸要求              单位为：毫米

型

号

收回

长度L1

伸

展长度L
2

握

把外径D
1

中

管外径D
2

小

管外径D
3

便

携型

192
±1.5

41
2±2

∅2
6.5±0.

15

∅2
0.5±0.

1

∅1
6±0.1

4、颜色
4.1伸缩警棍在完全伸展状态下，所有金属部件应为亚光黑色，握把橡胶套应为黑色。
4.2在激光雕刻处颜色应为银白色。
5.标识
5.1伸缩警棍握把上应由凸起的“警POLICE察”字样，字体为黑体，字高10mm，宽度60mm。
5.2握把上金属部位应用激光雕刻警徽、“POLICE”和产品编号。警徽图案应符合GA244的规定，“POLI

CE”字样字体为黑体，字高3mm，产品编号字体为黑体，字高2mm。
5.3伸缩警棍上图案、文字标识应清晰完整。
6、质量：≤290g。
7、性能
7.1伸缩性能：应能通过手拉或甩动的方式顺畅伸展，各节棍体应锁定稳固；按压解锁按键回推，能顺

畅收回。

7.2防脱出性能：伸缩警棍在收回状态下，对棍头施加5N轴向拉力，不应被拉出。
7.3锁合抗冲击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按表3规定的钢球质量和高度自有落下，对棍头进行轴向冲击试验3次

，伸缩警棍不应回缩，且能正常使用，符合要求

表3 锁合抗冲击性能要求

类型 钢球质量

/g
落球高度

/m
落球次数/

次

便携

型

300±5 1 3

7.4伸缩可靠性
伸缩警棍伸展、收回为一个循环，分别用拉出伸展和甩动伸展循环3000次后，能正常伸展和收回。
7.5轴向抗拉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对棍头施加轴向拉力至1000N，并保持1min后，符合要求。

2

7.6抗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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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对便携型伸缩警棍的中管施加5000N压力，并保持1min后，能正常
伸展和收回。

7.7耐击打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固定在专用机打试验机上，以3000N击打力连续击打3000次，伸缩

警棍不断裂，棍头不脱落，能正常伸展和收回。

7.8极限击打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固定在专用击打试验机上，对钢制刀具进行击打，按表4规定的击打

力值进行实验，击打后伸缩警棍不断裂，棍头不脱落，能正常伸展和收回

表4 极限击打性能要求

类型 击打点力值/N 击打次数/
次

便携型 8000±200 5

7.9握把橡胶套防脱性能
伸缩警棍在收回状态下，在警棍套中进行插拔试验3000次后，握把橡胶套无卷边、翘起、鼓包、龟裂

、移位等现象。

7.10 跌落可靠性
伸缩警棍在完全伸展并锁定和收回状态下，以水平、正立、倒立3种姿态，从1.5m高度自由跌落至水泥

地面上，各试验1次，符合要求。
7.11 温度适应性

伸缩警棍在-40℃～60℃条件下，握把橡胶套无粘连、变形或龟裂，符合要求。
7.12 防尘性能
伸缩警棍在完全伸展并锁定和收回的状态下，进行试验后，符合要求

7.13 防脱环跌落可靠性
安装防脱环的伸缩警棍，在收回状态下，以水平、正立、倒立3种姿态，从1.5m高度自由跌落至水泥地

面上，试验3次，防脱环不开裂、破碎。

符合《GA886-2018 伸缩警棍行业标准》
1、一般要求
1.1 伸缩警棍金属表面光滑，镀层均匀、牢固，无瑕疵、色差，无毛刺，无锋利边角、划痕、硌印；各节管体

无弯曲和变形；棍头粘合牢固，各端面垂直、平整，无锐边。

1.2 握把橡胶套不褪色、无异味，文字和图案纹路清晰，表面无胶茬，握把橡胶套与握把体结合牢固，无凸起
或凹陷，无扭曲或前后窜动。

1.3 伸缩警棍在完全收回状态下，晃动时无异响。
1.4 伸缩警棍的外观质量符合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标样。
2、结构
2.1 伸缩警棍由小管组件、中管组件、握把组件和开关组件组成。
2.2 小管组件由棍头、小管、小管外壁挡圈、小管窄阻尼圈、小管O型圈与小管末端宽阻尼圈等组成，棍头处

有环状功能槽。

2.3 中管组件由中管、中管外壁挡圈、中管窄阻尼圈、中管O型圈与中管末端阻尼圈等组成。
2.4 握把组件由握把橡胶套与握把体等组成，握把橡胶套表面有细颗粒状的防滑纹。
2.5 开关组件由解锁杆、尾盖与解锁按键等组成，尾盖有固定防脱环的安装槽。
3、尺寸
伸缩警棍收回长度L1、伸展长度L2、握把外径D1、中管外径D2、小管外径D3，尺寸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伸缩警棍尺寸要求        单位为:毫米

型号
收回长度（L1

）

伸展长度

（L2）
握把外径（D

1）
中管外径（

D2）
小管外径（D

3）

基础型 224±1.5 508±2 ∅26.5±0.1
5

∅20.5±0.
1 ∅16±0.1

4、颜色

标的名称：伸缩警棍 （基础型）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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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伸缩警棍在完全伸展状态下，所有金属部件是亚光黑色，握把橡胶套是黑色。
4.2 基础型伸缩警棍在激光雕刻处理颜色是银白色与标样对比，无明显色差。
5、标识
5.1 伸缩警棍握把上有凸起的“警POLICE察”字样，字体为黑体，字高10mm，宽度60mm
5.2 伸缩警棍握把上金属部位用激光雕刻警徽、“POLICE”和产品编号，警徽图案符合GA 244的规定，“POLI

CE”字体为黑体，字高3mm，产品编号字体为黑体，字高2mm。
5.3 伸缩警棍上图案、文字标识清晰完整。
6质量 基础型伸缩警棍的质量为≤340g。
7、性能
7.1 伸缩性能
伸缩警棍能通过手拉或甩动的方式顺畅伸展，各节棍体锁定稳固；按压解锁按键回推，能顺畅收回。

7.2 防脱出性能
伸缩警棍在收回状态下，对棍头施加5N轴向拉力，不被拉出。
7.3 锁合抗冲击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按表3规定的钢球质量和高度自由落下，对棍头进行轴向冲击，试验3次，伸

缩警棍不回缩，且能正常使用，符合要求。

表3  锁合抗冲击性能要求

型号 钢球质量（g） 落球高度（m） 落球次数（次）

基础型 300±5 1 3

7.4 伸缩可靠性
伸缩警棍伸展、收回一个循环，分别用拉出伸展和甩动伸展循环3000次后，能正常伸展和收回。
7.5 轴向抗拉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对棍头施加轴向拉力至1000N，并保持1min后，符合要求。
7.6 抗弯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对基础型伸缩警棍的中管施加5000N压力，并保持1min后，能正常伸展和

收回。

7.7 耐击打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固定在专用击打试验机上，基础型伸缩警棍以3000N击打力连续击打3000

次伸缩警棍不断裂，棍头不脱落，能正常伸展和收回。

7.8 极限击打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固定在专用击打检验机上，对钢制刀具进行击打，按表4规定的击打力值进

行试验，击打5次后伸缩警棍不断裂，棍头不脱落，能正常伸展和收回。
表4  极限击打性能要求 

型号 击打点力度（N） 击打次数（次）

基础型 10000±200 5

7.9 握把橡胶套防脱性能
伸缩警棍在收回状态下，在警棍套中进行插拔试验3000次后，握把橡胶套无毛边、翘起、鼓包、龟裂、移位

等现象。

7.10 跌落可靠性
伸缩警棍在完全伸展并锁定和收回状态下，以水平、正立、倒立3种姿态，从1.5m高度自由跌落至水泥地面上

，各试验1次，符合要求。
7.11 温度适应性
伸缩警棍在-40℃～60℃条件下，握把橡胶套无粘连、变形或龟裂，符合要求。
7.12 防尘性能
伸缩警棍在完全伸展并锁定和收回的状态下，进行试验后，符合要求

7.13防脱环跌落可靠性
安装防脱环的伸缩警棍，在收回状态下，，以水平、正立、倒立3种姿态，从1.5m高度自由跌落至水泥地面上

，试验3次，防脱环不开裂、破碎。

符合《GA886-2018 伸缩警棍行业标准》

1

▲ 2 8、耐腐蚀性能：伸缩警棍经8h盐雾试验，耐腐蚀等级达到QB/T 3832-1999 中规定的9级，警徽和编号
能辨识，符合要求。

标的名称：伸缩警棍 （加强型）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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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要求
1.1 伸缩警棍金属表面光滑，镀层均匀、牢固，无瑕疵、色差，无毛刺，无锋利边角、划痕、硌印；各节管体

无弯曲和变形；棍头粘合牢固，各端面垂直、平整，无锐边。

1.2  握把橡胶套不褪色、无异味，文字和图案纹路清晰，表面无胶茬，握把橡胶套与握把体结合牢固，无凸起
或凹陷，无扭曲或前后窜动。

1.3  伸缩警棍在完全收回状态下，晃动时无异响。
1.4  伸缩警棍的外观质量符合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标样。
2、结构
2.1 伸缩警棍由小管组件、中管组件、握把组件和开关组件组成。
2.2 中管组件由中管、中管外壁挡圈、中管窄阻尼圈、中管O型圈与中管末端阻尼圈等组成。
2.3握把组件由握把橡胶套与握把体等组成，握把橡胶套表面有细颗粒状的防滑纹。
2.4开关组件由解锁杆、尾盖与解锁按键等组成，尾盖有固定防脱环的安装槽。
3、尺寸
伸缩警棍收回长度L1、伸展长度L2、握把外径D1、中管外径D2、小管外径D3，尺寸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伸缩警棍尺寸要求           单位为:毫米

型号
收回长度（L1

）

伸展长度

（L2）
握把外径（D

1）
中管外径（

D2）
小管外径（D

3）

加强型 224±1.5 508±2 ∅26.5±0.1
5

∅20.5±0.
1 ∅16±0.1

4、颜色
4.1 伸缩警棍在完全伸展状态下，所有金属部件为亚光黑色，握把橡胶套为黑色。
4.2 加强型伸缩警棍在激光雕刻处颜色为金色，与标样对比，无明显色差。
5、标识
5.1 伸缩警棍握把上有凸起的“警POLICE察”字样，字体为黑体，字高10mm，宽度60mm。
5.2 伸缩警棍握把上金属部位用激光雕刻警徽、“POLICE”和产品编号，警徽图案符合GA 244的规定，“POLI

CE”字体为黑体，字高3mm，产品编号字体为黑体，字高2mm。
5.3 伸缩警棍上图案、文字标识清晰完整。
6、质量 
加强型伸缩警棍的质量≤560g。
7、性能
7.1 伸缩性能
伸缩警棍能通过手拉或甩动的方式顺畅伸展，各节棍体锁定稳固；按压解锁按键回推，能顺畅收回。

7.2 防脱出性能
伸缩警棍在收回状态下，对棍头施加5N轴向拉力，不被拉出。
7.3 锁合抗冲击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按表3规定的钢球质量和高度自由落下，对棍头进行轴向冲击，试验3次，伸

缩警棍不回缩，且能正常使用，符合要求。

表3  锁合抗冲击性能要求                

型号 钢球质量（g） 落球高（m） 落球次（次）

加强型 500±5 1 3

7.4 伸缩可靠性
伸缩警棍伸展、收回一个循环，分别用拉出伸展和甩动伸展循环3000次后，能正常伸展和收回。
7.5 轴向抗拉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对棍头施加轴向拉力至1000N，并保持1min后，符合9.1的要求。
7.6 抗弯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对加强型伸缩警棍的中管施加10000N压力，并保持1min后，能正常伸展

和收回。

7.7 耐击打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固定在专用击打试验机上，加强型伸缩警棍以4000N击打力连续击打4000

次后，伸缩警棍不断裂，棍头不脱落，能正常伸展和收回。

7.8 极限击打性能
伸缩警棍完全伸展并锁定状态下，固定在专用击打检验机上，对钢制刀具进行击打，按表4规定的击打力值进

行试验，击打10次后伸缩警棍不断裂，棍头不脱落，能正常伸展和收回。
表4  极限击打性能要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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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击打点力度（N） 击打次数（次）

加强型 12000±200 10

7.9 握把橡胶套防脱性能
伸缩警棍在收回状态下，在警棍套中进行插拔试验3000次后，握把橡胶套无毛边、翘起、鼓包、龟裂、移位

等现象。

7.10 跌落可靠性
伸缩警棍在完全伸展并锁定和收回状态下，以水平、正立、倒立3种姿态，从1.5m高度自由跌落至水泥地面上

，各试验1次，符合要求。
7.11 温度适应性
伸缩警棍在-40℃～60℃条件下，握把橡胶套无粘连、变形或龟裂，符合要求。
7.12 防尘性能
伸缩警棍在完全伸展并锁定和收回的状态下，进行试验后，符合要求

7.13 防脱环跌落可靠性
安装防脱环的伸缩警棍，在收回状态下，以水平、正立、倒立3种姿态，从1.5m高度自由跌落至水泥地面上，

试验3次，防脱环不开裂、破碎。

8、耐腐蚀性能：伸缩警棍经8h盐雾试验，耐腐蚀等级达到QB/T 3832-1999 中规定的9级，警徽和编

号能辨识，符合要求。

执行《GA 884-2018公安单警装备 催泪喷射器》标准
1、催泪喷射器（横喷型）由保险盖、横梁、压柄、喷嘴、支撑盖、锥形弹簧、内罐、囊袋组件、催泪剂溶液

、外罐等零部件组成。

2、尺寸：
总高：176±2mm；
最大外径：39±1mm；
罐体外径：37.5mm±0.1mm；
观察窗宽：8mm±1mm；
观察窗高：80mm±1mm。
3、颜色：主体黑色，喷嘴白色，催泪剂溶液蓝色。
4、质量：195g±15g。
5、溶液体积：70ml±3ml。
6、合成辣椒素含量：1.5%～2.0%（质量百分比）
溶剂成分（体积百分比%）：
乙二醇：50±5
1,2-丙二醇：25±2.5
吐温20:5±0.5
乙醇：5±0.5
蒸馏水：补足标量值

7、连续喷射性能：距离≥4m，有效喷射时间≥7s，完全喷射后剩余量≤7ml。
8、环境适性：-30℃～55℃。

▲ 2

标的名称：催泪喷射器（横喷型）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标的名称：催泪喷射器（竖喷型）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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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GA 884-2018公安单警装备 催泪喷射器》标准
1、催泪喷射器（竖喷型），由保险盖、扭簧、转轴、喷嘴、压套、支撑套、支撑盖、内罐、囊袋组件

、催泪剂溶液、外罐等零部件组成，催泪剂为合成辣椒素

2、尺寸：
总高：188.5±2mm
最大外径：40±0.5mm
罐体外径：37.5mm±0.5mm
观察窗宽：8mm±1mm
观察窗高：80mm±1mm
3、颜色：主体黑色，喷嘴白色，催泪剂溶液蓝色。
4、质量：185g±15g。
5、溶液体积：70ml±3ml。
6、合成辣椒素含量：1.5%～2.0%。（质量百分比）
溶剂成分（体积百分比%）：
乙二醇：50±5
1,2-丙二醇：25±2.5
吐温20: 5±0.5
乙醇：5±0.5
蒸馏水：补足标量值

7、连续喷射性能：距离≥4m，有效喷射时间≥7s，完全喷射后剩余量≤7ml。

符合《GA883-2018  强光手电行业标准》
1、一般要求
1.1强光手电表面光滑，无划痕、磨损、毛刺、油渍；镜片和反光杯光洁，无划痕、无污渍。
1.2握柄纹路清晰，无磕痕。
1.3手绳无刮丝、织造疵点，塑料件无毛刺。
1.4部件齐全、装配严密、操作方便。
1.5充电器清洁光滑，无锈蚀。
1.6电池架和电池仓清洁、无锈蚀。
2、结构：基础型强光手电采用前置开关，按钮区域分为照明键和爆闪键，外壳为防滚动圆柱形结构。由头盖

组件（包括头盖、攻击头等）、筒身组件（包括筒身、隐藏式USB充电接口、开关部件、4格电量提示灯等）、电
池、尾盖组件及手绳（包括调节扣）组成。

3、尺寸：基础型强光手电总长度为154.6±2（mm）,握柄直径28.5±1（mm）,头盖外径35±1（mm）
手绳长度155±5（mm）。

4、颜色：强光手电主体表面为黑色，激光雕刻处为银白色，手绳为黑色，与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标样
比对，无明显色差。

5、标识
5.1 强光手电正面有警徽图案和“警POLICE察”字样，警徽图案符合GA 244的规定，字体为黑体，字高5mm

；强光手电背面有“强光手电”字样，字体为黑体，字高5mm。强光手电侧面靠近USB 充电口位置有充电孔标识。
在警徽背面对位置有强光手电产品编号，字体为黑体，字高3.5 mm。 在筒身内侧有负极标识。警徽、字样、标识
和编号用激光雕刻。图案、文字、标识清晰完整、对称。

5.2 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上有容量、额定电压、正负极和生产厂家标识。
6、质量：强光手电总质量（含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和手绳）≤230g。
7、性能
7.1 开关工作模式转换功能
强光手电的开关工作模式转换功能符合下列要求：

a）强光手电在任何状态下（待机、强光、弱光），按压爆闪键，直接进入爆闪模式，再次按压爆闪键， 爆闪
停止，恢复原工作状态（待机、强光、弱光）；

b）待机状态下通过轻触照明键，实现强光点射功能（轻触亮，松开灭）；
c）待机状态下按压照明键，直接进入强光模式，通过轻触照明键，依顺序实现强光-弱光- 强光f弱光的模式转

换，再次按下照明键，进入待机状态。

1

8、环境适性：-30℃～55℃。

标的名称：强光手电 （基础型）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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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电池兼容性
强光手电使用1节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3节AAA碱性电池或1节AA碱性电池，相互兼容。
7.3 强光初始光通量
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完全充电状态下强光手电进入强光模式，初始光通量≥160lm。
7.4 强光初始照度及色品坐标
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完全充电状态下强光手电进入强光模式，距光源5 m处光斑中心初始照度≥1

80lx。其色品坐标符合GB/T 8417—2003中的白色色品区域有关规定。
7.5 强光照明时间
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完全充电状态下强光手电进入强光模式，连续照明300 min,距光 源5 m处光

斑中心照度值为≥100lx。
7.6 弱光初始照度
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完全充电状态下强光手电进入弱光模式,距光源1m处光斑中心初始照度为120

-180（lx）。
7.7强光爆闪频率
强光手电的强光爆闪频率为8-10（Hz）。
7.8 光束角：强光手电的光束角为6°-9°。
7.9 电池保护功能：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具有过压充电保护、过流充电保护、欠压放电保护、外部短路保护

功能，按规定试验后，不起火、不爆炸、不漏液。

7.10 外壳温升：强光手电的外壳温升≤25K。
7.11 电量提示功能：强光手电设置4格电量提示灯，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开启或关闭光源时，提示

灯点亮. 显示剩余电量状态。
7.12 外壳强度：强光手电外壳能承受980N的径向压力后，强光手电不变形，能正常使用，符合要求。
7.13 手绳强度：手绳承受50 N的拉力无断裂。
7.14 碎玻璃功能：攻击头的氮化硅球部位能击碎5 mm厚钢化玻璃，氮化硅球不掉落，不碎裂，符合要求。
8、可靠性
8.1 跌落可靠性：强光手电以水平状态、头部向下状态和尾部向下3种姿态，从1.5 m高度自由跌落至水泥地

面上，各试验3次，强光手电无裂纹、破碎，氮化硅球不脱落，符合要求。
8.2 防水性能：强光手电在0.5 m深度水中进行防水试验1 h,内部不进水，符合要求。
8.3 开关耐久性：对照明键、爆闪键分别触压30000次，开关按键正常,符合要求。
8.4 充电插头连接可靠性：充电插头插拔3000次，不变形，能正常充电。
环境适应性

8.5低温性能：强光手电在温度一20 ℃±2 ℃的环境下，持续放置2 h,符合要求。
8.6 湿热性能：强光手电在温度45 ℃±2 ℃、湿度95%±2%RH的环境下，持续放置48 h，符合要求。

符合《GA883-2018强光手电行业标准》
1、一般要求
1.1强光手电表面光滑，无划痕、磨损、毛刺、油渍；镜片和反光杯光洁，无划痕、无污渍。
1.2握柄纹路清晰，无磕痕。
1.3手绳无刮丝、织造疵点，塑料件无毛刺。
1.4部件齐全、装配严密、操作方便。
1.5充电器清洁光滑，无锈蚀。
1.6电池架和电池仓清洁、无锈蚀。
2、结构
2.1战术型强光手电采用尾盖开关，按钮区域分为照明键和爆闪键，外壳为防滚动圆柱形结构。由头盖

组件（包括头盖、攻击头等）、筒身组件（包括筒身、隐藏式USB充电接口）、电池、尾盖组件（包括开 
关组件、4格电量提示灯）及手绳（包括调节扣）组成。尺寸战术型强光手电总长度为154.6±2（mm）,
握柄直径27.5±1（mm）,头盖外径35±1（mm）,手绳长度155±5（mm）。

3、颜色
强光手电主体表面为黑色，激光雕刻处为银白色，手绳为黑色，与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 标样比对

，无明显色差。

4、标识
4.1 强光手电正面有警徽图案和“警POLICE察”字样，警徽图案符合GA 244的规定，字体为黑 体，字

高 5 mm；强光手电背面有“强光手电”字样，字体为黑体，字高5 mm。强光手电侧面靠近US B 充电口位
置有充电孔标识。在警徽背面对位置有强光手电产品编号，字体为黑体，字高3.5 mm。 在筒身内侧有负
极标识。警徽、字样、标识和编号用激光雕刻。图案、文字、标识清晰完整、对称。

4.2 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上有容量、额定电压、正负极和生产厂家标识。

1

标的名称：强光手电 （战术型）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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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量
强光手电总质量（含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和手绳）≤230g。
6、性能
6.1 开关工作模式转换功能
强光手电的开关工作模式转换功能符合下列要求：

a ） 强光手电在任何状态下（待机、强光、弱光），按压爆闪键，直接进入爆闪模式，再次按压爆闪键
， 爆闪停止，恢复原工作状态（待机、强光、弱光）；

b） 待机状态下通过轻触照明键，实现强光点射功能（轻触亮，松开灭）；
c） 待机状态下按压照明键，直接进入强光模式，通过轻触照明键，依顺序实现强光-弱光- 强光f弱光的

模式转换，再次按下照明键，进入待机状态。

6.2 电池兼容性
强光手电使用1节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3节AAA碱性电池或1节AA碱性电池，相互兼容。
6.3 强光初始光通量
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完全充电状态下强光手电进入强光模式，初始光通量≥160Im。
6.4 强光初始照度及色品坐标
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完全充电状态下强光手电进入强光模式，距光源5 m处光斑中心初始照

度为≥180 lx。其色品坐标符合GB/T 8417—2003中的白色色品区域有关规定。
6.5 强光照明时间
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完全充电状态下强光手电进入强光模式，连续照明300 min,距光 源5 

m处光斑中心照度值为≥100lx。
6.6 弱光初始照度
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完全充电状态下强光手电进入弱光模式,距光源1 m处光斑中心初始照

度为120-180（lx）。
6.7 强光爆闪频率
强光手电的强光爆闪频率为8-10（Hz）。
6.8 光束角
强光手电的光束角为6°-9°。
6.9 电池保护功能
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具有过压充电保护、过流充电保护、欠压放电保护、外部短路保护功 能，按规

定试验后，不起火、不爆炸、不漏液。

6.10 外壳温升
强光手电的外壳温升≤25K。
6.11 电量提示功能
强光手电设置4格电量提示灯，使用18650锂离子充电电池在开启或关闭光源时，提示灯点亮. 显示剩

余电量状态。

6.12 外壳强度
强光手电外壳能承受980N的径向压力后，强光手电不变形，能正常使用，符合要求。
6.13 手绳强度
手绳承受50 N的拉力无断裂。
6.14 碎玻璃功能
攻击头的氮化硅球部位能击碎5 mm厚钢化玻璃，氮化硅球不掉落，不碎裂，符合要求。
7、可靠性
7.1 跌落可靠性
强光手电以水平状态、头部向下状态和尾部向下3种姿态，从1.5 m高度自由跌落至水泥地面上， 各试

验3次，强光手电无裂纹、破碎，氮化硅球不脱落，符合要求。
7.2 防水性能
强光手电在0.5 m深度水中进行防水试验1 h,内部不进水，符合要求。
7.3 开关耐久性
对照明键、爆闪键分别触压30000次，开关按键正常,符合要求。
7.4 充电插头连接可靠性
充电插头插拔3000次，不变形，能正常充电。
8、环境适应性
8.1 低温性能
强光手电在温度一20 ℃±2 ℃的环境下，持续放置2 h,符合要求。
8.2 湿热性能

1

强光手电在温度45 ℃±2 ℃、湿度95%±2%RH的环境下，持续放置48 h，符合要求。

标的名称：多功能腰带（白色尼龙、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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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GA890-2018公安单警装备多功能腰带》标准
1、各种织带外观平直规整、无跳丝、无线结，各种材料表面无残次。
腰带钎子边缘平整光滑、无毛刺。无锐边，无划痕，针于插合牢圆、端正，对位准确，插拔灵活。舒子

镀层完整，无明显电镀缺陷。

各铆合部位牢圆、位置准确，扣件开合顺畅、松紧适宜。铆钉、四件子母扣无破损、变形：对讲机套塑

料扣件装配牢固。主腰带明线针码密度为7针/30mm～ 8针/30mm,其它明线针码密度为8针/30m～10针/
30mm。暗线针码密度为7针/30mm～9针/30mm。开口受力部位应回针至少3针，或采用打结缝制。接
线重合为10mm～15mm。装具套包边缝钱距边为2mm～3mm。
装具套缝合牢固，线路规整，针码均匀，扣合对位准确，边缘规整，不断线、跳线，无脱纱、无线头。

双线间距，缝线距边宽窄一致，挂袢端正平直。

装具套大小与警用装备匹配，装取顺畅。

成品表面整洁，无线头、无脱纱，成品无异味。

多功能腰带的外观特性及外观质量符合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标样。

2、多功能腰带由主腰带、内带、斜挂带和装具套组成，装具套含警棍套、强光手电套、工作包、手铐
套，催泪喷射器套、对讲机套、警用水壶套、弹匣套、手枪套,其中警用水壶套、弹匣套、手枪套为选配件
，摆放顺序参考GA890-2018图1。主腰带主要由带体、腰带钎子、带箍、锦丝搭扣带组成。腰带钎子为对
插式扣盖双保险结构，带箍采用搭扣式活动设计结构，可固定在带体任意位置。内带由带体、锦丝搭扣带、

二道梁组成。斜挂带由带体、带袢、挂袢、三道梁、卡扣和锦丝搭扣带组成。带袢采用搭扣式活动结构，可

固定在主腰带带体任意位置。三道梁其中一件可调节并固定挂袢位置，另一件三道梁调节斜挂带长短。卡扣

结构为可拆卸式。

警棍套由套体、后袢旋转结构组成。套体下端应有警棍头卡槽，可供出棍时使警棍直接展开。后梓与腰

带组合应为可拆却式旋转结构，旋转范围为360，且具有45°分档功能。强光手电套由套面、底盖、后袢组
成。后袢与腰带结合，采用滑动式和固定式，应为可拆卸结构。工作包由包体、包盖、侧袋组成。后袢与腰

带结合，采用滑动式和固定式，应为可拆却结构。手铐套由套面、底盖、后袢组成。底盖内有锁匙固定装置

:后拌与腰带结合，采用滑动式和固定式两种，应为可拆卸结构。催泪喷射器套由套面、底盖、后袢旋转结
构组成。后袢与腰带组合应为可拆卸式旋转结构，旋转范围为360°，且具有45°分档功能。对讲机套由套
面，底盖、后袢组成。后袢与腰带结合，采用滑动式和固定式，应为可拆卸结构。

警用水壶套由套体、后袢组成。后袢与腰带结合，采用滑动式和固定式，应为可拆卸结构。多功能腰带

结构符合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的标样要求。

3、规格与尺寸：应符合GA890-2018中规格与尺寸的要求。
4、质量：多功能腰带（XL）全套标配质量（不含选配件）≤1.2kg
5、颜色：本项目要求采购黑色。腰带钎子外盖颜色应为镀镍亚光银白色。黑色多功能腰带的金属配件

表面应黑色处理，塑料配件为黑色；缝纫线颜色、辅料颜色与多功能腰带颜色应相同。每套产品各部件颜色

应一致。产品与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标样比对,批产品色差不低于GB/T 250-2008规定的4级。
6、标识：腰带钎子外盖正面居中铸有凸起的警徽，盾牌边缘凸起不低于1 m,警徹高37mm±0.5mm

，警徽图案符合GA 244的规定，警徽图案端正、清晰、饱满。腰带钎子外盖反面，激光雕刻产品编号(按委
托方要求未施加承制单位代号和产品序号)。编号字体为黑体，字高3.5mm。
主腰带带体左端距带头80mm处，居中位置缝制产品标识。材料为丝织带，字体为黑体，“警用多功能

腰带”字高7mm,“规格”字高6mm,黑色多功能腰带应黑底银灰色字，产品标识外形尺寸为60 mm*24 m
m。
内带带体反面距末端120mm处，居中缝制产品标识，材料为丝织带，字体为黑体，“内带”字高7mm,

“规格”字高6mm,黑色多功能腰带黑底银灰色字，产品标识外形尺寸30mm*35mm。
斜挂带带体标识,材料为丝织带,字体为黑体,黑色多功能腰带黑底银灰色字字高3.5mm,产品标识外形尺

寸35 mm*12 mm。
7、装备套具中甲醛含量为≤300mg/kg。
8、腰带钎子耐盐雾：≥48h主要表面无腐蚀斑点。
9、四件子母扣侧掀强力：15-30N
10、机织带起毛：无变化
11、耐汗清色牢度(级) 变色≥3-4
12、耐汗清色牢度(级) 沾色≥3-4
13、耐摩擦色牢度(级) 干摩≥4
14、耐摩擦色牢度(级) 湿摩≥4
15、耐刷洗色牢度(级) ≥4
16、耐光色牢度(级) ≥4-5
17、腰带钎子插拔性能：插拔3000次后，能正常使用。
18、警棍套旋转性能：3000次后，能正常使用。
19、警棍套警棍插拔性能：3000次后，能正常使用。
20、催泪喷射器套旋转性能：3000次后，能正常使用。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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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工作包尺寸：
顶部与下缝线位高288±5mm
底部两缝线位长135±3mm
底部两缝线位宽50±3mm
后袢宽25±2mm
后袢间距50±5mm
后袢底部距下端缝线位高88±5mm
22、标牌尺寸：长105±2mm，宽38±2mm
23、标牌符合GA 446-2003 B2.1中初始逆反射性能要求，并检测合格
24、腰带采用新型抗菌材料，抗菌效果符合FZ/T 73023-2006标准AAA级要求。
25、新型抗菌材料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80%。
26、新型抗菌材料性能：大肠杆菌≥70%。
27、新型抗菌材料性能：白色念珠菌≥60%。

30、腰带钎子抗拉性能：腰带钎子在扣合状态下，施加750 N的拉力并保持30s,钎子未脱出或破损，
并能正常使用。

符合《GA890-2018公安单警装备多功能腰带》标准
1、各种织带外观平直规整、无跳丝、无线结，各种材料表面无残次。
腰带钎子边缘平整光滑、无毛刺。无锐边，无划痕，针于插合牢圆、端正，对位准确，插拔灵活。舒子

镀层完整，无明显电镀缺陷。

各铆合部位牢圆、位置准确，扣件开合顺畅、松紧适宜。铆钉、四件子母扣无破损、变形：对讲机套塑

料扣件装配牢固。主腰带明线针码密度为7针/30mm～ 8针/30mm,其它明线针码密度为8针/30m～10针/
30mm。暗线针码密度为7针/30mm～9针/30mm。开口受力部位应回针至少3针，或采用打结缝制。接
线重合为10mm～15mm。装具套包边缝钱距边为2mm～3mm。
装具套缝合牢固，线路规整，针码均匀，扣合对位准确，边缘规整，不断线、跳线，无脱纱、无线头。

双线间距，缝线距边宽窄一致，挂袢端正平直。

装具套大小与警用装备匹配，装取顺畅。

成品表面整洁，无线头、无脱纱，成品无异味。

多功能腰带的外观特性及外观质量符合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标样。

2、多功能腰带由主腰带、内带、斜挂带和装具套组成，装具套含警棍套、强光手电套、工作包、手铐
套，催泪喷射器套、对讲机套、警用水壶套、弹匣套、手枪套,其中警用水壶套、弹匣套、手枪套为选配件
，摆放顺序参考GA890-2018图1。主腰带主要由带体、腰带钎子、带箍、锦丝搭扣带组成。腰带钎子为对
插式扣盖双保险结构，带箍采用搭扣式活动设计结构，可固定在带体任意位置。内带由带体、锦丝搭扣带、

二道梁组成。斜挂带由带体、带袢、挂袢、三道梁、卡扣和锦丝搭扣带组成。带袢采用搭扣式活动结构，可

固定在主腰带带体任意位置。三道梁其中一件可调节并固定挂袢位置，另一件三道梁调节斜挂带长短。卡扣

结构为可拆卸式。

警棍套由套体、后袢旋转结构组成。套体下端应有警棍头卡槽，可供出棍时使警棍直接展开。后梓与腰

带组合应为可拆却式旋转结构，旋转范围为360，且具有45°分档功能。强光手电套由套面、底盖、后袢组
成。后袢与腰带结合，采用滑动式和固定式，应为可拆卸结构。工作包由包体、包盖、侧袋组成。后袢与腰

带结合，采用滑动式和固定式，应为可拆却结构。手铐套由套面、底盖、后袢组成。底盖内有锁匙固定装置

:后拌与腰带结合，采用滑动式和固定式两种，应为可拆卸结构。催泪喷射器套由套面、底盖、后袢旋转结
构组成。后袢与腰带组合应为可拆卸式旋转结构，旋转范围为360°，且具有45°分档功能。对讲机套由套

▲ 2
28、斜挂带卡扣抗拉性能：斜挂带卡和在扣合状态下，施加500 N的拉力并保持30s,卡扣未破损，并能正

常使用。

▲ 3 29、装具套缝合抗拉性能：装具套在开口缝合部位施加350 N的拉力并保持30s，未撕裂。

▲ 4

▲ 5 31、警棍套抗拉性能：对警棍套施加900N的拉力并保持30s,连接件未断裂。

▲ 6 32、催泪喷射器套抗拉性能：对催泪喷射器套施加900N的拉力并保持30s,连接件未断裂。

▲ 7 33、腰带钎子温度适应性：-30°C～50°C能正常使用。

标的名称：多功能腰带（黑色尼龙、普警）

参数性质参数性质 序号序号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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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底盖、后袢组成。后袢与腰带结合，采用滑动式和固定式，应为可拆卸结构。

警用水壶套由套体、后袢组成。后袢与腰带结合，采用滑动式和固定式，应为可拆卸结构。多功能腰带

结构符合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的标样要求。

3、规格与尺寸：应符合GA890-2018中规格与尺寸的要求。
4、质量：多功能腰带（XL）全套标配质量（不含选配件）≤1.2kg
5、颜色：本项目要求采购黑色。腰带钎子外盖颜色应为镀镍亚光银白色。黑色多功能腰带的金属配件

表面应黑色处理，塑料配件为黑色；缝纫线颜色、辅料颜色与多功能腰带颜色应相同。每套产品各部件颜色

应一致。产品与公安部业务主管部门批准的标样比对,批产品色差不低于GB/T 250-2008规定的4级。
6、标识：腰带钎子外盖正面居中铸有凸起的警徽，盾牌边缘凸起不低于1 m,警徹高37mm±0.5mm

，警徽图案符合GA 244的规定，警徽图案端正、清晰、饱满。腰带钎子外盖反面，激光雕刻产品编号(按委
托方要求未施加承制单位代号和产品序号)。编号字体为黑体，字高3.5mm。
主腰带带体左端距带头80mm处，居中位置缝制产品标识。材料为丝织带，字体为黑体，“警用多功能

腰带”字高7mm,“规格”字高6mm,黑色多功能腰带应黑底银灰色字，产品标识外形尺寸为60 mm*24 m
m。
内带带体反面距末端120mm处，居中缝制产品标识，材料为丝织带，字体为黑体，“内带”字高7mm,

“规格”字高6mm,黑色多功能腰带黑底银灰色字，产品标识外形尺寸30mm*35mm。
斜挂带带体标识,材料为丝织带,字体为黑体,黑色多功能腰带黑底银灰色字字高3.5mm,产品标识外形尺

寸35 mm*12 mm。
7、装备套具中甲醛含量为≤300mg/kg。
8、腰带钎子耐盐雾：≥48h主要表面无腐蚀斑点。
9、四件子母扣侧掀强力：15-30N
10、机织带起毛：无变化
11、耐汗清色牢度(级) 变色≥3-4
12、耐汗清色牢度(级) 沾色≥3-4
13、耐摩擦色牢度(级) 干摩≥4
14、耐摩擦色牢度(级) 湿摩≥4
15、耐刷洗色牢度(级) ≥4
16、耐光色牢度(级) ≥4-5
17、腰带钎子插拔性能：插拔3000次后，能正常使用。
18、警棍套旋转性能：3000次后，能正常使用。
19、警棍套警棍插拔性能：3000次后，能正常使用。
20、催泪喷射器套旋转性能：3000次后，能正常使用。
21、工作包尺寸：
顶部与下缝线位高288±5mm
底部两缝线位长135±3mm
底部两缝线位宽50±3mm
后袢宽25±2mm
后袢间距50±5mm
后袢底部距下端缝线位高88±5mm
22、标牌尺寸：长105±2mm，宽38±2mm
23、标牌符合GA 446-2003 B2.1中初始逆反射性能要求，并检测合格
24、腰带采用新型抗菌材料，抗菌效果符合FZ/T 73023-2006标准AAA级要求。
25、新型抗菌材料性能：金黄色葡萄球菌≥80%
26、新型抗菌材料性能：大肠杆菌≥70%
27、新型抗菌材料性能：白色念珠菌≥60%

30、腰带钎子抗拉性能：腰带钎子在扣合状态下，施加750 N的拉力并保持30s,钎子未脱出或破损，
并能正常使用。

32、催泪喷射器套抗拉性能：对催泪喷射器套施加900N的拉力并保持30s,连接件未断裂。

1

▲ 2
28、斜挂带卡扣抗拉性能：斜挂带卡和在扣合状态下，施加500 N的拉力并保持30s,卡扣未破损，并能正

常使用

▲ 3 29、装具套缝合抗拉性能：装具套在开口缝合部位施加350 N的拉力并保持30s，未撕裂。

▲ 4

▲ 5 31、警棍套抗拉性能：对警棍套施加900N的拉力并保持30s,连接件未断裂。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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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3、腰带钎子温度适应性：-30°C～50°C能正常使用。

5、供应商一般资格要求

序号序号 资格要求名称资格要求名称 资格要求详细说明资格要求详细说明

1 供应商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供应商需在项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填写《投标函》完成承诺

并进行电子签章。

2
供应商应提供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应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

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应根据采购项目提出的特殊条件的证明材料。 供应商需在项
目电子化交易系统中按要求上传相应证明文件并进行电子签章。（

如不需要可要求供应商不响应）

6、供应商特殊资格要求

序号序号 资格要求名称资格要求名称 资格要求详细说明资格要求详细说明

7、分包的评审条款

评审评审

项编项编

号号

一一

级级

评评

审审

项项

二二

级级

评评

审审

项项

详细要求详细要求 分值分值

客观客观

评审评审

项项

1

技

术

评

审

技

术

指

标

和

配

置

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表中带“▲”符号的有正偏离的，一项得2分，最多得38分；带“▲”符
号外的其他技术参数有正偏离的，一项得1分，最多得10分。本项满分48分。 48.0 是

2

技

术

评

审

样

品

现

场

测

试

投标人提供所有产品样品各1套，根据现场查看产品制造工艺、产品性能、产品设计等综
合评定，完全符合参数要求的每件样品1分，满分10分。（不提供或提供样品不符合技
术参数要求不得分）。

10.0 否

3

技

术

评

审

售

后

服

务

根据投标人提供的售后的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售后服务内容；②售后服务响应时间
；③售后服务人员安排；④发现质量问题处理方案；⑤其他售后服务承诺）进行综合评审
：投标人方案中包含前述要求的方案内容且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15分，每缺少一项要
求的方案内容扣3分，扣完为止；要求的方案内容有一处错误的（错误是指：项目名称或
项目编号或售后的服务地点与本项目不一致的；或逻辑错误等错误信息的），一处扣0.7
5分，扣完为止；每有一项要求的方案内容不切合项目实际的或与本项目无关的或套用其
他项目的，一处扣1.5分，扣完为止。

15.0 否

4

技

术

评

审

项

目

供

货

方

案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项目供货方案（包括但不限于①供货人员安排；②进度控制
；③质量控制措施；④应急预案）进行综合评审：投标人方案中包含前述要求的方案内容
且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得10分，每缺少一项要求的方案内容扣2.5分，扣完为止；要求
的方案内容有一处错误的（错误是指：项目名称或项目编号或售后服务地点与本项目不

一致的；或逻辑错误等错误信息的），一处扣0.65分，扣完为止；每有一项要求的方案
内容不切合项目实际的或与本项目无关的或套用其他项目的，一处扣1.25分，扣完为止
。

10.0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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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技

术

评

审

企

业

实

力

投标人或所投产品生产厂家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每有一个得2分，本项满分为6分。 注：须提供在有效期
内的相应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得分。

6.0 否

6

技

术

评

审

业

绩

投标人或所投产品生产厂家2019年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为准）具有类似项目业绩的
，每提供一个得2分，本项满分为10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不提供不
得分。

10.0 是

7

技

术

评

审

节

能

、

环

境

标

志

产

品

依据财库[2019]9号文 《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
知》要求。投标人所投产品中每有一项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品目清单范围

且具有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或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得1分，
本项满分1分。 注：须提供有效期内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0 是

评审评审

项编项编

号号

一一

级级

评评

审审

项项

二二

级级

评评

审审

项项

详细要求详细要求 分值分值

客观客观

评审评审

项项

8、合同管理安排

1）合同类型：买卖合同

2）合同定价方式：固定价采购

3）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0日

4）合同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支付方式：一次付清

6）履约保证金及缴纳形式：

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需要缴纳履约保证金：否

7）质量保证金及缴纳形式：

中标/成交供应商是否需要缴纳质量保证金：否

8）合同支付约定：

供货完成后由各县市区使用单位自行组织验收，验收合格之后，达到付款条件之日起30日，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

00%。

9）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采购人相关部门人员组织统一验收。中标人所投产品须经过采购人检

验认可后，方可签署验收报告，具体事项如下： （1）中标人须与采购人共同完成货物验收工作，验收通过采购人委托具有相应

检验能力、检验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 （2）检验须以中标人投标时提供的检验报告以及其他投标证明文件为标准； （3

）检验样品数量、随机抽样方法、技术指标选定范围及数量由采购人确定； （4）中标人需另外提供抽检产品，抽检产品不含在

标的数量内，抽检产品数量按照第三方检验机构检测需求提供； （5）中标后检验所需的样品和产生的相关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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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1）质保期：不低于24个月。 （2）为保证产品及售后服务质量，投标人中标后，签订政

府采购合同前，须向采购人提供本次产品检测报告原件进行参数核验；通过后方可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如未提供或不符

按虚假响应处理； （3）在质保期内，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包修、包换、包退)服务。

11）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本项目不属于订购、设计、定制开发的信息化建设项目，不涉及该项内容。

12）成本补偿和风险分担约定：无。

13）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1、采购人违约责任 （1）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的，采购人应偿付合同总价百分

之一的违约金； 2、供应商违约责任 （1）供应商交付的货物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支付合同总价的百分之

一的违约金，并须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时间内更换合格的货物给采购人，否则，视作供应商不能交付货物而违约，按本条本款下述

第“（2）”项规定由供应商偿付违约赔偿金给采购人。 （2）供应商不能交付货物或逾期交付货物而违约的，除应及时交足货物外

，应向采购人偿付逾期交货部分货款总额的万分之一/天的违约金；逾期交货超过30天，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供应商则应按合同

总价的百分之一的款额向采购人偿付赔偿金，并须全额退还采购人已经付给供应商的货款及其利息。 （3）供应商货物经采购人

送交具有法定资格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机构检测后，如检测结果认定货物质量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标准的，则视为供应商没有按时

交货而违约，供应商须在30天内无条件更换合格的货物，如逾期不能更换合格的货物，采购人有权终止本合同，供应商应另付合

同总价的百分之一的赔偿金给采购人。 （4）供应商保证本合同货物的权利无瑕疵，包括货物所有权及知识产权等权利无瑕疵。

如任何第三方经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决有权对上述货物主张权利或国家机关依法对货物进行没收查处的，供应商除应向采购人

返还已收款项外，还应另按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一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5）供应商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

应按采购人损失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给采购人。 （六）争议解决办法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供应商

承担。 2、在执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本合同中有关的争端，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经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任何一方均可向采

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3、争议解决期间，除争议事项外，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未涉争议

的其它部分。

14）合同其他条款：（1）本项目中标人与德阳市公安局签订总合同，与各分局签订对应的供货合同。 （2）投标人须承

诺所有产品为全新合格产品，货物须是原装产品，供货时无破损，产品表面无划伤、无碰撞伤，外观清洁，配置与装箱清单相符

，提供使用说明书、检验合格证、保修卡及其他配套资料等。 （3）其他未尽事宜由采购人与中标人协商，在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时进行约定。

9、履约验收方案

1）验收组织方式：自行验收

2）是否邀请本项目的其他供应商：否

3）是否邀请专家：否

4）是否邀请服务对象：否

5）是否邀请第三方检测机构：否

6）履约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7）履约验收时间：

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5日内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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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详见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9）技术履约验收内容：详见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0）商务履约验收内容：详见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1）履约验收标准：详见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2）履约验收其他事项：详见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五、风险控制措施和替代方案五、风险控制措施和替代方案

该采购项目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本项目是否需要组织风险判断、提出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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