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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采购项目技术、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况

德阳市公安局拟进行无人机及反制设备采购，本项目分为两个包，第一包：

无人机，采购预算为 27.9 万元；第二包：无人机反制设备，采购预算为 19 万元。

二、项目清单及要求

（一）采购清单

1、德阳市公安局无人机及反制设备采购第一包：无人机—采购清单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采购标的所对应的中小

企业所属行业
备注

1 四旋翼飞行器 1 台 工业

2 螺旋桨套装 1 套 工业

3 无人机电池 2 块 工业

4 充电器 1 个 工业

5 防护箱 1 个 工业

6 手持式地面站 1 台 工业

7 激光云台 1 台 工业

8 可视喊话器 1 台 工业

9 探照灯 1 台 工业

2、德阳市公安局无人机及反制设备采购第二包：无人机反制设备—采购清单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采购标的所对应的中小

企业所属行业
备注

1 无人机反制设备 1 套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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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参数要求

1、德阳市公安局无人机及反制设备采购第一包：无人机—技术参数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 备注

1
四旋翼

飞行器

1、机身采用碳纤维材质，机臂采用可折叠式结构，轴距长

度≤885mm；

2、装有指示灯，机头方向为红色，机尾方向为绿色，控制

站应具有指示灯的开关；

★3、最大载荷重量≥5kg，最大起飞重量≥11kg（须提供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含有CNAS和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

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4、无人机机体具备独立电源开关；任务载荷具有快拆机械

接口，具有网络、CAN、电源的复合接口；

5、最大平飞速度≥22m/s，最大瞬时平飞速度应≥25m/s；

6、最大续航里程应≥35km；

7、在标准飞行工况下，最大续航时间≥55min；空载最大

续航时间: ≥60min（须提供公安部所属检验机构出具的检

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8、能够在不低于20°坡度的平面起飞和降落；

9、当多旋翼无人机处于飞行状态，发生通信链路与控制站

中断时间超过预设安全阈值时，应能立即执行预设的安全

返航；

★10、系统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100h（须提供第三方检

测机构出具的含有CNAS和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

盖供应商公章）；

11、采用三冗余传感器，当传感器(气压传感器、罗盘等)

故障时可以自动切换成冗余传感器工作；

12、具有低电量保护功能，系统可根据无人机电池电量实

现三级低电量保护提示或操作；

13、支持热点环绕功能；

14、应具备飞行参数记录单元，其记录应包括身份识别编

码、坐标、速度、高度(设定高度、实际高度)、航迹、飞

行姿态、航向（实际俯仰角、设定航向角、实际航向角、）、

地面站规划记录、通讯链路异常报告、地面站操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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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记录、系统故障记录、卫星数量记录、电量和电压

记录等，飞行参数可存储、导出并回放；可持续存储数据

能力应≥1万小时；

15、无人机应具有禁飞区设置和执行功能：系统内置有民

用机场净空保护禁飞区；支持手动设置临时禁飞区，禁飞

区可设置圆形或多边形；

16、应能对地面站录像开关、地面站循环录像和编码类型

进行设置；支持地面站自动录像及地面站循环录像；

17、地面站发出告警时，对应图标变为红色，单击图标可

查看具体告警信息；地面站告警信息包括： 解码异常、存

储介质异常、图像信号未锁定、地面站电量低、地面站存

储空间不足；

18、在最大风速≥12m/s（6级风）环境下能正常起飞、降

落、悬停以及平飞；

19、在降雨强度不低于6mm/min的雨中起飞，持续30min，

功能正常；

20、工作温度：-40℃～60℃。

2 螺旋桨套装 机体螺旋桨，正反桨各2根，共计4根。

3 无人机电池
单块电池容量≥22000mAh；电压：22.2V；电池类型：Lipo

6S。

4 充电器 电池配套充电器。

5 防护箱 四旋翼无人机、地面站、任务载荷等设备防护箱。

6
手持式地面

站

1、具有Micro HDMI输出，USB、4G SIM卡槽，TF卡槽等接

口；具有可拆卸式肩带；

2、配置≥8英寸液晶显示屏，显示屏应具有多点触摸功能，

支持手势操控；

3、具有移动、联通、电信4G及有线网络传输功能；

4、综合显示系统应显示飞行参数和任务参数，应包括高度、

速度、航向、飞行航迹坐标、飞行姿态、剩余电量、飞行

时间等；

5、当无人机发生电量不足（一级、二级、三级低电量）、

超速飞行、姿态角超过规定范围、定位卫星数量不足、发

动机异常、通信中断等情况时，控制站应能进行声、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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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6、内置GPS模块，可对当前控制站位置进行定位，支持根

据控制站实时位置动态更新返航点；

7、应具有一键起飞降落按键、一键返航按键、紧急制动按

键、录像按键，云台图像抓拍按键；

8、支持无线电频谱扫描功能，支持手动扫描和开机自动检

测设置选项；

9、可预设航线，最大预设航线数≥512；且支持在线修改

与加载航线，具有飞行状态回报与显示能力；支持航线模

板功能；

10、当飞行控制、电池电压、发动机转速、遥控遥测信号

模块或部件发生故障时，控制站应能进行声、光报警，自

动锁定无人机、禁止飞行；

11、可对无人机搭载的光学和功能类挂载进行操控；控制

站对无人机及其挂载设备实施有效遥控及图像传输的距离

≥15km；

12、能够对机载相机OSD的显示、关闭、自定义内容进行设

置；

13、支持手动设置电子围栏，且可设置圆形或多边形形状

电子围栏。当无人机飞行至设置的电子围栏边界时，控制

站能够进行声、光报警（须提供公安部所属检验机构出具

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14、支持AP、STATION两种Wi-Fi工作模式，支持2.4GHz、

5.8GHz双频模式；

15、工作状态续航时间≥5h，待机状态续航时间≥8h；

16、工作温度：-20℃～60℃；工作湿度：93%无冷凝；

★17、支持GB/T 28181-2016协议；

18、控制站可对地图或者无人机回传的实时图像上任意两

点间的直线距离、所选区域的周长和面积进行测量；可基

于拼接图片对图片中任意两点间的直线距离、所选区域的

周长和面积进行测量。

7 激光云台

1、支持多码流输出，视频分辨率不低于1920x1080；

2、具有不小于30倍的光学变倍和16倍数字变焦功能；

3、具有透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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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通过控制站划定监视画面中的任意区域，在旋转角度

允许的条件下，可将该区域处于屏幕中心位置并自动进行

变焦、聚焦；

5、支持区域聚焦功能，可通过控制站触摸屏在预览画面中

点选聚焦区域，以该区域作为参考区域进行聚焦；

6、可识别到人体轮廓距离≥1500m，识别到车辆轮廓的距

离≥2000m；

7、支持水平±60°转动、俯仰角-90°~+30°转动；

8、支持比例变倍功能，云台的转动速度可根据变倍的倍率

进行自动调节；

9、可通过地面站手动/自动开启/关闭红外灯，红外灯的角

度可随相机成像视角同步自动调节；

10、云台和无人机采用导轨连接，连接牢固，且拆卸方便。

8 可视喊话器

1、音频失真度≤5%；

2、最大功率≥25W；

3、广播距离≥500m；

4、应支持实时连续不间断喊话；

5、具有不低于10级的音量调节功能；

6、集成分辨率不低于720p的摄像机，可同时观察现场画面；

7、声压大小≥110分贝；

8、重量≤700g。

9 探照灯

1、探照灯灯光照射距离≥500m；

2、距光源30m处光斑中心照度值应能不低于100lx，距光源

50m处光斑中心照度值不低于30lx；

3、探照灯挂载应具有不低于强光、弱光、爆闪3种工作模

式；

4、集成分辨率不低于720p的摄像机，可同时观察现场画面。

注：（1）上述技术参数中带“★”符号的技术参数为本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

应商不得有负偏离，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2）本项目不允许进口产品参与竞争。

2、德阳市公安局无人机及反制设备采购第二包：无人机反制设备—技术参数表

序号 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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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人机反制

设备

★1、产品检测依据《GA/T 1169-2014 电子封控设备技术

规范》；

2、产品应为一体化设计，天线、模块一体化设计无外漏天

线和线材，使用携带组装方便，无需进一步组装，电池可

拆卸；

3、设备为便携式枪型设计，突出警用武器震慑力；

4、产品应配备可拆卸式背带，可背负；主机机身配备导轨

和瞄准镜，能够通过标准导轨安装照明灯、红外激光、热

成像仪、夜视仪、微型侦察仪等辅助设备；瞄准镜倍率可

调节；

5、产品应具有工作状态、电池电量等指示功能；

6、主机各控制按键开启时有背光灯显示当前工作状态；发

射干扰信号时有蜂鸣声或者相应发射频段的LED指示灯；

7、产品应能够通过对无人机遥控、图传、导航信号进行干

扰，实现驱离（返航）和迫降两种工作模式，并可根据需

要选择模式；

★8、产品发射频率包含：

第1信道：839MHz~852MHz

第2信道：900MHz~938MHz

第3信道：1171MHz~1181MHz

第4信道：1204MHz~1285MHz

第5信道 ：1428MHz~1488MHz

第6信道：1555MHz~1604MHz

第7信道：2399MHz~2493MHz

第8信道 ：5148MHz~5355MHz

第9信道 ：5715MHz~5885MHz

9、产品发射频段至少为9频段发射；

10、无线信号发射应能够覆盖GPS、北斗、GLONASS、GALILEO

等卫星信号频段；

★11、频段发射功率应满足：

第1信道：839MHz~852MHz≤45dBm

第2信道：900MHz~938MHz≤45dBm

第3信道：1171MHz~1181MHz≤43dBm

第4信道：1204MHz~1285MHz ≤43d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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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信道 ：1428MHz~1488MHz≤43dBm

第6信道：1555MHz~1604MHz ≤41dBm

第7信道：2399MHz~2493MHz ≤43dBm

第8信道 ：5148MHz~5355MHz≤43dBm

第9信道 ：5715MHz~5885MHz≤45dBm

12、有效干扰距离≥3.5km；

13、产品对无人机进行有效干扰时，无人机与设备之间的

距离和无人机与遥控器之间的距离比值应≥30:1；

14、干扰波束宽度：水平方向：45°，俯仰方向：45°；

★15、产品应能同时干扰的无人机数量应≥10架；

16、产品从按下扳机到无人机被成功干扰所需的时间≤3s；

17、产品应具备联网功能，能够远程控制产品发射状态的

功能；

18、产品应具有温度保护和发射保护功能；

19、产品支持采用AC 220V（配合电源适配器）供电；支持

通过车载AC 220V 电源充电；支持电池供电，电池可拆卸;

★20、电池电量充足条件下，待机时间≥180h，连续工作

时间≥1h；

21、工作温度：-40-65℃；

22、产品主机不含电池时重量应≤3.5KG；内置单块电池时

重量≤4KG。

注：（1）上述技术参数中带“★”符号的技术参数为本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

应商不得有负偏离，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2）本项目不允许进口产品参与竞争。

三、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

第一包：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生效后 60 个日历天内送货

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按谈判文件要求、响应文件承诺完成安装、调试，交付采

购人验收，正常使用。

第二包：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送货

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并按谈判文件要求、响应文件承诺完成安装、调试，交付采

购人验收，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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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在各包采购内容供货完成、安装调试完毕，经采购人验收

合格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一次性支付各包合同总金额的100%。

注：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

4、履约、验收要求与标准：成交供应商与采购人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658 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

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谈判文件、响应文

件、合同要求进行。

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经试用无故障，可正常使用。若出现任何数量

或质量问题，由供应商承担相关责任。

5、质保及售后服务要求：

5.1 质保期：项目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之日起 1年。

5.2 售后服务要求：

供应商按照谈判文件中的售后服务要求作出的积极响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1）质保期内免费维修，质保期外的维修按成本价收费。

（2）提供免费的技术咨询服务；负责安装、调试、维修和技术支持；设立

售后服务机构网点清单、服务电话和维修技术人员名单；所供产品的保修时间、

保修期内的保修内容与范围。

（3）须针对本项目制定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方案。

★（4）须对采购人相关人员进行全面的技术和使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所

有设备的使用及管理维护、功能应用和日常故障处理等，培训须保证采购人使用

人员能独自操作设备的各种功能。其中针对本项目第一包 ：提供至少 2 人的厂

家基地培训≥4天，含培训期间的食宿，相关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售后服务维修响应时间：提供 7×24 小时的技术支持服务。接到采购

人故障报修应在 1小时内响应，4小时内到达采购人现场处理，24 小时内解决问

题，24 小时内不能排除故障的应提供同等质量，相同功能备用机，以保证产品

的正常使用。

（6）如货物经供应商 3 次维修仍不能达到本项目谈判文件及合同约定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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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标准，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所有货物到采购人交货地点

后，由于采购人保管不当造成的问题，供应商亦应负责修复，但费用由采购人负

担。

（7）本项目全部设备的各种备品备件均保证齐备、充足。

（8）质保期内，供应商须提供每月电话回访一次，每季度不少于 1次的现

场对产品巡查和上门维护保养服务。质保期结束前上门做一次全面的维护调试，

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9）供应商须指派专职售后工程师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10）质保期内的其他服务承诺。

★6、其他要求

（1）本次采购项目为包干价。供应商的报价包括货物、材料、运输、安装、

调试、培训、人工费、税费以及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其他费用。供应商的报价是

本项目验收合格后的固定不变价格，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请各位供应

商报价时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因此而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供应商所供产品须为全新合法正品，且确保所供货物的质量，如因产

品质量问题造成的损失由供应商承担全部经济赔偿和相关责任。

（3）本项目实施及售后维修过程中的相关安全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4）适用于本项目第二包：成交后，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前，采购人有权要

求成交供应商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所供产品的功能测试，必要时邀请第三方

检测机构参与，如测试结果与响应文件响应内容不符，视为虚假应标，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5）适用于本项目第一包：成交后，供应商须购买航空产品责任险，总保

额≥3500 万/年，保障因产品自身质量引起的机损事故，赔付第三方。

（6）供应商承诺所投产品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注：①上述要求中带“★”符号的要求为本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有

负偏离的，作无效响应处理。

②本项目商务要求条款有明确规定适用于本项目第几包按明确规定执行，

未明确规定的，则不进行区分，均适用于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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