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采购项目概况、技术参数要求、商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 2022 年玉林中学照明设备采购项目，采购人拟采购 1家供应商提

供本项目所需设备。本项目采购预算为 121.9 万元。

采购内容如下：

序号 类型 数量 备注

1 阅览室（300-350㎡） 1间 每间 62 套 LED 教室灯

2 阅览室（300-350㎡） 1间 每间 54 套 LED 教室灯

3 阅览室（100-350㎡） 2间 每间 40 套 LED 教室灯

4 阅览室（5—100 ㎡） 2间 每间 20 套 LED 教室灯

5 普通功能室 29 间 每间 16 套 LED 教室灯，3套 LED 黑板灯

6 普通教室 36 间 每间 9套 LED 教室灯，3套 LED 黑板灯

二、技术参数要求

（一）★总体质量要求

供应商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使用说明书等），表面无划伤、

无碰撞痕迹, 且权届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

标准，以及本项目磋商文件 及技术协议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其中，

灯貝应符合 GB7000. 1-2015 《灯具第 1 部分 :一般要求与试验 》、

GB7000.201-2008《灯共第 2-1 部分：特殊要求固定式通用灯具》、 GB7000.

202-2008《灯具第 2-2 部分：特殊要求嵌入式灯具》的标准。

（二）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

序

号
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及功能要求

1
LED 教室

灯

1. 一体式 LED 灯；尺寸长 1200mm±10mm*宽 300mm±10mm*40mm

±10mm；灯具的壳体及背板采用厚度≥0.4mm 的冷轧薄板（铝



型材壳体优先）等轻型、坚固金属材料，并经喷涂处理，进

行防锈静电喷塑，表面均匀、光洁，无凹陷、毛刺，无流挂

现象，焊缝无透光现象。

2. ★满足在真实教室中，课桌面上维持平均照度≥300Lux，照

度均匀度≥0.7。

3. 额定功率：36W±4W；功率因素≥0.98；

4. 功率密度≤6W/㎡，统一眩光值（UGR)≤16。

5. ▲LED教室灯应满足30000小时或以上时间光通维持率≥98%，

以保证产品质量和灯具使用寿命。

6. ▲为便于后期维护清洁及使用寿命，LED 教室灯出光口应采用

不少于 3层结构的防眩光面板（非格栅）。（提供封面带有 CMA

及 CNAS 认证的国家认可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包

括 3层结构防眩光面板材质检测报告）

7. LED教室灯材料耐燃等级应满足V0级（按GB/T 5169.16评估）。

8. LED 教室灯寿命≥50000 小时；防止灰尘，蚊虫等进入,灯具

防护等级需≥IP40。

9. 依据 IEEE 1789-2015 频闪质量特征认证结果为无显著影响

或无频闪危害；光输出波形频率＞3125Hz 或 90HZ＜光输出波

形频率≤3125HZ 时，波动深度≤1%（无显著影响）。

10. ★依据 IEC/TR 62778-2014 检测要求，教室灯的蓝光危害等

级为 RG0（0 类危险）。

11. ▲LED 教室灯灯具效能在初始测试（0或 1000 小时）及 3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90lm/w。

12. ▲为使教室课桌面达到最佳的照度均匀度与防眩效果，LED

教室灯满足光束角(半峰光束角)在 CO -C180 面 及 C90

-C270 面 30000 小时或以上与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的

差值(绝对值)均≤3°。

13. ▲LED 教室灯显色指数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及

3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 Ra≥95、R9≥95。

14. ▲LED 教室灯色容差(色品容差)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

时）及 3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 SDCM≤3。

15. ▲LED 教室灯色温(相关色温)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 时)

及 3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 4800-5200K。

16. ▲LED 教室灯具具有眼舒适认证证书，证书内包含响应产品型

号。（提供认证证书及国家认监委官网查询截图）

注：第 2 至 15 项技术参数需根据要求提供封面带有 CMA 及 CNAS

认证的国家认可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及全国认证认可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测报告编号查询证明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

章。



2
LED 黑板

灯

1. 一体式 LED 灯：尺寸：长 1300mm±10mm、宽 90mm±10mm、厚

60mm±10mm 灯具的売体应釆用厚度≥0.4mm 的冷轧薄板（铝

型材壳体优先）等轻型、坚固金属材料，并经喷涂处理，进

行防锈静电喷塑，表面均匀、光洁，无凹陷、毛刺，无流挂

现象，焊缝无透光现象；

2. ★满足在真实教室中，黑板面维持平均照度≥500Lux，照度均

匀度≥0.8。

3. 额定功率：36±4W；功率因素≥0.98。

4. ▲LED 黑板灯灯应满足 30000 小时或以上时间光通维持率≥

96%，以保证产品质量和灯具使用寿命。

5. 为保持 LED 黑板灯的使用寿命与美观度，防止灰尘，蚊虫等进

入,灯具防护等级需≥IP40。

6.LED 黑板灯材料耐燃等级应满足 V0 级（按 GB/T 5169.16 评估）。

7. LED 黑板灯寿命≥50000 小时。

8. 依据 IEEE 1789-2015 频闪质量特征认证结果为无显著影响或

无频闪危害；光输出波形频率＞3125Hz 或 90HZ＜光输出波

形频率≤3125HZ 时，波动深度≤1%（无显著影响）。

9. ★依据 IEC 62778-2014 检测要求，黑板灯的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0 类危险）。

10. ▲LED 黑板灯满足光束角(半峰光束角)在 CO -C180 面 及

C90 -C270 面 30000 小时或以上与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

时)的差值(绝对值)均≤3°。

11. ▲LED 黑板灯灯显色指数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及

3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 Ra≥95、R9≥95。

12. ▲LED 黑板灯色容差(色品容差)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

时）及 3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 SDCM≤3。

13. ▲LED 黑板灯色温(相关色温)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 时)

及 3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 4800-5200K。

注：第 2 至 13 项技术参数需根据要求提供封面带有 CMA 及 CNAS

认证的国家认可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及全国认证认可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检测报告编号查询证明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

章。

三、★建设要求

1.建设标准：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城市普通中小学校舍建设标准》(建

标〔2002〕102 号)、《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10)、《儿

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GB40070-2021)、《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

明设计安装卫生要求》(GB/T36876-2018)、《中小学教室照明技术规范》（JYBZ



005-2018）、《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教体艺〔2008〕5 号)等有

关国家、行业标准规范(包括替代标准、最新标准)。

2.教室照明标准：

经改善提升后，学校教学场室的室内光环境指标达到《成都市中小学校健康

教室视觉环境规范建设指南》标准，指标如下：

教室照明标准限表

房间或场所
参考平

面

维持平均照

度(lx)

统一眩光

值 UGR

显色指

数

Ra

均匀度

普通教室、音乐教室、

劳技教室、合班教室、

史地教室、科技活动

室、阶梯教室、心理辅

导室、卫生保健室等

课桌面 ≥300 ≤16 ≥80 ≥0.7

舞蹈教室 地面 ≥300 ≤16 ≥80 ≥0.7

美术教室 课桌面 ≥500 ≤16 ≥90 ≥0.7

阅览室(阅览用图书

室)
课桌面 ≥300 ≤16 ≥80 ≥0.7

计算机教室、电子阅览

室(电子信息机房）
机台面 ≥500 ≤16 ≥80 ≥0.7

实验室
实验桌

面
≥500 ≤16 ≥80 ≥0.7

黑板（书写板） 黑板面 ≥500 —— ≥80 ≥0.8

注：照明设计计算照度时，其维护系数均取 0.8。

3.安装调试要求

（1）教室灯安装要求

①应根据场室（教室、功能室、阅览室）实际情况，选择内嵌或吊杆安装的

方式，采用吊杆方式时，吊杆应与灯面垂直，不得倾斜。照明灯具距教室参考平

面的最低悬挂高度不应低于 1.70m。



②教室灯具排列宜采用其长轴垂直于黑板面布置。

③教室安装有风扇，灯具出光面宜低于风扇，且应使用刚性安装。（灯具出

光面水平横向距离风扇叶片 25cm 以上除外）。

④线路须穿管或扣板保护，不得有裸露电线。

（2）黑板灯安装要求

①宜采用吊杆安装方式，灯具平行于黑板安装，灯具距黑板平行间 d≤

1000mm，距黑板上缘垂直距离 h≥100mm，以防黑板灯具遮挡投影仪或对授课老

师产生直接眩光。

②黑板照明灯具的投射角可调节可以满足有（无）电子白板（或投影仪）等

视觉显示终端不同教室的黑板照明要求。（注：教室内都安装有投影设备或交互

大屏）

③线路须穿管或扣板保护，不得有裸露电线。

（3）照明控制安装要求

①教室照明控制应符合 GB50034-2013、GB50099-2011 和 GB50303-2015 规

定。

②教室内的黑板灯具、靠窗户的灯具以及靠内侧的灯具应分别设置电源开关，

能独立的开和关。

③教室照明调光系统分多个回路控制。教室照明灯具第一横排的每个灯具应

由单独回路开关控制，在使用多媒体教学时，可单独开或关。其余每一纵列灯具

由独立回路开关控制。

④黑板照明应分多个回路控制，每个灯具应由单独回路开关控制，在使用多

媒体教学时，可单独开或关。

⑤教室照明系统供电线路设计、线缆选型、施工安装等不得存有安全隐患。



⑥灯具开关控制面板采用固定方式安装在场室易于操作位置，开关控制面板

有实现相关控制功能的按键，不使用含内置电池的开关控制面板。

（4）安装其他要求

本项目安装还包括原有灯具的拆除、清运、规范处理、遮挡灯具安装的电扇

拆除及移装。成交供应商安装新设备过程中如对安装场室（教室、功能室、阅览

室等）的墙面、吊顶、地面、电路线路等原装修、装饰部分造成了影响或者破坏，

成交供应商需将所影响或破坏的部分恢复至原貌。（提供承诺函原件加盖供应商

公章）

4. 成交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供：

（1）检测报告：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场室光环境质

量检测合格报告。检测指标至少包括课桌面维持平均照度、黑板面维持平均照度、

课桌面均匀度、黑板面均匀度、照明功率密度、统一眩光值。

（2）场室光照系统设计方案

（3）视觉环境建设施工方案。

（4）照明系统竣工图等材料。

（5）配置设备产品合格证明材料。

（6）配置设备安装规范性证明材料。

（7）其它与教室视觉环境建设有关的资料。



四、★商务要求

1.项目完成时间：合同签订生效后 30 个日历天完成。

2.资金支付方式、时间、条件：签订合同后，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款

的 40 %；项目完工检测、验收合格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价的 20%；

2023 年财政资金下达后支付项目余款（合同总价 40%）。（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

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后进行支付结算，付款方式均采用公对公的

银行转账，供应商接受转账的开户信息以采购合同载明的为准。）

3、合同价款：报价应是最终用户验收合格后的总价，包括但不限于货物设

计、材料、生产制造、包装、运输、安装、调试、系统集成、人工劳务、检测、

保险、培训、风险、利润、所有税费、采购代理服务费、验收合格交付使用之前

及保修期内保修服务与备用物件和磋商文件规定的其它全部费用。

4.交货地点：成都市玉林中学。

5.售后服务：

（1）成交人提供灯具后需为采购人安装、调试，新灯安装后，要求得到采

购人认可。

（2）质保期为 4年，自检测、验收合格、交付之日起计算。若产品在质保

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人在接到通知后 0.5 小时内响应，24 小时内到达现场

提供售后服务，完成维修或更换，并承担修理调换的全部费用；如货物经成交人

3次维修仍不能达到采购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成交人未能按时交货，采购

人有权退货并追究成交人的违约责任。

（3）质保期内，每学期前成交人须对改造教室灯具进行相应维护保养，以

保证光环境正常。

（4）成交人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5）在质保期内，每年成交供应商需要请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

三个校区共至少抽检 7 间（包括教室和功能室）,并出具检测报告。

6.履约验收方案：

（1）履约验收程序：

第一阶段：普通教室样板间（1间）安装，安装完成后检测合格（检测费用

成交人承担，须提供具有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 CMA、CNAS 检测报告，



且结论为合格，并满足《成都市中小学校健康教室视觉环境规范建设指南（试行）》

指标要求。检测指标至少包括①课桌面维持平均照度；②黑板面维持平均照度；

③课桌面均匀度；④黑板面均匀度；⑤照明功率密度；⑥统一眩光值；⑦频闪等

指标。）后进行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完成其余场室安装。待安装调试完毕后 15 日内，由具有检测资

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磋商文件要求、响应文件响应、合同约定及国家相关

标准进行检测（检测费由成交人承担）,并出具检测报告，抽检场室比例不低于

本项目施工场室总数的 10%，抽检须兼顾学校不同类型的教室，并满足《成都市

中小学校健康教室视觉环境规范建设指南（试行）》指标要求。检测指标至少包

括①课桌面维持平均照度；②黑板面维持平均照度；③课桌面均匀度；④黑板面

均匀度；⑤照明功率密度；⑥统一眩光值；⑦频闪等指标。检测合格并出具检测

合格报告，视为验收合格。若检测不合格，成交供应商须在交货期内整改至合格，

若在交货期内整改数次仍然不合格，视为验收不合格（复检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

承担）。验收不合格采购方有权追究成交供应商的相关责任。

（2）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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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采购合同、

本项目磋商文件的要求、成交人的响应文件及承诺等进行验收。

（3）项目实施中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对供应商和采购产品的技术标准、质

量标准和资格资质条件等有强制性规定的，须符合其要求。

7.包装要求：

（1）供应商须严格按照“关于印发《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通知 财办库〔2020〕123 号”的要求

进行产品及相关快递服务的包装，具体要求查询链接：

http://gks.mof.gov.cn/guizhangzhidu/202007/t20200702_3542278.htm

（2）供应商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交付标的物。对于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约

定不明确的，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

的物且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包装方式。

8.其他要求：

（1）由于新冠疫情，确保人员的健康，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须严格遵行采购

人单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配合采购人实行疫情防控相关工作。（须在其他响应性



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2）供应商提供的产品，需通过国家强制性 CCC 认证（所提供的产品型号

需与 CCC 证书标注型号一致），供应商若成交，在交货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须

在其他响应性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否

则视为无效响应）

（3）供应商若成交，成交人须为拟投入本项目的所有人员购买项目实施期

内意外保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事故均由供应商负责。（须在其他

响应性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否则视为

无效响应）

（4）供应商若成交，成交人在签订合同前须提供技术参数及评分细则中要

求的检测报告及证书原件以备核查，如有发现内容不符或无法提供，采购人将报

同级财政监管部门处理。（须在其他响应性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

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五、其他要求

1. 供应商有完成本项目的能力，有类似相关业绩作为经验。

2. 针对本项目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内容含：

①项目内容及项目重难点分析；②项目进度计划及施工人员安排（提供人员

身份信息文件及联系电话）；③设计灯具布置图、设计施工强电线路图、完整照

明设计方案（包括模拟计算资料、建模效果图、伪色图等）；④施工保证措施（灯

具安装中定位设计、线路改造、开关控制、达标检测等环节的质量控制措施）；

⑤安全施工措施（施工人员的组织与管理、安全文明施工保障、应急防范与处置

等）。

3. 售后服务方案，内容包括：①应急措施、预案及售后服务网点、售后服

务流程及售后服务人员安排（提供人员身份信息文件及联系电话）及相关售后服

务的设施设备；②备品备件供应和响应保障及质保期外售后措施及其他附加服务；

③培训方案措施；④维护巡检措施。

4. 其他有利于项目实施的承诺或证明材料。



说明：1、本章节带“★”号条款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若未满足的，将被

视为无效响应。

2、本章中实质性要求未明确要求证明材料的以供应商在商务应答表或技术

偏离表中对应的应答为准。

3、如供应商提供虚假材料谋取成交，一经核实，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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