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

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采购内容及技术要求

序

号

产 品

名称

技术参数及要求 数量 单位

1 LED

教 室

灯

★1、LED 教室灯整灯通过国家强制性 CCC 认证。提

供 CCC 认证证书复印件及国家认监委官网查询截图

证明。

2、LED 教室灯功率 36±5W，功率因数≥0.90，教室

光通量≥2800LM，光效≥80LM/W。提供国家认可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

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3、LED 教室灯色温在 5000±200K 区间。提供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

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4、LED 教室灯显色指数≥90，特殊显色指数 R9≥50。

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

章。

▲5、为使课桌面达到最佳照度均匀度与防眩效果，

LED 教室灯半峰边角（50%）在 C0-180 面满足 70°±

2°；在 C90-270 面满足 68°±2°。提供国家认可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 GB/T 9468-2008《灯具分布

光度测量的一般要求》以及 IES LM-79-08《固态照

明产品的电气和光度测试》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6、LED 教室灯光生物安全检测为“无危险类”。提供

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7、LED 教室灯频闪质量特性认证结果为无危害频闪

或无频闪危害。提供国家法定认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

书复印件及国家认监委官网查询截图证明。

8、LED 教室灯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且蓝光质量特性

认证结果为低蓝光。提供国家法定认证机构出具的认

证证书复印件及国家认监委官网查询截图证明。

9、LED 教室灯护眼质量特性认证结果为眼舒适。提

供国家法定认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及国家

认监委官网查询截图证明。

423 套



10、LED 教室灯视觉健康舒适度（VICO）≤2。提供

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11、为了保证防火安全，LED 教室灯灯盘、格栅、电

源壳、装饰盖及扩散板符合 V-0 等级。提供国家认可

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

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12、为了有效防止苍蝇等昆虫侵入灯体内部，影响灯

具卫生及寿命，LED 教室灯满足 IP40 或以上等级要

求。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

章。

13、LED 教室灯光通维持寿命≥50000 小时。提供国

家法定认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及全国认证

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证明。

▲14、LED 教室灯应为一体式灯具。格栅网面内侧应

有防尘板（膜）；LED 教室灯应实现背部透光，提高

教室照明舒适度，平行排布；LED 教室灯采用吊杆式

安装时，吊杆应采用铝型材质管。提供规格书及实物

照片证明。

▲15、LED 教室灯驱动电源采用外置方案，并采用弹

出式设计，便于产品免工具维护及升级安全操作。弹

出按钮设计，便于人手操作。为避免外盒弹片与内盒

触片接触面过小，要求输入输出 4个内盒触片单个触

片接触面不得小于 9mm×5mm。提供规格书及实物照

片证明。

▲16、为了满足教学需求，提高教学质量，LED 教室

灯必须可拓展套接式音箱扩声的功能。可拓展的教学

音箱必须水平横向套接在教室灯一端，教学音箱内置

喇叭必须直接朝下扩声设计。提供规格书及实物照片

证明。

17、为了提升健康教学环境，LED 教室灯必须可拓展

套接式紫外杀菌灯。

▲18、为了实现良好的杀菌效果并方便杀菌灯维修更

换，紫外杀菌灯必须水平横向套接在教室灯一端，紫

外杀菌灯的出光口必须直接朝下设计。提供规格书及

实物照片证明。

19、LED 教室灯在普通中小学校教室真实环境中经过

3 年使用后，课桌面平均照度≥300LX、课桌面照度

均匀度≥0.7、功率密度≤7W/㎡、统一眩光值≤16。

提供国家认可第三方检测机构在两间不同教室检测

后依据 GB/T 5700-2008《照明测量方法》、GB

50034-2013《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以及 GB 7793-2010

《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出具的两份带



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20、LED 教室灯通过教室健康照明环境认证。提供国

家法定认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及国家认监

委官网查询截图证明。

2 LED

黑 板

灯

★1、LED 黑板灯整灯通过国家强制性 CCC 认证。提

供 CCC 认证证书复印件及国家认监委官网查询截图

证明。

2、LED 黑板灯功率 45±5W，功率因数≥0.90，LED

黑板灯光通量≥3000LM，光效≥75LM/W。提供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

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3、LED 黑板灯色温在 5000±300K 区间。提供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

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4、LED 黑板灯显色指数≥90，特殊显色指数 R9≥50。

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

章。

▲5、为使黑板面达到最佳照度均匀度与防眩效果，

LED 黑板灯半峰边角（50%）在 C0-180 面满足 114°

±2°；在 C90-270 面满足 24°±2°。提供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依据 GB/T 9468-2008《灯具分

布光度测量的一般要求》出具的带有 CMA 或 CNAS 标

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6、LED 黑板灯“闪烁”项目检测结论为“无显著影

响”。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

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

鲜章。

7、LED 黑板灯光生物安全检测为“无危险类”。提供

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章。

8、为了有效防止苍蝇等昆虫侵入灯体内部，影响灯

具卫生及寿命，LED 黑板灯满足 IP40 或以上等级要

求。提供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封面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供应商鲜

章。

9、LED 黑板灯光通维持寿命≥50000 小时。提供国家

法定认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及全国认证认

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截图证明。

▲10、LED 黑板灯应为一体式灯具，不接受组合式灯

具。LED 黑板灯灯体背部须有一体成型导槽，用于吊

装安装，导槽宽度不小于 20mm，且不允许有缺口；

灯体与吊杆链接部件通过底部两个固定勾脚与灯体

94 套



导槽配合。供应商必须提供规格书及实物照片证明。

▲11、LED 黑板灯驱动电源采用外置方案，并采用弹

出式设计，便于产品免工具维护及升级安全操作。

12、弹出按钮设计，便于人手操作。为避免外盒弹片

与内盒触片接触面过小，要求输入输出 4个内盒触片

单个触片接触面不得小于 9mm×5mm。供应商必须提

供规格书及实物照片证明。

13、LED 黑板灯在普通中小学校教室真实环境中经过

3 年使用后，黑板面平均照度≥500LX。提供国家认

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在两间不同教室检测后依据

GB/T 5700-2008《照明测量方法》、GB 50034-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以及 GB 7793-2010《中小学

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出具的两份带有 CMA

或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14、LED 黑板灯通过教室健康照明环境认证。提供国

家法定认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书复印件及国家认监

委官网查询截图证明。

备注：以上标记“★”技术参数为实质性要求，标记“▲”为重要参数。以上两

样产品均为本项目核心产品。

二、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必须是正规品牌，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符合国

家规定的相关质量标准，满足磋商文件的技术参数要求，并提供最新批次货物且

随货提供有效的检测报告或检验合格证书。货物在运送到采购人指定地点时，包

装无破损，表面无划伤。

2、成交供应商必须确保供应货物的质量，因货物质量造成的损失全部由成交供

应商赔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成交供应商当事人和

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3、安全责任：在整个供货、安装、售后维护期间，在项目实施地点范围内，所

有安全责任均由供应商负责。

4、售后服务要求：

1）供应商所投产品质保期为一年。

2）质保期内，所有设施设备需免费上门进行维修维护。供应商提供 7*24 小时

技术维护服务，自接到服务通知后 2 小时内响应，6 小时内到达现场，24 小时内完

成维修或更换，并承担修理更换的费用，若在 24 小时内无法排除故障，要求在 48



个小时（含确定故障时间）内提供与原商品相同或经使用人认可的相近档次备用产

品。若需对坏件更换或送修，应先将备件安装到用户使用现场，待坏件维修好后再

换回备件；质保期后，中标供应商应向采购人提供及时的、优质的、价格优惠的技

术服务和备品备件供应。

3)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大面积出现质量问题，采购人有权退、换货并追究供货商的

违约责任。

三、商务条款（实质性要求）

1、交货期及完工期：签订合同后 30 天内完成安装及调试；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 1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项目安装调试完成，

验收合格后 15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70%货款。

4、本项目报价为人民币报价 ，中标价就是包干价，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的实际

情况与自身现实情况，并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自行报价（含设

备、材料、人工、管理、保险、利润、税费等其他有关各项的全部费用）。供应

商应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况与自身现实情况，并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

的风险自行报价。 若因供应商自身原因造成的漏报、错报而导致重复工作成本，

由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会承担任何费用。

5、验收方法和标准

1）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

响应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

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采购文件及响应文件中

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2）采购人在规定时间内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并已使用货物的，视同已安装调试

完成并验收合格。

3）其他未尽事宜应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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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验收。

6、合同实质性条款

甲乙双方应根据本采购项目的特点，在不违背磋商文件要求、招标承诺的原

则下，就具体条款进行修改和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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