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位于四川省广安市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目标是为了改造校园现有网络

监控系统，满足校园监控存储时间要求，对已有监控点位进行查漏补缺。建设内

容整体为安防监控系统改造。本次涉及更换点位为教室内监控相机，每个教室

更换两台摄像机，呈对角照射安装，保证教室内全时段全方位无死角监控；原有

部分公共区域前端摄像机利旧改造。机房部分存储需整合原有监控系统存储，实

现最终达到 90 天存储要求。

针对监控点位，视频图像图像接入校园专有设备网，校园总控中心进行 24

小时实时监控，由中心机房进行 24 小时实时监控和集中存储，全面掌控校园区

域治安动态，并保证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各保安部门能够调用现场实时图像信息

进行指挥和调度。建设时具体方案如下：

数字图像传输方式：监控采用全数字化网络网络摄像机。数字视频信号先进

接入交换机再以光纤网络方式传输，或者通过网络方式传输。

实现 24 小时 90 天高清晰度录像： 主机房监控中心设存储，数据集中存储

到监控中心。时间保留 90天；要求网络摄像机分辨率不低于 1080P格高清存储。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2.1 项目需求

本项目旨在建设一个可行的、先进的、成熟的、高可靠、高可用、易维护、

高安全、高开放、高性能、灵活可扩展、易管理的存储平台，保证各监控应用系

统高质量地提供连续稳定不间断的服务。

存储系统项目的建设中，作为核心基础设施的存储系统，应当达到以下主要

目标：

（1）要求在连续写环境下实现随机读的快速处理；

（2）存储系统要求可靠性高,稳定性强,支持 7*24 小时不间断工作；



（3）采用高性能高可靠性成熟的存储架构，同时满足视频数据存储空间需

求

（4）系统方案设计适用于多台主机和存储系统连接,并且确保无单点故障;

（5）系统可管理性强,管理方式简单,易操作,系统具有自动恢复功能,在断

电后能够迅速重新启动;

（6）支持在视频数据中的在线快速读取所需视频录像;

（7）寻求性价比最佳的存储产品，降低总实施成本；

（8）所有存储服务器部署在机房，实现集中存储，方便后期管理；

★2.2 其他要求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特征描述
计量

单位
工程量

1
安全防范系统工程试运

行

1.名称：安全防范系统工程试

运行

2.结算时需提供调试及运行

报告

3.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

验收规范要求

系统 1

2 双绞线缆测试

1.名称：安全防范系统工程试

运行

2.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

验收规范要求

链路 74

3 光纤测试

1.名称：光纤测试

2.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

验收规范要求

链路 4

2.3 项目总体配置：

配置清单

序号 名称、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综合安防管理平台 套 1

2 半球摄像机（核心产品） 台 74

3 视频存储设备 台 3

4 千兆交换机 台 8

5 核心交换机 台 1



6 超五类网线 米 9000

7 光缆 2芯多模 米 500

8 硬盘 8TB 块 120

9 交换机（9U 机柜） 个 8

10 PVC 线槽 100*60 米 960

2.4 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序号
名称、规格、型

号
要求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综合安防管理平

台

1.综合安防管理平台，支持统一管

理视频监控、一卡通、车辆管控、

报警检测、综合管控等应用，实现

安防系统的智能化应用及统一集成

化管理

2.最大支持监控点管理容量≥1000

路，最大支持用户≥1000 个，本次

项目配置授权路数要求：监控≥300

路

3.支持用户密码有效时间段进行设

置管理，支持用户 IP 绑定，指定 IP

地址用户才能登录平台；支持 BS,CS

客户端以及Android等移动端应用；

★4.支持自动在 1/4/6/9/16 等画

面分隔模式间进行监控点轮巡预

览，轮巡时间可设置，支持全屏显

示，预览画面支持监控点信息、语

音对讲、开关声音、云台与镜头控

制、抓图、多图抓拍等；（提供国

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并加盖投标人鲜章证明）

5.支持门禁设备接入、管理和控制，

支持门禁权限配置和下发，支持卡

（含身份证）、人脸、指纹、卡密

码等凭证单独或组合使用的认证方

式；

6.支持多色彩展示运行告警状态，

支持告警统计、概览、处理、支持

告警记录查看、查询，支持告警单

套 1



条、批量处理；支持系统最近 7天

每日告警数统计，支持评分量化系

统监控指数，显示系统运行状态

7.支持导航视图管理，对系统内各

节点进行查看、增加、删除、修改、

展示、查找；

8.支持对系统内所有服务器进行监

控，包括名称、IP 地址、状态，未

处理告警数、CPU 使用率、内存使用

率、磁盘容量、主机代理版等；支

持对系统内所有组件信息进行监

控；

★9.支持全景摄像机，实现 360 度

全景监控，可以对全景区域内的多

个目标进行穿越警戒面、区域入侵、

进入区域、离开区域行为的检测；

（提供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

检测报告并加盖投标人鲜章证明）

10.支持对陌生人识别，人脸不在名

单内时，系统自动报警；支持以脸

搜脸；

11.支持获取报警主机所有防区信

息，包括扩展防区；支持对扩展防

区进行布防、撤防、旁路、旁路恢

复操作；支持接受扩展防区上报事

件；

12.支持校时功能，支持对设备和平

台服务校时。

13.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验收

规范要求

2
半球摄像机

（核心产品）

1.高清半球摄像机，视频分辨率和

帧率≥2688*1520、25 帧/秒，支持

水平、垂直、旋转三轴调节，视频

压缩标准支持 H.265 和 H.264;

2.镜头光圈≥F1.0(即 F 值≤1.0)，

彩色最低照度≤0.0005lx，支持≥

120db 宽动态；

3.内置≥1 个麦克风，内置补光距离

≥30 米（红外），防护等级不低于

IP66.

4.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验收

规范要求

台 74

3 视频存储设备 1.网络存储主机，可接入硬盘≥48 台 3



块；不低于 64 位多核处理器，≥4GB

内存，内存支持扩展到≥64GB，≥2

个千兆网口，≥4 个 USB3.0 外部接

口

2.支持 1TB,2TB,4TB,6TB,8TB,10TB

等容量硬盘

★3. 支持 RAID0、1、5、6 等 RAID

模式，支持全局、局部等多种热备

选择，支持坏盘自动重构；（提供

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

告并加盖投标人鲜章证明）

4.计入宽带≥1500Mbps，支持对视

音频、图片、智能数据（智能行为

分析录像）流进行混合直存，无须

存储服务器和图片服务器的参与，

平台服务器宕机时，存储业务正常；

★5.支持根据业务需要设置重构速

度，至少具有低中高全速等重构速

度配置，支持显示重构速度，支持

损坏的 RAID 按找 RAID 损坏等级进

行重构；（提供国家认可的检测机

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并加盖投标人鲜

章证明）

6.支持灯光报警，支持按照故障紧

急程度分级报警，不同级别闪烁不

同颜色灯，闪烁频率，时长可设；

支持系统盘更换，更换系统盘并配

置信息后，再次开机无需人工介入，

业务自动恢复，不丢历史数据；

7.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验收

规范要求

4 千兆交换机

1.可用千兆电接口数量≥16，可用

千兆光接口数量≥2

2.交换容量≥32Gbps；转发性能≥

23Mpps

3.支持通过管理平台对交换机进行

POE 功率管理，包括整机/端口功率

监控，POE 功能开启/关闭，支持通

过管理平台对交换机端口远距离传

输配置，最远传输距离可达 250 米；

支持通过管理平台对交换机进行高

优先级端口配置，处于高优先级端

台 8



口的数据会被优先转发；配置同品

牌光模块 2个

4.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验收

规范要求

5 核心交换机

1.可用千兆电接口数量≥24，复用

的千兆光口数量≥8，非复用万兆光

接口数量≥4，支持 1个扩展槽位，

支持 40G（QSFP+）端口；支持独立

的 CONSOLE 管理串口，≥1个带外管

理口；支持 USB 拷贝文件，MicroUSB

登陆设备功能；支持模块化电源数

量≥2，模块化风扇数量≥2；交换

容量 756Gbps/7.56Tbps；转发性能

≥222Mpps/396MPPS;设备内存容量

≥2048Mbytes，端口平均转发时延

≤3us；

2.支持 IPv4ACL表入方向≥2K+出方

向≥512 条；MAC 地址表≥64k，ARP

表≥32k，端口 MAC 地址缓存能力≥

2048 个

3.支持 802.3az（EEE）能效以太网

标准；支持 STP/RSTP/MSTP/PVST,

支持 ERPS/RRPP/smartlink 并且收

敛时间均在 50ms 之内；支持

RIP,OSPF,BGP,IS-IS 协议，支持

RIPNG,OSPEV3,BGP4+,IS-ISv6 协

议，支持 IPV4/IPV6 策略路由；配

置同品牌光模块 8个；支持虚拟化

本地负载分担、虚拟化单点管理功

能、9台设备堆叠、虚拟化堆叠链路

冗余保护收敛时间小于 50MS

4.支持 VXLAN 二层胡同，VXLAN 集中

式网关三层互通、EVPN 分布式网关

二三层互通功能

5.支持通过网管平台实现统一运维

管理，在平台上实现对接入的交换

机和终端设备进行系统拓扑展示机

管理，支持以下不同图标展示接入

设备间的连接方式，包括网线，光

纤和无线连接

6.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验收

规范要求

台 1

6 超五类网线
1.敷设方式：详设计，规范或方案

2.包含敷设网线的辅材（水晶头、
米 9000



胶布、线卡、扎带等），该工程量

为暂估，结算时需提供收方单

3.包含教学楼原有的移位和监控线

路的整改，原有机房线路的整理等

工作内容

4.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验收

规范要求

7 光缆 2芯多模

1.规格 ：2芯多模光缆

2.敷设环境 详设计，规范或方案

3.包含敷设光缆的辅材（熔纤、胶

布、线卡、扎带等），该工程量为

暂估，结算时需提供收方单

4.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验收

规范要求

米 500

8 硬盘 8TB

1.容量 ：8TB/7200 转/256MB/SATA

2.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验收

规范要求

块 120

9
交换机（9U 机

柜）

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验收规

范要求
个 8

10 PVC 线槽 100*60

1.材质：PVC

2.规格:100*60

3.敷设方式：详设计，规范或方案

4.包含敷设线槽的辅材，，该工程

量为暂估，结算时需提供收方单

5.其它：满足设计要求及施工验收

规范要求

米 960

注：1.签合同之前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提供证明材料原件备查，如发现有

参数或性能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将被视为虚假响应，并移交采购监督部门处

理。

2.本项目核心产品：半球摄像机

★三、项目商务及服务要求

1.完成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20日历天内完成供货、安装、调试等，达到

验收标准。

2.履约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作为预付款；

（2）全部项目安装调试完毕并经验收合格之日起，甲方接到乙方的通知与

票据凭证资料及结算资料后，达到付款条件起30日，支付到合同总金额的100%；

4.质保期：验收合格后三年（须提供承诺函）。

5.供应商须承诺（单独提供承诺函）：凡涉及产品CCC、进网许可等针对产

品的强制认证或许可证明，交货现场提交复印件给采购人查验，如无法提供，自

动放弃成交资格。

6.质量要求

(1)成交供应商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表面无划伤、无

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

(2)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本项目谈判文件的质量要

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3)货物制造质量出现问题，成交供应商应负责维修。

(4)货物验收合格，交付采购人使用前由于成交供应商运输、装卸、保管不

当造成的质量问题，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7.售后服务要求：

(1)供应商对采购人相关人员进行系统性培训，直到相关人员能熟练使用并

能简单维护为止。

(2)供应商应有完善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体系，能为采购人提供 7×24 小时的

技术支持服务。

(3)故障问题解决后 24 小时内，应向采购人提交问题处理报告，说明问题

种类、问题原因、问题解决中使用的方法及造成的损失等情况。

(4)在质保期内，供应商对所投产品提供每季度不少于 1 次的巡检和维护保

养。

(5)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通知后 12 小时内响应到场，

24 小时内处理，并承担处理的费用；如货物经成交供应商 1 次处理仍不能达到

本项目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成交供应商未能按时交货，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追究

成交供应商的违约责任。供应商应派专人负责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8. 验收标准：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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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 号）以及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进行组

织验收。

四、政府采购政策要求

1.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单位视同小微企业）价格扣除根据《关

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政

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

2.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中小企业应当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原件,监狱企

业应当提供《监狱企业证明》原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提供《残疾人福利性

单位声明函》原件。

3.采购项目属于国家规定的优先、强制采购范围的，应在采购需求中依法体

现优先、强制采购相关规定。

4.本章的要求不能作为资格性条件要求评审，如存在资格性条件要求，应当

认定谈判文件编制存在重大缺陷，谈判小组应当停止评审。

5.采购项目属于国家规定的优先、强制采购范围的，应在采购需求中依法体

现优先、强制采购相关规定。

五、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说明：

1、采购项目属于国家规定的优先、强制采购范围的，应在采购需求中依法

体现优先、强制采购相关规定。

2、打★号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有负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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