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政府采购合同内容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本项目为大英县照明节能及管理系统升级改造项目采购。通过合同能源管理

的方式实施，将大英县城区范围内的照明系统打造成资源节约型、管理智能化新

型智慧城市，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将由采购人与投标人分享。投标人需认真评估

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效率，项目服务周期内的分享比例由投标人提出，服务期内

改造的设备及软件由投标人负责服务期间的维护管理。服务期满后所有由投标人

投入的设施设备及软件将全部完好地移交给采购人。

（二）★项目内容及服务要求

1．建设目标

（1）实现大英县城区路灯的替换更新。通过本项目，将大英县城区指定范

围内老旧的高压钠灯全部替换为高质量可调光的暖光 LED 路灯，保证道路照度及

亮灯率达到国家标准，保证城区的形象和安全。

（2）实现大英县城区路灯管理智慧化。通过本项目智慧化改造后，可以根

据服务和管理需要，实现对单灯的精确开关、调光、状态查询、故障定位、资产

管理和数据记录，达到“资产管理精细化、工作流程标准化、应急处理智能化、

决策判断科学化”，提升城区路灯服务水平和管理效率提升。

（3）实现大英县城区路灯节能降耗。采用“LED 替换+智能改造”综合解决

方案，在 LED 灯替换钠灯一次节能的基础上，通过管理平台的智慧管理，实现二

次管理节能。项目实施完成后，实现改造区域路灯节电率达 65%以上。

2．实施范围

（1）郪江东路西段、郪江东路东段、广场坝子、政府后大门、隆盛小区、

天骄南路、南华路（工业园区）、罗家湾小区、死海东街、中海大道、育才路、

银杏街、死海北街、天星大道、政务中心门口、天星村、转轮小 A区、转轮小 B

区、兴科街、督学街、天平街、玉兰街、郪江北路、智水街、河边街、民生路、

熊家湾安置小区、检察院旁边、公园路、魁山路、江西路、江西四路、江西三路、

江西一路、五星北街、五星西街、正大街、五星南街、五星东街、蜀西一路、蜀

中路、蜀西四路、蜀东二路、蜀东一路、书院街、梨园街、盐桥街、盐桥后街、

小康路、一品鼎城（基井街）、站北街、站东路、江南东路、东升街、凉湾小区、



庙山路、盛马大道、丰盛街、大南街、盛大街、小南街、新华街、交通下街、客

馆街、双桥路、新汽车站（双桥路）、新火车站、水井街、文化横街、文化街、

渠县街、海事后街、朝阳街、郪江中路、外滩巷、交通上街、碑亭街、百花街、

花石街、马鞍街、三岔街、明源路、蓬乐街、玉山香林小区、太吉大道、西环线、

玉峰街、紫薇街、玉峰北街、贾岛街、广场北街、威武街、贾岛后街、贾岛后街

东段、政府街、广场南街、和顺街、和顺巷、贾岛后街西段、金元街、万福街、

气象局路、张家湾安置房、金阳街、金阳后街、铁鼓街、金泉街、金福巷、环城

路、建设路、建设一巷、建设二巷、富民街、祥瑞街、邮政街、商业北街、商业

南街、明星西街、明星北街、明星南街、顺河路、恒发街、104 乡道、环城路、

白鹤坡、蓬莱路、罗家湾工业园、粮油仓库等。

（2）上述街区初步统计钠灯数量约为 2639 盏，节能灯 1041 盏，配电控

制柜约 69 台，按照钠灯功率分类统计如下：

序号 功率 数量（单位：盏）

1 400W 77

2 250W 1001

3 150W 1561

4 15W 节能灯 1041

合计 3680

注：具体规格型号与数量请各投标人自行前往现场踏勘确定，最终实施规格

及数量以验收数据为准。

3．服务内容

（1）对实施范围内的路灯进行节能改造及管理智慧化升级，具体工作为：

1 将高压钠灯和节能灯更换为高光效 LED 照明灯具并加装单灯控制器等智

慧测控设备。

2 增设集中控制器等智控设备，对配电柜进行智能化改造。

3 搭建智慧照明管理系统，实现道路照明智慧控制。



（2）投标人提供服务期内的智慧路灯平台运营管理服务，并负责系统维护、

软件升级和技术支持。

（3）投标人提供服务期内因本项目新增设备的质保服务。

4．服务要求

（1）投标人需为采购人提供包括：项目方案、设备采购、工程施工、设备

安装调试、设备维护、平台运营服务和人员培训等一整套的服务方案。

（2）节能项目施工完毕后，在服务期内，投标人负责因本项目新增设备的

售后质保、保养并承担其费用，为采购人提供全程的售后服务支持，以确保整个

智慧路灯平台正常运行，改造区域内市政道路照明达到亮灯率 98%以上。

（3）在设备出现故障时，投标人应在采购人相关人员的配合下，1小时内

响应，48 小时内排除故障。

（4）节假日及重大活动前，投标人应对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和维保。

（5）服务期内，改造设备所有权归投标人所有，使用权转移至采购人。服

务期结束后，改造设备所有权及使用权均无保留全部移交至采购人。

（6）投标人施工过程服从采购人的安排，不得影响指定区域的正常照明。

（7）道路照度要求

项目实施后，道路照度需要求满足机动车交通道路照明标准：

级别

道

路

类

型

路面亮度 路面照度

眩光限制阈

增量TI(%)

最 大初始

值

环境

比SR

最小

值

平 均 亮 度

Lav（Cd/㎡）

持值维

总均

匀度

U0 最

小值

纵向

均匀

度 UL

最小值

平均照度

Eh,av(Lx)维

持值

均匀

度 UE

最小值

Ⅰ 快速路、

主干路

1.0/2.0 0.4 0.7 20/30 0.4 10 0.5

Ⅱ 次干路 0.75/1.0 0.4 0.5 15/20 0.4 10 0.5

Ⅲ 支路 0.5/0.75 0.4 - - 8/10 0.3 15 - -

备注：因现有道路路宽、灯杆距、灯杆高等原有设计不合理，树木建筑物遮

挡等实际情况所形成的客观原因除外。



（8）监督考核标准

采购人对投标人在服务期内的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考核，对设施管

理不到位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给予相应处罚。监督考核采用月度考核形式开展。

1 月度考核标准：

序

号
项目 详细内容

满

分
备注

1 亮灯率 道路亮灯率≥98% 50

道路亮灯率每发现一次低于标

准扣 1分。(电力故障或其他市

政原因等除外)

2 设施完好率
LED 灯具设施完好，无断裂及

严重锈蚀
20 发现一处扣 1分

3 照度标准 根据城市道路照明规范 20 出现一处扣 2分

4 维护及时率
1小时内响应，48 小时内排

除故障
10 一次不及时扣 1分

2 月度考核方法：

1）考核总分值为 100 分，考核结果作为拨付项目服务费的依据。

2）采取考核方式，每月考核 1次。当月考核得分达 90 分以上（包括 90 分）

为达标，不扣罚当月项目节能效益分成；得分低于 90 分高于 80 分（包括 80 分），

每低 1分扣减当月节能费用 1%；得分低于 80 分，每低 1分扣当月项目服务费的

2%。

（三）拟改造产品技术要求：

为保证城区道路灯具美观一致，投标 LED 灯具需采用同系列产品且保持统一

外观设计，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道路照明要求结合项目实际情况提供 3种及以上

功率规格的 LED 灯具，主要包含 150±15W LED 灯具、90±9W LED 灯具、60±6W

LED 灯具。节能改造产品技术要求如下：

序

号

产

品

名

称

技术参数 备注

1 LED

灯

1．灯具采用一体压铸成型，一体化散热，流线型设

计，造型美观，外观平整光滑、没有毛刺，具有自清洗功

每一条

技术参



具 能。灯具主体为高压铝合金，强度和安全性高，灯具主体

不得有塑制材料（透镜除外）。

2．★所使用的 LED 芯片封装为非集成式。

3．产品使用寿命不低于 5万小时。

4．▲整灯光效≥150lm/W。

5．▲显色指数≥73。

6．▲灯具色温满足 3000±50K。

7．▲灯具功率因数：＞0.97。

8．工作温度范围：-30℃～50℃；工作湿度范围：10～

90%。

说明：以上所有技术参数均需提供证明材料（产品规

格书或第三方检测报告），其中带▲项目需提供国家认可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完整检测报告复印件及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结

果截图证明，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数需要

三款 LED

灯具同

时满足

方算满

足

2

LED

模

组
功率 40±4W，采用 CSA016 标准尺寸接头

3

单

灯

控

制

器

一

1．采用标准 NEMA 接口，采用电力载波通讯（PLC）

方式，静态功耗＜2W。工作电压：96～264V（AC），工作

温度：-40℃～+85℃。

2．具有远程开关功能，内部最大 16A 继电器输出。

3．支持设备自动归属功能，故障信息主动上报功能。

4．支持 PWM 和 0-10V 调光输出接口。

5．支持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素、电能远程读

取功能，数据检测精度≤5%。

6．具备高压气体放电灯灯具、电源，补偿电容损坏，

LED 灯故障检测功能。

说明：以上所有技术参数均需提供证明材料（产品规

格书或第三方检测报告）。

4

单

灯

控

制

器

二

1．采用电力载波通讯（PLC）方式，静态功耗＜2W，

工作电压：96～264V（AC），工作温度：-40℃～+85℃。

2．具备远程开关功能，内部最大 16A 继电器输出；

3．支持设备自动归属功能，故障信息主动上报功能。

4．支持 PWM 和 0-10V 调光输出接口。

5．具备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素，电能远程读

取功能，数据检测精度≤5%。

6．具备高压气体放电灯灯具、电源，补偿电容损坏，

LED 灯故障检测功能。

说明：以上所有技术参数均需提供证明材料（产品规

格书或第三方检测报告），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5 双

灯

1．采用电力载波通讯（PLC）方式，静态功耗＜2W，

工作电压：96～264V（AC），工作温度：-40℃～+85℃。



控

制

器

2．具备远程双路开关功能，内部最大 16A 继电器输

出，可独立控制开关；

3．具备双路调光接口，PWM 或者 0-10V，可单独控制；

4．具备电流、电压、功率、功率因素，电能远程读

取功能，数据检测精度≤3%。

5．具备高压气体放电灯灯具、电源，补偿电容损坏，

LED 灯故障检测功能。

6．具备故障信息主动上报功能；

说明：以上所有技术参数均需提供证明材料（产品规

格书或第三方检测报告），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6

集

中

控

制

器

1．▲电压输入 AC96V-AC500V，工作频率 47～63Hz，

工作温度范围：-30℃～+85℃。

2．具备数据采集：能够及时采集包括电压、电流、

功率、功率因数、电能等。电参数测量分辨率及误差：

(1)电压：分辨率为 0.01V，误差±0.5%。

(2)电流：分辨率为 0.001A，误差±0.5%。

(3)功率：分辨率为 0.001KW，误差±0.5%；

(4)功率因素：分辨率为 0.001,误差±0.5%。

(5)电能：分辨率 0.01KWH，误差±1%。

3．▲支持漏电检测，配合交流零序互感器进行测试，

支持配电箱状态故障报警功能。

4．▲具有自主运行功能，可实现内置策略，自主执

行任务，同时具备在线升级功能，支持本地和远程升级。

5．▲外部设备可扩展性：提供一路 13.5V/200mA 直

流电压，供外部扩展设备使用。

6．静放电抗扰度：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应能承受加

在其外壳和人员操作部分上的8KV直接静电放电以及邻近

设备的间接静电放电而不发生错误动作和损坏。

7．工频磁场抗扰度：能抗御频率为 50Hz、磁场强度

为 400A/m 的工频磁场影响而不发生错误动作，并能正常

工作。

8．▲内置不少于 4路 DO 开关量输出，6路开关量 DI

输入检测，2路交流 DI 输入检测。

9．▲液晶屏显示采集数据，可手动开关操作。

10．通讯协议支持

4G/PLC/LORA/ZIGBEE/NBIOT/433/Ethernet/RS485 等多种

通讯，提供 USB、RS485，RJ45 等接口。

11．▲支持内置外置电表，可测至少 3路电压、6路

电流。

12．▲支持内置电源或外置电源，断电可持续工作 1

小时以上。

说明：以上所有技术参数均需提供证明材料（产品规

格书或第三方检测报告），其中带▲项目需提供国家认可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完整检测报告复印件及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结

果截图证明，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7

智

慧

照

明

系

统

1．▲系统采用 B/S 架构，模块化设计，能实现远程

云平台控制；同时系统支持 SDK 包、API 接口等多种接口。

2．▲系统容量：具备大于 100 万台配电柜、200 万只

灯杆，400 万个光源信息的存储量。

3．▲调光输出应具有高阻模式，出现故障不影响灯

具正常工作。

4．支持 PLC、ZigBee、NB-IOT、LoRa、2G/4G 等多种

通信方式终端，统一平台同屏管理。

5．▲GIS 地图功能：支持项目视图/控制柜视图的快

速切换，支持 2D/3D 地图一键切换，同时支持用户地图导

入系统，提供快速检索功能，通过输入设备 UID 可以快速

在地图上定位设备的位置。

6．▲终端快速布局功能：终端设备收尾两个位置确

认后，其他设备会自动进行等距分布，用户可以通过鼠标

对单个设备或整条线路进行位置调整。

7．终端列表功能：提供控制柜管辖的所有终端列表，

列表显示终端的：报警状态、等级状态、UID、灯杆号、

电参数、漏电压、电压采集时间、灯头状态更新时间等信

息。

8．▲支持终端地址（UID）自动识别、灯杆定位采集、

查看警报历史、查看集控详情、查看地图、设备操作、查

看灯具详情、查看项目详情操作。

9．▲系统支持 RFID 或手持设备自动抄录功能，通过

RFID 或手持设备实现自动录入终端。

10．▲在地图界面提供设备信息框：点击设备可快速

显示集中器的电参数、开关状态、故障状态、连接状态等

信息；显示控制终端的电参数、等级状态、故障状态、灯

头数量等信息。

11．▲系统控制准确率：对系统进行≥100 次控制，

执行成功率为 100%。

12．▲系统支持浏览器或手机 APP 操作，同时支持通

过设置控制号码，可以通过短信发送命令实现对设备的控

制，实现开关灯、调光等操作。

13．系统支持脱机运行、远程和本地升级。

14．▲校时功能：具有自动/手动对时功能，支持 GPS、

北斗、网络对时方式，保障设备时间精准性。

15．▲支持经纬度、时控、光控、经纬度+光控、时

控+光控等控制方式，并支持车速、车流量及光照度等级

来控制调光等。

16．▲点击控制柜即可显示该柜管辖的所有终端范

围和具体位置。

17．▲系统支持点击任何一盏路灯，系统就可以显示



该路灯隶属线缆，并可以快速定位故障位置以及线缆的走

向。

18．▲灯具寿命警报功能：可根据终端上行的数据进

行判断，若终端内几率的灯具使用时长大于或等于设定值

则产生警报。

19．▲具备电缆24小时防盗监测功能，可扩至12路；

具备电流测量功能，可扩展至 32 路；支持回路控制功能，

可扩展至 64 路。

20．▲报警功能完善：报警功能的参数、条件、门限

值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单独设置；报警的启用/关闭；报

警按列表分类，可自动筛选；报警定位，GIS 地图显示。

21．▲支持多种报警类型：意外亮灯、意外灭灯、任

务内异常开关灯、线路过压、线路欠压、线路过流、控制

柜断电、控制柜漏电、功率因素越限、柜门开启、甲流接

触器故障、漏电保护器故障、灯具故障、电源故障、节点

丢失、灯具过流、灯具过压、灯具欠压等

22．▲支持集团短信和短信 MODEM 两种短信报警模

式，可同时向多人发送报警短信。

23．可设置多任务设置：工作日运行模式、双休日运

行模式、节日运行模式、回路任务模式、终端任务模式等。

24．根据报警内容进行派工，并对处理结果进行记录

保存。

25．▲支持多种类型灯具：LED 灯、白炽灯、高压钠

灯、陶瓷金卤灯、无极灯等。

26．统计亮灯时长：智能路灯具备亮灯时长统计功

能，自动读取上报亮灯时长时间，以考核灯具寿命时长。

27．▲具备应急调度措施：可实现所有运行状态下的

终端立刻定制运行、立刻关闭、打开等应急调度。

28．▲资产管理功能：可根据用户需求，将照明资产

和照明设施纳入系统进行管理，根据设施类型进行设施量

登记、增加、减少、变更、查询、汇总、报表等，并进行

进、出仓和库存管理和查询、汇总等。

29．▲数据报表功能：可提供亮灯率、节能率、项目

用电量统计、能耗监测、用户智能电表统计、终端分析、

终端故障、单灯日报表等多种类型数据报表，并支持数据

导出。

30．▲节能分析功能：终端节能，支持根据智能电表

的年报表进行计算分析钠灯改为 LED 等节省的电能；系统

节能，可测算设置任务后节省的电能。

31．用户管理功能：系统应具有多级权限设定功能，

可对不同用户进行权限设置。

32．在线用户功能：支持在线用户查看，并可对不同

用户进行权限设置。

33．业主功能：支持同一上位机，多业主权限配置。



34．员工功能：支持统一上位机添加多个员工。

35．▲安全防护功能：具有多级安全防护措施，具有

用户认证机制，控制命令二次确认功能。

说明：以上所有技术参数均需提供证明材料（产品规

格书或第三方检测报告），其中带▲项目需提供国家认可

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完整检测报告复印件及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结

果截图证明，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注：上述表格中带“▲”符号的技术参数为本项目的重要技术参数，不满足

的按综合评分明细表的规定作扣分处理。

（四）★商务及其他要求：

1．付款方式及服务费：投标人应按合同约定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日常运行

进行管理服务，采购人按投标人响应的分成比例从能源费用节约额（节能收益）

中拨付给投标人，按月度支付，下一月支付上一月的服务费（节能收益*分成比

例），投标人需向采购人递交服务费普通发票。

2．改造工期要求：签订采购合同后90天内完成节能系统的改造安装、调试，

并交付采购人验收使用（如由于采购人实际需求而导致施工时间不足的，双方协

商可适当延长时间）。

3．服务地点：招标人指定地点。

4．本项目服务期限为8年（96个月）。

5．服务响应要求：服务期内，供应商提供设备运维服务，若出现质量问题

或其它情况导致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的，投标人在接报后1小时内响应，48小时内

排除故障。否则，按照考核要求扣减服务费。

6．验收标准：本项目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颁布的有关

标准、规范的要求以及本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人的投标方案进行履约验收，如验

收不合格，根据情况扣除合同款项，并报本项目同级财政部门按照政府采购法律

法规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或者以失信行为记入诚信档案。

7．投资回报：投标人从节能改造后节约的电费中分成，投标人分成为节约

电费的 89% ，自改造完成验收合格之日起，节能分享期限为8年（96个月）。但

总的节能收益分配金额不得超过本项目投标总价（总服务费）。

8．项目节能收益来源：本项目投标人的唯一收益来源于实施节能改造产生

的节能费分成收益，节能费根据节能量和约定的分成比例决定。采购人不承担除



节能改造及运营过程中节能费之外的任何费用。投标人对采用的节能技术承担风

险，如果项目节能率达不到预期收益，自负盈亏，不得对招标人提出其它收益要

求。

9．节能收益的认定方式：节能收益=（改造前所有灯具使用的总电量-改造

后所有灯具使用的总电量）×电费平均单价。

注意：1、★要求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符号的要求为本项目的重

要要求，不满足的按综合评分明细表的规定作扣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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