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需求

1.项目说明

1.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

1.2 货物必须为合格产品，质量达到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

他标准、规范，中标人供货时应当提供有关货物的合格证明材料等。

1.3 投标人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

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中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经正确安装、正常运转和保

养后，在其使用寿命期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在货物质量保证期内卖方应对由于

设计、工艺或者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者故障负责。所投产品应提供详

细的技术资料，应有检测报告等详细资料。

1.4 进口产品是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

政府采购应当采购本国产品。采购人确需招标采购进口产品的，应在招投标活动

开始前，按照财政部《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 号）文

件规定办理审核手续，通过财政部门审核后，方可招标采购进口产品，否则采购

人不得招标采购进口产品，投标人不得提供直接进口或者委托进口产品（包括已

进入中国境内的进口产品）。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采购进口产品时不得拒绝国产相同质量产品的制造商

或代理商参与投标。

2.招标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详见附录。

采购明细详细内容附件:

序号 设备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数量

1
视频应用管

理系统建设

1.1 性能要求

★为满足各类教育管理人员对视频监控的访问

需求，系统应提供完善的、可灵活扩展的性能解决

方案，支持单个视频监控点至少 50 个并发访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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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流畅。

1.2 视频管理中心

1、机构管理

后台管理人员通过机构管理功能对青岛市教育

局视频监控服务系统涉及的机构进行管理，包括市

局各处室、直属学校等，所有机构信息与青岛教育 e

平台保持一致。

2、账号管理

青岛市教育局视频监控服务系统账号管理功

能，按照青岛教育 e 平台统一用户管理规范进行设

计开发，通过 e平台对账号进行生成与管理。

3、权限管理

系统支持为各种类型用户制定特定的观看权

限。支持按标签进行权限控制。

4、监控点管理

（1）监控点配置

在已经完成集成基础开发的前提下，允许管理

员在系统内对各监控点进行管理，包括增加监控点、

删除监控点、修改监控点主要信息等。

（2）监控点分组

为方便对监控点进行管理，系统支持对学校内

监控点进行树状分组，分组规则可与该学校监控系

统的原始分组相同。

（3）监控点标签

系统允许对监控点进行标签化管理，对同一个

监控点可以添加多个标签。

5、教室管理

后台管理人员可以定义教室的年级、班级，并

与青岛教育 e 平台基础数据进行对接，建立学生与

物理教室的直接关系，方便查询学生上课视频。

1.3 监控大屏页面

系统允许定制 2*2、3*3、4*4 的监控大屏页面，

用户可自由选择哪些监控点显示在大屏页面中。大

屏页面同时显示已经接入的学校数量、监控点数量、

各标签类型监控点数量等。



1.4 监控查看

各级各类用户根据个人权限不同，可以查看权

限范围内的监控点视频信息。

1、学校清单

市级领导及有权限查看多个学校视频的用户，

可以进入学校清单页面，并选择特定分组的监控点

进行查看。系统支持定义 1*1、2*2、3*3 三种模式

进行视频显示。

2、按标签查看

系统支持在单个学校下，各用户按照标签分类

查看监控视频，并通过标签进行权限控制。

1.5 监控地图

利用青岛教育 e 平台中建设的 GIS 系统（开放

接口），开发监控地图功能。后台管理人员可以设置

各个学校 GIS 监控点所需要显示的视频点，以满足

各学校的不同要求。支持地图上显示所有完成视频

集成学校的位置信息，并可显示学校大门口的一个

主要视频信号。用户操作地图放大到一定比例时，

显示该校大门的监控缩略图，点击缩略图可查看权

限范围内的所有监控点视频。

1.6 校园远程巡视

具备权限的用户，可以登录青岛市教育局视频

监控服务系统对该学校进行远程巡视，支持多种巡

视模式：

1、点对点监控：用户可以监视其所辖学校的任

一终端的视频图像。

2、点对多点监控：用户可以同时监视其所辖学

校的多路视频图像。

3、分类巡视：用户可以按照学校大门、体育运

动场（室内）、体育运动场（室外）、教室、走廊、

餐厅等多种位置进行统一查看。

教育局及各处室用户，可以按照标签分类查看

摄像头信息。进入远程巡视页面后，展示该用户有



权查看的所有标签，选择标签查看该标签下各摄像

头的监控图像。

比如可以通过“操场标签”统一查看各学校操

场目前的上课情况。

1.7 食品安全监控

系统应将学校的餐厅厨房视频监控点进行统一

管理，允许用户专题查看学校的餐厅厨房实时状况。

并将根据教育局要求，向青岛市教育局后勤管理中

心开放视频信号。

教育局领导及后勤管理中心用户可以使用食品

安全监控功能，查看所有直属学校的食品加工间摄

像头的监控图像。进度菜单后展示学校列表及该校

食堂监控探头个数，选择学校后，展示该校与食品

安全有关的所有摄像头，可按照 1*1、2*2、3*3 规

格查看图像。

1.8 课堂巡视

系统支持从青岛教育 e 平台获取标准年级、班

级编号等相关信息，并与视频监控点进行绑定，允

许用户按照年级、班级巡视所有课堂，以实现对课

堂教学状态的监管。

教育管理人员可以按照学校→年级→班级的方

式巡视权限内的课堂教学状态，在招生考试进行期

间，系统应支持通过权限配置禁止访问课堂视频。

1.9 学生定位

开放安全接口，允许教育管理者在青岛教育 e

平台智能搜索结果中查看学生的课堂视频。

维护视频点年级班级信息后，系统支持以学籍

数据为基准，针对特定学生查看该学生所在班级的

实时视频图像。用户进行智能搜索后，点击搜索结

果的某学生，显示“查看视频”按钮，点击后可以

查看学生所在行政班级教室的画面。

1.10 移动端监控



用户使用移动端功能时，首先显示学校列表（已

集成的所有学校），进入学校页面后，页面展示摄像

头树状分类目录，用户可以从目录中选择关注的摄

像头查看监控视频。单个移动端用户单次只能查看

一个视频。

1.11 考试保密要求

★在考试期间，系统应能够完全断开与标准化

考点视频监控点的连接，保障考试的安全性和保密

性。

2
视频监控服

务器

2U 机柜设备，符合以下技术要求

CPU≥一颗 4114(10 核 2.2GHz)；

内存≥32G DDR4；

硬盘≥2块 1TB 7.2K SATA；

HBA 卡≥SAS_HBA；

千兆网卡≥2块 1GbE；

冗余电源≥550W(1+1)；

内存模块≥16D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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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视频监控软

件

监控点最多管理容量为 100000 路；

第一套软件支持 400 路视频接入授权；

第二套软件支持 200 路视频接入授权；

要求系统支持国标协议上下级平台级联，支持流媒

体集群配置；

要求能按照指定设备、指定通道进行图像的实时点

播，支持点播图像的显示、缩放、抓拍和录像，支

持多用户对同以图像资源的同时点播，宜支持基于

GIS 地图的图像点播；

要求支持监控点的批量迁移；

要求支持视频质量诊断，接收信号丢失、图像黑白

等异常情况的报警信息；

要求支持对视频设备的录像完整性进行检查；

要求支持对设备在线率、录像状态、视频质量等运

维状态进行统计，生成报表；

要求客户端预览画面支持亮度、对比度、色调、饱

和度参数调节；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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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支持录像标签功能，支持搜索、修改、删除标

签，并可通过标签定位录像并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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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支持客户端预览记忆功能，包括当前预览的监

控点和当前分屏状态要求支持接入国标协议的设

备；

4 硬盘录像机

2U 标准机架式，

盘位≥8盘位；

硬盘≥4块 8T 硬盘；

网络≥2个千兆网口；

USB2.0≥2 个 USB2.0 接口；

USB3.0≥1 个 USB3.0 接口

eSATA 接口≥1个 eSATA 接口；

支持 RAID0、1、5、10，支持全局热备盘；

可支持最大接入总带宽 512Mbps 的 64 路视频图像；

支持查看硬盘健康状态信息，包括温度、振动、链

路稳定性。并支持状态信息预警显示；支持查看最

近 7天（168 小时）的硬盘状态详细信息；

支持对重要的数据能够进行备份，备份格式 MP4 和

AVI 可选，支持实时监测并显示系统正在进行的录像

备份任务，可查看剩余录像大小、剩余时间、备份

进度百分比和进度条；

支持报警输入触发一键撤防功能，撤防的报警类型

可选（弹出报警画面、声音警告、上传中心、发送

邮件、触发报警输出）；

支持浓缩播放功能，录像回放中，有移动侦测、外

部输入报警、智能侦测等事件发生时，视频按正常

速度播放，其他视频自动按高倍速播放，支持自定

义设置普通录像和重要录像的播放速度并支持跳过

普通录像；

支持对任一录像文件打标签，单个文件最大支持

1024 个标签；NVR 设备可添加的标签个数不少于

8192；

支持接入 ONVIF 协议、RTSP 协议、GB/T28181 协议

的设备，可一键激活并添加局域网内 IPC；

支持 1/8、1/4、1/2、1、2、4、8、16、32、64、128、

256 等倍速回放录像，支持录像文件剪辑和回放截图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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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视频监控资

源集成

5.1 集成范围

实现青岛市所有局属学校的校园网络摄像机监

控的集成。集成情况如下：

1、直接集成。如聋校、盲校（新校区）、盲校

（老校区）、平度师范学校、山东轻工工程学校、综

合实践中心等非标准化考点学校，以及其他不能通

过其他方式集成的学校，系统直接与学校视频服务

器或 NVR 集成的方式进行对接，实现视频监控资源

的整合。

2、间接集成。对于已经将视频监控统一接入其

他（处室）视频监控系统的学校，本系统与相应视

频监控系统直接对接，一般不再与学校进行二次集

成，对于其他系统未接入或不能整合的视频监控，

本系统根据实际情况利用现有设备资源进行整合。

该类系统包括：全市标准化考场网上巡查系统、校

园安全监控系统等。

5.2 视频监控汇聚

视频应用管理系统应从相关处室的视频监控系

统或学校的视频服务端（可以是视频交换网关、远

程监控客户端、视频矩阵或视频存储服务器）获取

视频流，汇集后供用户分权限使用。

5.3 集成设备管理

根据所集成学校的具体情况，应支持手动录入

和接口自动获取两种方式获取视频点信息，主要包

括：视频点名称、视频点编号、视频点所在物理位

置等。

5.4 监控权限控制

参照青岛教育 e 平台的教育管理者划分方式，

青岛市教育局视频监控服务系统应按照要求，进行

权限的划分和控制。市级教育局领导，具备所有接

入学校的视频信息的查看权限；市级教育局业务处

室领导可根据需求临时获得部分学校的监控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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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完毕后回收相关权限；各学校校长仅可查看本

校的视频监控信息；普通教师无权查看视频监控。

5.5 统一集成标准

系统应以标准化考点相关标准为基础，兼顾行

业通用标准，并兼容 Onvif 协议对网络摄像头的控

制和管理，能够接入 RTMP、HTTP stream、HLS 三种

网络流媒体协议视频源，以满足不同学校、不同品

牌视频流的接入要求。各学校视频监控接入本系统，

应提供唯一网络出口，将校园内部监控平台（或 NVR）

映射到教育城域网，按照标准网络流媒体协议进行

视频源对接。

6
与教育e平台

集成对接

6.1 基础信息同步

★青岛市教育局视频监控服务系统应按照青岛

教育 e 平台信息同步规范同步青岛教育 e 平台基础

数据，并保持一致，数据包括：用户信息、学校/机

构信息、学生基本信息。并将生成的监控数据（监

控点信息）反馈到青岛教育 e平台。

6.2 统一用户集成

青岛市教育局视频监控服务系统所有用户均需

要通过教育 e 平台进行创建和管理，并通过接口自

动下发到本系统。下发后由青岛市教育局视频监控

服务系统管理人员为用户配置视频监控权限。

6.3 单点登录集成

青岛市教育局视频监控服务系统有登录权限的

用户，在登录青岛教育 e 平台后，进入系统时，不

需要再次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系统自动通过安全的

方式进行认证，并自动登录系统。

6.4 功能界面集成

青岛市教育局视频监控服务系统相关功能，按

1宗



照青岛教育 e 平台的统一规划，在教育 e 平台校园

应用导航页等必要位置按照青岛教育 e 平台的样式

规范进行功能开发与集成，方便青岛教育 e 平台用

户使用。

6.5 权限控制体系

青岛市教育局视频监控服务系统使用青岛教育 e 平

台的权限控制体系进行功能权限管理，方便青岛教

育 e 平台实名用户对视频监控相关功能进行灵活配

置与管理。

7 技术支持

7.1 技术支持：提供自验收合格起 1年内免费技

术支持服务，包括：系统的重新安装与调试、所有

购置的软硬件产品或组件的升级、系统优化、系统

恢复服务、故障处理与应急响应、例行巡检、协助

用户建立系统安全管理和系统使用管理制度、为用

户提供系统升级的合理建议等。

7.2 服务响应：提供全国范围内的 7×24 小时电

话技术支持和保修，电话支持无法解决的问题必须

按照故障响应速度要求提供现场技术支持；除电话

支持外，还提供传真、特快专递、电子邮件和网上

技术论坛等形式远程支持，1 工作日内必须及时响

应。提供现场支持，要求 2小时以内到达用户现场，

保证到达现场后 4小时内解决故障。

★7.3 驻场响应：质保期内（工作日工作时间）

在服务地点现场派驻至少 1 名技术人员，投标人所

列人员名单必须与实际驻场人员名单一致，并不得

随意更换。（投标提交承诺）

7.4 培训要求：中标人应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向

采购人提供全面的系统操作、系统部署及系统维护

等内容的培训，确保用户能够正确熟练地使用系统。

中标人应选派有实际工作和教学经验的专业人员来

完成教学和辅导，根据招标人实际要求，提供完整

的培训计划，包括培训方式、课程内容、人数、时

间、地点。



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备 注

1 / / /

2 / / /

3.商务条件

3.1 交货期

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交货，并在 30 日内安装调试完毕。

3.2 交货地点

招标人指定。

3.3 付款方式

中标金额大于或等于 50 万元时，合同签订后付中标额的 50%，货到安装、

调试经甲、乙双方验收合格后支付至 40 万元，验收合格并正常运行满 3个月后

支付剩余价款的 70%，质保期满支付剩余价款。

中标金额小于 50 万元时，合同签订后付中标额的 50%，货到安装、调试经

甲、乙双方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80%，验收合格并正常运行满 3个月后支

付剩余价款的 70%，质保期满支付剩余价款。

3.4 验收

3.4.1 货物运抵现场后，采购人将对货物数量、质量、规格等进行检验。如

发现货物和规格或者两者都与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不符，采购人有权限根

据检验结果要求中标人立即更换或者提出索赔要求。

3.4.2 货物由中标人进行安装，完毕后，采购人应对货物的数量、质量、规

格、性能等进行详细而全面的检验。安装完毕 7日后，证明货物以及安装质量无

任何问题，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作为付款凭据之一。

3.5 质量保证期

3.5.1 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 2年，国家主管部门或者行业标准对货物

本身有更高要求的，从其规定并在合同中约定，投标人亦可提报更长的质保期。

3.5.2 质量保证期内，如果证实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者使用

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中标人应立即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者部件，

保证达到合同规定的技术以及性能要求。如果中标人在收到通知后 5天内没有弥



补缺陷，采购人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但风险和费用由中标人承担，采购

人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的权利。

3.6 售后服务

3.6.1 中标人应提供及时周到的售后服务，应保证每季度至少一次上门回

访、检修。

3.6.2 中标人在接采购人通知 1小时做出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24 小时

内维修完毕，不能在规定时间内修好的要免费提供备品（机）备件。

3.6.3 中标人免费为采购人提供中文操作手册并培训操作人员，其中包括讲

解产品的结构以及原理、产品的使用以及维护保养，直至操作人员能够独立的操

作使用。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投标人必须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

应。

带“▲”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带“※”标注的产品为投标人开标时需提供的样品，中标后投标人送至采购

人指定地点封存。投标人提交的样品与投标文件不一致的，由投标人承担相关法

律责任。

带“●”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系指在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采购人根据采

购项目技术构成、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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