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违法犯罪人员信息一体化采集设备采购

项目（项目编号 ZFCG2020000739）更正及延期说明

各潜在投标人：

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违法犯罪人员信息一体化采集设备采购项目（项目编

号 ZFCG2020000739）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在青岛市政府采购网发布采购公告，

现根据实际情况对本项目作如下变更及延期：

一、相关更正

原采购文件：

第四章 采购需求

2.采购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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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信息一体化采集客户端软件系统支持集成相关采集设备，实现民警

在一个采集界面就可以操作所有采集设备，通过对各组件的调用，一站

式采集人员基本信息、指掌纹信息、人像信息、DNA 信息、足迹信息、声

纹信息、虹膜信息、笔迹信息、银行卡信息、随身物品信息、特殊体征

信息、身高体重足长信息、手机信息等。

1、软件总体要求：

1.1 采集端支持 Win7/Win10 32/64 位操作系统。

1.2 采集界面采用触摸屏交互设计。

1.3 支持采集数据实时保存至服务端，确保异常情况下数据不会丢失。

1.4 具备人证核验功能，采集的人像/指掌纹数据与二代证照片/指掌纹信

息进行人证核验，确保人证合一。

1.5 支持离线/在线/分体采集，适应各种采集应用场景。

2、基本信息采集

2.1 支持采集人员基本信息录入，采集的人员基本信息须包含人员姓名、

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证件类别、证件号码、身份证照片、户

籍地、现住地、文化程度、职业、人员类别、采集原因、采集地点、采

集单位、采集时间、采集人等。

2.2 支持通过二代证阅读器读取二代证中的身份证号、人员姓名、性别、

民族、出生日期、住址、身份证照片信息等。

2.3 应能手动填写公民身份证号码，可自动校验公民身份证号码的合法

性，可自动解析出生日期、年龄、性别等信息。

2.4 支持对被采集人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信息手动采集，包含临时身份

证、护照、军官证、士兵证等。

2.5 应能通过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已录入数据库信息。

2.6 应能通过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采集记录。

2.7 应能自动生成人员编号。

2.8 应具备标准的人员基本信息查询接口，其他专业系统可直接调取此接

口获取人员基本信息。

2.9 具备基本信息的自动查询比对功能，获取人员在全国在逃库人员数据

库、全国常住人口库、全国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库等数据库中的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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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3、指掌纹信息采集

3.1 支持采集人员的十指平面指纹、滚动指纹和掌纹，提供规范的指掌纹

采集流程，按照十指平面指纹、三面滚动指纹、掌纹的顺序进行采集。

3.2 具备指掌纹质量自动判断功能，对不符合捺印质量的数据限制入库、

并具有重新采集的提示功能，提供必要的语音提示。

3.3 应在软件界面中显示指掌纹图像质量评价分数，提示是否合格、质量

不合格时采集到设定的次数后，可以强制通过，不合格原因可设置为手

指变形、脱皮、严重磨损、手指受伤、设备原因、图像质量评价分数不

准确等；（须提供公安部下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

标人公章）

3.4 可设置指掌纹为缺指/伤残掌；

3.5 应具备指纹一致性校验功能，对滚动指纹图像和平面指纹图像进行一

致性校验。（须提供公安部下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

投标人公章）

3.6 应具备指纹重复性校验功能，对滚动指纹图像和平面指纹图像进行重

复性校验。（须提供公安部下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

投标人公章）

3.7 应具有左右手指和左右手掌校验功能。

3.8 可对以采集完成的指纹进行重新采集。

3.9 单指采集完成应显示指纹缩略图，可点击打开大图预览窗口，显示当

前指纹图像及指位、图像质量评价分数、不合格原因（合格指纹不显示）

3.10 具有指掌纹特征点显示功能。

3.11 如果身份证中含有指纹信息，需要将滚动指纹与身份证中指纹信息

进行人证核验，验证未通过时应在软件界面中提示；（须提供公安部下

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12 采集过程中应有语音提示，包括：请捺印…指位、质量不合格、重

新捺印、请选择不合格原因等。

3.13 应支持指掌纹标准格式导出，指掌纹信息交换文件格式应符合《指

掌纹信息交换文件格式技术规范（版本 5.0）》要求。（须提供公安部下

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人像照片采集

4.1 应能现场采集数字照片并传输，采集到的人像应清晰，层次丰富，无

明显畸变。数字相片规格、颜色模式、压缩方式、头像大小及位置应符

合 GA/T706-2007 中的要求。

4.2 应采集 3张人像照片，正面人像 1 张、左侧面人像 1 张、右侧面人像

一张；可存储1张正面人像裁剪后的人脸图像，图像应符合GA/T1324 2017

《静态人脸图像采集规范》中要求，也可手动调整人像裁剪位置。（须

提供公安部下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3 应支持人像照片导入功能。

4.4 应具备人像人证核验功能：可以通过拍摄的人像信息与二代居民身份

证保留的人像信息进行比对，显示人证核验结果，验证未通过时，应在

软件界面中显示人证核验未通过。（须提供公安部下属相关部门出具的

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5 采集模式应符合 GA/T706-2007 中的要求，正面人像应自动生成人像

电子胸牌，侧面人像可选择是否生成电子胸牌。

4.6 应在软件界面中显示人像图像质量评价分数，判断人像图片质量是否

合格。

4.7 在复杂背景图像环境下，具有基于眼睛定位方法的人脸自动检测和定

位功能，实现标准正面人像图片自动裁剪。

5、DNA 信息采集

5.1 应具备 DNA 查重功能，可通过身份证号到省厅或市局 DNA 库中进行查

重，判断被采集人是否采集过 DNA 信息，如提示该人员被采集过 DNA 信

息，则无需进行 DNA 采集。

5.2 系统应具备 DNA 编号生成和录入功能，可自动生成唯一 DNA 编码，也

可通过条码阅读器录入其他系统生成的 DNA 编码，手工录入时可检验 DNA

编码规则，可通过软件界面设置样本类型。

6、身高体重足长信息采集

身高体重足长信息采集功能应融合在人像采集过程中，当拍摄正面人像

时，同时自动测量被采集人的身高、体重、足长三项数据，并将结果显

示在人像界面中。

7、随身物品、笔迹信息采集

7.1 应具备随身物品、笔迹信息采集功能，对被采集人随身携带的物品、

书写笔迹进行拍照留存，并录入相关文字描述信息。

7.2 应具备照片导入功能，将已拍摄好的照片通过本地文件导入方式录入

系统。

8、特殊体征采集

8.1 可通过照相设备或随身物品采集仪采集人员特殊体征。

8.2 应能采集人员特殊体征，包括体表特殊标记和体貌特征，以代码的形

式表示，代码应符合 GA 240.3 和 GA 240.4 的要求。

8.3 可拍摄或导入多张体表特殊标记照片；照片分辨率为 640×480；可

手动输入每张体表照片描述信息，包括人体部分、体表方位、数量、特

殊标记；

8.4 可手动输入体貌特征描述文字信息，包括静态特征描述性文字和动态

特征描述性文字信息

9、手机信息采集

9.1 应能通过移动电话信息采集设备自动采集手机号码、IMEI 码、IMSI

码、ICCID 码、通讯录（包括姓名、联系电话）、短信内容等信息。

9.2 应支持两种情形下的手机信息采集模式。

集成采集模式：一体化采集客户端软件手机信息采集模块可无缝兼容调

取手机采集设备采集被采集人手机信息，采集手机信息时，一体化采集

客户端推送人员编号等人员基本信息给手机采集设备前端采集程序完成

手机信息采集和人员信息关联反馈。

异步采集模式：一体化采集客户端软件和手机采集设备相对独立采集，

手机采集设备前端采集程序在采集手机信息时，通过人员编号、姓名、

身份证号等信息调用人员信息一体化采集系统提供的人员信息查询接

口，复用被采集人员编号等基本信息后再关联采集手机信息并分别入库

到一体化采集系统和手机采集后台系统，实现手机信息采集同步。



10、银行卡信息采集

支持磁条式、芯片式、非接触式银行卡信息采集；

支持通过银行卡获取持卡人姓名、卡号、到期日等信息，在银行卡内信

息未加密的情况下，可获取银行卡的部分交易记录。

11、声纹信息采集

11.1 应能采集声纹信息，可选择录音语种、方言和发音方式，应具有开

始录音、重新录音、停止录音、暂停录音、播放录音功能，可在软件界

面中显示动态波形图、录音时长、有效时长和声道信息。

11.2 采集合格时语音总时长应不少于 180 秒，有效时长要求与发音方式

设置有关，当发音方式设置为自述、交谈时，有效时长为 180 秒，设置

为念读时，有效时长为 120 秒。

11.3 应在软件界面中自动提示录音状态，可显示录音质量评价分数，对

不满足要求的可以重新采集。

11.4 应在软件界面中显示念读范本内容、自述范本内容或交谈范本内容。

11.5 采集数据符合公安部声纹采集标准，应支持接入省级、部级声纹库

实现数据的上报。

12、虹膜信息采集

可采集双眼虹膜照片，采集过程可显示虹膜图像质量评价分数，并具有

图片保存功能，支持虹膜重新采集，可在软件界面中设置双眼状态，包

括正常、残缺、受伤未采集和其他缺失情况。

13、十指指纹卡打印

支持采集前端十指指纹卡本地打印和导出打印照片。

支持采集前端十指指纹卡联网打印，确保采集前端数据丢失情况下可联

网打印和导出打印图片。

14、比中信息查看

采集前端应具备比中信息查看功能，可根据采集时间、人员姓名、身份

证号、人员编号、人员类别等查询人员比中信息。

15、采集查询

采集前端应具备采集查询功能，可按照采集时间段、人员姓名、身份证

号、人员编号、人员类别、人员性别、采集数据状态、审核状态、比中

状态、采集人等条件，对本机采集人员进行查询。

16、为保证系统发挥最大的采比反业务应用及兼容性，投标文件须提供

人员信息一体化采集系统能够与以下系统对接的证明材料和可行的详细

技术方案：

★16.1、系统须与青岛市一体化采集管理系统无缝对接，实现采集数据

上报、质量管理、考核、统计分析等功能（开标时，须提供对接承诺函

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6.2、系统须与山东省公安厅刑侦信息专业应用系统无缝对接，实现

数据上报、转发存储及信息共享，满足省厅对采集数据统一汇总上报的

考核要求；

★16.3、系统须与青岛市公安局在用的通讯信息研判平台系统进行对接，

实现采集数据入库和信息共享（开标时，须提供对接承诺函并加盖投标

人公章）；

★16.4 系统须与青岛市公安局在用的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系统无缝



对接，实现人员信息入库 DNA 数据库系统，并实现人员信息比对查重功

能，避免 DNA 信息重复录入和实现 DNA 比对信息的反馈应用（开标时，

须提供对接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现更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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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信息一体化采集客户端软件系统支持集成相关采集设备，实现民警

在一个采集界面就可以操作所有采集设备，通过对各组件的调用，一站

式采集人员基本信息、指掌纹信息、人像信息、DNA 信息、足迹信息、声

纹信息、虹膜信息、笔迹信息、银行卡信息、随身物品信息、特殊体征

信息、身高体重足长信息、手机信息等。

1、软件总体要求：

1.1 采集端支持 Win7/Win10 32/64 位操作系统。

1.2 采集界面采用触摸屏交互设计。

1.3 支持采集数据实时保存至服务端，确保异常情况下数据不会丢失。

1.4 具备人证核验功能，采集的人像/指掌纹数据与二代证照片/指掌纹信

息进行人证核验，确保人证合一。

1.5 支持离线/在线/分体采集，适应各种采集应用场景。

2、基本信息采集

2.1 支持采集人员基本信息录入，采集的人员基本信息须包含人员姓名、

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证件类别、证件号码、身份证照片、户

籍地、现住地、文化程度、职业、人员类别、采集原因、采集地点、采

集单位、采集时间、采集人等。

2.2 支持通过二代证阅读器读取二代证中的身份证号、人员姓名、性别、

民族、出生日期、住址、身份证照片信息等。

2.3 应能手动填写公民身份证号码，可自动校验公民身份证号码的合法

性，可自动解析出生日期、年龄、性别等信息。

2.4 支持对被采集人的其他有效身份证件信息手动采集，包含临时身份

证、护照、军官证、士兵证等。

2.5 应能通过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已录入数据库信息。

2.6 应能通过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采集记录。

2.7 应能自动生成人员编号。

2.8 应具备标准的人员基本信息查询接口，其他专业系统可直接调取此接

口获取人员基本信息。

2.9 具备基本信息的自动查询比对功能，获取人员在全国在逃库人员数据

库、全国常住人口库、全国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库等数据库中的相关人员

信息。

3、指掌纹信息采集

3.1 支持采集人员的十指平面指纹、滚动指纹和掌纹，提供规范的指掌纹

采集流程，按照十指平面指纹、三面滚动指纹、掌纹的顺序进行采集。

3.2 具备指掌纹质量自动判断功能，对不符合捺印质量的数据限制入库、

并具有重新采集的提示功能，提供必要的语音提示。

3.3 应在软件界面中显示指掌纹图像质量评价分数，提示是否合格、质量

不合格时采集到设定的次数后，可以强制通过，不合格原因可设置为手

指变形、脱皮、严重磨损、手指受伤、设备原因、图像质量评价分数不

准确等；（须提供公安部下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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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人公章）

3.4 可设置指掌纹为缺指/伤残掌；

3.5 应具备指纹一致性校验功能，对滚动指纹图像和平面指纹图像进行一

致性校验。（须提供公安部下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

投标人公章）

3.6 应具备指纹重复性校验功能，对滚动指纹图像和平面指纹图像进行重

复性校验。（须提供公安部下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

投标人公章）

3.7 应具有左右手指和左右手掌校验功能。

3.8 可对以采集完成的指纹进行重新采集。

3.9 单指采集完成应显示指纹缩略图，可点击打开大图预览窗口，显示当

前指纹图像及指位、图像质量评价分数、不合格原因（合格指纹不显示）

3.10 具有指掌纹特征点显示功能。

3.11 如果身份证中含有指纹信息，需要将滚动指纹与身份证中指纹信息

进行人证核验，验证未通过时应在软件界面中提示；（须提供公安部下

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3.12 采集过程中应有语音提示，包括：请捺印…指位、质量不合格、重

新捺印、请选择不合格原因等。

3.13 应支持指掌纹标准格式导出，指掌纹信息交换文件格式应符合《指

掌纹信息交换文件格式技术规范（版本 5.0）》要求。（须提供公安部下

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人像照片采集

4.1 应能现场采集数字照片并传输，采集到的人像应清晰，层次丰富，无

明显畸变。数字相片规格、颜色模式、压缩方式、头像大小及位置应符

合 GA/T706-2007 中的要求。

4.2 应采集 3张人像照片，正面人像 1 张、左侧面人像 1 张、右侧面人像

一张；可存储1张正面人像裁剪后的人脸图像，图像应符合GA/T1324 2017

《静态人脸图像采集规范》中要求，也可手动调整人像裁剪位置。（须

提供公安部下属相关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3 应支持人像照片导入功能。

4.4 应具备人像人证核验功能：可以通过拍摄的人像信息与二代居民身份

证保留的人像信息进行比对，显示人证核验结果，验证未通过时，应在

软件界面中显示人证核验未通过。（须提供公安部下属相关部门出具的

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4.5 采集模式应符合 GA/T706-2007 中的要求，正面人像应自动生成人像

电子胸牌，侧面人像可选择是否生成电子胸牌。

4.6 应在软件界面中显示人像图像质量评价分数，判断人像图片质量是否

合格。

4.7 在复杂背景图像环境下，具有基于眼睛定位方法的人脸自动检测和定

位功能，实现标准正面人像图片自动裁剪。

5、DNA 信息采集

5.1 应具备 DNA 查重功能，可通过身份证号到省厅或市局 DNA 库中进行查

重，判断被采集人是否采集过 DNA 信息，如提示该人员被采集过 DNA 信

息，则无需进行 DNA 采集。



5.2 系统应具备 DNA 编号生成和录入功能，可自动生成唯一 DNA 编码，也

可通过条码阅读器录入其他系统生成的 DNA 编码，手工录入时可检验 DNA

编码规则，可通过软件界面设置样本类型。

6、身高体重足长信息采集

身高体重足长信息采集功能应融合在人像采集过程中，当拍摄正面人像

时，同时自动测量被采集人的身高、体重、足长三项数据，并将结果显

示在人像界面中。

7、随身物品、笔迹信息采集

7.1 应具备随身物品、笔迹信息采集功能，对被采集人随身携带的物品、

书写笔迹进行拍照留存，并录入相关文字描述信息。

7.2 应具备照片导入功能，将已拍摄好的照片通过本地文件导入方式录入

系统。

8、特殊体征采集

8.1 可通过照相设备或随身物品采集仪采集人员特殊体征。

8.2 应能采集人员特殊体征，包括体表特殊标记和体貌特征，以代码的形

式表示，代码应符合 GA 240.3 和 GA 240.4 的要求。

8.3 可拍摄或导入多张体表特殊标记照片；照片分辨率为 640×480；可

手动输入每张体表照片描述信息，包括人体部分、体表方位、数量、特

殊标记；

8.4 可手动输入体貌特征描述文字信息，包括静态特征描述性文字和动态

特征描述性文字信息

9、手机信息采集

9.1 应能通过移动电话信息采集设备自动采集手机号码、IMEI 码、IMSI

码、ICCID 码、通讯录（包括姓名、联系电话）、短信内容等信息。

9.2 应支持两种情形下的手机信息采集模式。

集成采集模式：一体化采集客户端软件手机信息采集模块可无缝兼容调

取手机采集设备采集被采集人手机信息，采集手机信息时，一体化采集

客户端推送人员编号等人员基本信息给手机采集设备前端采集程序完成

手机信息采集和人员信息关联反馈。

异步采集模式：一体化采集客户端软件和手机采集设备相对独立采集，

手机采集设备前端采集程序在采集手机信息时，通过人员编号、姓名、

身份证号等信息调用人员信息一体化采集系统提供的人员信息查询接

口，复用被采集人员编号等基本信息后再关联采集手机信息并分别入库

到一体化采集系统和手机采集后台系统，实现手机信息采集同步。

10、银行卡信息采集

支持磁条式、芯片式、非接触式银行卡信息采集；

支持通过银行卡获取持卡人姓名、卡号、到期日等信息，在银行卡内信

息未加密的情况下，可获取银行卡的部分交易记录。

11、声纹信息采集

11.1 应能采集声纹信息，可选择录音语种、方言和发音方式，应具有开

始录音、重新录音、停止录音、暂停录音、播放录音功能，可在软件界

面中显示动态波形图、录音时长、有效时长和声道信息。

11.2 采集合格时语音总时长应不少于 180 秒，有效时长要求与发音方式

设置有关，当发音方式设置为自述、交谈时，有效时长为 180 秒，设置



为念读时，有效时长为 120 秒。

11.3 应在软件界面中自动提示录音状态，可显示录音质量评价分数，对

不满足要求的可以重新采集。

11.4 应在软件界面中显示念读范本内容、自述范本内容或交谈范本内容。

11.5 采集数据符合公安部声纹采集标准，应支持接入省级、部级声纹库

实现数据的上报。

12、虹膜信息采集

可采集双眼虹膜照片，采集过程可显示虹膜图像质量评价分数，并具有

图片保存功能，支持虹膜重新采集，可在软件界面中设置双眼状态，包

括正常、残缺、受伤未采集和其他缺失情况。

13、十指指纹卡打印

支持采集前端十指指纹卡本地打印和导出打印照片。

支持采集前端十指指纹卡联网打印，确保采集前端数据丢失情况下可联

网打印和导出打印图片。

14、比中信息查看

采集前端应具备比中信息查看功能，可根据采集时间、人员姓名、身份

证号、人员编号、人员类别等查询人员比中信息。

15、采集查询

采集前端应具备采集查询功能，可按照采集时间段、人员姓名、身份证

号、人员编号、人员类别、人员性别、采集数据状态、审核状态、比中

状态、采集人等条件，对本机采集人员进行查询。

16、为保证系统发挥最大的采比反业务应用及兼容性，投标文件须提供

人员信息一体化采集系统能够与以下系统对接的证明材料和可行的详细

技术方案：

★16.1、系统须与青岛市一体化采集管理系统无缝对接，实现采集数据

上报、质量管理、考核、统计分析等功能（开标时，须提供对接承诺函

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16.2、系统须与山东省公安厅刑侦信息专业应用系统无缝对接，实现

数据上报、转发存储及信息共享，满足省厅对采集数据统一汇总上报的

考核要求；

★16.3、系统须与青岛市公安局在用的通讯信息研判平台系统进行对接，

实现采集数据入库和信息共享（开标时，须提供对接承诺函并加盖投标

人公章）；

★16.4 系统须与青岛市公安局在用的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系统无缝

对接，实现人员信息入库 DNA 数据库系统，并实现人员信息比对查重功

能，避免 DNA 信息重复录入和实现 DNA 比对信息的反馈应用（开标时，

须提供对接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二、延期说明：

原招标文件：

网上报名、网上下载招标文件时间、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9 日 14 时 00 分。

现延期至：



网上报名、网上下载招标文件时间、开标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2 日 14 时 00 分。

其他内容不变。以上内容与招标文件不一致处，以此说明为准。

联 系 人：孙聪

联系地址：市南区山东路 33 号新园公寓 2号楼 704

联系电话：13280816957

青岛名杰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