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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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达到国家有关标准，成交供应商供货时应当

提供有关货物的合格证明材料等。 

1.3 供应商应保证货物是全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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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供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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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采购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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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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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位 性能参数 

一、办案中心（使用市局办案场所软件系统） 

1.登记大厅（A 区） 

1 办案自助终端 1 台 

冷轧钢板结构，钢板厚度≥1.0mm，外观尺寸宽

≥570mm、高≥1630mm、进深≥470mm，净重≤80KG 

高清触摸面板，尺寸≥19英寸。 

相当于或优于 I5 双核 CPU处理器，16G 内存，

64G SSD、2TB HHD 硬盘 

具备≥2个 RJ45端口，并支持跨网控制。 

机身支持键盘、鼠标控制，同时显示器带触摸功

能，方便操作使用。 



机身配备≥200万像素双目高清摄像头，支持补

光灯、活体识别 

支持 LED辅助照明功能，灯光色度≥6500K，灯

箱面板为亚克力材料。 

支持二代身份证、IC卡信息读取功能，最大读取

距离≥30mm。 

具备光盘刻录功能，支持≥2个光盘同时刻录，

BD光盘刻录速度≥6X，CD光盘刻录速度≥24X，

DVD光盘刻录速度≥6X。 

机身具备≥2个搬运把手位，底部带可固定的脚

轮。 

具备光盘存储功能，可存储光碟数量≥50张。 

具备黑白激光打印功能，支持 A4幅面笔录打印 

AC220V电源输入，具备短路、过压、过流保护 

使用环境：-10度至 50度。 

支持手环存储柜（24个手环和卡片存放）和 USB

充电。 

支持使用警员的账号密码登录系统。 

★人脸信息比对：对进区人员进行人脸信息比

对，从而获取进区人员的个人信息。 

支持通过读取二代身份证，获取人员基本信息。 

★支持通过人脸比对或读取身份证自动获取人

员基本信息，同时补充相关的进区原因后完成人

员的入区登记。 

支持采集的照片与身份证照片进行人证核验，并

显示相似度。 

支持通过涉案人员姓名和日期搜索，查询涉案人

员基本信息。 

支持对涉案人员办案区的“一人一包”数据进行

一键刻录。  

设备支持对办案区人员登记表进行打印。 

支持关联民警功能，在区人员支持关联其它办案

民警，建立关联关系。 

支持多人同时入区登记的功能，进区信息默认复

用第一个涉案人员的信息，可支持用户手动修改 

支持办案中心自助终端处于抓拍状态下时，实现

自动抓拍人脸图像信息，并推送给管理平台进行

处理。 

支持活体人脸检测。 

支持在办案中心管理终端上登记人员身份信息，

包含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户籍地

址。 

支持入区登记时民警登记时通过刷脸直接比对

复用民警警号信息。 



支持登记同案信息。 

支持当通过身份证读取或者人脸识别确认人员

为在逃人员时，出现标记并提示民警。 

支持利用人脸识别，现场拍照，使民警或访客自

主快速注册信息，经过审批后，民警或访客完成

入区登记。 

★支持通过终端机进行定位手环的登记与发放。 

支持手环发放和人员关联，由终端存储手环，民

警为嫌疑人发还手环，同时实现手环与嫌疑人相

关联的功能。 

支持离区时归还手环，由终端存储手环，民警为

嫌疑人收回手环，同时解除手环与嫌疑人的关联 

支持胸牌发放和民警关联，由终端存储胸牌，为

民警发放胸牌，同时实现胸牌与民警相关联的功

能。 

支持 GB28181协议对接办案区监控系统，并支持

监控视频本地存储自动缓存，存储空间≥2TB。 

设备内置审计软件，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该内置审计软件要求能满足内网的安全管理，

符合保密 BMB15-2011 标准。提供国家保密单位

出具的符合保密 BMB15-2011标准的检测报告加

盖厂商公章。 

■该内置审计软件须符合《信息安全技术 非授

权外联监测产品安全技术要求 GA/T 1144-2014》

（基本级）标准。（以提供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明其

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该内置审计软件，至少同时具有日志生成审

计、日志存储审计、日志管理审计、代理自身保

护、检测非授权外联功能。（以提供带 CMA 标识

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

须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产品具有体现“办案”功能的嵌入式软件著作权

证书，提供的软件著作权首次发表日期应在招标

公告前，复印件加盖原厂公章。 

需提供支持通过终端机进行定位手环的登记与

发放。 

★设备支持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

系统无缝对接联动控制，实现入区登记功能。 

2 人脸识别终端 1 台 

处理器核心数目≥6个，主频≥1.8GHz； 

≥2GB内存； 

支持 openGL ES1.1/2.0/3.0； 

GPU：相当于或优于 Mali-T864四核； 

≥8GB存储空间； 



高清交互面板，≥10.1英寸，分辨率≥1280*800； 

双目摄像头，黑白摄像头≥130万像素，彩色摄

像头≥200万像素； 

整机尺寸≤长 265mm*宽 260mm*厚 41mm；整机净

重≤4KG； 

■内置拾音器，具有语音采集功能，同时支持语

音播报，在设备正前方≥1m范围内语音播报音量

不低于 60dB，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

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有关标准。（以提

供带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

为依据，且须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人体感应，感应距离≤2米； 

支持人脸抓拍时自动启动补光灯进行补光； 

■设备具备人脸检测自动抓拍功能，当检测没有

人员时，屏幕自动休眠，当检测到人员时，屏幕

自动点亮唤醒。同时支持人脸比对，且比对时间

≤3s，至少支持红、绿、蓝三色灯显示。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

验方法有关标准。（以提供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明其

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门禁、闸机、锁具控制；支持门控信号读取 

输入电压 220V，配套电源适配器 DC12V、3A 

网络接口≥1个 RJ45 端口； 

整机电源保护性能：支持 OVP过压保护、OCP过

流保护、OTP过温保护、SCP短路保护、OPP 过功

率保护； 

★支持通过触摸操作实现涉案人员的功能室分

配； 

★支持非穿戴式办案流程管控，使用人不用额外

穿戴任何设备可实现业务流程指引和管控； 

支持人脸检测自动抓拍功能，即当检测到人员

时，自动抓拍人员的照片； 

支持人脸识别比对功能，当比中人员信息时，自

动显示人员的姓名； 

★支持人员的权限控制，如果该人员没有进入该

功能室的权限，则产生提示； 

权限校验：通过该人脸识别设备，系统自动进行

权限校验和流程管理； 

★支持功能室使用状态显示，提醒该功能室当前

是否可用； 

★支持当人员在原功能室点击离开，原功能室的

使用权限释放，设备重置为人脸抓拍状态；没有

点击离开则无法在下一功能室刷脸； 



■活动轨迹：自动记录人员进出的具体时间，系

统自动形成活动轨迹；（以提供带 CMA 标识的检

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

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将抓拍到的图像信息，按一定格式命名，推

送给管理平台处理； 

支持管理平台返回存储或处理人脸信息结果后，

由人脸识别机展示并播报； 

支持配置人脸识别终端信息，包含 IP、功能室、

名称、人脸算法识别参数、LED开关、民警播报

开关； 

★支持点击离开显示当前功能室内所有涉案人

员，可点击该涉案人员进行离开功能室操作，并

将离开信息推送给系统； 

★支持点击提讯按钮进行人脸识别，识别民警身

份，筛选并显示民警权限相关嫌疑人，并可进行

提讯操作； 

支持提讯操作：选择涉案人员分配至某个空闲审

讯室； 

支持当涉案人员刷脸进入审讯室后，平板显示审

讯室正在使用中的状态； 

支持每个人脸识别终端软件界面有签到按钮，为

民警在巡视活动中提供签到记录功能，能记录签

到信息，且提供签到信息的查询功能； 

支持门禁联动控制功能，设备的泄漏电流≤

0.1mA，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

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有关标准； 

支持红外感应，红外感应到无人就息屏； 

支持一个小时同步一次人脸服务器的时间； 

当涉案人员/民警刷脸进入审讯室时，系统识别

并控制审讯室/候问室门禁； 

支持对人员验证结果展示不同颜色的灯光，验证

通过为绿灯，验证失败为红灯，常规蓝灯； 

■红外人体感应支持 0-5m, 在补光灯作用下可

清晰拍摄距摄像头≥60cm处人脸图像。（以提供

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

为依据，且须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活体人脸检测，具备防电子照片验证的功

能； 

产品配套同设备品牌“人脸识别”功能的嵌入式

软件著作权证书，提供的软件著作权首次发表日

期应在招标公告前，复印件加盖原厂公章； 

★设备支持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

系统无缝对接联动控制，实现办案区内执法办案



流程管控； 

3 半球摄像头 2 台 

200万 1/2.7”CMOS ICR 日夜型半球型网络摄像

机，支持 20~30米红外，支持 Micro SD 卡，支

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 H.264/H265/MJPEG

编码格式、支持智能报警：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越界侦测,区域入侵侦测,移动侦测、IP67 防护等

级，支持 DC12±25%/PoE(802.3af)。 

4 拾音器 1 个 

全向拾音器，增强型电源噪声抑制，AGC 自动音

量控制，灵敏度最大音量双调节，监听面积：

100m2/5.6m；供电电源：DC/POE。 

2.走廊（B 区） 

1 半球摄像头 2 台 

200万 1/2.7”CMOS ICR 日夜型半球型网络摄像

机，支持 20~30米红外，支持 Micro SD 卡，支

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 H.264/H265/MJPEG

编码格式、支持智能报警：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越界侦测,区域入侵侦测,移动侦测、IP67 防护等

级，支持 DC12±25%/PoE(802.3af)。 

2 拾音器 2 个 

全向拾音器，增强型电源噪声抑制，AGC 自动音

量控制，灵敏度最大音量双调节，监听面积：

100m2/5.6m；供电电源：DC/POE。 

3.人身安全检查 

1 人脸识别终端 1 台 

处理器核心数目≥6个，主频≥1.8GHz； 

≥2GB内存； 

支持 openGL ES1.1/2.0/3.0； 

GPU：相当于或优于 Mali-T864四核； 

≥8GB存储空间； 

高清交互面板，≥10.1英寸，分辨率≥1280*800； 

双目摄像头，黑白摄像头≥130万像素，彩色摄

像头≥200万像素； 

整机尺寸≤长 265mm*宽 260mm*厚 41mm；整机净

重≤4KG； 

■内置拾音器，具有语音采集功能，同时支持语

音播报，在设备正前方≥1m范围内语音播报音量

不低于 60dB，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

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有关标准。（以提

供带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

为依据，且须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人体感应，感应距离≤2米； 

支持人脸抓拍时自动启动补光灯进行补光； 

■设备具备人脸检测自动抓拍功能，当检测没有

人员时，屏幕自动休眠，当检测到人员时，屏幕



自动点亮唤醒。同时支持人脸比对，且比对时间

≤3s，至少支持红、绿、蓝三色灯显示。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

验方法有关标准。（以提供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明其

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门禁、闸机、锁具控制；支持门控信号读取 

输入电压 220V，配套电源适配器 DC12V、3A 

网络接口≥1个 RJ45 端口； 

整机电源保护性能：支持 OVP过压保护、OCP过

流保护、OTP过温保护、SCP短路保护、OPP 过功

率保护； 

★支持通过触摸操作实现涉案人员的功能室分

配； 

★支持非穿戴式办案流程管控，使用人不用额外

穿戴任何设备可实现业务流程指引和管控； 

支持人脸检测自动抓拍功能，即当检测到人员

时，自动抓拍人员的照片； 

支持人脸识别比对功能，当比中人员信息时，自

动显示人员的姓名； 

★支持人员的权限控制，如果该人员没有进入该

功能室的权限，则产生提示； 

权限校验：通过该人脸识别设备，系统自动进行

权限校验和流程管理； 

★支持功能室使用状态显示，提醒该功能室当前

是否可用； 

★支持当人员在原功能室点击离开，原功能室的

使用权限释放，设备重置为人脸抓拍状态；没有

点击离开则无法在下一功能室刷脸； 

■活动轨迹：自动记录人员进出的具体时间，系

统自动形成活动轨迹；（以提供带 CMA 标识的检

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

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将抓拍到的图像信息，按一定格式命名，推

送给管理平台处理； 

支持管理平台返回存储或处理人脸信息结果后，

由人脸识别机展示并播报； 

支持配置人脸识别终端信息，包含 IP、功能室、

名称、人脸算法识别参数、LED开关、民警播报

开关； 

★支持点击离开显示当前功能室内所有涉案人

员，可点击该涉案人员进行离开功能室操作，并

将离开信息推送给系统； 

★支持点击提讯按钮进行人脸识别，识别民警身



份，筛选并显示民警权限相关嫌疑人，并可进行

提讯操作； 

支持提讯操作：选择涉案人员分配至某个空闲审

讯室； 

支持当涉案人员刷脸进入审讯室后，平板显示审

讯室正在使用中的状态； 

支持每个人脸识别终端软件界面有签到按钮，为

民警在巡视活动中提供签到记录功能，能记录签

到信息，且提供签到信息的查询功能； 

支持门禁联动控制功能，设备的泄漏电流≤

0.1mA，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

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有关标准； 

支持红外感应，红外感应到无人就息屏； 

支持一个小时同步一次人脸服务器的时间； 

当涉案人员/民警刷脸进入审讯室时，系统识别

并控制审讯室/候问室门禁； 

支持对人员验证结果展示不同颜色的灯光，验证

通过为绿灯，验证失败为红灯，常规蓝灯； 

■红外人体感应支持 0-5m, 在补光灯作用下可

清晰拍摄距摄像头≥60cm处人脸图像。（以提供

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

为依据，且须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活体人脸检测，具备防电子照片验证的功

能； 

产品配套同设备品牌“人脸识别”功能的嵌入式

软件著作权证书，提供的软件著作权首次发表日

期应在招标公告前，复印件加盖原厂公章； 

★设备支持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

系统无缝对接联动控制，实现办案区内执法办案

流程管控； 

2 半球摄像头 1 台 

200万 1/2.7”CMOS ICR 日夜型半球型网络摄像

机，支持 20~30米红外，支持 Micro SD 卡，支

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 H.264/H265/MJPEG

编码格式、支持智能报警：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越界侦测,区域入侵侦测,移动侦测、IP67 防护等

级，支持 DC12±25%/PoE(802.3af)。 

3 拾音器 1 个 

全向拾音器，增强型电源噪声抑制，AGC 自动音

量控制，灵敏度最大音量双调节，监听面积：

100m2/5.6m；供电电源：DC/POE。 

4 USB摄像头 1 台 

摄像头像素：≥130 万，视像解像度（分辨率）：

≥1280*720，帧数：≥30Fps，支持 USB 接口，

麦克风：内置免驱 

5 工作站 1 台 
1、CPU：I5处理器 

2、内存：8G内存 



3、硬盘：1TB+128G SSD 硬盘  

4、操作系统：Win10 home 64 位操作系统 

5、显卡：2G显存，支持 VGA+HDMI接口 

6、光驱：DVDRW 

7、显示器：23.8英寸，1920×1080 分辨率，HDMI

接口 

4.随身物品保管室 

1 半球摄像头 2 台 

200万 1/2.7”CMOS ICR 日夜型半球型网络摄像

机，支持 20~30米红外，支持 Micro SD 卡，支

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 H.264/H265/MJPEG

编码格式、支持智能报警：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越界侦测,区域入侵侦测,移动侦测、IP67 防护等

级，支持 DC12±25%/PoE(802.3af)。 

2 拾音器 1 个 

全向拾音器，增强型电源噪声抑制，AGC 自动音

量控制，灵敏度最大音量双调节，监听面积：

100m2/5.6m；供电电源：DC/POE。 

3 
智能随身物品柜 12格

（主柜） 
1 台 

整体尺寸（不含轮子高度）：（高*宽*深）≥

1800*800*400mm 

单体存储位置≥12 格， 

格子尺寸（高*宽*深）≥160*290*400mm，不少

于 8格 

格子尺寸（高*宽*深）≥340*290*400mm，不少

于 2格 

格子尺寸（高*宽*深）≥700*290*400mm，不少

于 2格 

整体材质冷轧钢板，钢材厚度≥1.0mm 

工作温度：-20℃~70℃ 

工作湿度：0%~90%的相对湿度，非冷凝 

配备≥8寸触控交互面板，分辨率≥1280*800 

配备双目摄像头，分辨率≥1280*960，摄像头≥

130万 

主控板：相当于或优于 RK3399 

锁控板：12路锁控板，RS485控制 

支持人脸识别开柜、远程控制开柜，在紧急情况

下，可进行机械应急开锁 

电源输入：12V，4.2A 

支持设置白名单、黑名单，通过刷人脸快速开柜 

支持通过在系统分配物品存放位置 

支持通过办案场所管理系统控制远程开柜。 

产品具有体现“柜”功能的嵌入式软件著作权证

书。 

提供的软件著作权首次发表日期应在招标公告

前，复印件加盖原厂公章。 



★设备支持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

系统无缝对接联动控制，实现人脸识别和远程控

制开柜。 

4 指纹仪 1 台 

采集范围：≥15.24*20.32mm；采集方式：360

度；支持操作系统：Windows/Linux/Android；

电压：USB 5V；支持工作温度：-20~+50℃； 

5 签名板 1 台 
显示区域：≥76.78*39.58mm；重量：≤157g； 

USB供电：5V 100mA；观看角度：水平/垂直 70℃； 

5.讯（询）问室（各 2 间共 4 间） 

1 人脸识别终端 2 台 

处理器核心数目≥6个，主频≥1.8GHz； 

≥2GB内存； 

支持 openGL ES1.1/2.0/3.0； 

GPU：相当于或优于 Mali-T864四核； 

≥8GB存储空间； 

高清交互面板，≥10.1英寸，分辨率≥1280*800； 

双目摄像头，黑白摄像头≥130万像素，彩色摄

像头≥200万像素； 

整机尺寸≤长 265mm*宽 260mm*厚 41mm；整机净

重≤4KG； 

■内置拾音器，具有语音采集功能，同时支持语

音播报，在设备正前方≥1m范围内语音播报音量

不低于 60dB，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

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有关标准。（以提

供带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

为依据，且须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人体感应，感应距离≤2米； 

支持人脸抓拍时自动启动补光灯进行补光； 

■设备具备人脸检测自动抓拍功能，当检测没有

人员时，屏幕自动休眠，当检测到人员时，屏幕

自动点亮唤醒。同时支持人脸比对，且比对时间

≤3s，至少支持红、绿、蓝三色灯显示。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

验方法有关标准。（以提供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明其

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门禁、闸机、锁具控制；支持门控信号读取 

输入电压 220V，配套电源适配器 DC12V、3A 

网络接口≥1个 RJ45 端口； 

整机电源保护性能：支持 OVP过压保护、OCP过

流保护、OTP过温保护、SCP短路保护、OPP 过功

率保护； 

★支持通过触摸操作实现涉案人员的功能室分

配； 



★支持非穿戴式办案流程管控，使用人不用额外

穿戴任何设备可实现业务流程指引和管控； 

支持人脸检测自动抓拍功能，即当检测到人员

时，自动抓拍人员的照片； 

支持人脸识别比对功能，当比中人员信息时，自

动显示人员的姓名； 

★支持人员的权限控制，如果该人员没有进入该

功能室的权限，则产生提示； 

权限校验：通过该人脸识别设备，系统自动进行

权限校验和流程管理； 

★支持功能室使用状态显示，提醒该功能室当前

是否可用； 

★支持当人员在原功能室点击离开，原功能室的

使用权限释放，设备重置为人脸抓拍状态；没有

点击离开则无法在下一功能室刷脸； 

■活动轨迹：自动记录人员进出的具体时间，系

统自动形成活动轨迹；（以提供带 CMA 标识的检

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

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将抓拍到的图像信息，按一定格式命名，推

送给管理平台处理； 

支持管理平台返回存储或处理人脸信息结果后，

由人脸识别机展示并播报； 

支持配置人脸识别终端信息，包含 IP、功能室、

名称、人脸算法识别参数、LED开关、民警播报

开关； 

★支持点击离开显示当前功能室内所有涉案人

员，可点击该涉案人员进行离开功能室操作，并

将离开信息推送给系统； 

★支持点击提讯按钮进行人脸识别，识别民警身

份，筛选并显示民警权限相关嫌疑人，并可进行

提讯操作； 

支持提讯操作：选择涉案人员分配至某个空闲审

讯室； 

支持当涉案人员刷脸进入审讯室后，平板显示审

讯室正在使用中的状态； 

支持每个人脸识别终端软件界面有签到按钮，为

民警在巡视活动中提供签到记录功能，能记录签

到信息，且提供签到信息的查询功能； 

支持门禁联动控制功能，设备的泄漏电流≤

0.1mA，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

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有关标准； 

支持红外感应，红外感应到无人就息屏； 

支持一个小时同步一次人脸服务器的时间； 



当涉案人员/民警刷脸进入审讯室时，系统识别

并控制审讯室/候问室门禁； 

支持对人员验证结果展示不同颜色的灯光，验证

通过为绿灯，验证失败为红灯，常规蓝灯； 

■红外人体感应支持 0-5m, 在补光灯作用下可

清晰拍摄距摄像头≥60cm处人脸图像。（以提供

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

为依据，且须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活体人脸检测，具备防电子照片验证的功

能； 

产品配套同设备品牌“人脸识别”功能的嵌入式

软件著作权证书，提供的软件著作权首次发表日

期应在招标公告前，复印件加盖原厂公章； 

★设备支持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

系统无缝对接联动控制，实现办案区内执法办案

流程管控； 

2 
LED双色壁挂式电子

门牌 
4 块 

灯珠特性：3535灯珠 1R1G1B户外表贴三合一表

贴；尺寸：320mm*160mm；视角及均匀度：屏幕

水平视角≥160 度 ，垂直视角：≥140 度。 

3 光盘 4 桶 
DVD-R 16速 4.7G 防水可打印系列 桶装 50片 

刻录盘 

4 
电子签名捺印板（同

步录音录像+指纹） 
2 台 

交互面板尺寸≥10.1 英寸（对角线），有效显示

面积≥216.96 mm x 135.6 mm 

显示分辨率≥1280 x 800 

支持电磁触摸 

显示接口：USB 

无源无线电磁式原笔迹 

笔迹分辨率≥2540 DPI 

笔压等级：1024级或 2048级可选 

半导体指纹采集技术（面积式/按压式） 

符合 GA/T 1011-2012 公安部居民身份证指纹采

集器通用技术要求 

传感器面积≥12.9 x 18 mm 

指纹分辨率≥256 x 360，508DPI 

内置喇叭 1x1.2W 及以上 

内置 MIC 

配置≥2个超广角摄像头 

分辨率≥1920*1080p 

硬件加密 

加密芯片资质：国密型号 

加密算法：DES和国密 SM4（提供其他算法开发

支持） 

支持 Windows XP, 7, 8/8.1, 10 

支持中标麒麟 Neokylin 及其他国产 Linux 系统 



■支持使用电磁笔滑动浏览 PDF文件内容，亦可

点击上下页进行翻页操作（以提供带 CMA 标识的

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

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客户端向签名板推送 PDF文件，可提供不

少于一种签名模式，不仅限于在指定位置签名。

（以提供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

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

和序号） 

■支持在笔录文件上进行签名捺印操作，支持对

最后一页最后一次签名进行抓拍，并以附件的形

式附于 PDF文件。（以提供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明其

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上下两个摄像头支持对签名全程进行同步录

音录像，保证签名有效性。 

支持笔录文件第三方检测机构认证 

支持设备连接异常检测，保证设备可用性 

■支持在 PDF文件打开、签名以及提交时，具备

相应语音提示。（以提供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告

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明其检

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设备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系统

无缝对接，实现电子签名捺印笔录文件回传山东

省执法办案闭环管理系统 

5 半球摄像头 4 台 

200万 1/2.7”CMOS ICR 日夜型半球型网络摄像

机，支持 20~30米红外，支持 Micro SD 卡，支

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 H.264/H265/MJPEG

编码格式、支持智能报警：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越界侦测,区域入侵侦测,移动侦测、IP67 防护等

级，支持 DC12±25%/PoE(802.3af)。 

6 拾音器 4 个 

全向拾音器，增强型电源噪声抑制，AGC 自动音

量控制，灵敏度最大音量双调节，监听面积：

100m2/5.6m；供电电源：DC/POE。 

7 审讯主机 2 台 

★混合模式下，最大可接入 4路模拟视频+2 路数

字网络视频信号（分辨率为 1920x1080） 

★单数字网路模式下，最大可接入 6路数字网络

视频信号（1920x1080） 

★支持 6路 H.265 视频编码 

支持 1个 HDMI视频信号和 1个 VGA视频信号输

入接口，1个 HDMI 视频信号和 1个 VGA 视频信号

输出接口 

音频压缩标准采用 AAC 

支持 6个 SATA口，支持 4盘位硬盘接入，支持



raid0、raid1、raid5、raid10。 

支持 2个 SATA口接入 2个 DVD光驱 

具备视频入侵检测功能。 

★设备最大接入带宽 256Mbps。 

具备视音频丢失报警 

支持标准 DVD光盘或蓝光光盘刻录。 

支持单室双刻、双室双刻、单室轮刻等多种讯问

刻录模式。 

单张光盘刻录时间 1到 12小时之间可设。 

支持刻录过程中实时监测显示已刻录进度和光

盘剩余时间。 

支持刻录光盘剩余容量倒计时提醒功能。 

支持光盘不间断刻录，确保更换光盘时数据不丢

失。 

支持画中画功能，支持 1大 7小、1大 5小、1

大 4小、1大 3小、1大 2小、1大 1小等多种画

中画模式，画中画大小和位置任意调整。 

支持无硬盘刻录 

★支持讯问数据数字水印加密技术和哈希值校

验技术，并将哈希值数据以单独文件的形式与音

视频数据一并保存，防止原音视频数据被篡改。 

★支持断电保护功能，保存断电前一秒硬盘数

据。 

支持对审讯录像记录进行音频屏蔽刻录 

★须提供公安部权威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

件并加盖生产厂商公章； 

8 工作站 4 台 

1、CPU：I5处理器 

2、内存：8G内存 

3、硬盘：1TB+128G SSD 硬盘  

4、操作系统：Win10 home 64 位操作系统 

5、显卡：2G显存，支持 VGA+HDMI接口 

6、光驱：DVDRW 

7、显示器：23.8英寸，1920×1080 分辨率，HDMI

接口 

9 特写摄像头 4 台 

400万 CMOS枪型网络摄像机，变焦镜头，支持

Micro SD卡，支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

H.264/H265/MJPEG 编码格式、支持智能报警：动

态分析,遮挡报警、越界侦测,区域入侵侦测,移

动侦测、IP67防护等级，支持 DC12±

25%/PoE(802.3af)。 

6.侯问室 

1 人脸识别终端 1 台 
处理器核心数目≥6个，主频≥1.8GHz； 

≥2GB内存； 



支持 openGL ES1.1/2.0/3.0； 

GPU：相当于或优于 Mali-T864四核； 

≥8GB存储空间； 

高清交互面板，≥10.1英寸，分辨率≥1280*800； 

双目摄像头，黑白摄像头≥130万像素，彩色摄

像头≥200万像素； 

整机尺寸≤长 265mm*宽 260mm*厚 41mm；整机净

重≤4KG； 

■内置拾音器，具有语音采集功能，同时支持语

音播报，在设备正前方≥1m范围内语音播报音量

不低于 60dB，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

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有关标准。（以提

供带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

为依据，且须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人体感应，感应距离≤2米； 

支持人脸抓拍时自动启动补光灯进行补光； 

■设备具备人脸检测自动抓拍功能，当检测没有

人员时，屏幕自动休眠，当检测到人员时，屏幕

自动点亮唤醒。同时支持人脸比对，且比对时间

≤3s，至少支持红、绿、蓝三色灯显示。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备安全要求和试

验方法有关标准。（以提供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

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明其

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门禁、闸机、锁具控制；支持门控信号读取 

输入电压 220V，配套电源适配器 DC12V、3A 

网络接口≥1个 RJ45 端口； 

整机电源保护性能：支持 OVP过压保护、OCP过

流保护、OTP过温保护、SCP短路保护、OPP 过功

率保护； 

★支持通过触摸操作实现涉案人员的功能室分

配； 

★支持非穿戴式办案流程管控，使用人不用额外

穿戴任何设备可实现业务流程指引和管控； 

支持人脸检测自动抓拍功能，即当检测到人员

时，自动抓拍人员的照片； 

支持人脸识别比对功能，当比中人员信息时，自

动显示人员的姓名； 

★支持人员的权限控制，如果该人员没有进入该

功能室的权限，则产生提示； 

权限校验：通过该人脸识别设备，系统自动进行

权限校验和流程管理； 

★支持功能室使用状态显示，提醒该功能室当前

是否可用； 



★支持当人员在原功能室点击离开，原功能室的

使用权限释放，设备重置为人脸抓拍状态；没有

点击离开则无法在下一功能室刷脸； 

■活动轨迹：自动记录人员进出的具体时间，系

统自动形成活动轨迹；（以提供带 CMA 标识的检

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为依据，且须注

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将抓拍到的图像信息，按一定格式命名，推

送给管理平台处理； 

支持管理平台返回存储或处理人脸信息结果后，

由人脸识别机展示并播报； 

支持配置人脸识别终端信息，包含 IP、功能室、

名称、人脸算法识别参数、LED开关、民警播报

开关； 

★支持点击离开显示当前功能室内所有涉案人

员，可点击该涉案人员进行离开功能室操作，并

将离开信息推送给系统； 

★支持点击提讯按钮进行人脸识别，识别民警身

份，筛选并显示民警权限相关嫌疑人，并可进行

提讯操作； 

支持提讯操作：选择涉案人员分配至某个空闲审

讯室； 

支持当涉案人员刷脸进入审讯室后，平板显示审

讯室正在使用中的状态； 

支持每个人脸识别终端软件界面有签到按钮，为

民警在巡视活动中提供签到记录功能，能记录签

到信息，且提供签到信息的查询功能； 

支持门禁联动控制功能，设备的泄漏电流≤

0.1mA，且符合 GB 16796-2009 安全防范报警设

备安全要求和试验方法有关标准； 

支持红外感应，红外感应到无人就息屏； 

支持一个小时同步一次人脸服务器的时间； 

当涉案人员/民警刷脸进入审讯室时，系统识别

并控制审讯室/候问室门禁； 

支持对人员验证结果展示不同颜色的灯光，验证

通过为绿灯，验证失败为红灯，常规蓝灯； 

■红外人体感应支持 0-5m, 在补光灯作用下可

清晰拍摄距摄像头≥60cm处人脸图像。（以提供

带 CMA标识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厂商公章）

为依据，且须注明其检测结果所在页码和序号） 

支持活体人脸检测，具备防电子照片验证的功

能； 

产品配套同设备品牌“人脸识别”功能的嵌入式

软件著作权证书，提供的软件著作权首次发表日



期应在招标公告前，复印件加盖原厂公章； 

★设备支持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

系统无缝对接联动控制，实现办案区内执法办案

流程管控； 

2 半球摄像头 4 台 

200万 1/2.7”CMOS ICR 日夜型半球型网络摄像

机，支持 20~30米红外，支持 Micro SD 卡，支

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 H.264/H265/MJPEG

编码格式、支持智能报警：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越界侦测,区域入侵侦测,移动侦测、IP67 防护等

级，支持 DC12±25%/PoE(802.3af)。 

3 拾音器 2 个 

全向拾音器，增强型电源噪声抑制，AGC 自动音

量控制，灵敏度最大音量双调节，监听面积：

100m2/5.6m；供电电源：DC/POE。 

7.平台及配套设备 

1 服务器机柜 1 台 

1、类型：服务器机柜/网络机柜 

2、容量：42U 

3、机柜尺寸：2000*600*1000 

4、标准：19英寸标准机柜   

5、门及门锁：前门:钢化玻璃前门、网状前门，

可选 6、择，带锁；后门:网状后门；侧门:全钢

侧门，可快 7速装卸   

7、材料及工艺：材料采用 SPCC冷轧钢板，表面

处理采用脱脂、酸洗磷化静电喷塑   

8、承重：800kg 

2 
应用及数据库部署服

务 
1 套 

办案中心管理系统、涉案财物中心管理系统、案

卷管理系统、机构、人员、案件等数据初始化、

数据同步，数据库、应用系统部署调试。 

3 人脸识别主机 1 套 

支持≥20万注册库（可堆叠）； 

支持 6路 1080P高清视频接入或支持 16 路人脸

抓拍机接入； 

图像质量高且年龄跨度少于 5年，合格人脸识别

准确率≥95%，误报率≤1%； 

配备专用人脸识别算法； 

标准 2U机箱； 

CPU：相当于或优于 Intel Core i7 7700 3.6G/4

核*1；   

GPU：相当于或优于 NVIDIA GeForce GTX 1660 

配备内存容量≥16GB，性能相当于或优于 DDR4 

2133MHz； 

配备硬盘相当于或优于 1TB/SATA/7200RPM/3.5

寸/企业级； 

配备≥2个千兆以太网口； 

支持人脸注册、人脸检测、人脸优选及人脸识别 



支持通过人脸识别终端或办案中心管理终端抓

拍到人脸后，进行后台的人脸比对及人员的权限

认证，人脸比对成功后，返回人员信息；以及判

断该人员是否具有相关权限，后台系统反馈人员

权限校验结果； 

★设备支持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

系统无缝对接联动控制，实现办案区内执法办案

流程管控。 

8.视频存储配置 

1 
16盘位32路硬盘录像

机 
2 台 

网络视频输入不少于 32路，网络视频接入带宽不少于

320Mbps。 

支持不少于 2个 HDMI 和 2个 VGA同时输出。 

支持不少于 16个 SATA 接口，1个 eSATA，每个接口支

持容量最大 10TB的硬盘。 

支持 RAID0、RAID1、RAID5、RAID6和 RAID10。 

提供公安部权威部门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生

产厂商公章； 

2 6T监控级硬盘 32 块 
容量：6000GB，缓存容量：256M，传输速率：6Gb/s，

接口标准：SATA，盘体尺寸：3.5寸 

二、案卷管理室（使用市局案卷管理系统） 

1 半球摄像头 1 台 

200万 1/2.7”CMOS ICR日夜型半球型网络摄像

机，支持 20~30米红外，支持 Micro SD 卡，支

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 H.264/H265/MJPEG

编码格式、支持智能报警：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越界侦测,区域入侵侦测,移动侦测、IP67 防护等

级，支持 DC12±25%/PoE(802.3af)。 

2 拾音器 1 个 

全向拾音器，增强型电源噪声抑制，AGC 自动音

量控制，灵敏度最大音量双调节，监听面积：

100m2/5.6m；供电电源：DC/POE。 

3 
智能案卷柜主柜（6

门） 
1 台 

外观尺寸≤830mm（宽）×390mm（深）×1890mm

（高）； 

单体不少于 6格，单格尺寸（高×宽×深）≥275

×300×370mm 

主板：工业主板，内存≥DDR3 4G 

硬盘≥64G SSD 

配置≥19寸触控面板 

配置双目摄像头≥1个，分辨率≥1080P，视场角

≥110° 

内置扬声器，双声道 

内置扫码器，支持扫描纸质、薄膜类条形码、二

维码，手机、平板等屏幕一维二维条码 



条形码：支持 Code 32、Code 39、Code 93、Code 

128、Codabar等； 

二维码：支持 PDF417、QRcode、MicroQR、Aztec、

Datamatrix； 

识别角度范围转角±360°，仰角±60°，偏角

±70°； 

支持外接监控摄像头； 

工艺：钣金厚度≥0.8mm，表面喷粉处理，可防

潮、防锈、防静电； 

在断电情况下，可通过特殊途径进行手动开锁。 

支持副柜堆叠； 

支持语音播报，案卷存取操作过程中，语音提示

操作； 

支持案卷存入、取出操作； 

可进行二维码扫描；  

★支持人脸识别：可识别活体人脸并自动登录界

面。 

支持多种方式开柜，支持扫描人脸、扫描二维码、

接收系统指令、输入账号密码开柜。 

支持对案卷存取操作过程中因环境太暗而智能

补光 

■产品具有体现“柜”功能嵌入式软件著作权证

书。 

提供的软件著作权首次发表日期应在招标公告

前，复印件加盖原厂公章。 

★设备支持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

系统无缝对接联动控制，实现人脸识别和远程控

制开柜。 

5 双目摄像头（含支架） 1 个 

感光元件类型: CMOS 1/2.7；有线连接，像素:

≥200w像素；最大分辨率：≥1920*1080；支持

自动对焦；3.6MM 滤光片；支持红外补光； 

6 普通标签打印机 1 台 

尺寸：（长×宽×高）222.5 mm × 184mm × 174mm； 

重量：1.5 kg； 

最大介质直径：127 mm (5 in)； 

介质芯尺寸：25.4 mm (1 in), 38 .1mm (1.5 in)； 

介质宽度：25.4 mm (1 in) 到 110 mm (4.33in)； 

标签长度：9.6 mm (0.34 in) 到 99 cm (39 in)； 

打印方式：直接热敏； 

打印分辨率：8 dpmm (203 dpi)； 

最大打印速度：100mm/s（4ips）； 

最大打印宽度：104 mm (4.1 in)； 

7 热敏感标签纸 1 份 热敏标签打印纸 规格 80mm*60mm  450 张 



8 条码扫描枪 1 个 

旋转读码角度：±60° 

斜交读码角度：±65° 

倾斜读码角度：±180° 

最小解析度 1D：不高于 5mil（0.127mm），2D:

不高于 10mil(0.25mm) 

三、涉案财物保管室（使用省厅、市局涉案财物管理系统） 

1 半球摄像头 2 台 

200万 1/2.7”CMOS ICR 日夜型半球型网络摄像

机，支持 20~30米红外，支持 Micro SD 卡，支

持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支持 H.264/H265/MJPEG

编码格式、支持智能报警：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越界侦测,区域入侵侦测,移动侦测、IP67 防护等

级，支持 DC12±25%/PoE(802.3af)。 

3 拾音器 1 个 

全向拾音器，增强型电源噪声抑制，AGC 自动音

量控制，灵敏度最大音量双调节，监听面积：

100m2/5.6m；供电电源：DC/POE。 

4 工作站 1 台 

1、CPU：I5处理器 

2、内存：8G内存 

3、硬盘：1TB+128G SSD 硬盘  

4、操作系统：Win10 home 64 位操作系统 

5、显卡：2G显存，支持 VGA+HDMI接口 

6、光驱：DVDRW 

7、显示器：23.8英寸，1920×1080 分辨率，HDMI

接口 

5 双目摄像头（含支架） 1 个 

感光元件类型: CMOS 1/2.7；有线连接，像素:

≥200w像素；最大分辨率：≥1920*1080；支持

自动对焦；3.6MM 滤光片；支持红外补光； 

6 条码扫描枪 1 个 

旋转读码角度：±60°；斜交读码角度：±65°；

倾斜读码角度：±180°；最小解析度 1D：不高

于 5mil（0.127mm），2D:不高于 10mil(0.25mm) 

7 热敏感标签纸 1 份 热敏标签打印纸 规格 80mm*60mm  450 张 

8 普通标签打印机 1 台 

尺寸：（长×宽×高）222.5 mm × 184mm × 174mm； 

重量：1.5 kg； 

最大介质直径：127 mm (5 in)； 

介质芯尺寸：25.4 mm (1 in), 38 .1mm (1.5 in)； 

介质宽度：25.4 mm (1 in) 到 110 mm (4.33in)； 

标签长度：9.6 mm (0.34 in) 到 99 cm (39 in)； 

打印方式：直接热敏； 

打印分辨率：8 dpmm (203 dpi)； 

最大打印速度：100mm/s（4ips）； 

最大打印宽度：104 mm (4.1 in)； 

9 电子天平 1 个 

分度值：0.001g； 

称重范围：0.01g-500g 

开机自检，后置水平仪，单位转换，防风保护，



可充电使用 

10 
智能物管柜 13 格（主

柜） 
1 台 

整体尺寸（不含轮子高度）≥1800*1050*400mm

（高*宽*深） 

单体柜子存储位不少于 13格 

格子尺寸（高*宽*深）≥115*445*400mm，不少

于 8格 

格子尺寸（高*宽*深）≥310*445*400mm，不少

于 5格 

整体材质冷轧钢板，钢材厚度≥0.8mm 

工作温度：-20℃~70℃ 

工作湿度：0%~90%的相对湿度，非冷凝 

主控系统：相当于或优于 ARM RK3399，64 位 CPU，

最高主频 2.0GHz，板载 2GB DDR3 1600 MHz 

配备≥21.5寸触控面板 

配备摄像头≥200 万像素，分辨率≥1280*720，

视场角度≥90° 

操作系统：相当于或优于 Android 7.1 

支持人脸识别开柜、IC卡、RFID、刷二维码开柜

及远程控制开柜等开柜方式，在紧急情况下，可

进行机械应急开锁 

支持设置白名单、黑名单，通过刷人脸快速开柜 

支持刷 IC卡开柜 

支持通过在系统分配物品存放位置，打印二维码

标签后，通过在智能柜上刷二维码标签即可打开

预先设定的存放柜门 

支持通过办案场所管理系统控制远程开柜。 

■产品具有体现“柜”功能嵌入式软件著作权证

书。 

提供的软件著作权首次发表日期应在招标公告

前，复印件加盖原厂公章。 

★设备支持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

系统无缝对接联动控制，支持与山东省公安厅涉

案财物管理系统联动控制，实现人脸识别和远程

控制开柜。 

11 物证存放架 2 个 

规格：高*宽*深：2000mm*1500mm*500mm； 

层数：4层； 

层载重量：每层平均载重 150KG/层； 

材质：冷轧钢； 

外观工艺：环保喷塑，防腐抗锈蚀处理； 

12 定制物证箱（普通） 6 个 
采用 PP材质，密封设计大容量，外观可印刷定

制。 

13 保险柜 1 个 
产品高度 1500mm，上下双门，开锁方式：密码解

锁，指纹解锁，钥匙开锁，门板厚度不低于：10mm，



主机械钥匙：有,且可自行选择是否使用，报警

功能：蜂鸣器报警，门板形式：复合材质，产品

重量：100kg以上。 

11.综合布线   

1 超五类网线 25 箱 
超五非屏蔽线缆 4对双绞线，符合 TIA/EIA 568-B.2-1

线缆规范要求，包装长度：305m。 

2 电源线 1000 米 国标 RVV2*1.0 

3 信号线 1000 米 国标 RVVP2*1 

4 辅材 1 套 安装所需配件、线缆、管件、线槽等配件 

12.安装调试及系统集成  

1 安装调试及施工 1 套 
本项目所涉及所有货物、系统、综合布线的安装

调试、施工、系统集成以及售后服务 

 

★供应商所投的产品需按照青岛市公安局统一要求，使用青岛市公安局已建

设的执法办案合成监督系统“智能案卷、涉案财物、办案场所”执法管理子系统

实现与硬件设备的联动控制、数据复用，电子笔录、电子文书等数据上传至山东

省执法办案闭环管理系统和执法办案系统，与青岛市公安局执法办案合成监督系

统、全省涉案财物管理系统数据同步。 

★本项目设备：人脸识别终端、随身物品保管柜、案卷保管柜、智能物管柜、

电子签名捺印终端，为保证系统稳定性及兼容性设备必须为同一品牌。 

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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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合同后 30日内供货安装调试完毕。 

3.2 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签订合同且收到乙方提供的正规收据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

同金额的 30%。货物全部安装完毕并加电调试完成、验收合格且收到乙方提供的

正规全额发票后 7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65%，验收合格一年后无质量问题

支付剩余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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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装订成册的中英文使用说明书、操作

手册等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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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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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