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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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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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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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产品技术规格、要求和数量（包括附件、图纸等） 

  详见附录。 

2.1项目概述： 

 八百平米演播室，面积 800平米，观众席 360 个。该项目旨在实现高清、超高清格

式的访谈、知识竞赛、综艺、音乐、颁奖等不同类型节目的扩声、制作（直播）、合

成等功能。基于保障电视节目安全优质播出的原则，确保系统符合电视节目生产流

程、安全性与稳定性并重，兼顾功能实用、技术先进和系统灵活，全硬盘数字化高

清（超高清）播出，确保该扩声系统音质优良，稳定性高，各扬声器覆盖角度精准

可控，传声增益高，保障观众区和舞台返听区声场均匀覆盖的原则。 



   该系统的设备选型应为在国内广电行业同类型演播室中使用率较高的产品，且无

由于系统和设备原因引起的播出事故记录。信号传输链路应做到主备冗余，确保在

演播室录制（直播）中声音不会中断，并达到国际先进国内一流水平。 

2.2 系统及系统中相应设备的各项技术指标应当符合以下国家及行业有关技术标准

和规范： 

2.2.1相关标准、规范： 

GB 4959-95《厅堂扩声特性测量方法》； 

GBJ 76-84 《厅堂混响时间测量方法》； 

GB 3174-1995 PAL-D《电视广播技术规范》； 

GB/T 14476-93 《客观评价厅堂语言可懂度的“RASTI”法》； 

GB/T 14197-93 《声系统设备互连的优选配接值》； 

ITU-R BT. 601-2 《供演播厅使用的数字电视编码标准》； 

GY/T 167-2000《数字分量演播室的同步基准信号》； 

GY/T 156-2000《演播室数字音频参数》； 

GY/T 158-2000《演播室数字音频接口》； 

GYJ42-89《广播电视中心技术用房容许噪声标准》 

GA 586-2005《广播电影电视系统重点单位重要部位的风险等级和安全防护》； 

GY 5053-1994《广播传音电缆线路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GY/T 160-2000《数字分量演播室接口中的附属数据信号格式》； 

GY/T 162-2000《高清晰度电视串行接口中作为附属数据信号的 24 比特数字音频格

式》； 

GY/T 164-2000《演播室串行数字光纤传输系统》； 

GY/T 192-2003《数字音频设备的满度电平》； 

GY/T 193-2003《数字音频系统同步》； 

AES3-1992《两通道数字音频串行平衡传输格式及输入输出接口》； 

AES-3id-1995《不平衡同轴电缆 AES3 传输规范》； 

AES10-2003《多通道数字音频串行接口（MADI）》； 

AES17-1998《数字音频设备测量》； 



《AES3 供数字伴音工程线性表示数字伴音数据的串行传输格式》； 

《AES11 供数字伴音工程在演播使用的数字伴音设备的同步规格》； 

《平衡式模拟音频格式及相关的接口及电气特性要求》； 

《广播电视安全播出管理规定》——电视中心实施细则； 

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省级电视台建设的标准。 

2.2.2通用标准、规范： 

JGJ-57-2000/J67-2001《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JGJ/T 16-92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GBJ 16-92（95年修订）《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T50314-2000《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11-2007《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12-2007《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50171-9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盘、柜及二次回路结线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59-9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照明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9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质量及验收规范》； 

GBJ 232-82《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300-200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0303-2002《建筑电气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057-200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14549-93《电能质量公用电网谐波》； 

GB/T126661/6/90《电缆的耐燃性考核标准》； 

GB50217/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50258/96《电缆敷设规范》； 

其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电器设备使用的有关电气标准。 

2.3工程总体要求： 

（1）先进性原则 

演播室现场扩声系统主要用于现场的扩声，高质量的音色作为该演播室的首选之一。

各类音箱在不同节目形态下的应用要具有灵活性。音箱要具有精确控制声场的能力，



功率放大器具有远程监控与管理能力。整个系统既要有方便灵活的系统控制又要有

较好的声场覆盖，系统要能够较好地满足高质量的现场扩声以及便捷有效的声场控

制。系统音频信号链路从采集到扩声应只经过一次 A/D和 D/A转换。 

（2）可靠性原则 

基于演播室现场演出和播出的实时性这个基本特点，要求主要设备与信号流程充分

考虑其部件及路由的冗余、安全及自动备份，供应商提供的系统设备和设计方案必

须提供完善的可靠性解决方案。 

（3）通用性原则 

演播室的各种音频设备除了应满足系统配置的技术要求外，还应考虑设备的通用性，

以便系统今后扩展和增容。  

（4）安全性原则 

演播室的音频设备、连接器件及电源设备均应满足播出安全性、电气安全性原则。

进口设备应提供 CE或 UL等主要电气安全标准认证。 

2.4项目主要内容及要求： 

2.4.1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项目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2.4.1.1 扩声系统优化设计，科学合理考虑演播室的音箱布置，整个扩声系统所需

预埋或铺设的信号线、电源线、配电及附属设施等为其提供足够的基础设施和安装

位。 

2.4.1.2 功放、扩声音箱、周边设备及工程辅材的采购，设备安装及系统调试，出

具权威机构测试报告。 

2.4.1.3 相关集成手册、图纸、效果图示，技术培训、试运行保障及售后服务等内

容。 

2.4.1.4系统中包含利旧设备：SENNHEISER EM3732-Ⅱ台式双通道无线接收机。 

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含设备材料费、相关配套费、安装费、验

收费、运费、调试、各项措施费、税金等）均应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报价时要充

分考虑现场条件、安全防护等所有因素，因对现场考虑不充分或误解等所产生的费

用，由投标方自身承担。 

2.4.2项目要求： 



2.4.2.1 整个系统设计主要依据国家广电总局有关省级电视台建设标准，技术指标

应符合国家广电总局颁布的行业标准，符合 ITU-R BT.601、SMPTE259M、AES/EBU

数字演播室音频等有关标准。要求该优化方案是国内最新、产品先进、质量稳定、

科学合理、安全可靠、功能齐全、扩展性强、经济性好、方便使用。 

2.4.2.2 本磋商文件所列的“技术参数”仅是不同品牌型号间的共性部分，不足以

完全表述某一品牌型号的独特的性能参数，供应商在满足本磋商文件“技术参数”

要求的基础上，应详尽地介绍所投产品的性能参数优势，并将有代表性的参数填写

在偏离表中。供应商没有详尽介绍所投产品性能参数的，中标方应按该型号最高配

置供货。 

2.4.2.3 演播室现场扩声系统需求一览表只列出了主要设备明细，供应商应根据系

统技术方案和本技术说明的要求提供更完整详细的设备清单（凡因系统必须而遗漏

的项目，中标单位须免费提供），并进行投标设备报价，相关设备材料及施工费用列

入本次现场扩声系统总价。 

2.4.2.4 所有进口设备都要有正规的进口手续，包括厂家或国内总代理的授权、报

关单据、验关证明、验迄文件等通关手续。 

2.4.2.5 所有音响设备应有良好的外包装设计，满足运输和现场储存的防护要求。 

2.4.2.6 主要设备必须提供加盖印章的印刷版彩页资料，响应文件内容须和彩页资

料一致。 

2.4.2.7 现场扩声系统安装与调试 

拥有一流的设备不等于拥有好的效果，系统只有经过精细的安装，严密的系统测试，

正确的校调后才能发挥最佳效果。系统安装完成后，调试工作必须要有相关专业软

硬件配合技术手段调试，使扩声设备与演播室环境完美匹配发挥出应有的音响效果。 

现场扩声系统测试项目包括： 

(1)测量音频扩声系统信噪比。 

(2)测量音频扩声系统频率响应。 

(3)测量音频扩声系统相位响应。 

(4)测量寻找音频扩声系统声反馈共振频率点。 

(5)测量调整房间均衡、调整话筒。 



(6)测量调整系统延时。 

测试现场扩音时，测试系统和扩音系统同时工作，针对现场温湿度、观众人数多少

的改变而导致的声学参数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做好综艺，会议等多种工作模

式参数存储，确保音频扩声系统在任何时候都处在适合的工作模式，最佳的工作状

态。 

测试指标主要包括： 

最大声压级 80-8000Hz平均 ≥106dB 

传输频率特性 

以 80-8000Hz平均声压级为 0dB，在此频带内允许＋4～

-4dB 的变化，且在 40Hz～80Hz 内允许＋4dB，80Hz 从

－4 dB 起按－3 dB/倍频程衰减间，8000～16000Hz 内

允许 8000Hz 从＋4dB 起按－3 dB/倍频程衰减和从－4 

dB 起按－ 9 dB/倍频程衰减间。 

稳态声场不均

匀度 

≤10dB（100Hz）， 

≤6dB（500Hz、1000Hz、2000Hz、4000Hz、8000Hz）， 

≤8dB（16000Hz） 

传声增益 ≥－6dB（100Hz-8000Hz的平均值） 

系统噪声 ≤NR20 

失真度 ≤3%（500Hz、1000Hz） 

2.5系统技术要求： 

2.5.1 系统优化设计和选配音箱时，要求主扩声音箱组、返送监听音箱和流动音箱

建议采用小体积大功率的音箱，便于演播室演出和录制出镜的隐蔽性。 

音箱数量、型号、配置和声场设计要充分考虑到本演播室观众席的结构特点。 

要求供应商根据本项目平面图必须提供演播厅声场分析图、系统图及扬声器点位图，

要求声场设计软件进行计算机模拟设计，以及声场的计算机三维模拟分析图表，按

照每组主扩声音箱以及全部音箱组，分别对直达声声场的构成、均匀度、声场的频

响特性以及混合声场的直混比等进行分通道、分组(阵列)和整体合成的预测计算，

并提供软件源程序以供校验。 



八百平米演播室场地平面图如下：（场地高度 13.5m） 

 
 
 
 
 
 
 
 
 
 
 
 
 
 
 
 
 
 
 
 
 

八百平米演播室舞台及观众区布局示意图如下： 

 
 
 
 
 
 
 
 
 
 
 
 
 
 
 
 
 
 
 
 
 
 
 
 
 
 



 

音箱是整个扩声系统还音的最终环节，也是演播室整个声场音色的关键设备，供应

商在音箱品牌的选型上，要综合考虑音箱的电声指标和音色音质等主观评价指标。

音箱的选择除了满足本磋商文件声学特性的技术指标要求之外，必须保证对声源（节

目源）音色的准确还原，音箱均应选用近年国内广电行业使用的主流线性阵列。为

此，供应商在声场设计时应将音箱音色放在重中之重。 

2.5.2 扩声音箱包括：固定安装的主扩声音箱组、左右声道低音音箱组、超低频音

箱组、舞台地板流动返送监听音箱组和流动全频音箱及低频音箱组。 

2.5.2.1主扩声音箱组 

主扩声音箱系统必须是性能耦合良好的线性阵列音箱，采用左、右两声道扩声覆盖

方式。该音箱组采用固定安装方式吊装在舞台台口上方，主扩声音箱组配置应该有

足够的数量、合理的功率和声场覆盖，低音单元不低于双 8寸。音箱必须具有准确

的声场定位，要有很强的声波控制能力，在声波投射线外声压级迅速下降 12-20db，

以避免不必要的声波墙面反射和声波干涉，在保证现场扩声声压级的同时，避免话

筒的回授。综合考虑演播厅的水平和垂直覆盖，避免声波在演播厅多次反射而造成

的声音的清晰度下降。供应商可根据磋商文件优化设计，但技术指标和数量不得低

于设备清单的要求。 

2.5.2.2左右声道低音音箱组 

配置左右低频音箱组，以对音乐的低频下限做进一步的扩展。每个音箱组至少由 2

只 18英寸口径以上的超低频音箱组成。 

2.5.2.3超低频音箱组 

除主扩声音箱组外，需吊挂装超低频音箱组，以对音乐的低频下限做进一步的扩展。

每个音箱组至少由两只双 18英寸单元以上的超低频音箱组成。技术指标和数量不得

低于设备清单的要求。 

2.5.2.4舞台地板流动返送监听音箱组 

以节目内容和场景装置的不同设置流动返送监听音箱，用于对舞台不同区域的声场

覆盖，保证舞蹈演员、歌唱演员和乐队的演出监听需求。 

2.5.2.5流动全频音箱及低频音箱组 



配置音柱全频音箱及配套低频音箱，保证不同形式的节目音箱的灵活使用。 

2.5.2.6功率放大器系统 

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率和阻抗应当与提供的音箱相匹配，同一系列的音箱要求选用

与其匹配的功率放大器，所有功率放大器应该有足够的功率储备，并提供原厂相关

资料。 

所有功率放大器要求带有网络监控接口，可以连成一个网络，在控制机房或远端能

够很直观检测调整功率放大器的工作情况，实时检测工作电压、输入电平、温度、

过载等各种状况，并具备对过载、过压、过热等故障的自动报警和保护等措施。 

为了便于对演播室各个区域声场的灵活控制，要求负责各个功能区的功率放大器与

所对应的音箱组通路清晰、操作方便。 

功率放大器的数量，可根据供应商所选择品牌音箱的匹配功率要求和通路要求自行

配置。在满足招标技术文件要求条件下，供应商需详细阐述系统备份方案以及选择

备份调整方式。技术指标和数量不得低于设备清单的要求。 

2.5.2.7音箱信号处理器设备 

信号处理器在系统中位于调音台与音箱之间，应具有矩阵、信号增益、均衡、压限、

分频、延时、分配等功能。 

信号处理设备的功能和数量配置应该既能满足对音箱进行各类参数的控制和调整，

又能满足对扩声系统进行声场的控制和调整。 

处理设备应为数字处理模式，处理器具有网络接口，要求能实现远程监控功能，通

过该系统对在扩声机房的处理器设备进行操作，调整处理器的参数，工作状态等。 

信号处理器也可不依赖计算机独立工作。 

信号处理器的数量供应商可根据上述音箱数量、通路要求以及声场控制的要求进行

合理配置。 

技术指标和数量不得低于设备清单的要求。 

此条款是对没有内置处理器的功放品牌所搭配的信号处理器的要求，具有内置处理

器的功放品牌可忽略此条款。 

2.5.2.8远程网络监控工作站 

网络监控用工作站主要用于对功率放大器的远程控制，便携可移动。 



2.5.2.9音箱吊挂系统和其他配件 

所有扩声音箱的吊挂件必须保证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保证扬声器吊挂的稳

定性。 

2.6主要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 数量 

1 扬声器系统     

1.1 
●左/右主扩声扬声器

组 

采用两分频线阵列扬声器； 

单组线阵列数量≥6只； 

频率响应不劣于 55Hz～18kHz； 

单组线阵列水平覆盖角度：100°～

120°； 

单组线阵列垂直覆盖角度：30°～

50°； 

★单只扬声器最大声压级≥136dB； 

★单只音箱低音单元双 8寸； 

提供 CE认证； 

2组 

1.2 
左/右主扩声扬声器吊

挂件 
左/右主扩声扬声器吊挂件； 2套 

1.3 线阵列低频扬声器 

★频率响应：低频下限≤39Hz； 

最大声压级≥131dB； 

双低音单元≥12 寸 

提供 CE认证； 

4组 

1.4 超低扬声器 

频率响应：★低频下限≤32Hz； 

最大声压级≥140dB； 

(在满足低音单元尺寸及低频下限

要求的前提下，若单只超低扬声器

声压级不响应，则可以通过增加数

2只 



量来满足，以数量每翻一倍，声压

级增加 3dB计算) 

低音单元≥双 18 寸； 

提供 CE认证； 

1.5 超低扬声器吊挂件 
超低扬声器吊挂件； 

 
1套 

1.6 返送扬声器 

频率响应不劣于 48Hz～18kHz； 

单只扬声器水平覆盖角度：50°～

90°； 

单只扬声器垂直覆盖角度：50°～

60°； 

★最大声压级≥133dB； 

低音单元≥12寸； 

高音单元≥1.4寸；提供 CE认证； 

6只 

1.7 流动全频扬声器 

频率响应不劣于 110Hz～17kHz； 

每组水平覆盖角度：≥90°； 

每组垂直覆盖角度：≥20°； 

★单只扬声器最大声压级≥126dB； 

每组扬声器低音单元≥6个 4寸； 

每组扬声器高音单元≥6个 1.1寸； 

各厂家可根据各自的产品配置不同

数量的产品以满足招标要求； 

2组 

1.8 流动低频扬声器 

频率响应：低频下限≤40Hz； 

★最大声压级≥131dB； 

双低音单元≥单 15寸或双 12寸； 

提供 CE认证； 

2只 



1.9 数字功率放大器 

与扬声器同品牌 

功放要求参考以下技术指标：  

（1）功率放大器根据扬声器数量必

须独立通道配置；所选功率放大器

必须是扬声器的原厂标准推荐配

置，内置扬声器数据库，可快速调

用扬声器参数； 

功率放大器带 DSP 处理，矩阵，内

置分频器、均衡、压限等功能； 

DSP输出通道不少于 28个；  

（2）数字音频处理器或数字功率放

大器需同时具备 AES 数字和模拟

信号输入，具有输入信号自动备份

功能，即数字信号中断后可以自动

无缝切换到模拟信号输入上，无需

手动； 

(3)功率放大器具备数字和模拟信

号自动切换功能；具有功放管理软

件，可通过功放系统管理软件对扬

声器进行实时监控及控制编程； 

(4)数字功率放大器标配网络监控

接口，可以不借助计算机路由器连

成一个网络，在控制室能够很直观

检测调整功率放大器的工作情况，

实时检测功率放大器的工作电压、

输入电平、温度、过载等各种状况，

具备对过载、过压、过热等故障的

按需 



自动报警和保护等措施； 

提供 3C和 CE认证； 

2 吊挂系统     

2.1 电动葫芦 电动葫芦 荷载≥500KG 6台 

3 固定连接线缆     

3.1 多芯扬声器线缆 
多芯扬声器线缆 2x4sqmm； 

满足系统使用需求； 
1批 

3.2 多芯扬声器线缆 
多芯扬声器线缆 4x4sqmm； 

满足系统使用需求； 
1批 

3.3 4芯扬声器专业插头 
4芯扬声器专业插头； 

满足系统使用需求； 
1批 

4 话筒及话筒架     

4.1 
鹅颈话筒（含底座、话

筒头、杆） 

接头 XLR-3 

颜色 黑色 

直径 8mm 

幻像供电    P12 to P48 V 

鹅颈长度 60cm 

话筒咪头阻抗 50 欧  

频率响应 40HZ-20KHZ 

换能原理 预极化电容话筒 

拾音模式 超心形 

等效噪声电平 23dB（A） 

电流消耗 250 μA 

6只 

4.2 

无线手持话筒发射机 

（含话筒头、电池棒、

风罩等，需配合利旧设

备使用） 

颜色 黑色 

最大频偏 +/- 56 kHz 

频率范围 830 - 960 MHz 

标称偏差 +/- 40 kHz 

4支 



频率响应 60 - 20.000 Hz 

信噪比  typ. 114 dB (A)eff 

调制  Breitband-FM 

RF 频率范围 450 - 960 MHz 

RF 输出功率 50 mW (-3 dB) a 50 Ω 

杂散发射 < 4 nW 

频点可调范围 36 MHz 

 

 

4.3 落地话筒支架 
高度范围：0.5米-2.97米； 

斜杆范围：0.8米-0.9米 
4套 

5  机架效果器 2套 

5.1 Dante版机架 

▸  英特尔® 酷睿™  i7-8700 处理

器 

 ▸  FURY DDR4 2400 16G 内存 

 ▸  128G M.2 SSD 固态存储 

 ▸  高速 PCI-E Dante 扩展卡 

 ▸  内嵌 Live Professor 2 效果器

机架 

 ▸  多轨道效果器实时运算 

 ▸  极低的音频处理延时 

 ▸  多用户系统环境及备份 

 ▸  硬 件 故 障 告 警 。                               

含：插件联盟精选插件包 

2台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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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签订后国产设备 30 日内、进口设备 60 日内供货完毕；接到招标人安装

通知后 15日内完成集成调试。 

3.2 交货地点 

招标人指定地点 

3.3 付款方式 

中标供应商收到中标通知书后，三个工作日内付给采购人履约保证金为合同总

额的 10% (银行保函方式）；签订合同后，中标供应商开具相关收款凭证，采购人付

给中标供应商合同总额的 100%；项目验收后，按合同约定中标供应商付给采购人合

同总额的 5%为项目质保金后，采购人退还中标供应商所付履约银行保函。 

3.4 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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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商文件、响应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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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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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调试完毕后，系统试运行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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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质量保证期 

质保期：项目设备需提供原厂 3 年质保期，质保时间从验收合格日期开始计算；

签订合同时提供原厂质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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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亦可提报更长的质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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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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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故障报修的响应时间：在接到故障通知后 2 小时响应，如果设备在 7 天内无

法修复的，中标人应予以更换新设备或提供代用设备，保证该设备的正常使用,直至

故障设备修复。  

3.7 培训  

（1）中标人应在项目中为采购方人员提供培训。  

（2）中标人应向买方的受训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手册及技术资料。  

（3）采购方工程师和相关操作人员作为受培训人员参加培训。  

（4）中标人应提供满足需求的中文培训手册以及培训时间表。  

（5）培训师应结合现场进行操作培训和理论培训，使受培训人员理解如何操作以及

维护系统。在采购方的组织下，培训师应对受培训人员进行考核。培训的费用由中

标人承担。  

3.8 安装及调试要求 ： 

中标方应遵守现场的一切规章制度，文明施工。  

中标方负责保管、看护进场的设备及附配件直至完成安装调试后交付需方。  

中标方负责设备、安装设备（工具）等提供适当的保护、包装或覆盖等处理，

直至验收合格，以免受损。  

中标方施工工人、施工机械或在运输装卸途中对其他工程及邻近设备、管线等

造成损坏，应由供方负责修复及承担一切费用。  

无论调试期间或保修过程中，中标方负责及时清理垃圾。 

注：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 

带“★”条款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必须按照磋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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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 



带“※”标注的产品为供应商开标时需提供的样品，中标后供应商送至采购人

指定地点封存。供应商提交的样品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由供应商承担相关法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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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