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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用 户 需 求 书

一、商务要求

1、交付时间与地点要求：合同签订后 20 天内。 地点：用户指定地

点。

2、付款条件：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报采购订单经省财政厅审批下达 ，

采购人在收到有效发票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的款项作为预付款。项目施工后，中标人提交付款申请单以及相关资

料，经监理单位审核乙方完成整体项目的80%以上并出具监理报告后，

采购人即支付合同总价的 50%作为进度款。项目竣工，经采购人委托

的第三方验收合格并结算审计通过后，中标人向采购人递交有效发

票、付款申请函以及银行出具的以甲方为受益人的《质量保函》（保

函金额为合同总价款的 3%作为本项目质保金），即在 15 个工作日内

支付给乙方合同总金额的 20%。

3、供应商资格要求：见采购公告

4、验收要求：按标书服务要求和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

5、售后服务要求：提供 3年原厂商维护服务。

二、技术要求：

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

一、固定资产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服务名称 规格参数/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1
虚拟化及服务器安

全防护系统

1.实配主机数量授权≥100；

2.不影响正常业务运转，CPU 占用率应在单

核 50%以下，16 核 5%以下，内存不超过

500MB，硬盘不超过 500MB，文件句柄不超过

1024，扫描任务执行超时 20 分钟。可设定

套 1



采购编号：HNZC2021-004-001 海南政采招投标有限公司

9

序号 货物/服务名称 规格参数/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降级与自杀机制，在业务繁忙期间保证业务

正常运转；

3.可对自身进程、配置文件、服务等进行保

护，能防止进程被非法注入、接口被恶意调

用；具备掉线及时通知，并具备一定的自恢

复功能；

4.采用云安全架构，采集 C/S 模式，管理 B/S

模式，支持权限管理和角色管理；

5.为防止通知风暴问题，所有通知均进行聚

合处理；

6.监控安全中央服务器的硬件使用状态，进

程运行状态。提供所有服务器的 CPU，内存，

硬盘使用状态的实时监控（每 5分钟更新一

次），提供服务运行自检功能，提供巡检报

告功能，提供服务日志下载服务；

7.提供 Agent 设置运行级别；可设置 Agent

的日志运行级别；可下载 Agent 详细运行报

告；可提供 Agent 的重启与删除能力；

8.有风险概览和风险分析。可对系统各类风

险进行全面扫描：安全补丁、漏洞、弱密码、

应用风险、系统风险、账号风险；有安全评

级分数；支持对风险扫描结果和扫描详情进

行导出，导出格式支持 word 和 html；

9.通过对登录事件进行实时监控，结合用户

自定义监控规则，对在异常地点，异常时间，

异常 IP、异常账号等异常登录行为的识别。

可以对正常登录规则进行增删改查，可以根

据登录 IP、登录事件和登录区域进行设置，

也可以确定规则使用范围；

10.实时发现系统可疑操作行为，包括受影

响主机、发现时间、操作内容、登录主机、

登录账号。

11.▲投标产品供应商需具备科学、系统的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能够全面保护、并系统

管理知识产权，支撑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要求提供证书

复印件证明。

2 主动安全运营平台

1.软件+通用 X86 服务器硬件，可以灵活调

整服务器硬件配置；

2. ▲ 平 台 硬 件 配 置 :CPU 配 置 ≥

2*4110(2.1GHz/8 核/11MB/85W)，内存≥

128G，硬盘 ≥2*600G 2.5 寸 SAS 盘+ 2*4T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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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服务名称 规格参数/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3.5寸 SATA盘，内置独立Raid卡（2G缓存），

网口≥4*千兆电口；

3.▲性能要求：日志源接入数量至少 1024

个，事件入库性能≥15000 条/秒；

4.支持展示近一周信息系统的风险趋势图；

5.支持从攻击源 IP、被攻击信息系统、被攻

击单位、漏洞利用攻击类型分布、攻击类型

分布、攻击趋势图、攻击总数进行分类统计

展示；

6.支持自动化收集及展示信息系统的安全

漏洞，包括主机、数据库、Web 三种类型的

漏洞结果；

7. 支持基于风险数据，创建并且下发工单

任务给相应的信息系统责任人；

8.支持配置自动触发阻断规则自动切断访

问；提供产品功能截图。

9.WEB 服务阻断：联动 WAF 设备实现匹配规

则自动切断 WEB 的访问服务；提供产品功能

截图。

10.IP 服务阻断：联动防火墙实现 IP 阻断；

提供产品功能截图。

11.支持一键下发周期性漏扫任务，并且能

自动进行全自动漏洞验证；

12.支持统计分析漏洞状态、等级、趋势影

响以及对比分析

13.▲产品生产厂商须通过TL9000电讯业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

盖设备厂商公章；

14.▲产品生产厂商须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

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设备厂商公

章；

3 统一威胁探针

1.▲硬件配置：CPU≥1*4110(2.1GHz/8 核

/11MB/85W)，内存≥32G，硬盘 1*1T SATA 硬

盘，网卡≥4*GE 千兆电口，≥2*10GE 万兆

光口，冗余电源；

2.▲ 性能要求：吞吐值≥4Gbps；

3.支持设备流量上下行实时监控及曲线图

展示，支持设备流量任意自定义时段流速趋

势图展示；

4.最少支持互联网应用以及内网应用两种

应用模式；

5.支持基于特征库的入侵攻击检测，并且支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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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服务名称 规格参数/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持自定义安全规则，包括安全漏洞、cgi 攻

击、缓冲溢出、木马后门、拒绝服务、数据

库攻击、蠕虫病毒、间谍软件、弱口令等待

攻击类型检测；

6.支持基于特征库的病毒攻击检测，内置

200 万+的病毒特征库；

7.支持 IPV4/IPV6 流量的本地日志、server

日志、告警日志、TCP/UDP 会话日志、ARP

会话日志、报文统计日志、DNS 日志、网站

日志、社区/论坛日志、FTP 日志、Telnet

日志、文件日志、数据库日志、娱乐/股票

日志、IM 日志、搜索引擎日志、邮件上报日

志、扫描攻击检测日志、威胁类日志安全日

志等区分上传；

8.支持基于用户、用户组、终端平台、终端

设备、物理地址、源目的地址、源目的端口、

应用、应用分类、账号、行为、文件名的文

件类日志、社区/论坛类日志、搜索引擎类

日志；

9.▲产品生产厂商须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

系认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证明并加盖原

厂商公章。

4 出口路由器

1.▲实配配置路由器机框*1，冗余电源，主

控模块≥2，提供千兆以太网电口数量≥8，

千兆光口数量≥14，万兆光口数量≥2；

2.▲主机交换容量≥120Tbps，包转发率≥

18000Mpps；

3. 支持主控板、业务板完全物理分离，主

控板、业务板分布在不同的物理槽位；

4.为保障接口扩容，设备采用子母卡架构设

计，子卡插在母板上，子卡母板均支持热拔

插；

5.单槽位最大处理能力≥240G；

6.支持 IPv4 静态路由、RIPv1/v2、OSPFv2、

BGP、IS-IS、路由策略；

7.▲支持将两台物理设备虚拟化为一台逻

辑设备使用；要求提供设备厂商官网截图证

明并加盖原厂商公章。

8.为简化 ACL 配置，设备需支持全局 ACL 功

能，支持实现标准的五元组（源、目的 IP

地址、IP 协议字段、源/目的端口）ACL；

9.设备支持 NAT64 功能，满足未来向 IPv6

过渡的要求；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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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服务名称 规格参数/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10.为实现设备间链路状态等信息共享，设

备需支持 BGP Link-State 功能；

11. 设备支持安全接入能力，支持 PPPoE、

L2TP、Portal 等接入安全认证功能，保障网

络安全；

12.▲产品生产厂商售后服务体系须通过符

合 GB/T 27922-2011 标准的商品售后服务评

价体系认证（5星级），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

盖原厂商公章。

5 外网出口防火墙

1. ▲防火墙主机，采用非 X86 多核架构，

支持（双）交/直流电源；配置防病毒功能

授权≥3 年，IPS 特征库升级服务授权≥3

年，应用识别特征库升级服务授权≥3年；

2. ▲主机固化千兆光口数量≥8，千兆电

口数量≥14，万兆光口数量≥8；扩展插槽

个数≥4，配置千兆多模光模块数量≥8，万

兆多模光模块数量≥4；

3. ▲防火墙吞吐量≥20G，并发连接数≥

1000 万，每秒新建连接数（HTTP）≥28 万

/s；

4.实现静态路由、策略路由、RIP、OSPF、

BGP 等路由协议；

5.NAT 地址池支持动态探测和可用地址分

配；

6.实现高性能 IPSec、L2TP、GRE VPN、SSL VPN

等功能；

7.可针对 HTTP/HTTPS 的安全策略来专门为

Web 应用提供保护。对来自 Web 应用程序客

户端的各类请求进行内容检测和验证，确保

其安全性与合法性，对非法的请求予以实时

阻断，从而对各类网站进行有效防护；

8.实现对黑客攻击、蠕虫/病毒、木马、恶

意代码、间谍软件/广告软件等攻击的防御，

实现缓冲区溢出、SQL 注入、IDS/IPS 逃逸

等攻击的防御，实现攻击特征库的分类。

9.支持 DNS 透明代理功能，可基于负载均衡

算法代理内网用户进行 DNS 请求转发，避免

单运营商 DNS 解析出现单一链路流量过载，

平衡多条运营商线路的带宽利用率；

10.支持全局负载功能；

11.▲防火墙设备支持 2 台设备堆叠成一台

设备使用，实现统一管理，统一配置，所投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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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服务名称 规格参数/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设备支持高可靠性（包含主备/主主模式）

部署；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原

厂商公章；

12.▲设备生产厂商应通过 ISO 22301 业务

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

并加盖原厂商公章；

6 数据中心区防火墙

1.▲ 防火墙主机，采用非 X86 多核架构，

支持（双）交/直流电源；配置防病毒功能

授权≥3年，IPS 特征库升级服务授权≥3

年，应用识别特征库升级服务授权≥3年；

2. ▲主机固化千兆光口数量≥8，千兆电

口数量≥14，万兆光口数量≥8；扩展插槽

个数≥4，配置千兆多模光模块数量≥8，万

兆多模光模块数量≥2；

3. ▲防火墙吞吐量≥20G，并发连接数≥

1000 万，每秒新建连接数（HTTP）≥28 万

/s；

4.实现静态路由、策略路由、RIP、OSPF、

BGP 等路由协议；

5.NAT 地址池支持动态探测和可用地址分

配；

6.实现高性能 IPSec、L2TP、GRE VPN、SSL VPN

等功能；

7.可针对 HTTP/HTTPS 的安全策略来专门为

Web 应用提供保护。对来自 Web 应用程序客

户端的各类请求进行内容检测和验证，确保

其安全性与合法性，对非法的请求予以实时

阻断，从而对各类网站进行有效防护；

8.实现对黑客攻击、蠕虫/病毒、木马、恶

意代码、间谍软件/广告软件等攻击的防御，

实现缓冲区溢出、SQL 注入、IDS/IPS 逃逸

等攻击的防御，实现攻击特征库的分类。

9.支持 DNS 透明代理功能，可基于负载均衡

算法代理内网用户进行 DNS 请求转发，避免

单运营商 DNS 解析出现单一链路流量过载，

平衡多条运营商线路的带宽利用率；

10.支持全局负载功能；

11.▲防火墙设备支持 2台设备堆叠成一台

设备使用，实现统一管理，统一配置，所投

设备支持高可靠性（包含主备/主主模式）

部署；提供第三方测试报告复印件并加盖原

厂商公章。

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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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服务名称 规格参数/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12.▲设备生产厂商应通过 ISO 22301 业务

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

并加盖原厂商公章；

7 WEB 应用防火墙

1.▲硬件要求：≤2U 高机架式硬件架构，内

存≥16G，硬盘≥1T，以太网千兆管理接口

数量≥2，支持接口扩展槽位数量≥8；

2.▲配置千兆以太网电接口数量≥8，千兆

以太网光接口数量≥8，万兆以太网光接口

数量≥4；

3.▲性能要求： HTTP 吞吐量不低于 8Gbps，

HTTP 并发连接数不低于 120 万、HTTP 每秒

新建连接数不低于 10 万，保护网站站点数

量无限制；

4.支持透明流模式、透明代理模式、反向代

理模式、路由牵引模式、镜像检测模式及镜

像阻断模式；

5.支持链路聚合，提升网络接口的性能。

6.支持 HTTPS 防护，支持上传证书及密钥；。

7.系统内嵌应用加速模块，通过对各类页面

文件高速缓存，提高访问速度；；

8.提供 DNS 服务器功能，支持服务器泛域名

和普通域名服务；

9.支持 HTTP 协议校验，可根据实际网络状

况自定义协议参数合规标准，过滤非法数

据；

10.应能识别和防止敏感信息泄露；且可自

定义敏感信息特征，如用户名、密码、邮箱、

身份证信息、MD5 密码等；

11.▲设备生产厂商应通过 ISO 22301 业务

连续性管理体系认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

并加盖原厂商公章；

台 1

8 千兆接入交换机

1.整机交换容量≥330Gbps，转发性能≥

50Mpps；

2.主机固化千兆以太网电口数量≥24，千兆

以太网光口数量≥4；

3.IPv6 路由表容量≥250，ARP 表容量≥1K；

4.支持 IPv4/v6 静态路由、RIP、RIPng、OSPF

功能；

5.支持基于第二层、第三层和第四层的 ACL；

支持基于端口，VLAN，全局下发 ACL；

6.支持 OPENFLOW 1.3 标准支持普通模式和

Openflow 模式切换；

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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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货物/服务名称 规格参数/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9 数据库审计系统

1.硬件要求： ≤2U 高机架式硬件架构，内

存≥4G，硬盘≥2T，支持管理接口数量≥2

个，业务接口不少于 6个以太网千兆电口及

8个以太网千兆光口；

2.性能要求： SQL 峰值处理能力不低于 4

万条/秒，日志存储数量不低于 9 亿条，可

支持审计≥4个业务系统；

3.支持对不同的数据库采用不同的编码格

式解析，同时能对数据库实现自动的编码识

别；

4.支持事件告警，发现异常或非法行为；

5.支持基于 SQL 模板设置模板状态，过滤匹

配该模板的语句；

6.支持普通查询、模糊查询、查询结果支持

多种格式导出；

台 1

10 日志审计系统

1.▲硬件要求：CPU 配置≥1*4110(2.1GHz/8

核/11MB/85W)，内存≥32G，硬盘≥3*4T 3.5

寸 SATA 盘，网卡≥4*GE 千兆电口；

2.▲性能要求：事件入库性能≥5000EPS，

日志源≥512 日志源；

3.顶栏显示采集器数、日志源数、日志数、

告警事件数、关联规则统计，并且支持下钻

查看详细信息；

4.可实时展示关联事件数量趋势、平台自身

性能实时监控图（CPU、内存、磁盘）；

5.支持按照日志类型进行查询；

6.可对多源日志进行递归关联、时序关联、

统计关联等方式关联分析，提升安全分析结

果准确性； 7.支持用户自定义统计维度展

示日志审计结果；

8.支持自定义报表中日志统计维度、统计方

式（柱状图、饼状图、折线图、表格）；

9.支持用户自定义报表样式，可基于日志、

关联事件结果生成多种维度的自定义统计

报告；

10.支持 agent 管理，包含名称、主机 IP、

注册时间、状态、日志统计、数据库连接信

息等；

11.▲产品生产厂商须通过TL9000电讯业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

盖设备厂商公章；

12.▲产品生产厂商须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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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设备厂商公

章；

11 网络审计

1. ▲主机提供千兆电接口数量≥12，千兆

光接口数量≥12，万兆光口数量≥4，配置

≥3年特征库升级授权；

2.▲内置存储硬盘≥1T；

3.▲ 网络吞吐量≥40Gbps，内存≥4G，最

大并发连接数≥1000 万，行为审计、应用控

制用户数量≥20000；

4.支持路由模式、透明（网桥）模式、混合

模式，支持镜像接口，部署模式切换无需重

启设备；支持源地址转换、目的地址转换、

双向地址转换、NAT44；

5.支持首页大屏展示网络状态、包括在线用

户、审计日志类别及数量、流量分析、违规

用户信息等，支持显示系统信息、实时流量、

系统资源、接口状态、用户 TOP 流量、应用

TOP 流量统计、系统日志信息、审计日志信

息等；

6.支持小时/天/周为单位的用户流量、应用

流量、设备流量趋势图、列表 TOP 统计展示，

支持用户虚拟身份画像，以时间轴的形式展

示用户上网行为轨迹；

7.支持对内网资产的 IP、用户、部门、操作

系统、重要程度、可用服务、是否可信进行

统一梳理，发现问题资产支持阻断 IP；

8.支持即时通讯类审计支持 IM 聊天行为审

计、网页版微信审计、移动飞信审计、其他

即时通讯类软件审计等细粒度的审计；

9.▲产品生产厂商须通过 TL9000 电讯业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

盖设备厂商公章；

10.▲产品生产厂商须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

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设备厂商公

章；

台 1

12 运维审计（堡垒机）

1.▲硬件要求：≤2U 高机架式硬件架构，内

存≥32G，硬盘容量≥2*4T，配置以太网千

兆电口数量≥8 个，千兆光口数量≥8 个，

支持至少 2 个接口扩展槽位，支持至少 24

个以太网千兆接口或 4 个万兆接口 的扩展

能力；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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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大图形并发连接数不少于 800，最大

字符并发连接数不少于 3000，标准配置支持

3000 个资产的管理能力，支持无限个资产管

理的扩容能力；

3.支持 Chrome、Firefox、IE、Safrai 等主

流浏览器，产品应用不依赖 JAVA 及 Flash；

4.操作终端支持 Winddows 及 Mac OS 操作系

统；

5.支持 AD 账号的自动化同步，可将未纳管

的 AD 账号自动添加到系统中并自动赋予指

定角色，无需管理员干预；

6.支持用户标签视图管理，可根据自定义的

筛选条件快速统计出符合条件的账户信息；

7.支持按不同属性对资产进行多级分类并

自动生成树状结构的资源视图；

8.支持不同资产之间的联动配置，彼此之间

可实现自动跳转访问；

9.支持将一个实际资产/账号在系统中配置

成多个资产/账号，并自动同步属性和配置；

10.支持动态权限管控，管理员可基于用户

属性、设备属性、系统账号属性来创建弹性

动态权限规则，只要满足相关属性的用户、

设备、账号即会被自动赋予对应访问权限；

11.支持变更单管理功能，管理员可以基于

使用人、资源、系统账号、到期时间，来上

传、创建值班表模式的权限变更单，变更单

无需审批，但可以自动生成时效性的访问权

限；

12.支持基于 A/B 角管理模式的双人复核，

当用户登录到目标设备时，必须经过复核人

的复核确认后才能正常操作当会话复核人

发现操作存在风险，可实时暂停；

13.▲产品生产厂商售后服务体系须通过符

合 GB/T 27922-2011 标准的商品售后服务评

价体系认证（5星级），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

盖原厂商公章。

13 安全管理服务器

1.国内外知名厂商, 2U 机架式服务器；

2.▲配置 2*4114(2.2GHz/10/13.75MB/85W)

CPU，配置 128G 内存，配置 12*4TB 6G SATA

7.2K 3.5in EV 512e HDD 通用硬盘，1*480GB

6G SATA 2.5in EV PM883 SSD 通用硬盘，配

置≥2GB 缓存 2端口 SAS RAID 卡，配置≥4

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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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千兆电口网卡，2*2 端口万兆光接口网

卡，含万兆模块；配置双电源双热插拔冗余

风扇；

3.提供≥8个标准 PCIE3.0 插槽；

14 交流网络机柜

交流网络机柜

1. 600*1200*2000（宽*深*高），标准 19 英

寸机架,黑色；

2. 含 PDU*2

3. 双开网孔前后门；

4. 机柜内龙骨可以前后调节；带加固底座

架 2

（二）其它货物、服务和工程

序

号

货物/服务名

称
品牌、型号、规格参数/服务内容 单位 数量

1 千兆光模块 光模块-SFP-GE-多模模块-(850nm,0.55km,LC) 个 8

2 项目集成
项目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工程施工、与相关系统

集成等。
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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