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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用 户 需 求 书

一、商务要求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 90个工作日内。

2、交付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3、交付方式：免费送至用户指定地点。

4、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双方协商。

5、投标人资格要求：见招标公告

6、验收要求：按标书技术参数和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

7、售后服务要求：设备按原厂商标准提供维护。

二、技术要求：

参考配置及技术要求

序号 品目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硬件设备部分

1
电话交换

机

模块插槽 2 个(适配模块

FXO/FXS/GSM/WCDMA/E1/T1)

处理器 2.41GHz 双核英特尔

运存 4GB DDR3L

内置存储 16GB

内嵌 EMMC + 500GB 监控级硬盘

USB 接口（扩展存储 1 个 USB3.0 接

口 + 1 个 USB2.0 接口

网络接口 WAN，LAN（10/100/1000Mbps）

电源 交流 100~240V，50/60Hz，最大

1.5A

系统容量:

500 分机

100 通话并发

100 会议并发

约 7500 小时录音（本地存储）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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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适配 EX16S 的数量建议 31 台

编码及协议标准:

SIP(RFC3261), IAX2

DTMF(RFC4733, SIPINFO, In-Band)

传输协议：

UDP，TCP，TLS 以及 SRTP

视频编码（透传）：VP8，H.264，H.263+，

H.263，H.261

音频编码：Opus,G.722，G.711ulaw，

G.711alaw，G.726，G.729，GSM，Speex

安全特性:

基于 iptables 的防火墙

Geo-IP（基于 IP 地址地理位置的安

全策略）入侵

2
受理席话

机

高清音频，支持宽带音频解码 G.722

和 Opus。

2.8 英寸 320x240 分辨率彩色显示屏。

6 条 SIP 线路。

3个带 LED 指示灯线路键。

千兆双网口，支持 PoE 供电。

支持 EHS 无线耳机。

支持 IPv4 和 IPv6 协议。

套 2

3

数字录音、

应用通信

和数据库

服务器

1、机架式服务器≥2U，标配原厂导轨；

2、配置≥2颗 CPU 4210(2.2GHz/10 核

/13.75MB/85W)；

3、最大支持 24 根 DDR4 内存，最高速

率 2933MT/s，支持 Advanced ECC 先进

内存保护技术以及内存镜像、内存热

备。可配置 RDIMM 或 LRDIMM，最大可

支持 3TB 内存，支持 12 根英特尔傲腾

数据中心级持久内存（DCPMM）；内存

配置≥2*16GB DDR4-2933MHz 内存;

4、配置≥8个 2.5 寸热插拔硬盘槽位，

可扩展至≥29 个 2.5 寸热插拔硬盘槽

位，同时可扩展 2个 3.5 寸硬盘，且

全部硬盘可在不打开主机箱盖的情况

下热插拔维护；硬盘配置≥2*1.2T SAS

10K HDD 硬盘;

5、配置网络端口≥4个 1GB 端口；

6、支持≥10 个 PCIe 3.0 可用插槽，

要求提供官网截图证明（含官网链接）

并加盖原厂商项目授权章；

台 1



采购编号：HNZC2020-022-012 海南政采招投标有限公司

9

序号 品目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7、▲支持≥3块双宽或 8块单宽 GPU

卡，要求提供官网截图证明（含官网

链接）并加盖原厂商项目授权章；

8、配置≥2个 550W 热插拔冗余电源，

热插拔冗余风扇；

9、▲支持 PCIe 安全插卡，提供防火

墙、IPS 等防护功能；要求提供官网截

图证明（含官网链接）并加盖原厂商

项目授权章；

10、3 年原厂维保服务；

11、▲产品制造厂商应具有健全的环

保体系，建立有害物质的检测手段，

严格管理产品采购和生产环节，禁止

或控制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产品生

产厂商需通过 QC 080000 有害物质过

程管理体系认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

件并加盖设备厂商项目授权章；

12、▲产品制造厂商须符合电信行业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以保障产品系统

的高可靠性，通过 TL9000 电信行业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提供证书复印件并

加盖原厂商项目授权章；

13、▲为了保障服务质量，产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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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加盖原厂商项目授权章。

4 安全网关

1、▲采用非 X86 多核架构，要求提供

官网截图及链接并加盖原厂商公章或

项目授权章；

2、防火墙吞吐量≥1.5G，并发连接数

≥120 万，每秒新建连接数≥2万；

3、配置接口≥12 个千兆电口，≥4个

千兆 SFP 光口，≥2个扩展插槽；

4、支持路由模式、透明（网桥）模式、

混合模式；

5、支持 IPsec VPN 智能选路，根据应

用和隧道质量调度流量；

6、支持数据防泄露，对传输的文件和

内容进行识别过滤，对内容与身份证、

信用卡、银行卡、社会安全卡号等类

型进行匹配；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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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7、DDoS 防护：支持流量自学习功能，

可设置自学习时间，并自动生成 DDoS

防范策略；

8、支持一体化安全策略，能够基于时

间、用户/用户组、应用层协议、五元

组、内容安全统一界面进行安全策略

配置；

9、支持 IPsec VPN 隧道自动建立，无

需流量触发；

10、▲产品生产厂商须提供公安部颁

发的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安全建设服务

机构能力评估合格证书，提供证书复

印件并加盖原厂商项目授权章；

11、▲产品生产厂商需通过 QC 080000

有害物质过程管理体系认证，提供证

书复印件并加盖原厂商公章或原厂商

项目授权章；

12、▲产品生产厂商须进入国家信息

安全漏洞共享平台（CNVD）技术组支

撑单位，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

原厂商项目授权章；

13、▲产品生产厂商需通过能源管理

体系认证。要求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

盖原厂商项目授权章；

5
网络交换

机

1. ▲交换容量≥330Gbps，转发性能

≥50Mpps；

2. 固化10/100/1000Base-T以太网端

口≥24 个，固化千兆以太网光端口≥4

个；

3. 支持端口镜像、流镜像；

4. 支持 Diff-ServQoS，每个端口支持

8个输出队列，支持优先级映射，支持

队列调度机制，支持基于流的限速、

包过滤和重定向；

5. 支持基于端口的 VLAN，支持 QinQ，

支持 Voice VLAN，支持协议 VLAN，支

持 MAC VLAN；

6. 支持 IPv4/IPv6 静态路由、RIP；

7. 支持 IP+MAC+端口的绑定；支持

802.1X 认证/集中式 MAC 地址认证；支

持 RADIUS 认证；支持 SSH 2.0；支持

端口隔离；支持端口安全；支持 ARP 入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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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侵检测功能；

8. 支持 SNMP V1/V2c/V3；

9. ▲内置管理平台，实现分散的网络

设备的集中管理，便于网络运维，智

能管理，可视化等，要求提供相关官

网截图, 并加盖设备厂商项目授权

章；

6 KVM 切换器

17 寸液晶屏， ≥8路 VGA，支持

USB/PS2 混接 ,（显示屏，切换器，鼠

标，键盘），四合一功能，分辨率：

≥1280*1024，机柜深度 ≥800mm，配

件：电源线根、 VGA 线，

台 1

7 机柜

1、600*1000*2000， 42U 标准机柜，

构坚固，最大静载达 800KG(带支脚）、

主要材料 : SPCC 优质冷扎钢板制作；

4、厚度：方孔条 ≥2.0mm，安装梁 ≥

1.5mm，其它 ≥1.2mm；

台 1

8 防雷 pdu

工业 PDU 电源分配器， 3米线缆，开

关防雷，≥8位国标孔，10A 输入 10A

输出

台 6

9
ups 不间断

电源

3K 在线式主机， 16 块 12v 100AH 蓄

电池，电池柜及连接线
套 1

10 网络线材
六类网线、六类水晶头、 PVC 管材、

理线架等
套 1

11
受理席计

算机

商用台式机， ≥Intel 酷睿 i5 10 代

处理器，主频 ≥3.0GHz，内存 ≥8G，

硬盘容量 ≥512G 固态，光驱类型

DVD，具有千兆以太网接口，1个 PCIe

Gen3 x16,2 个 PCIe Gen3 x1 - with x4

Connector

1 个 PCIe Gen3 x4 - with x16

Connector

2 个 M.2 PCIe x4，具有 3个显示接

口，支持一机三屏显示功能，配置鼠

标、键盘、音箱， ≥3个高性能 21.5

寸液晶显示器。前置：1个 USB Type-C

3.2Gen2（可选）；2 个 USB Type-A

3.2Gen2；2 个 USB Type-A 3.2 Gen1

后置：2 个 USB 2.0；2 个 USB Type-A

3.2 Gen1；2 个 USB Type-A 3.2Gen2

套 2

12
调度席桌

椅

高 750mm×长 1800mm×宽 900mm 调

度席，钢板材料厚度 1.5mm 以上，表
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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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面喷塑烤漆 ,调度席位靠背椅一把

13
中心打印

机

1、产品定位多功能商用一体机 2、产

品类型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3、涵盖

功能打印 /复印 /扫描 /传真 4、最大

处理幅面 A45、耗材类型鼓粉一体 6、

双面功能手动 7、网络功能支持无线 /

有线网络打印 8、移动打印 WIFI 直连

（ IEEE802.11b/g/n），惠普云打印，

AirPrint 打印， Mobile Apps9、打印

功能 10、黑白打印速度 20ppm11、打

印分辨率 600×600dpi12、首页打印

时间 9.5秒 13、月打印负荷达到 8000

页

台 1

14

指挥中心

拼接大屏

和配套设

备

1、55 寸拼接屏六块，支持输入接口具

有 VGA 接口；2、 DVI 数字接口；3、

HDMI 接口，最佳分辨率 1920x1080,

配套解码器，配套 支架、线缆等；4、

两边拼缝 3.5mm；

5、对比度 1200： 1；6、显示比例 16：

9；7、控制接口 RS232 in×1、RS232

out×2；8、待机功耗不大于 0.5W，视

角：左右上下 178°，响应时间小于

8S，；9、开机功耗 150W；10、平均

无故障使用寿命： 60000 小时；11、

信号接入接口：VGA×1、 DVI×1 、

HDMI×1 、CVBS in×1、USB×1；12、

图像处理 支持 3D 降噪处理技术，3D

梳状滤技术，3D 运动自适应视频去隔

行，边缘平滑自适应算法，3D 动态和

静态图像补偿等

套 1

15
指挥中心

会诊设备

会诊工作站：一体机电脑（ I5 处理器）

+桌面 外置摄像头 （包括：麦克 +音

响）

套 1

16
测拨服务

器

工业特种计算机， CPU 主

频： >=3.7GHz； 8G 内存， 1T 硬盘 1

块，1000M 网络接口 ,3 年 7*24 小时

原厂有限保修；

套 1

17
分站计算

机

台式机， Intel 酷睿 ≥ i5 10 代处

理器，主频 ≥3.0GHz，内存 ≥8G，

硬盘容量 ≥512G 固态硬盘，光驱类型

DVD，具有千兆以太网接口，1个 PCIe

Gen3 x16,2 个 PCIe Gen3 x1 - with x4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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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Connector

1 个 PCIe Gen3 x4 - with x16

Connector

2 个 M.2 PCIe x4，支持一机双屏显

示功能，配置鼠标、键盘、音箱， 2

个高性能 21.5 寸液晶显示器，前置:1

个 USB Type-C 3.2Gen2（可选）；2

个 USB Type-A 3.2Gen2；2 个 USB

Type-A 3.2 Gen1

后置：2 个 USB 2.0；2 个 USB Type-A

3.2 Gen1；2 个 USB Type-A 3.2Gen2

18
分站打印

机

1、品牌激光打印机 2、最高分辨率 ≥

1200×1200dpi3、黑白打印速度 ≥

18ppm4、处理器 ≥266MHz5、内存 ≥

2MB，6、标准 A4 纸张

套 1

19
急救分站

POE 交换机

1、交换容量≥330Gbps，包转发率≥

25Mpps；

2、主机固化≥8个 10/100/1000Base-T

自适应以太网端口，≥2个千兆端口；

3、配置≥1个 Mircro USB 接口；

4、支持 IPv4 静态路由、RIP V1/V2、

OSPF，支持 IPv6 静态路由、RIPng；

5、支持 OpenFlow 1.3 标准；

6、支持静态域名解析，支持动态域名

解析客户端；

7、支持基于端口的 VLAN，支持 MAC

VLAN；

8、支持基于端口的限速；

9、支持 MAC 地址认证；

10、支持基于 802.1x 动态下发

QoS/ACL/VLAN；

11、支持电源、风扇、温度告警；

套 1

20
车载平板

电脑

8寸车载平板电脑，满足无线智能车载

终端、车载网络硬盘录像机、智能布

控球等智能产品对于平板浏览、图片

查询的性能要求，可实现高清回显、

PTZ 控制、录放像浏览、双向语音、智

能人脸、车牌图片浏览等功能。配置：

CPU8 核 2.3 GHz，内存 4G，存储 64G，

8 英寸多点触控屏，前置 500W，后置

1300W 摄像头，支持 WIFI、蓝牙、GPS，

电池 5100mAH。

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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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21

车载定位

和视频套

装

1. 具备1路电源输入接口，支持9~36V

宽幅电压接入

2. 具备 1路 RJ45 10/100M 以太网接

口

3. 具备 2路 SD 卡接口，1路 SD 卡存

储，1路备用

4. 具备 2路 CAM 摄像机接口

5. 采用自动分段记录格式时，相邻两

段间最大记录时间应不大于 0.1s

6. 对于记录在存储介质上的视音频

信息，应能保证设备发生故障后记录

资料的留存（或复制），复制后的视

音频文件应能在 PC 端正常播放。

7. 1 级：视频分辨率大于或等于

1920x1080，视频帧率大于或等于 25

帧/s，视频分辨力大于或等于1000线；

8. 2 级：视频分辨率大于或等于

1280x720，视频帧率大于或等于 25 帧

/s，视频分辨力大于或等于 700 线

9. 所有视音频通道处于录制状态时，

单路监视、回放图像画面信息不应有

明显的缺损，物体移动时图像边缘不

应有明显的锯齿状、拉毛、断裂等现

象

10. 延迟小于 2s，图像清晰流畅

11. 语音延迟小于 2s，声音清晰

12. 可对视频编码：码流类型、分辨

率、帧率、编码格式等条调节；

13. 同步能力应满足使用要求；回放

时，与原始现场的声音相比，相对于

视频图像不应存在明显的滞后或超前

14. 视音频信号的失步时间应不大于

1s

15. 具有组网功能的设备，其网络系

统应能实现对任意一个监控点的视频

监视、现场声音复核和/或对讲；网络

分控应能对网络监控主机的记录进行

检索、回放

16. 根据网络带宽自适应调整传输码

流，实现低带宽下的高清视频流畅传

输。

17. 支持 GPS/北斗定位

18. 支持 2路 FPD 摄像机接入、支持 1

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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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目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备注

路网络摄像机接入

19. 支持64kbps~8Mbps视频码率可调

20. H.265（Main Profile），H.264

（Baseline Profil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21. PAD 视频浏览的延迟小于 0.6s，

图像清晰流畅，支持多画面视频同时

浏览

22. 支持 PAD 进行 PTZ 云台控制

23. 支持 PAD 视频切换功能

24. 当检测并抓拍人脸图像后，PAD 能

自动显示抓拍的人脸图片，并能自动

关联显示人员头肩照片和全景照片

25. 当人脸图片上传服务器后，PAD 上

能够显示人脸图片上传状态

26. 当检测并抓拍车牌图像后，PAD 能

自动显示抓拍的车牌图片，并能显示

该车牌识别的内容

27. 当车牌图片上传服务器后，PAD 上

能够显示车牌图片上传状态

28. PAD支持接收布控平台对布控人员

的告警信息下发，并展示人员告警信

息

29. PAD支持接收布控平台对布控车辆

的告警信息下发，并展示车辆告警信

息

30. 支持通过 pad 客户端抓拍图片

31. 支持用户自定义事件，默认事件

支持 TAG 抓拍、重点抓拍、事故抓拍、

违行抓拍、违停抓拍

32. 支持自动或手动模式，对车辆的

车牌进行识别

33. 支持自动或手动模式，对人员进

行抓拍，并抓拍人员头肩照，全景照

34. 支持对接入视频源的智能分析类

型（人脸/车牌），分析通道、检测方

式，处理方式、是否备份等参数进行

配置；

35. 可按照视频、音频、图片进行数

据分类上传的配置，数据备份策略支

持视音频资料的本地或远端备份，远

端备份支持 WIFI/4G

36. AP 开启后，支持探测半径 10 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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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备 MAC 地址等信息

37. 设备应具备本地存储功能，支持

SD 卡存储

38. 设备发生异常断电，断电前的录

像能正常保存，视频文件完整

39. 支持断网重新恢复网络连接后，

将主机存储的视频、图片能够完整传

输至后台。

40. ▲支持车辆速度检测

41. ▲车辆熄火后支持15~3600s延时

关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

42. ▲支持远程对设备版本升级

43. 支持远程配置设备参数：对视频

源参数配置；对编码格式、分辨率、

帧率、码流、图像效果等主流参数进

行配置

44. 以上参数均需提供公安部委托检

测报告证明

车载后视摄像机，5米线缆长度，挂支

架安装型，外形小巧，1080P 高清视频

采集，适用于小型车辆对内视频采集、

抓拍。

车载前视摄像机，5米线缆长度，挂支

架安装型，外形小巧，1080P 高清视频

采集，适用于小型车辆对外视频采集、

抓拍。

车辆改造

实施费
连接线及配件、车辆改造实施费 套 11

22
院前急救

告知电脑

1、工控机 2、四核 E3845/4G/SSD

128G/DVI/DP/4DIO/4串口/2网口/3年

质保/

台 1

23
车载信息

终端

LTE 网络双模/全面屏+金属机身，5.7

吋 18:9 全面屏，1440x720 分辨率/电

源键融合指纹识别，电源键、PTT 键、

音量+/-键，紧急呼叫键/IP67 三防等

级/后摄像头：1300 万像素，自动对焦，

CMOS，带闪光灯 前摄像头：1300 万像

素，CMOS、支持音频、视频广域网调

度。（含配套软件，功能：（1）可接

收来自急救中心的出车调度指令（2）

接收公告消息（3）出车节点信息反馈

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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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大突发事件上报（5）位置监

控（6） 图片/视频采集上报（7）短

息收发（8）语音通话（9）语音导航

（10） 语音播报）

24
医院预告

知显示屏

电脑：英特尔（Intel）寒霜峡谷

NUC10i3FNH 预装金士顿8G内存+英特

尔 660P 512 固态硬盘

显示器：荣耀智慧屏 X1 55 英寸

LOK-350 2G+16G 8K 解码开关机无广告

远场语音4K超清人工智能液晶教育电

视全面屏

套 1

25
指挥中心

电话线路

提供 4-5 条普通电话线路接入话务交

换机（线路要求可呼入呼出），其中

一条线路接入测拨系统，保证 120 主

线路异常情况下告警

条 11

26

指挥中心

互联网宽

带

提供一条互联网专线，带宽不低于

200M,一个公网固定 IP 地址，用于车

辆定位、移动音视频数据传输、移动

调度数据传输

条 1

27
通讯故障

测拨卡

通讯故障测拨卡，支持 2-16 路线路接

入，支持多种语音编码格式，支持多

种硬件接口，采用 PCI 总线的 8/16

通道

块 1

28
手持终端

流量卡

每张手持终端流量卡，每月 1000 分钟

通话， 40G 流量，共 24 个月
张 11

29
wifi 路由

器流量卡

每张卡支持 5G，供救护车远程传输视

频和生命体征使用，每张卡每个月流

量不低于 50G，共 24 个月

张 11

30
5G 急救网

关

5G 智能网关实现感知网络与通信网

络，以及不同类型感知网络之间的协

议转换;实现广域互联、局域互联

台 11

二、软件开发部分

1 地理信息(GIS)子系统

1.1
地理信息

(GIS)系统

显示操作、查询统计、地图定位、电

话定位、现场地址定位、车载 GPS 位

置显示、点击指挥调度、轨迹回放、

路径导航、其它功能

套 1

2
GIS 基础平

台软件

包括行政边界、道路、河流水系、POI、

交通规则等各类点、线、矢量化图层

数据等（海南省，1:10000；城区，

1:2000）含二年数据服务

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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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手机定位业务子系统

2.2
手机定位

业务系统

手机精准定位服务、短信收发服务、

指挥调度系统对接、急救定位服务接

口 、安全管理、日志管理、维护管理

模块 （含两年短信服务）

套 1

3 车载终端信息子系统

3.1
车载终端

信息系统

接收调度指令、接收公告消息、出车

节点信息反馈、重大突发事件上报、

随车人员考勤、图片/视频采集上报、

位置监控、短信收发、语音通话、语

音导航、语音播报、集群呼叫、视频

会议呼叫、中心调度台、授权 30 台终

端

套 1

4 患者生命体征检测传输与预告知子系统

4.1

患者生命

体征检测

传输与预

告知子系

统

监护业务服务、与监护仪数据接口、

车载无线路由器、数据传输
套 1

5 院前院内一体化信息管理系统

5.1

院前院内

一体化信

息管理系

统

主要包括：患者信息管理、体征监测

信息展示、车辆状态信息展示和急救

远程会诊等功能。

套 1

6 院前急救医生 APP 端系统

6.1

院前急救

医生APP端

系统

主要包括：急救信息接收、急救时间

轴、患者信息管理、掌上急救远程会

诊、地图快速导航、便携式超声接入、

医学评分等功能。

套 1

7 院内会诊医生 APP 端系统

7.1

院内会诊

医生APP端

系统

主要包括：车辆定位、车辆视频、实

时生命体征数据、实时心电图报告、

实时呼吸机数据、实时便携式超声数

据、血气分析实时查询、肌钙蛋白检

测实时查询、掌上报告提醒、掌上远

程会诊等功能。

套 1

8 车载视频监控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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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管理平台

软件

建设11套前端车载设备无缝接入现有

120 执法视音频系统管理服务器软件

平台，支持接入现有软件平台数据库，

实现视频监控、车辆定位跟踪、实时

轨迹、实时路况、车辆重点监控、电

子围栏、轨迹回放、录像回放、录像

下载、远程管理、设备统计、网络自

适应、实时监控、车辆管理业务、车

辆上下线统计、高清晰度录像、视频

输出、操作便捷、网管业务、设备管

理、用户管理、权限管理、报表统计

等功能

套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