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2 年陵水县公办普通初中教室照明改造项目
2、预算金额：¥549.04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佰肆拾玖万零肆佰元整）
3、最高限价：¥528.6918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佰贰拾捌万陆仟玖佰壹拾捌元整）
4、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合同履行期限：合同签订后的 60 个日历天内完成所有安装调试并交付使用。

二、采购清单、技术参数及规格要求
(一) 项目总体要求
1、 学校教室作为教学活动进行的主要场所，其照明质量对师生的健康和教学效果有重要影
响。本次采购主要针对陵水县 20 所学校共 421 间教室的照明设备的进行升级改造。其中包
括教室专用防眩光照明灯具以及投射角可调黑板灯具更换布置。在满足国家相关照明标准基
础上，进一步提升各校教室照明设备的光照效果、护眼性能、材料环保、节能特征等。
2、投标人应根据各个学校教室面积大小不等的实际情况，对每间教室灯具数量按技术参数
要 求指 标进 行 合理 配置 。 项目 完成 后 ,须 达到 《中 小 学校 教室 采 光和 照明 卫 生标 准》
(GB7793-2010)中关于教室照明的所有强制性和推荐性条款要求。
3、 安装时间及交货期：由于本项目涉及的所有教室为正常上课及自修用，为不影响正常教
学秩序、降低对师生的干扰，中标人须利用教室的空闲时间进行安装调试，并在合同签订后
的 60 个日历天内完成所有安装调试工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因本项目涉及学校安装点
多，范围广，工期时间紧迫，投标人须保证高质量响应产品的快速供货及安装人员合理安排。
4、 本项目是教室照明设备更新，因此要求投标人同时负责旧设备的拆除工作(更换的原照
明设备由学校自行处理)，新设备（含辅材、开关、等材料设备）的安装工作，以及负责新
旧照明设备因设计和安装位置差异而产生的室内线路调整，对因照明改造造成的天花墙面变
化进行处理。投标人在报价时应考虑在新设备安装过程中所需的线材及开关等相关设备。
5、 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由采购人将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中小学
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GB7793-2010）、《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设计安装卫生要
求 》 （ GB/T 36876-2018 ） 及 《 中 小 学 校 及 幼 儿 园 教 室 照 明 产 品 节能 认 证 技 术 规 范 》
(CQC3155-2016)的相关要求进行检测，并出具合格的检测报告。以合格的检测报告作为验
收通过主要依据。
(二)采购清单、技术参数及规格要求
序号

产品名称

技术参数及其性能配置

数量

单位

1.LED 教室灯为一体式灯具，额定功率 36W±4W,
灯具整体尺寸：长度 1200±10mm;宽度 280±10mm;
厚度 140±10mm;PS 材料，外形平整、无凹陷和毛
刺，表面均匀光洁，无流挂现象。
1

LED 教室灯

2.LED 教室灯应采用格栅防眩光处理，要求采用乳
白色方形格栅；格栅造型为曲面，提升防眩光效果；
两端格栅内径尺寸长≥29±3mm，宽≥18±3mm，
要求实现背部透光效果，提高教室整体照明舒适
度。

3789

套

3.LED 教室灯 10000 小时或以上时间的光通维持率
≥93%，光通量≥3100lm，灯具效能≥90lm/W，输入
功率都≤36W（ 提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
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
商公章)。
4.LED 教室灯色温（相关色温）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及 1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色温 3300 5000K±200K。
5. LED 教室灯显色指数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
及 1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 Ra≥95、R9≥85（ 提
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6. LED 教室灯色容差（色品容差）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 时 ） 及 10000 小 时 或 以 上 均 满 足 ≤ 5
SDCM（提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7. LED 教室灯色维持（颜色漂移）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及 10000 小时的色度测量值与初始
值的偏差≤0.001。
8. LED 教室灯满足光束角（半峰光束角）
在 C0-C180
面及 C90-C270 面 10000 小时或以上与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的差值（绝对值）均≤0.5°（提供有
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
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9.▲LED 教室灯同时满足扩散板光输出比≥80%、格
栅光输出比≥75%及灯具光输出比≥70%。（提供有
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依据 GB/ T9468-2008 《灯具
分布光度测量的一般要求》出具的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0.LED 教室灯的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检测结果
达到“无危害”（提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
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
商公章)。
11.LED 教室灯蓝光危害等级要求为 RG0（无危险）。
12.LED 教室灯光生物安全要求符合无危险或无显
著影响的要求（提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
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
商公章。

13.▲LED 教室灯要求通过防尘、防水试验，灯具防
护等级不低于 IP44（提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
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
制造商公章）。
14.为了保证灯具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LED 教室
灯不带包装，检验结论为“符合要求”（提供有检测
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
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5.为了保证灯具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LED 教室
灯带包装，检验结论为“符合要求”（提供有检测资
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
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6. LED 教室灯电器电子产品认证结果符合《GB/T
26572-2011》及《GB/T 26125-2011》标准要求（提
供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具备检测资质的检测
机构依据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7. ▲LED 教室灯通过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检
测灯具噪声，灯具噪声限制<18dB(A)（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8. ▲LED 教室灯整灯通过《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
方法 试验 Ec：粗率操作造成的攻击》检测，检验结论
需为“符合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
章）
智能控制模块：
1.平台基于 WEB 和 Internet 的 B/S 多层架构体系来
实现，保证系统的可扩展性。
2.支持远程自定义和分配用户权限的管理功能,可
以设置账户的功能操作权限，对任意终端、任意分
区分组终端的操控权限。
3.支持远程监控教室灯光等其它通电设备的运行状
况；支持远程控制教室灯光等设备的开启与关闭功
能；实现上课、下课等各类情景联动模式。投标人
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教室灯光等设备的开关状态
具体监控实现方案以及具体的控制功能。
4. ▲可精确统计教室灯光耗电情况，按时间和区域
自动生成校园能耗趋势图（此项需提供软件运行截
图，加盖制造商公章），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上述设备能耗统计方案。

5.支持联动电脑综合监控管理系统，在平台上就能
远程控制灯光的开与关，同时可实时监控学校各个
教室。
6.平台软件支持联动电脑综合监控管理系统，在平
台上就能远程控制电脑与灯光的开与关，同时可实
时监控学校各个教室电脑和灯光使用情况。
7.平台软件可实时监测有安装环境感知系统设备的
各教室的温度、湿度、照度等指标，并通过设定相
关的联动机制，实现教室灯光的自动开关等。（此
项需提供软件运行截图，加盖制造商公章）
8.可以实时监控每盏灯的电压/电流/功率因素等电
气参数，并对每盏灯进行任意开灯、关灯操作（此
项需提供软件运行截图，加盖制造厂商公章）。投
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上述功能的具体实
现方式。
9.平台软件部署在通用服务器上，可集成平安校园
视频报警系统，用户通过平台就能实时接收其发过
来的视频报警信息。
10. 提供生产厂家智慧校园物联网平台具有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和软件评测中心出具的测试
报告。(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制造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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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黑板灯

1.LED 黑板灯端盖为曲线设计，结构简洁，便于维
护，线条更加舒适柔和。
2.LED 黑板灯应为一体式 LED 灯具；灯具整体尺寸
长 1230±30mm、宽 112±20mm、厚 110±10mm。
额定功率 36W,灯具出光口采用乳白色方形格栅防
眩光处理。
3.为了保证黑板灯的光照范围和光照利用率，灯体
发光长度≥1200±20mm，占灯具总长比例≥97%；
出光口处光学透镜须采用精密光学配光设计的偏
光透镜，材质为高透 PC，单条透镜长度≥300 mm，
1263
宽度≥24mm。
4.LED 黑板灯 10000 小时或以上时间的光通维持率
≥93%，光通量≥3310lm，灯具效能≥100lm/W，输入
功率≤36W（提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
公章）。
5.LED 黑板灯色温（相关色温）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 时 ） 及 10000 小 时 或 以 上 均 满 足 色 温
3300-5000K±200K。
6. LED 黑板灯显色指数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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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 Ra≥95、R9≥80（ 提
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7.LED 黑板灯色容差（色品容差）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及 10000 小时或以上均满足≤1.5
SDCM。
8.LED 黑板灯色维持（颜色漂移）在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及 10000 小时的色度测量值与初始
值的偏差≤0.0005。
9.LED 黑板灯及黑板灯满足光束角（半峰光束角）
在 C0-C180 面及 C90-C270 面 10000 小时或以上与
初始测试（0 或 1000 小时）的差值（绝对值）均≤
0.5°。
10.LED 黑板灯满足灯具光输出比≥60%（提供有检
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
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1.LED 黑板灯的光输出波形的波动深度检测结果
达到“无危害”。（提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
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
造商公章)
12.LED 黑板灯蓝光危害等级要求为 RG0（无危险）。
13.LED 黑板灯光生物安全要求符合无危险的要求
或无显著影响的要求。
14.▲LED 黑板灯要求通过防尘、防水试验，灯具防
护等级不低于 IP44。（提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
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
盖制造商公章）
15.为了保证灯具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性，LED 黑板
灯不带包装和带包装检验结论为“符合要求”（提供
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
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6. LED 黑板灯电器电子产品认证结果符合《GB/T
26572-2011》及《GB/T 26125-2011》标准要求（提
供有检测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7. ▲LED 黑板灯通过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精密法检
测灯具噪声，灯具噪声限制<18dB(A)（提供有检测
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带有 CMA 及 CNAS 标志的检
测报告复印件加盖制造商公章）
18. ▲LED 黑板灯整灯通过《环境试验第 2 部分：试验
方法 试验 Ec：粗率操作造成的攻击》检测，检验结论
需为“符合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制造
商公章）
19. 智能灯控管理系统可以实现远程监控、节能管

理每一盏灯，实现按需照明，从管理和节能两个角
度对学校照明系统等进行多方位、精细化节能控制
和管理；系统需根据不同管理员权限，展示不同权
限的页面以及对应的管理区域。（此项需提供软件
运行截图，加盖制造商公章）
20. 系统支持统计所有照明设备的数量、亮灯数量、
离线设备数量以及光照强度。（此项需提供软件运
行截图，加盖制造商公章）
21. 系统支持远程监控各个照明设备，能够查看照
明设备的工作状态，方便管理员进行设备的日常维
护和能耗管控，系统支持对照明设备进行远程开光
灯操作。（此项需提供软件运行截图，加盖制造商
公章）
22.系统可支持情景模式的切换。
情景模式≥6 种（板
书、投影、课间、考试、上课、下课）等模式。
23．▲系统支持分开控制每盏灯或者几盏灯一起开
关。系统需支持一键全开照明设备或者一键全关照
明设备。系统支持对照明设备的故障报修功能，能
够及时反馈设备的故障信息，方便管理员对设备进
行检修。系统支持手动调节所有照明设备的灯光亮
度。系统支持自定义光感器的启动时间和结束时
间。系统支持查看报修记录。报修记录可按当天、
一周、一个月以及三个月的时间进行查询。报修内
容需包括：上报时间、设备名称、故障描述、教学
楼名称、教室名称以及目前的状态。（此项需提供
软件运行截图，加盖制造商公章）
24. ▲系统支持自定义工作计划。可以制定每个班
级启用模式、启用时间以及重复日等。后台管理系
统支持对每个用户进行权限分配，可进行用户个人
信息的修改。后台管理系统支持用户根据实际学校
情况进行区域划分，可以划分不同的教学楼和划分
每栋教师楼不同的班级，可以进行单教室控制，也
可以控制多间教室。后台管理系统能够更详细的进
行各个区域的能耗统计。能够进行总能耗的分析，
也能分时段对能耗进行管控分析。（此项需提供软
件运行截图，加盖制造商公章）
1.基于 ZigBee HA Profile V1.2 设计，使用 2.4GHz
ISM 频段，共 16 个频道，完全兼容于 IEEE802.15.4；
2.零火线供电，每个开关支持 3 路灯光控制或单路
3

控制面板

灯光控制。
3.高灵敏电容式触摸设计，带有夜光显示和状态反
馈功能。
4.标准 86 盒设计，可直接固定在 86 底盒上，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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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替换原有开关，即装即用。
5.支持检测所接负载的电压、电流、功率、电能等
电气参数；
6.带记忆存储芯片，可记录受控电路总耗能信息，
电能计量误差：±1%；
7.带有 150A 浪涌电流侦测功能；
8.典型功耗：0.5W/8mA/230V
9.无线输出功率：7dBm
10.接收灵敏度：-101dBm
11.工作温度：-10℃～+50℃
12.工作湿度：5～85%RH（不凝露）
13.产品尺寸: 约 86mm×86mm×34mm
14.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可连接灯光
控制系统，能实现与智慧校园物联网平台的通信。
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详细说明各类受控设备
的控制实现方案。
15.智能终端基于 ZigBee HA Profile V1.2 设计，使
用 16.4GHz ISM 频段，共 16 个频道，完全兼容于
IEEE802.15.4，Zigbee 终端设备的最大连接数量：
不低于 20 个，支持 Gateway 模式，天线： PCB 天
线。接口不少于 1 个 WAN 口，1 个 USB 接口。输
出功率≥7dBm。接收灵敏度≤-99dBm。
4

安装调试

根据楼层高度进行测量安装，包含线材，辅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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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产品需求中的技术参数及其性能（配置）仅起参考作用，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于工
作的基本要求，投标人可选用其他产品替代，但替代的产品中技术参数应最大限度满足或优
于采购文件的要求。
2) 每间教室照明设备配置需求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上所列设备的配置按实际情况进行安装，
对于影响货物正常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或在安装调试过程中必须增加的配件，无论在采购内
容及具体配置需求中指出与否，投标人都应在项目实施前明确向采购人提出并征得采购人同
意后付诸实施，报价中应包含此费用。
（三）其他要求
1.投标人须承诺本次所响应产品均为非进口产品（进口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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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凡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投标人须承诺在交货时提供《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中的产品；凡属优先采购节能产品，投标人须承诺将尽可能提供《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中的产品。（注：《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投标人可查询中国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gov.cn>。）
3. 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目录》的产品，投标人须承诺交货
时不可以提供超出此目录范畴外的替代品，产品还须同时具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颁布的《中国强制认证》CCC 认证证书。

4. 凡属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投标人须承诺将尽可能提供《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中的产品。(注:《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投标人可查询中国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gov.cn>。）
5.初中教室照明改造执行的标准规范：
《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 生标准》（GB7793-2010）
《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 求》（GB40070-2021）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50099-2011）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9）
《中小学校普通教室照明 设计安装卫生要求》（GB/T 36876-2018）
《照明测量办法》（GB/T5700 -2008）
6. 项目在合同履约期间：发生的任何问题及产生的任何责任（如设备的质量问题、安装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事故问题等等），由中标人自行承担。

三、交货、安装与调试
(一)开箱验货：
1.投标人在交货时，自行组织人员在使用单位监督下进行开箱验货。投标人须准备好货物清
单供采购人分项核对货物数量，若数量与响应文件中承诺的数量不符，投标人须在 5 个工作
日内补齐货物。
2. 所有货物在开箱时必须完好，无损坏。采购人有权抽检交付货物，若抽检货物不符合响
应文件中承诺的参数，投标人须在 5 个工作日内重新交付质量过关的货物。逾期不交付，采
购人有权单方面取消合同，期间造成的损失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二)安装、调试要求
1. 教室灯距课桌面的最低悬挂高度不应低于 1.7 米，灯具宜采用其长轴垂直于黑板面布置。
安装吊扇的教室，教室灯出光面应当低于吊扇叶面。
2. 黑板灯平行于黑板安装，灯具与黑板平行间距宜为 300mm 一 1000mm，与黑板上缘垂直
距离宜为 100mm 一 500mm。应当通过调整灯具控照角度避免对教师产生直接眩光，且不
应在多媒体教学显示终端上产生高亮度的光源影像，对学生产生反射眩光。
3. 教室照明应当有分路控制措施，每一纵列或横列教室灯能实现单独回路开关控制，每个
黑板灯有单独回路开关控制。
4. 教室黑板处有银幕、白板或平板电视机等多媒体显示终端时，黑板灯应当具有亮度调节
功能

四、验收要求
1.核验灯具的国家强制产品认证证书及检验报告（含色温、显色指数、 波动深度）、视网
膜蓝光危害等级为 RG0 的安全检验报告。
2.投标人中标后需先在拟进行照明改造的学校选取一间教室进行样板间施工改造，改造后由
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按规范进行现场检测，检测合格后再对其他教室进行改造。
3.全部改造完成后，教育局和有关直属学校作为验收责任主体，委托与试点教室资质相同的
检测机构随机抽取 10%的比例进行检测，且须覆盖到每一所照明改造的学校，均须出具书面
检测报告。检测合格报告作为开展项目履约验收和向中标投标人支付费用的前提条件。
4.检测指标至少包括：课桌面上的平均照度和照度均匀度；黑板面上 的平均照度和照度均
匀度；照明功率密度；统一眩光值等。被检测的教室，上述检测指标中的任何一项均应符合
国家规定标准，如有一项不符合国家标准，则视该教室照明改造不合格，同时再随机抽测其
他教室，对于不合格的须责令及时整改，直至检测合格为止。

五、质保期
1. 免费质保期：所有设备及附件从最终验收之日起均享有 5 年免费保修。免费质保期自验
收合格,投标人与采购人双方均在验收报告上签字之日起计算。
2. 在质保期内，投标人应免费提供设备正常使用情况下的维修及保养服务，在非人为因素
情况下，一切维护费用均由投标人负责。质保期内设备本身质量出现问题或由于设备本身质
量原因造成的任何损伤或损坏，投标人应及时给予免费维修或免费更换，由此引起的施工费、
人工费、材料费等其它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3、在质保期间提供 7×24 小时免费技术支持和服务，出现质量问题时，中标人得到通知后 2
小时内响应，6 小时内派人员到达用户现场，12 小时内解决问题。

六、投标报价及付款方式
1. 投标报价: 本项目为交钥匙承包项目。投标人负责招标文件中对投标人要求的一切事宜及
责任，包括货物供货、运输、保管、安装、调试、验收、培训及相关服务等。投标人的投标
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教室测量、图纸设计、灯具（含光源、驱动控制装置）、电线、线槽、固定支架、膨胀
螺栓、接线端子、开关等安装所需配件；
2) 教室原灯具拆除、材料损耗、材料保管、运输、安装、调试、施工、保险、人工费用、
机械费用、食宿与交通、施工环境保护、施工后垃圾清理、管理、质保、税费、利润；
3) 与本项目相关的前期规划设计、采购代理服务、以及等第三方费用支出；
4) 完成合同所需的一切本身和不可或缺的所有工作开支、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
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全部费用。
2. 付款方式:
1）双方签订合同后的 7 个工作日内，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等额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
总价款金额的 30%作为预付款；
2）项目全部完工，货品完成安装调试，且经甲方组织验收合格后，乙方需向甲方提交金额
为合同价款 3%的履约保函，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等额发票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 70%
的合同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