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欺古自治区综合疾舫预防控制中心关于采购视频会议系统维

修维护的公告

根·斯内架古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批发的采购组织形式及内架古自

治区综合疾剂预防控制中心采购实施办法的要求，信息中心现依据采购

批发公开招采视频会议系统细修维护服务，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前来

报名参加 n

一、 项目名称：视频会议系统维修维护

二、 项目内容：

1.采购项目编号：项目流水号[2021]0604.2号

2.预郣金额：岱拾万元整(¥ 100000元）

3.采购方式：竞争性谈判

三、 项目技术参数及具体要求

（ 一 ）服务内容及要求本项目采购内容包括：内欲古自治区综合疾

府预防中心视频会议系统软、硬件设备维修维护、故陷处理、安全培训、

启「巡检及技术支持。具体维修维护设备列来见来一、 服务内容的技术

参数和性能拊标见来二、 备件技术参数泭单见来三。

来一：维修纽护设备列来

松·1} 货物名称 品）1卑 规格型廿 数益及单位

I 视频令议系统MCU 1 1 丿兴 ZX�I\IC8900 l 台

2 介议从统主介场！”1,/1l I I ，兴 ZXVIO T502 1 台

3 悦狈令议床统l扎像头 ,11兴 ZVXIO V90 1 台

4 路IJI }} I I i 兴 ZXRIO 2800 l 台

5 汇聚交换机 中兴 7.XRIO 2828S l 台

米二：服务内容的技术参数和性能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故障排查
根据服务内容， 针对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控中心视频会议系统存在问题安排

1 
服务

专业工程师进行排查巡检 、 故障诊断、 定位、 分析、 处理服务， 及时解决出

现的故障。 并及时处理在日常巡检及系统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 
技术支持 提供全天候无间断的产品技术咨询 、 故障申报、 硬件维修受理以及服务政策

服务 咨询等服务内容。

日常巡检
根据服务内容， 每季度派工程师对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控中心视频会议系统

3 
服务

进行现场巡检， 提出隐患和建设性建议， 协助排除问题， 并提供季度巡检报
土口 。

4 
维修维护

根据服务内容， 制定详尽的维修维护服务方案， 并按照方案实施相关工作。
服务方案

5 
技术培训

根据服务内容，编制培训方案，对采购方系统维护相关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
服务

要求维保单位有配件库， 当主会场设备故障无法修复时， 各件须在 2 小时之

内到达现场，备件到达之后 2 小时内更换使设各恢复正常。分会场 48 小时之

内到达现场， 各件到达之后 2 小时内更换使设备恢复正常。
6 备品备件 要求投标单位投标时提供本项目同品牌各品备件清单， 要求投标单位须在中

标后提供以下备件： （ l ）视频会议系统 MCUl 台； （2) 会议系统主会场终端 l

台； （3) 视频会议系统摄像头 1 台； （4) 360
°

全向麦克风 l 台； （各件清单

见表 3) ，以上备品备件均含在预算金额内。

设各更换
维修维护服务企业在设备故阵需要更换整机或部件时， 要求提供与维护设各

7 
要求

列表中相关货物同 一品牌、 性能不低于现有设备或各件清单所提供设各的部

件或整机的原件进行更换。

表三： 备件技术参数清单

设备名称 单位 数量 型号 设备描述

l．遵循 ITU-T 相关标准， 采用嵌入式架构， 能够和符合国际标准
的产品互通

2.支持 H. 320、 H. 323 和 IETF SIP 通信标准

3，稳定性 采用嵌入式操作系统，电信级标准 19 英寸机架式设备，

采用电源、 风扇 1+1 备份配置。

4，接入能力 1．单台 MCU 最大支持 128 个 2Mbps IP 终端的接入容
量。

5.支持 128kbps 至 8Mbps 呼叫带宽。
全编全解高

台 1 
ZXVlO 6．支持掉点重呼功能， 在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 对于因网络原因

清 MCU M900 掉线的终端应不停呼叫， 直至呼叫成功

级联能力 l ．支持级联功能， 能够实现不少于三级级联：
7．支持多级 MCU 级联， 主 MCU 可控制到多级 MCU 下终端。 可以进

行： 视频广播、 广播源选看、 麦克开关、 喇叭开关、 断开终端、
删除终端、 声控方式等控制。
视频能力 l ．支持 ITU H. 261、 H.263、 H.264、 H.264 High Profile、

H. 264 SVC、 H. 265 等视频编解码标准协议。

8．抗丢包能力�支持抗丢包能力， IP 网络丢包在 30％以内，对会
议视音频没有影响。





宽范围 、 高速度， 低噤音的云台系统；
提供 YPbPr 膜拟分位接口、 DVI CHDMI) 接口、 HD- SDI 接口， 支
持 1080P30/25 、 1080160/50、 720P60/50 等多种高清视频制式；

支持 RS-232C 远程控制 (YJSCA 协议）；
可对 255 个位置，（摇控器设置 10 个预置位）进行预先设翌，包括
水平 、 俯仰 、 交倍进行预设， 即使在摄像机掉电关闭时， 预设数
据也可以保存下来。

全方位 360 度精确抬音， 影院级声音效果
提供 8 米拾音距离和 360 度抬音苑围，支持精绕约四向拾音指向，
提供全方位的高清音质体验。
支持际列麦克三级级联。
支持数字音频处理技术， 防止手机干扰

ZXVIO 
麦克风四个方向的拾音可单独开关， 指向性更精珛。 自适应回声

全向麦克风 台 1 
AlOO 

抵消 (AEC) ， 支持单声道、 双声道的 AEC, 完。 支持自动堵兰控
制 (AGC) 、 自动嗅音抑制（邸S)， 内置咧叭， 可进行中芙文人声
乒足不

＿

； 
支持 POE 供电和外接电源供电， 可配合不同类型约视频会议终端
使用。
网口 、 音频接口 、 电源接口处采用专门的防止连线松动设计， 方
便用户接线， 操作十分方便。

（二）项目实施要求

中标人应成立相应的项目组， 并指定 一名高级项目经理， 主要负责

人力资源调度、 项目的总体计划、 与用户协调和项目调度等工作。 项目

工作人员应具有三年以上的视频会议运维工作经验。

四、 报价及报价函要求

1.投标报名人须提供经国家工商机关年检合格有效并加盖投标企

业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需包含公开招采内容）、

经 企业法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
“

投权委托书
”

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

件（上述证件不密封， 附外以便审核）

2 ． 供应商在提交投标报名资料时， 必须提交与维修维护设备品牌对

应制造商所出具的本项目投权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同时根据采购具

体需求提供相同品牌合理可行的整体维修运维服务方案（纸质版提交并

可与报价一并密封报送）。



3.投标报价需报出总价，报价函需加盖企业公章后密封签字、兰章

递交，封面标注投标项目名称、企业名称、企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4．投标报价需在有效期投标，报价包含所有税费，超出预算金梊报

价视为无效报价。

5.中心设备与试剂科负责资格初审，最终资格由中心采购小组认定。

四、投标报名时间及地点

1.投标报名时间：2021年7月26日 －2021年7月28日

2．投标报名地点：内蒙古自治区综合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各与试齐

科（八楼802室）；

3 ． 投标报名联系人：董冰，联系电话：0471-5316516

内蒙古自冶仁翠立jt预旨扩
」中I'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