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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包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2020 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信息技术系统服务项目赛事信息化系统和通信网络总集成 

二、招标要求 

1. 投标人所采用的服务工具若非投标人生产，则需提供原厂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权函及

售后服务承诺函。 

2. 投标人不能作为其它投标人的分包人同时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投标。 

3. 投标报价：为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项目投标报价不得低于项目预算 60%，低于 60%且

无法作出合理书面说明，视为无效报价。 

4. 投标方应满足对 2020 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信息技术系统服务项目赛事信息化系统

和通信网络总集成总负责、总兜底原则。 

三、项目概况 

3.1 服务目标 

3.1.1 总体目标 

本项目总目标是以《2020 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信息技术系统建设项目初步设计》

为指导，重点聚焦竞赛组织、指挥协调、新闻宣传、公众服务和赛后运营需要，以国际视野、

工匠精神和创新思维，积极搭建“技术先进、架构合理、经济实用、安全可靠”的信息化应

用总体框架，着力打造高速泛在、全程全时的一流信息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全方位精细可视、

全流程精确管控的一流指挥管理体系，有效支撑一流场馆设施和一流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努

力打造一届国际瞩目、精彩卓越的“智慧亚沙会”。 

同时，充分发挥亚沙会窗口作用，展示中国形象，弘扬中华文化，体现时代内涵，向世

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进一步提升国家

和地区的国际影响力助力。 

3.1.2 建设目标 

亚沙会竞赛信息化服务不仅担负着运动会比赛成绩的采集、传输、整合、计算、存储、

发布的任务，也是运动会竞赛组织管理、指挥调度的工具和手段。信息化系统不但服务于亚

沙会管理机构，还面向运动员、技术官员、媒体及公众，服务范围广且影响力大，是确保亚

沙会顺利进行不可或缺的系统。 

本项目服务内容如下：赛事成绩系统、赛事管理系统、赛事指挥系统、MOC 主运行中



 

  

心系统、基础设备设施、云计算中心、竞赛专网、管理专网、转播专网、互联网、临时综合

布线、WIFI 统一认证及覆盖、固话及短信、总集成管理及赛事运行服务等 15 个模块内容，

各系统将从各个领域为赛事服务，以满足主办城市合同及亚奥理事会 IT 信息技术指南要求，

并确保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顺利进行。 

3.2 服务内容 

本项目的中标人为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竞赛信息化应用系统、云计算中心及网络建设

的总集成商，赛事运行服务的总承包商，对整个赛事信息化的建设和运行总兜底，并承担全

部责任（投标人应提供承诺函，未提供承诺视为无效投标）。 

本项目的服务内容包括：赛事成绩系统、赛事管理系统、赛事指挥系统、MOC 主运行

中心系统、基础设备设施、云计算中心、竞赛专网、管理专网、转播专网、互联网、临时综

合布线、WIFI 统一认证及覆盖、固话及短信、总集成管理及赛事运行服务等十五个方面，

具体如下所述： 

（1）赛事成绩系统：在竞赛报名、场馆成绩处理（计时记分、技术统计、成绩处理、

评论员、公共显示屏控制、电视字幕）、竞赛视频（竞赛监控、仲裁录像、竞赛闭路、视频

直播）、中央成绩处理（公共代码、通讯协议、数据通讯平台、核心管理、综合成绩处理、

中央数据资源库）、信息发布（内部竞赛信息核查、官网竞赛信息发布、移动竞赛信息发布、

信息发布接口、打印分发）等各个环节，根据亚奥理事会成绩协定（ORP）提供高效、完

善的应用服务。 

（2）赛事管理系统：采用可靠、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注册管理、抵离管理、礼宾管

理、交通管理、志愿者管理、医疗管理、物资管理等应用系统，提供掌握赛时运行信息的服

务、辅助决策的手段以及协调控制的手段等，以确保满足三亚亚沙会赛时运行管理的确切需

求。 

（3）赛事指挥系统：围绕组委会在亚沙会筹备、建设、运行期间的各个环节，利用赛

事通讯、视频会议、事件管理、综合显示等信息化的手段，为各项业务的管理、赛时的应急

指挥等提供高效、完善的应用服务。 

（4）MOC 主运行中心系统：以“智慧三亚”现有信息化建设成果为基础，在充分考

虑集约性与经济性的前提下，在横向，通过实现来自地方政府平台中涉及亚沙会运行保障信

息数据的汇聚；在纵向，则接入和集成亚沙会各领域专项业务数据和系统。实现各类数据的

汇聚、融合、整理、可视化、计算、分析和深层次应用，打造适用于亚沙会的统一指挥、功

能齐全、先进可靠、便捷高效的综合信息可视化运行监控和应急指挥平台。 

（5）基础设备设施：为其他信息技术应用系统提供技术服务和保障，主要包括基础设

备系统和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备系统建设是指在比赛场馆为信息技术工作人员提供的场馆

服务器、视频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工作站、外围设备公共显示屏、无线对讲等基础硬件设

备，以及操作系统、基础办公软件、工具软件、杀毒软件等基础软件。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信



 

  

息技术业务口的 3 个非竞赛场馆的基础设施建设，这 3 个非竞赛场馆分别是信息技术指挥

中心（ITCC）、竞赛视频工作室、集成测试实验室。 

（6）云计算中心：为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应用系统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资源池。 

（7）竞赛专网：通过搭建竞赛专网，实现主运行中心（MOC）与各赛场之间重要赛事

信息（如赛事管理、赛事报名、计时记分、成绩系统、电视字幕、信息发布等）的有效、及

时、安全的交流和沟通。 

（8）管理专网：通过利旧三亚市现有政务外网改造搭建管理专网，给亚沙会组委会工

作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办公自动化（OA）系统等网上业务系统提供网络接入服务。 

（9）转播专网：通过搭建转播专网，实现亚沙会国际广播电视中心（IBC）与各赛场

之间重要媒体信息（如持权转播商直播、赛转播、宣传等）的有效、及时、安全的交流和沟

通。 

（10）互联网：互联网是亚沙会与外部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赛事期间需通过互联网将

赛事信息及时对外公开发布。 

（11）临时综合布线：临时综合布线包括有线（竞赛、管理、互联网、转播）专网临时

信息点，覆盖范围包括比赛场地（FOP）临时信息点、室外比赛项目场所临时信息点、主

媒体中心媒体工作间和主媒体分中心媒体工作间、运动员村的有线（竞赛、管理、转播）专

网临时需求信息点。 

（12）WIFI 统一认证及覆盖：为保证亚沙会 WIFI 用户上网质量和安全管理，需建设

统一认证平台和网络管理平台。投标人结合实际情况对各比赛场馆的媒体工作间、新闻发布

厅等重要区域进行 WIFI 覆盖。 

（13）固话及短信：为各比赛场馆、主运行中心、主媒体中心及运动员村的运动会保

障工作人员提供固定电话、短信分组群发服务。 

（14）总集成管理：按照既定路线和“关门时间”，根据工程项目建设管理的规范流程，

提供对信息系统、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的主计划（架构设计、实施管理）、工作范围、建设

成本、工程质量、沟通协调、人力资源、工程风险和变更管理等全面管理的总集成管理服务。 

（15）赛事运行服务：提供包括集成测试、测试赛、联合技术演练和赛时运行保障在

内的一站式、专业化运行服务。在集成测试期间，需具备相关资质的测试机构提供测试服务，

并出具测试报告。 

四、赛事成绩服务要求 

本届亚沙会赛事成绩系统主要包括竞赛报名、场馆成绩、竞赛视频、中央成绩和信息发

布系统，各系统技术服务要求如下所示。 

4.1 竞赛报名服务要求 

竞赛报名系统将通过本届亚沙会赛前各个代表队的报名报项、数据管理等前期工作来满



 

  

足赛事的需求。竞赛报名系统管理所有运动员或参赛队的报名流程。竞赛报名系统与注册管

理系统和每个场馆成绩系统有接口相通。实现对各代表队人员报名报项数据进行审核、管理，

以及数据交换和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对所有报名管理系统中基础性的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

与配置，还需要同步注册管理系统部分基础数据，提供在线报名，离线表格下载和导入、数

据统计等，提供数据接口服务。 

4.1.1 报名管理要求 

报名管理系统需满足各国代表队人数报名填写、导入和管理，满足代表团注册人员信息

查看、项目填报、报项信息管理，能够对所有代表团提交的数据进行再一次审核，实现对注

册管理系统、中央成绩处理系统、信息发布系统、接待管理系统等系统之间进行数据交换并

根据不同组合条件对数据统计分析。 

4.1.2 基础数据管理要求 

基础数据管理是竞赛报名管理系统最基本的管理系统。是对所有报名管理系统中基础性

的数据进行统一的管理与配置，是所有报名数据信息的一个基础。包括比赛项目管理、比赛

小项管理、系统管理，除了报名管理系统本身必要的基础数据之外，需要同步注册管理系统

部分基础数据，如证件类型、岗位、人员类别、性别等。 

4.1.3 在线报名服务要求 

在线报名系统服务要求实现的功能模块包括提供登录模块、人数报名与报名报项填写、

离线表格下载与导入、信息提交与管理等功能。登录模块为代表团用户提供统一的登录界面、

多语言切换和必要的公告和下载；人数报名与报名报项的填写过程提供相应的功能模板供代

表团、代表队填写；支持单条信息与批量信息提交，信息管理以列表的方式进行，所有已报

项人员或未报项人员，通过过滤条件可以加载不同状态、不同条件的报名报项人员；数据统

计是将报名数据按类型、按报名状态、按填报项目等通过图表进行展示。 

4.1.4 接口服务要求 

竞赛报名系统的接口服务要求需能够提供相对应的接口服务，实现各系统之间竞赛信息

的交换，接口的服务方式可通过实时对接、定期导出、数据报表输出等方式进行。 

4.1.5 系统性能要求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1.5 万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1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5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5 万小时； 

5) 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大于等于 7 天×24 小时；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12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3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4.2 场馆成绩服务要求 

场馆成绩系统遵守的设计原则以各场馆为基础，在竞赛管理、赛事编排、比赛进程控制、

成绩处理、信息发布等各个环节，提供高效和稳定的应用服务。其任务包括：比赛控制、从

计时和测量设备中收集数据、数据处理并实时分发到电视制作人员、转播人员、电视评论员、

媒体、裁判、记分牌、信息问询处和网络服务器，是亚沙会赛事信息系统的核心。场馆成绩

系统提供计时记分设备及运行服务、竞赛专用显示设备显示服务、竞赛信息的实时数据交换

和为部分项目提供裁判员工作情况分析等。对于球类比赛，能够为现场比赛运动员与参赛队

提供技术统计服务软件系统。能够协助现场竞赛组织与管理、成绩采集与成绩处理、现场信

息交换与信息发布。在运动会比赛期间，能够为现场转播评论员实时地提供当前成绩信息，

以便评论员对比赛进行更详尽的现场报道，公共大屏显示控制将以特定的显示方式为现场观

众提供相应赛事信息，提高公众临场体验。服务于电视转播的信息发布系统，能够以电视字

幕形式为电视台提供赛事信息服务，是电视台获得比赛成绩信息的最主要渠道。  

4.2.1 计时记分服务要求 

计时记分系统将根据对竞赛项目的不同特点进行分类，主要分为竞速类项目、评分类项

目、记分类项目、对抗类项目。竞速类项目的计时记分主要负责采集比赛的时间成绩；评分

类项目的比赛是由裁判员对运动员的比赛表现进行评价，并通过打分的形式进行体现，将所

有裁判员的打分按规则进行处理；记分类项目是指直接通过采集运动实测数值，经整理之后，

按规则进行统计运动员的成绩；对抗类项目的通常需要采集的是综合性数据并随即跟踪处理，

通过显示的方式辅助比赛的进行，同时为现场显示系统和电视转播系统提供服务。 

服务项目：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田径、摩托艇、龙舟、3×3 篮球、攀岩、沙滩

手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滩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4.2.2 技术统计服务要求 

技术统计系统的服务要求为赛前从信息交换系统获取比赛时间、名单等信息，并输入首

发名单、出场序、球衣颜色等信息，赛中，由技术统计裁判或者指定技术操作员负责技术统

计系统的现场操作，并通过与数据交换系统的数据接口，实时将比赛数据发送给数据交换系

统进行后续处理，赛后对统计的数据进行综合评定分析。 

服务项目：3×3 篮球、沙滩手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 

4.2.3 成绩处理服务要求 

成绩处理系统是运行于比赛场馆，负责现场成绩处理的所有协同技术系统的总称。其主

要功能是协助现场竞赛组织与管理、成绩采集与成绩处理、现场信息交换与信息发布。成绩

处理系统主要包括成绩数据采集系统负责对比赛成绩进行采集；现场成绩处理系统是场馆成



 

  

绩系统的核心，主要包括代码管理、基础数据管理、安全管理、赛事配置、数据下载、竞赛

计划、报名报项管理、现场编排、单场成绩处理、综合成绩处理；现场成绩打印根据竞赛业

务需求提供报表设计、报表管理和报表打印的功能；数据交换系统负责成绩处理系统各子系

统的数据和文件的交换，保证各子系统协同工作。 

服务项目：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田径、摩托艇、龙舟、3×3 篮球、攀岩、沙滩

手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滩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4.2.4 评论员服务要求 

评论员系统将保障在比赛的任何期间、任何比赛场馆，评论员都可以通过评论员系统获

取不同项目、不同比赛场馆的实时成绩、奖牌数据、比赛进程以及日常比赛工作时刻表等信

息，随时了解比赛的情况。该系统的主要用户是制作人、评论员和场馆播报员。评论员信息

系统在体育赛事之前、期间和之后实时提供信息。评论员信息系统应带有亚沙会、亚奥理事

会和评论员信息系统服务商的标志。评论员信息系统/实时显示系统的布局安排应至少在亚

沙会开幕式前的 4 个月提交亚奥理事会审批。亚奥理事会所确定的内容、观感和导航，将

被强制性纳入评论员信息系统， 成为官方版本。 

服务项目：根据持权转播商具体安排确定。 

4.2.5 公共显示屏控制服务要求 

公共显示屏控制系统是实现对其它子系统提供的竞赛成绩信息和项目比赛规则信息进

行实时显示，系统自身并不进行数据处理工作，系统的主要开发工作是提供各种显示模板以

及配合竞赛工作提供合理的显示工作流程。 

服务项目：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田径、摩托艇、龙舟、3×3 篮球、攀岩、沙滩

手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滩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4.2.6 电视字幕服务要求 

电视字幕系统负责将赛事的计时记分、竞赛编排与成绩处理的实时信息通过竞赛 IT 网

络，以广播级电视图像形式（即电视字幕）及时准确地提供给电视观众。 

服务项目：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田径、摩托艇、龙舟、3×3 篮球、攀岩、沙滩

手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滩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4.2.7 系统性能要求 

场馆成绩系统将建立在安全、高效的竞赛专网内进行数据的传输，各个场馆通过高效交

换机收发数据，进行数据的交互。场馆成绩系统中的计时记分子系统利用各种先进的计时硬

件，配合软件与成绩处理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并将处理后的数据以最快的方式传输到各外部

系统。公共大屏系统采用统一的模板以及操作流程进行展示操作。电视字幕系统使用先进的

软硬件为各赛事信号的输出提供专业技术保障。 

（1）准确性：必须从计时记分设备中获取正确的数据； 



 

  

（2）适应能力：必须能够处理不同类型的计时记分设备并要求运行正常； 

（3）协议：必须能够生成、存储、应用各种可靠的、有效的协议； 

（4）简便：运动会赛事系统与计时记分系统之间的连接必须简便易用。 

4.3 竞赛视频服务要求 

竞赛视频系统建设原理是建立在安全、高效的有线专网上实现竞赛视频服务，根据比赛

项目、比赛场馆和比赛类型的不同，为在现场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人员和不在比赛

现场的指挥、管理和决策人员提供更加直观的竞赛视频信息和比赛成绩，以便其更好了解赛

事进程。竞赛视频系统将对各项目的比赛现场进行实时监控，并将监控信号传输至 ITCC、

MOC，为指挥、管理、决策者能够实时掌握现场的比赛进程。还能对比赛现场采用仲裁录

像机进行拍摄，对有争议的判罚进行仲裁录像的回放，保障比赛公正、公平性。为在比赛场

馆各个功能用房提供竞赛信息和比赛视频的实时显示。为具有授权用户的人员提供移动端和

PC 端的全项目、全场次、全场馆的比赛视频直播。 

4.3.1 竞赛监控服务要求 

竞赛监控系统是本届亚沙会赛事指挥管理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满足不同人

群对赛事情况的了解和监控，需要建设竞赛监控系统，为主运行中心和信息技术指挥中心的

管理、指挥、决策提供服务。该系统通过对现场视音频信号进行收集，以网络信号的形式传

输至本地服务器进行信号存储、处理，通过视频综合管理平台服务器将带有视频音频的图像

传输实时至信息技术指挥中心和主运行中心。每个场馆竞赛监控摄像头数量不少于 2 个。 

4.3.2 仲裁录像服务要求 

仲裁录像系统是为仲裁裁判员提供的一套专用录像回放系统，为比赛出现争议后进行录

像仲裁提供有效的技术手段。不同项目对仲裁录像系统的要求千差万别，仲裁录像系统的组

成、实现方式也各不相同。但均需要实现比赛图像的存储记录，比赛现场及时回放等功能。 

4.3.3 竞赛闭路服务要求 

竞赛闭路系统在场馆内构建一套闭路系统，汇总本场馆视频直播信号、仲裁录像信号、

大屏成绩显示信号等多路信息，为后场准备区、热身区、竞赛官员休息室、裁判员休息室等

位置提供信息服务。竞赛闭路系统接收多个其他子系统的数据和视频信息，系统自身并不进

行数据处理工作，系统的主要工作是接收信息，并根据需要决定输出的信号源。也可设置多

路信号，由用户自行选择需要观看的信号源。竞赛闭路系统的服务对象包括后场热身区进行

热身准备的运动员、教练员、竞赛官员、轮换上场的裁判员等。 

4.3.4 视频直播服务要求 

视频直播系统向赛事视频工作室、主运行中心、信息技术指挥中心的指挥管理人员以及

其他授权用户提供全项目、全场馆、全场次的竞赛视频直播服务。视频直播系统将满足指挥

管理人员在第一时间了解到各项目、各场馆、各场次的比赛进程。在比赛结束后，将保存比



 

  

赛影像资料，以便相关人员观看。 

4.3.5 系统性能要求 

竞赛视频系统将建立在安全、高效的竞赛专网上进行视频信号的传输，各个场馆输出的

信号均为实时高清视频信号。 

竞赛监控系统不对比赛的视频信号进行处理，将原视频信号以实时高清的信号传输至

ITCC、MOC。 

仲裁录像系统将在场馆进行视频回放，需采集的视频进行储存备份，根据比赛项目的特

点通过手动回放和自动回放的方式对比赛中有争议的判罚进行回放，赛后根据要求对判罚和

有争议的判罚进行储存。 

竞赛闭路系统需能进行自主选择回放，运行监控对竞赛闭路系统进行实时监控，保障系

统的稳定性。 

视频直播系统需对采集的视音频信号进行把控，对采集的内容进行实时储存备份，通过

数据中心、应用中心、信息中心和管理中心对视频直播系统进行系统支撑，保障视频直播系

统传输实时性和稳定性。 

4.4 中央成绩服务要求 

中央成绩系统是赛事成绩系统的核心部分，也是赛事成绩系统的综合业务系统。中央成

绩系统需遵循数据处理及时、系统运行稳定、数据操作安全、可配置管理的原则进行设计。

中央成绩系统需实现对赛事成绩系统内部以及与外系统之间进行通信协议和数据传输、交换，

承载数据的流入、流出和管理，完成各种管理和配置工作；完成各种计划，安排与数据自动

处理，对数据进行存储。需支持网络、多项赛事和通知功能；亚沙会日程安排，包括比赛和

训练日程；中央成绩数据库；从相应的场馆成绩系统中整合每个比赛场馆的赛事成绩；生成

报告，包括亚沙会日程报告、体育赛事报告或其他类似的新记录报告、奖牌榜报告、参与者

名单报告等；生成奖牌榜；监控每个比赛场馆的体育赛事进展；整合数据并提交给亚沙会信

息系统、互联网系统、其他分发系统或第三方系统；与竞赛报名系统相连，当参与者竞赛报

名系统中完成报名后，在亚沙会竞赛报名系统和中央成绩系统之间交换比赛选手的信息；与

场馆成绩系统相连，将比赛选手的信息下载到场馆成绩系统中，并从场馆成绩系统中上传场

馆打印输出资料和场馆成绩，包括抽签结果、比赛进程和各项赛事的成绩。 

4.4.1 公共代码服务要求 

公共代码是系统与系统间可以识别的计算机语言，它不但内部系统需要遵循，外系统也

需要遵循，公共代码系统需要制定一整套代码，包括公共字典代码和赛事信息代码。 

4.4.2 通讯协议服务要求 

通讯协议是系统与系统间进行通讯的准则，将包括中央成绩系统与各项目场馆成绩系统

的通讯协议、与竞赛报名系统的通讯协议、与信息发布系统的通讯协议等，各系统间所有的



 

  

竞赛数据交互都要满足中央成绩系统制定的数据协议规范。 

4.4.3 数据通讯平台服务要求 

数据通讯平台是系统与系统进行连接的桥梁，基于消息监听的机制，根据公共代码和数

据交换协议，监听各系统间的数据，有效的传输应该发送的数据，并可以保存各应用系统的

传输数据。数据通讯平台应具备接收各系统数据、数据储存、数据传输、数据传输监控、数

据传输状况显示等功能。 

4.4.4 核心管理服务要求 

核心管理系统对系统机构、操作人员、工作角色、权限类别、工作权限、角色权限、人

员角色等数据进行应用安全管理；同时也对运动会的比赛项目、比赛场馆、比赛纪录类型、

报表类型、代表团等运动会信息进行配置管理。是对应用赛事成绩系统各子系统的权限进行

分配控制和对系统基础数据进行配置的系统。 

4.4.5 综合成绩处理服务要求 

综合成绩处理系统是各单项现场成绩进行综合统计的应用系统，对竞赛日程、赛程、纪

录进行统计，依据竞赛总规程和单项规程进行统计，同时将统计结果发送给信息发布系统，

竞赛报名数据也通过综合成绩处理系统转发各单项用于赛前编排。 

4.4.6 中央数据资源库服务要求 

中央数据资源库是整个赛事成绩系统的数据存储中心，所有汇总到中央成绩系统及综合

成绩处理的数据都将存储在数据库中。数据库的设计既要有灵活性，又能满足各类应用的实

现，也要有稳定性，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4.4.7 系统性能要求 

（一）数据处理及时性 

在运动会运行服务期间，中央成绩系统需要汇集来自各现场成绩系统的成绩数据，并为

信息发布系统所使用。因此，中央成绩系统需从两方面满足运行服务的及时性。 

1、在一个处理事务内接收与处理现场成绩系统数据。如接收来自一个现场成绩系统项

目的名次公告时，需要处理该比赛小项的名次数据。因此，中央成绩系统必须启用数据处理

事务，使一些联动的统计数据在处理某一数据项的同时，一次性更新处理完成，而不需要人

工的监控与手工干预。 

2、及时通知信息发布系统更新发布信息。中央成绩系统的任何与信息发布有关的数据

更新，都在消息库中建立对应的消息。信息发布系统可及时获得中央成绩系统的数据更新，

并有针对性地提取变化部分，来迅速更新所需要发布的信息。 

现场成绩处理系统与综合成绩系统发送到信息发布系统的消息数统计预计如下：消息总

数超过 25 万次，实时成绩消息超过 20 万次，实时成绩消息占比超过 79%。 

（二）系统运行稳定性 



 

  

中央成绩系统的稳定性设计包括三个层次： 

1、中央成绩系统软件系统本身的稳定性； 

2、中央成绩系统与其它系统进行数据通讯与数据交换的稳定性； 

3、中央成绩系统硬件设备与性能的冗余设计，必须足以抗拒任何高峰阈值的冲击。 

（三）数据操作安全性 

在运动会运行服务期间，众多的系统需要与中央成绩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因此要对所有

操作人员的权限和行为进行有效控制。此外对具体业务数据设置控制状态，以控制数据操作

行为。 

（四）可配置可管理性 

设计单独的管理模块，对中央成绩系统进行集中配置。中央成绩系统的任务业务数据，

对中央成绩系统应用程序来说都是可视的，可管理的，且任何操作都是可追溯的。 

4.5 信息发布服务要求 

信息发布系统是亚沙会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组委会官员、参赛人员、新闻媒体、

社会公众等获取运动会竞赛信息的重要渠道。信息发布系统应遵循信息及时、内容丰富、数

据准确、界面友好的基本原则进行设计。信息发布系统的主要用户是：注册媒体代表（转播

和印刷媒体）、运动员、其他注册人员，包括教练员、体育官员、亚奥理事会贵宾、其他贵

宾、当地组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该系统不向公众开放，并且应将信息终端置于访问受限

区域以限制访问。信息发布系统应带有亚沙会、亚奥理事会和赞助商的标志。其布局安排应

至少在开幕式前的 6 个月提交亚奥理事会审批。 

信息发布系统的内部竞赛信息核查系统承担着运动会综合信息的内部查询任务，确保运

动会各种数据在发布时准确无误；官方网站竞赛信息发布网站是组委会对社会公众发布竞赛

信息的最权威出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及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端的 APP 发布系

统的使用将更加方便用户进行运动会竞赛信息查询；信息发布接口向组委会官方网站、MOC

主运行中心系统、第三方系统等提供运动会竞赛信息发布服务。打印分发服务系统负责管理

和监控场馆成绩系统所产生的成绩报告的打印和分发。 

4.5.1 内部竞赛信息核查服务要求 

内部竞赛信息核查系统承担着运动会综合信息的内部查询任务，确保运动会各种数据在

发布时的准确无误，在运动会运行服务期间，内部竞赛信息核查系统提供静态信息查询与动

态信息查询。静态信息将在赛前准备完成，主要包括本届运动会信息、代表团信息、运动员

信息、运动员参赛报项信息等。动态信息是在运动会运行期间产生的竞赛成绩信息，随着比

赛进程向前发展，动态信息将越来越丰富。 

4.5.2 官网竞赛信息发布服务要求 

官方网站竞赛信息发布网站是组委会对社会公众发布竞赛信息的最权威出口，通过浏览

器/服务器结构提供竞赛信息查询服务。官方网站的竞赛信息查询主要对比赛赛程、奖牌、



 

  

竞赛表单、平破纪录信息、比赛成绩、代表团成绩等动态信息进行查询以及运动员报名报项

等静态信息的查询。 

4.5.3 移动竞赛信息发布服务要求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及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端的 APP 发布系统的使用将更加

方便用户进行运动会竞赛信息查询，在运动会运行服务期间，只要有智能手机、有网络，就

能随时实现对竞赛信息进行查询，移动端的 APP 发布系统实现的目标是准确、及时、便捷

的查询各类竞赛信息。 

4.5.4 信息发布接口服务要求 

信息发布接口系统向组委会官方网站、主运行中心(MOC)系统、第三方系统等提供运动

会竞赛信息发布服务，信息发布接口作为赛事成绩系统对外发布数据的重要接口，需要与官

方网站和其它第三方的合作伙伴进行数据对接，接口系统的服务对象的不同，导致对系统的

专业性上有着极高的要求，提供的接口数据和内容上有着很大不同，因此进行信息发布接口

设计时应密切与官方网站和其他第三方机构配合。 

4.5.5 打印分发服务要求 

打印分发系统负责管理和监控场馆成绩系统所产生的成绩报告的打印和分发。包括接收、

存储、跟踪和发送报告，最终通过打印分发系统将报告发送至竞赛、媒体、官员等订阅的客

户。除了支持比赛场馆内外的官方成绩打印和发布外，该系统还能够制作含所有官方信息的 

PDF 文件，以向亚沙会信息系统和互联网信息系统子系统提供成绩打印和报告服务。比赛

期间的成绩打印应该是一个自动流程，其基于亚沙会成绩系统管理员管理的预定义列表运作。

官方报告应带有亚沙会、亚奥理事会和赞助商的标志。报告的布局安排应至少在开幕式前的 

4 个月提交亚奥理事会审批。如果亚奥理事会明确了报告布局安排，其将成为亚沙会期间

制作和发布的官方版本。成绩打印和发布系统应基于网络并支持多事件和通知服务。 

4.5.6 系统性能要求 

1.信息及时 

信息发布系统的用户群首要关注的是及时的赛事信息，无论是信息查询，还是官方网站

发布结果，信息发布系统都必须考虑信息的时效性能，也只有及时的信息才是有意义的。 

2.内容丰富 

信息发布的展示手段多种多样，信息发布系统需要能够提供完备、丰富的内容，以利于

发布平台为用户呈现最完美的使用体验。 

3.数据准确 

信息发布的数据必须保证其准确性，如果信息发布的数据发生错误而被公布，则可能引

起不必要的信息误导，将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信息发布系统设计时，必须保证其数据与

源一致，不能引入任何的计算或二次处理。 



 

  

4.界面友好 

信息查询要提供美观、统一的操作界面，使用未经培训的人员也能根据界面的布局自助

操作。 

官方网站竞赛信息发布频道带宽预计 1000M，使用情况预计如下：接口接收速率最大

峰值超过540M，最小峰值超过180M，平均峰值约360M；接口发送速率最大峰值超过90M，

最小峰值超过 10M，平均峰值约 30M。 

 

五、赛事管理服务要求 

赛事管理服务的整个框架以数据访问层、服务层、应用层和接入层的多层体系架构为指

导思想进行设计。 

数据访问层其作用是保证数据传递的安全、高效、完整，实现系统与数据库的对接。服

务层作用于数据访问层与应用层之间，实现页面与应用、页面与页面之间的传递。应用层是

对上层数据逻辑判断，从而进行有效的判断。接入层作用是保障用户通过各种载体对系统进

行访问。 

5.1 注册管理服务要求 

注册管理是对参加本届亚沙会的各类人员进行身份的鉴别和确认，为运动会的准备、组

织、管理工作提供信息技术服务。注册管理涵盖运动员、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其他亚沙会参

与者的注册。注册功能包括报名、认证、证件检查、身份徽章制作、重新注册流程以及具有

报告功能的访问控制信息。其必须能够支持电子注册子模块。注册管理负责提供接受注册申

请，登记申请信息，确认注册资格，界定通行权限等以及对注册的各种数据进行管理，为各

国代表团、媒体、单位提供在线报名表格。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5 万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50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5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8 千小时； 

5) 系统可靠性达 99.9%以上；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8.8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3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5.2 抵离管理服务要求 

抵离管理系统主要实现代表团人员、技术官员和媒体人员抵离信息的采集工作，制定相

应的抵离迎送计划，安排好相应的接待工作，并为亚沙村的住宿管理提供基础数据。该系统



 

  

处理所有外国参与者（包括贵宾、代表团官员、裁判员、记者和其他相关人员）的抵离事宜。

抵离时间表可作为礼宾部、交通部和运动员村制定服务计划的基本信息。抵离管理系统对从

民航系统获得基础数据，同时代表队对抵离信息进行管理，根据抵离时间进行任务安排管理、

根据各代表队的抵离进度进行接待等。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2 万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40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2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8 千小时； 

5) 系统可靠性达 99.9%以上；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8.8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3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5.3 礼宾管理服务要求 

礼宾管理系统主要实现参会嘉宾抵离信息的采集工作，制定相应的礼宾迎送计划，安排

好相应的礼仪接待和活动行程安排。该系统管理贵宾的需求，随时为其提供高水平的支持和

服务。其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贵宾登记、官方赛事期间的赛事登记、贵宾出席赛事的安排

以及任何赛事的贵宾服务提供，包括日程和礼品管理。主要涵盖基础数据、礼宾信息、礼宾

任务、礼宾任务日程、礼宾任务进度等进行管理，以便安排工作人员为礼宾提供相应的服务。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1 万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20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2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8 千小时； 

5) 系统可靠性达 99.9%以上；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8.8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3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5.4 交通管理服务要求 

交通管理系统的工作任务涵盖对所有参与者的交通任务接收、任务派发、车辆调度、临

时车辆调度、车辆管理、驾驶员管理、紧急事件处理、信息查询、统计报表、GIS 展示等功

能进行管理系统。交通系统需要和抵离、礼宾管理系统进行整合，抵离、礼宾等管理系统生

成用车需求任务，把任务的详细信息推送给交通管理系统。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1 万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20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2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8 千小时； 

5) 系统可靠性达 99.9%以上；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8.8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3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5.5 志愿者管理服务要求 

志愿者管理系统的任务是实现志愿者的日常工作管理，涵盖志愿者的招募、培训、考试

和日常工作管理等，确定对志愿者的要求、创建职务说明、输入个人信息、将候选人与职责

任务相匹配、制定工作时间表、生成凭证、明确培训课程等。主要是对人员招聘、岗位分配、

培训等进行管理。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5 万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50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2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5 千小时； 

5) 系统可靠性达 99.5%以上；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43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6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5.6 医疗管理服务要求 

医疗管理系统重点实现对赛会期间医疗事件的管理，主要包括药房管理、药品管理、医

疗事件分类、登记和上报等工作。医疗管理对医疗数据、医疗事件、药品等进行管理。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1 万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1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1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5 千小时； 

5) 系统可靠性达 99.5%以上；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43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6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5.7 物资管理服务要求 

由于比赛期间物资数量大，分发时段集中，物资管理系统将在库存管理、物资发放的过

程中起到组织和控制的作用。该系统管理赛事人员的各类物资及其分发工作。该子系统负责

对已在注册数据库中登记的参与者进行物资分配和分发。物资管理对物资需求、物资信息、

物资采购、库存等进行管理，同时需要与物流管理系统进行对接，实现物资物流协同运行。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1 万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1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1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5 千小时； 

5) 系统可靠性达 99.5%以上；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43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6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5.8 数据交换服务要求 

亚沙会信息化系统是由赛事成绩系统、赛事管理系统、指挥运行系统等多个应用系统所

组成的复杂应用系统，系统与系统之间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数据流转及数据交换，因此，有

必要建立一个可统一管理的数据交换系统，用以解决这部分数据流转及数据交换功能需求。

数据交换系统应遵循数据处理及时性、系统运行稳定和操作安全的设计原则进行系统的开发。 

数据交换系统是在赛事管理系统整体框架下，依托于赛事管理系统的基础设施资源，建

设覆盖亚沙会所有信息系统的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建立相关系统间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

享传输的管理制度，规范相关系统、数据、技术接口形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运行长效机制。

通过数据交换系统的建设，可以打通赛事管理系统与赛事成绩系统、赛事指挥系统之间数据

交换的渠道，实现系统间的信息交互及赛事管理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的信息交互，为所有系

统提供数据共享与交换服务，满足亚沙会整体信息化建设中对数据共享与交换的要求。 

数据交换系统具备以下技术特点： 

1、数据处理及时 

在运动会运行服务期间，数据交换系统需要接收和处理来自赛事管理系统与赛事指挥系

统的数据，并记录系统间数据交互日志，以便于数据的管理与追溯。因此，数据交换系统需

从两方面满足运行服务的及时性。 

1）在一个处理事务内接收与处理数据交换过程。因此，数据交换系统必须启用数据处

理事务，一次性处理完成批量数据，而不需要人工的监控与手工干预。 

2）数据处理完成后，应同时更新数据交互日志并通过消息机制，将数据更新的结果反

馈给相应的系统。 



 

  

2、系统运行稳定 

数据交换系统的稳定性设计包括三个层次： 

1）数据交换系统软件系统本身的稳定性； 

2）数据交换系统与其它系统进行数据通讯与数据交换的稳定性； 

3）数据交换系统硬件设备与性能的冗余设计，必须足以抗拒任何高峰阈值的冲击。 

4）数据交换的过程中不会遗漏或丢失数据，确保每一条数据都被完整的接收和处理。 

3、数据操作安全 

在运动会运行服务期间，众多的系统需要与数据交换系统进行数据交互，因此要对所有

操作人员的权限和行为进行有效控制。此外对具体业务数据设置控制状态，以控制数据操作

行为。 

5.9 赛事管理 APP 服务要求 

运动会期间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处于移动状态，所以利用 APP 客户端操作系统能够更

方便的接收和反馈信息，赛事管理 APP 客户端根据用户类别的功能应用模块进行规划。赛

事管理 APP 负责提供公共服务的数据库，对整个 APP 进行整合，保障入口的统一性，根据

实际业务需求，对各个组件进行设计，保障组件既可独立运行又能组合共同运行，提高工作

效率。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10 万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100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2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8 千小时； 

5) 系统可靠性达 99.9%以上；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8.8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3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六、赛事指挥服务要求 

6.1 赛事通讯服务要求 

赛事通讯系统是赛事指挥系统的通讯枢纽，实现体育赛事工作人员、裁判员、运动员、

教练员、医生、志愿者等人员之间的高效安全的即时通讯，同时赛事通讯系统对接体育赛事

相关的各种信息化系统，可以作为体育赛事的移动门户平台，支持内部和外部人员通过手机

或 PC 客户端访问各类信息化系统，实现高效办公。赛事通讯系统将实现扁平化管理的要求，

将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实现高效的办公需求。 

赛事通讯管理需具备完整的组织管理结构，实现对各功能模块进行管理，保障系统的稳



 

  

定性。能够进行即时通讯，支持多终端通讯，保障通讯功能的多样性和及时性。赛事通讯管

理还需具有开放的平台，保障信息推送、通讯录同步等，具备一定的协同办公能力，制定安

全解决方案，保障通讯过程的绝对安全，防止信息泄露。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5000 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10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2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5 千小时； 

5) 系统可靠性达 99.5%以上；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43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6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6.2 视频会议服务要求 

由亚沙会的工作环境和方式所决定，特别是主会场与分会场之间的距离较远，而分散在

各处的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会议交流、培训、工作指导频繁，同时也使工作人员在完成日

常工作的前提下，还要担任会议的会务工作。这就需要使用更现代化的方式来替代原有的工

作方式，视频会议系统就是一种有效的工具。 

视频会议系统把所有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的会议室连接起来，使与会人员不仅可以听

到声音，还可以彼此看到图像进行“面对面交谈”。应对运动会快节奏、高效率、高质量的

活动特点，达到会议信息交流、应急事务处理、竞赛指挥和组织工作的有效进行。 

综合考虑视频会议系统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在网络结构、网络应用、网络管理、系统性

能以及传输手段等各个方面适应未来视频会议和多媒体通讯的发展。 

视频会议系统的主要功能为创建会议，将从 PC 端和移动端同时发出邀请对会议进行创

建，根据邀请加入某一会议。会议控制功能，保障视频、音频信号稳定，自由控制会议的开

始与结束，对多画面布局进行控制以及实现多种会议场景进行自由切换。会议管理指做好会

议日程和会议记录，建立系统备份，保证数据不会丢失，对会议的内容进行加密，防止会议

内容泄露。 

本届亚沙会视频会议系统选型标准如下所示： 

（一）视频会议管理系统（MCU） 

指标 技术要求 

视频标准 支持主流 H.264  

主视频流分辨

率 
支持 1080P、720P、4CIF、CIF、QCIF 

视频帧率 支持 1fps～30fps 

视频码率 支持 10Kbps～3Mbps 



 

  

指标 技术要求 

音频编码 支持 G.722.1  

音频采样率 支持 8KHz～48KHz 

音频处理 支持自动回声抵消、自动增益、自动噪声抑制 

接入容量 ≥60 路 1080P30fps 高清终端的并发接入容量，≥60 组会议同时召开 

多画面 支持≥28 路分屏多画面 

网络传输协议 支持 TCP/IP、HTTP 等协议 

网络丢包容忍 支持 20%丢包情况下保证会议音视频不受影响 

网络延时容忍 支持 200ms 延时情况会议的正常进行 

物理环境适应

性 
支持完善的环境和可靠性设计,良好的热学设计,保证系统长时间稳定运行 

防火墙 支持网络防火墙,确保系统网络访问安全 

支持 WEB 支持 WEB 全中文界面操作及系统维护、远程升级 

维护方式 支持系统资源统计,硬件状态诊断等 

会议管理 支持常用会议编辑等会议管理功能 

网络接口 ≥2 个 RJ4510/100/1000Mbps 自适应网口 

调试接口 ≥2 个 USB2.0,1 个 RS232 

工作电压 支持交流电压：100～240V50HZ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保障服

务 

 

（二）录播服务器 

指标 技术要求 

视频标准 支持主流 H.264  

主视频流分辨率 支持 1080P、720P、4CIF、CIF、QCIF 

视频帧率 支持 1fps～30fps 

音频编码 支持 G.722.1 

硬盘安装 独立硬盘支架,支持硬盘热插拔 

内置存储容量 根据需求可灵活配置 

物理环境适应性 完善的环境和可靠性设计,良好的热血设计,保证系统长时间稳定运行 

防火墙 支持网络防火墙,确保系统网络访问安全 

支持 WEB 支持 WEB 全中文界面操作及系统维护、远程升级 

维护方式 支持系统资源统计,硬件状态诊断等 

网络接口 ≥2 个 RJ4510/100/1000Mbps 自适应网口 

结构尺寸 ≥2U 机架式 

工作电压 交流电压：100～240V50HZ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保障

服务 

 

（三）主\次会场高清分体式视频会议终端 

指标 技术要求 

视频标准 支持主流 H.264 



 

  

指标 技术要求 

视频分辨率 
支持主视频流：1080P、720P、4CIF、CIF 演示流：1080P、UXGA、WXGA、

SXGA、XGA、SVGA、VGA 

视频帧率 支持 1fps～30fps 

视频码率 支持 10Kbps～3Mbps 

双流 支持双路 1080P 

音频标准 支持 G.722 

音频采样频率 支持 8KHz-48KHz 

音频处理 支持自动回声抵消、自动增益、自动噪声抑制、唇音同步 

网络传输协议 支持 TCP/IP、HTTP 等协议 

网络丢包容忍 支持 20%丢包情况下保证会议音视频不受影响 

网络延时容忍 支持 200ms 延时情况会议正常召开 

网络适应性 支持音频优先、丢包重传、智能调速、超强纠错 

物理环境适应 支持完善的环境和可靠性设计,良好的热学设计,保证系统长时间稳定运行 

网络接口 ≥1 个 RJ45，10/100/1000M 自适应网口 

USB ≥1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保障服

务 

 

（四）主\次会场高清摄像头 

指标 技术要求 

图像传感器 ≥200 万像素 CMOS 图像传感器 

最大功耗 ≤32W 

工作电压 12V DC 

网口 ≥1 个 RJ45 

控制接口 ≥1 个 RS232 

视频接口 支持 1 个高清接口，支持 1 个 USB3.0 

云台转动角度 支持水平转动：±120°；俯仰转动：±30° 

其他镜头参数 支持自动增益、宽动态、白平衡 

聚焦 支持手动/自动 

曝光 支持全自动／光圈优先／快门优先／手动、曝光补偿、背光补偿 

视频视场角 支持 55°(广角) 

光圈 支持 F1.6～F2.8 

镜头变倍 支持 20 倍光学变焦 

有效像素 ≥200 万像素 1/2.8 英寸 CMOS 图像传感器 

视频输出 支持 1080P 50/60、720P 50/60、1080P 25/30、720P 25/30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保障服

务 

 

（五）分会场高清一体式视频会议终端 

指标 技术要求 

工作环境温度 0°C-45°C 



 

  

指标 技术要求 

最大功耗 ≤36W 

工作电压 12V DC 

红外 支持红外遥控器 

USB ≥1 个 USB 接口 

网络接口 ≥1 个 RJ45 10/100/1000M 自适应网口 

网络适应性 支持音频优先、丢包重传、智能调速、超强纠错 

网络延时容忍 支持 200ms 延时情况会议正常召开 

网络丢包容忍 支持 20%丢包情况下保证会议音视频不受影响 

镜头参数 内置摄像头，支持 1080P、720P 

有效像素 ≥200 万 

网络传输协议 支持 UDP、TCP 等协议 

音频处理 支持自动回声抵消、自动增益、自动噪声抑制、唇音同步 

音频采样频率 支持 8KHz-48KHz 

音频标准 支持 G.722 

视频码率 支持 1Kbps～3Mbps 

视频帧率 支持 1fps～30fps 

视频分辨率 支持 1080P、720P 

视频标准 支持 H.264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保障服

务 

 

（六）全向麦克风 

指标 技术要求 

拾音角度 支持 360°全向拾音 

拾音距离 ≥3 米 

采样频率 ≥48KHz， 

扬声器 支持内置扬声器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保障服务 

 

（七）扩音系统 

指标 技术要求 

负载阻抗 4~8 欧 

额定功率 ≥120W 

频率响应 20HZ-20KHZ（±2db） 

信噪比 ≥76db 

电压 AC220V±10% 

 

（八）显示终端 

指标 技术要求 

屏幕尺寸 ≥65 寸 

分辨率 高清 



 

  

指标 技术要求 

类型 LED 

接口 HDMI 

其他 支持壁挂或推车安装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保障服务 

 

6.3 事件管理服务要求 

亚沙会运行指挥系统包括三个层面：指挥层、运行层和操作层三个层面。事件管理系统

的运行主要是对赛时运行管理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包括对信息的筛选、报告、汇总、分析、

决策和反馈等。主要运行原则是尽量在操作层面即由场馆和分运行中心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使主运行中心集中精力解决全局性问题和重大问题。主运行中心作为指挥系统的中枢机构，

是运行中各类信息汇总、发布的枢纽，信息的汇总和发布采用双向汇报机制。 

事件管理系统能提供对用户数据、机构（或单位）数据、资源数据及角色和权限的管理

功能。对事件信息的筛选、报告、汇总、分析、决策和反馈等管理功能。将值班、应急预案、

知识库等标准化流程和信息技术指挥中心日常管理有机结合，实现了信息技术指挥中心指挥

调度及日常管理中各类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提供系统发出调度指令和确认回复调度指令

的管理功能。 

根据业务及使用人群分析，系统性能方面需满足如下性能指标： 

1) 满足在线用户数 5000 人以上； 

2) 支持最高并发用户数大于等于 1000； 

3) 每笔业务的响应时间小于 2 秒； 

4) 系统连续无停机故障时间大于等于 5 千小时； 

5) 系统可靠性达 99.5%以上； 

6) 平均年故障时间低于 43 小时； 

7) 平均故障修复时间低于 60 分钟； 

8) 满足秒级的搜索结果响应。 

6.4 综合显示服务要求 

大屏显控系统通过优质的显示屏幕和强大的图像处理器，将各类信号接到大屏上显示，

根据实际需要显示放映内容。该系统除了可以接入前端摄像机信号之外，还可以接入与实际

业务息息相关的系统，把重要信息在高清晰度高亮度的屏幕上显示出来，同时根据工作人员

平时的工作习惯定义多种显示场景，在不同的情况下灵活切换，最大程度的提供全面的指挥

决策信息。 

综合显示系统具备安全多样的运维功能，直观的展现系统当前的运行状态，便于及时解

决系统运行中出现的各种故障问题。展现竞赛日程安排、重要竞赛项目、竞赛日程预告、奖

牌榜、破纪录信息等竞赛数据；能够展示组委会相关信息，包括赛事日程安排、竞赛场馆等



 

  

信息。接收所有比赛场馆内部视频监控图像，接收有电视转播场馆的直播视频信息，通过视

频矩阵实现视频选择和切换，在电视墙的一台显示终端上播放；为赛况全景主题、项目进展

主题、竞赛信息大数据分析主题三大主题板块进行展示。对数据中心服务器运行状态、场馆

服务器运行状态等服务器运行状态监控以及对网络设备运行状态监控，对连接各比赛场馆与

主数据中心、竞赛指挥中心的基础网络平台的关键节点进行监控；风险评估、安全状态预警。

事件跟踪监控，对赛时出现的各种事件和问题，监控其产生原因、影响范围、处理策略、责

任方和处理状态等关键信息。展示各场馆人员热力分析、保障人员、志愿者到岗情况、工作

车辆分布情况。 

七、MOC 主运行中心系统服务要求 

亚沙会 MOC 主运行中心系统，组委会通过主运行中心对所有运行工作进行控制和跟踪。

应为所有当地组委会部门代表在该指挥中心中设立一个席位，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更加快速准

确地做出决策。该系统以“智慧三亚”现有信息化建设成果为基础，在充分考虑集约性与经

济性的前提下，在横向，通过实现来自地方政府平台中涉及亚沙会运行保障信息数据的汇聚；

在纵向，则接入和集成亚沙会各领域专项业务数据和系统；同时，以来自互联网和第三方平

台的亚沙会互联网舆情、热力及营销数据作为有力补充，搭建亚沙会大数据平台，采用云计

算、大数据、移动互联、地理信息及商业智能（BI）等先进信息技术，实现大数据的汇聚、

融合、整理、可视化、计算、分析和深层次应用，打造从监测、管理、预警、分析、决策、

指挥到事后评估的、适用于亚沙会的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先进可靠、便捷高效的综合信息

可视化运行监控和应急指挥平台。 

7.1 功能需求 

MOC 主运行中心系统在亚沙会举办期间将承担起亚沙会主运行中心的角色与职责，实

现亚沙会从筹备、组织、建设、运行到赛后评估全流程各阶段的各项监测、指挥、控制与协

调、保障工作。在日常工作中，辅助亚沙会组委会各级领导实现对亚沙会总体赛事运行的运

筹帷幄。在应急状态下，能够通过实现与各分指挥中心及地方政府部门的系统联动、业务协

同保障亚沙会的顺利开展和安全运行。 

在亚沙会赛筹备和举办期间需具备体现赛事是否在科学、安全、有序的开展的系列关键

数值指标，通过对这些数据指标的实时监控，掌握亚沙会全流程、全要素发展状态。在体征

监控系统中，需围绕亚沙会重点工作领域打造竞赛管理、场馆综合管理、人员管理、媒体管

理、安全管理、交通管理、舆情管理、公众服务八大维度，按照功能模块形式分别呈现各业

务单元运行数据，直观、全面、便捷、高效的掌握亚沙会总体运行状态。 

7.1.1 竞赛管理 

竞赛管理维度主要针对赛事信息可视化，实现竞赛管理、赛事管理、赛事指挥、赛事直

播、互联网热度及舆情等综合信息的可视化展示。通过与竞赛管理、赛事管理、赛事指挥系



 

  

统的数据及对接，汇聚赛事综合信息数据，帮助管理者宏观掌握赛事情况，从而支撑高效的

资源配给，赛事的统计分析和大数据报告则能够更好的引导舆论，保障赛事的顺利进行。 

7.1.2 场馆管理 

场馆管理维度，主要针对于亚沙会赛事过程中所需的所有室内场馆、露天场馆、运动员

村以及相关建筑设施的综合管理。建设亚沙会场馆专题图、三维数字场馆，实现可视化的场

馆基础设施、应急资源管理及指挥调度，打造分场馆管理及运行图，通过联动竞赛、直播、

舆情及互联网大数据，建设单个场馆的运行导览，满足领导通过进入某个重点关注场馆界面，

即可获得该场馆当前各类运行状态数据（当日赛事等）及资源分布（志愿者人数）情况。 

7.1.3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维度的建立，一是考虑到亚沙会参会人员的特殊性，二是为了保障运动员的安

全和赛会的稳步进行而设计的管理展示内容。同时，还可对亚沙会观众、亚沙会志愿者等进

行管理与分析。人员管理维度实现亚沙会多类重要人员的综合管理与可视化，包括运动员、

观众、裁判员、志愿者、嘉宾等，以各类人员全过程轨迹为主线展开，包括其报名、入境、

注册、到达、入住、参赛、活动、出境等，实现全时空信息的可视化展现。 

7.1.4 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维度主要针对于赛会进行过程中的场馆、运动员村、露天赛场等地点及周边的

公共安全管理内容。实现亚沙会安全信息可视化，包括安全一张图、视频监控、交通安全、

场馆流量安全、网络舆情安全、医疗保障安全、安保系统接入等，支持常态下的安全要素全

监控及应急状态下的报警及应急联动指挥。 

7.1.5 交通管理 

交通管理维度主要通过对接现有的三亚市智慧交通系统和亚沙会项目自建的交通管理

系统，展示运动员村到相关场馆的交通管理情况、道路拥塞情况等内容，为相关车辆前往场

馆提供交通指导，为亚沙会赛事开展提供交通保障。建立重点保障路线专题图层，在市实时

路况数据的基础上，重点展示重点保障路线实时路况，通过交通信息预测，辅助亚沙会车辆

调度及交通服务。 

7.1.6 媒体管理 

针对注册的文字、摄影、新媒体、广播电视记者及媒体提供信息可视化展示及跟踪，输

出媒体大数据报告。媒体管理维度主要是对接亚沙会媒体系统，与媒体系统的对接有两种对

接方式，一种是直接做对应专业系统的链接，一种是数据抽取后的重新可视化展示。可根据

后期与专业系统的承建单位的协调沟通情况来确定最终方案。媒体管理维度实现亚沙会媒体

全面管理，实现了信息总览、分类管理、演播系统接入、报道跟踪、转播管理、重点关注、

异常数据监测等功能能力。接入的数据类型越丰富越能够支撑起竞赛管理维度的功能应用，

所以在具体的项目落地中，需根据与对应专业系统的承建单位的协调沟通情况来确定最终方



 

  

案。 

7.1.7 舆情管理 

舆情管理主要是通过自动化的信息采集分析手段，利用信息采集、智能信息处理技术（文

本挖掘技术）和全文检索技术，对主流媒体的网络新闻网页、论坛、博客、微信、微博、新

闻 APP 等网络资源使用“网络爬虫”以及元搜索进行亚沙会赛会新闻的自动采集、自动分

类和自动去重等智能处理，从海量信息中即时准确地筛选关键亚沙会相关信息，并通过系统

推送、短信、邮件等方式进行预警。舆情管理维度接入的信息资源数据主要包含区域监测、

境外舆情、专题分析、舆情预警等舆情监测数据，事件预警、事件跟踪、事件分析等舆情导

控数据，舆情数据库、大数据分析等舆情报告数据等。 

7.1.8 公众服务 

公众服务主要是公众对于亚沙会赛前、赛中、赛后产生的亚沙会赛事意见的诉求，主要

通过多样化的公众诉求渠道（电话、微信、网站、APP 等形式），全面记录公众诉求的详细

情况，解决亚沙会期间产生的相关问题，接纳公众对亚沙会的相关意见和建议，以全面保障

亚沙会的顺利运行。 

7.2 数据资源建设需求 

7.2.1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 

MOC 主运行中心系统的设计其核心理念来源于“一张图”概念，通过一张图、一个可

视化平台来实现全要素资源的呈现、各功能数据的流转，从而支撑起各项智能化的应用。而

以上思路势必就对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建设提出了要求，需提供基础地理信息数据，主要包

括二维电子地图、城市三维模型等数据。 

7.2.2 业务专题数据建设需求分析 

MOC 主运行中心系统的设计基础是通过汇聚来自各专项业务系统及地方政府平台、互

联网平台各项数据资源，从而要求能构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资源池，将这些资源构建到一个

庞大的数据库内进行统一整合调配。支持各业务系统数据入库，包括将整理好的各类数据按

照不同专题建立专题数据库，进行数据入库管理。通过综合考评要求能够将与亚沙会运行密

切相关的数据按照赛事、场馆、人员、媒体、舆情、安全、交通、公众服务八个不同专题，

展开各项业务专题数据库建设。 

7.3 系统对接需求 

亚沙会 MOC 主运行中心系统需与三亚市委办局建设的以下系统进行业务或数据对接： 

(1) 安保系统 

(2) 媒体中心系统 

(3) 智慧交通系统 

(4) 舆情监测系统 



 

  

(5) 社会服务与管理系统 

(6) 国土规划系统 

(7) 售检票系统 

7.4 性能需求 

平台总体性能需达到： 

(1) 具有良好的并发响应能力。平台在 200 个用户并发访问时，整体响应性能在 5s 以

内。 

(2) 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平台在 500 个用户并发访问时，系统仍能稳定运行。 

(3) 具有完备的信息安全体系，能对登录用户的身份进行认证。 

(4) 具有良好的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对数据采取集中管理和存储的模式，数据库结构设

计良好，具有迅速的数据检索能力。 

(5) 具有较强的容错能力和灾难恢复能力，服务器组采用集群模式。 

(6) 文本信息交换采用消息中间件对数据交换进行管理。 

(7) 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能适应日常业务变更的需求。 

(8) 地图调用时间缓冲不超过 10s。 

 

八、基础设备设施建设服务要求 

8.1 基础设备建设服务要求 

本届亚沙会信息技术系统建设涉及的信息技术设备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信息技术部不

可能承担所有设备设施的具体工作。因此，必须对基础设备设施进行规划和设计专项工作。 

基础设备是指在比赛场馆为信息技术工作人员提供的场馆服务器、视频服务器、管理服

务器、工作站、外围设备公共显示屏、无线对讲等基础硬件设备，以及操作系统、基础办公

软件、工具软件、杀毒软件等基础软件。场馆服务器主要应用于比赛场馆成绩处理后台程序

运行和视频流推送等工作；工作站主要应用于成绩处理终端程序运行、界面显示、数据输入、

数据查询等工作；外围设备主要应用于竞赛场馆以及非竞赛场馆日常工作如图像显示、打印、

复印、碎纸等。 

8.1.1 基础设备设计原则 

基础设备设计要结合赛事相关各系统总体需求，在确保系统能够安全稳定运行的前提下，

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和设备，具体来说基础设备的设计遵循以下原则： 

(1) 满足赛事相关各系统运行需要； 

(2) 具有良好的性价比； 

(3) 系统易于维护和使用； 

(4) 采用成熟的技术； 



 

  

(5) 降低运行维护成本； 

(6) 具有高可靠性和安全性； 

(7) 开放性。 

8.1.2 基础设备选型原则 

赛事期间，各比赛场馆的相关系统基础硬件需求量大，同一型号的硬件选型会影响到多

个子系统的运行和实施，更直接会对系统的运行成本造成直接影响，因此基础设备的选型原

则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1) 实用性、成熟性、先进性； 

(2) 通用性； 

(3) 可用性； 

(4) 可靠性； 

(5) 整体完整性； 

(6) 跨平台特性； 

(7) 性能价格比。 

8.1.3 基础设备具体设计及选型 

本届亚沙会基础设备具体设计是指设置于比赛场馆的场馆服务器、管理服务器、指挥笔

记本电脑、竞赛笔记本、台式机电脑、查询一体机、平板电脑、A3 彩色打印机、A4 彩色打

印机、办公一体机、投影机及幕布、高速复印机、碎纸机、PDP 平板电视、机柜、场馆 UPS、

多孔接线板、数字对讲机、海事对讲机、全双工对讲机等设备。 

（一）场馆服务器选型标准 

场馆服务器包括场馆成绩服务器和场馆视频服务器，场馆成绩服务器用于比赛期间场馆

成绩系统数据处理和存储，场馆视频服务器用于比赛期间场馆竞赛视频系统视频推流等工作。 

场馆成绩服务器选型标准表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外型 服务器外型 2U 机架式 

处理器 

CPU 主频 ≥2.20 GHz 

内核线程数量 ≥10 核心，20 线程 

CPU 数量 ≥2 颗 

内存 容量 ≥64GB 

存储 
内置硬盘类型 热插拔 SAS/SATA/SSD 硬盘 

阵列控制器 高性能 RAID 卡 

硬盘 
硬盘容量 ≥600GB SAS 

硬盘数量 ≥3块 

网络/电源 网卡/电源 ≥3个千兆以太网口，≥1+1冗余电源 

培训 
硬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使用培训 

软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管理软件培训 

显示 显示器 21.5 寸显示屏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软件系统 

操作系统 Windows 或 Linux 

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软件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客户端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必须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

保障服务 

 

场馆视频服务器选型标准表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外型 服务器外型 2U 机架式 

处理器 

CPU 类型 ≥2.20 GHz 

内核线程数量 ≥10 核心，20 线程 

CPU 数量 ≥2 颗 

内存 容量 ≥64GB 

存储 
内置硬盘类型 热插拔 SAS/SATA/SSD 硬盘 

阵列控制器 高性能 RAID 卡 

硬盘 
硬盘容量 ≥600GB SAS 

硬盘数量 ≥3块 

网络/电源 网卡/电源 ≥3个千兆以太网口，≥1+1冗余电源 

培训 
硬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使用培训 

软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管理软件培训 

显示 显示器 21.5 寸显示屏 

软件系统 
操作系统 Windows 或 Linux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客户端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必须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

保障服务 

（二）管理服务器选型标准 

管理服务器包括补丁服务器、日志服务器、运维管理服务器、数据库监控服务器、杀毒

服务器。补丁服务器用于为所有系统终端设备提供补丁更新服务，日志服务器为网络安全等

设备提供日志存储，运维管理服务器对所有系统服务器进行运维管理，数据库监控服务器对

赛事管理和赛事指挥等系统的数据库进行监控，杀毒服务器用于说要系统终端、服务器、办

公电脑提供杀毒引擎服务。 

补丁服务器选型标准表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外型 服务器外型 2U 机架式 

处理器 

CPU 主频 ≥2.20 GHz 

内核线程数量 ≥10 核心，20 线程 

CPU 数量 ≥2 颗 

内存 容量 ≥64GB 

存储 
内置硬盘类型 热插拔 SAS/SATA/SSD 硬盘 

阵列控制器 高性能 RAID 卡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硬盘 
硬盘容量 ≥600GB SAS 

硬盘数量 ≥3块 

网络/电源 网卡/电源 ≥3个千兆以太网口，≥1+1冗余电源 

培训 
硬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使用培训 

软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管理软件培训 

显示 显示器 21.5 寸显示屏 

软件系统 
操作系统 Windows 或 Linux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客户端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必须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

保障服务 

 

日志服务器选型标准表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外型 服务器外型 2U 机架式 

处理器 

CPU 主频 ≥2.20 GHz 

内核线程数量 ≥10 核心，20 线程 

CPU 数量 ≥2 颗 

内存 容量 ≥64GB 

存储 
内置硬盘类型 热插拔 SAS/SATA/SSD 硬盘 

阵列控制器 高性能 RAID 卡 

硬盘 
硬盘容量 ≥2T SATA 

硬盘数量 ≥5块 

网络/电源 网卡/电源 ≥3个千兆以太网口，≥1+1冗余电源 

培训 
硬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使用培训 

软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管理软件培训 

显示 显示器 21.5 寸显示屏 

软件系统 

操作系统 Windows 或 Linux 

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软件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客户端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必须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

保障服务 

 

运维管理服务器选型标准表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外型 服务器外型 2U 机架式 

处理器 

CPU 主频 ≥2.20 GHz 

内核线程数量 ≥10 核心，20 线程 

CPU 数量 ≥2 颗 

内存 容量 ≥96GB 

存储 
内置硬盘类型 热插拔 SAS/SATA/SSD 硬盘 

阵列控制器 高性能 RAID 卡 

硬盘 硬盘容量 ≥600GB SAS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硬盘数量 ≥3块 

网络/电源 网卡/电源 ≥3个千兆以太网口，≥1+1冗余电源 

培训 
硬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使用培训 

软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管理软件培训 

显示 显示器 不小于 19 寸显示屏 

软件系统 

操作系统 Windows 或 Linux 

管理软件 运维管理软件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客户端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必须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

保障服务 

 

数据库检测服务器选型标准表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外型 服务器外型 2U 机架式 

处理器 

CPU 主频 ≥2.20 GHz 

内核线程数量 ≥10 核心，20 线程 

CPU 数量 ≥2 颗 

内存 容量 ≥96GB 

存储 
内置硬盘类型 热插拔 SAS/SATA/SSD 硬盘 

阵列控制器 高性能 RAID 卡 

硬盘 
硬盘容量 ≥600GB SAS 

硬盘数量 ≥3块 

网络/电源 网卡/电源 ≥3个千兆以太网口，≥1+1冗余电源 

培训 
硬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使用培训 

软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管理软件培训 

显示 显示器 21.5 寸显示屏 

软件系统 

操作系统 Windows 或 Linux 

管理软件 数据库监控管理系统 

数据库 关系型数据库软件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客户端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必须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

保障服务 

 

杀毒服务器选型标准表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外型 服务器外型 2U 机架式 

处理器 

CPU 主频 ≥2.20 GHz 

内核线程数量 ≥10 核心，20 线程 

CPU 数量 ≥2 颗 

内存 容量 ≥64GB 

存储 
内置硬盘类型 热插拔 SAS/SATA/SSD 硬盘 

阵列控制器 高性能 RAID 卡 



 

  

指标 指标项 技术规格 

硬盘 
硬盘容量 ≥600GB SAS 

硬盘数量 ≥3块 

网络/电源 网卡/电源 ≥3个千兆以太网口，≥1+1冗余电源 

培训 
硬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使用培训 

软件技术培训 工程师现场管理软件培训 

显示 显示器 21.5 寸显示屏 

软件系统 
操作系统 Windows 或 Linux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服务器版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必须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

保障服务 

 

（三）工作站选型标准 

根据本届亚沙会各应用系统对工作站软、硬件配置的不同需求以及工作环境情况的差异，

将基础设备工作站分为指挥台式机电脑、竞赛台式机电脑、指挥笔记本电脑、竞赛笔记本电

脑、查询一体机、平板电脑等类别。指挥台式机电脑用于竞赛视频工作室用于竞赛视频系统

中心视频处理编排，中央成绩管理系统成绩编排处理、信息发布，竞赛报名系统，ITCC、

注册报名中心等各办公室办公等。竞赛台式机电脑用于所有竞赛场馆用于竞赛视频系统办公

视频编排，所有竞赛场馆用于场馆信息技术部信息安全、网络、通用设备驻场人员办公，所

有竞赛场馆用于场馆成绩处理系统。指挥笔记本电脑用于成绩管理系统、竞赛视频系统、赛

事管理系统、赛事指挥系统运维人员移动办公使用，竞赛笔记本电脑用于所有竞赛场馆用于

竞赛视频系统办公视频编排、所有竞赛场馆用于场馆成绩处理系统，查询一体机用于所有竞

赛场馆评论员系统，所有竞赛场馆供媒体记者进行信息查询，所有竞赛场馆供观众进行比赛

信息查询，平板电脑用于各竞赛场馆视频会议移动终端、赛事指挥系统、赛事管理系统移动

终端。具体选型要求如下： 

台式机电脑选型标准表 

类型 台式计算机 

主板 Intel 200 系列及以上芯片组 

CPU 系列 英特尔酷睿 i5 系列 

内存容量 ≥4GB 

内存类型 DDR4 

硬盘容量 ≥1TB 

硬盘接口 支持双硬盘 

接口 ≥6 个 USB 接口、≥2 个 PS/2 接口 

显卡 集成显卡 

管理功能 
支持出厂预装远程管理软件,支持实现远程桌面管理、资产监控、软

件分发、行为管理、外设控制、杀毒软件管理等功能 

配件 随机软件、原厂光电鼠标、键盘 

显示器 19.5 寸显示屏 



 

  

操作系统 Windows 7 专业版或以上 

办公软件 Office 2013 简体中文版或以上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客户端 

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软件使用培训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必须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

场运维保障服务 

 

指挥笔记本电脑选型标准表 

类型 便携式笔记本电脑 

CPU 系列 英特尔酷睿 i7 系列 

内存容量 ≥8GB 

内存类型 DDR4 

硬盘容量 ≥1TB  

屏幕尺寸 14” LED 背光防眩光显示屏 

显卡 支持双显卡，≥2GB 独立显卡，集成 Intel 高性能显卡 

接口 ≥3 个 USB 接口，≥1 个 VGA 或 HDMI 接口，≥1 个 RJ45 

管理功能 
支持出厂预装远程管理软件,支持实现远程桌面管理、资产监控、软

件分发、行为管理、外设控制、杀毒软件管理等功能 

重量 ≤1.9Kg（含电池、光驱） 

操作系统 Windows 7 专业版或以上 

办公软件 Office 2013 简体中文版或以上 

配件 随机软件、原厂笔记本包、原厂光电鼠标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客户端 

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软件使用培训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

维保障服务 

 

竞赛笔记本电脑选型标准表 

类型 便携式笔记本电脑 

CPU 系列 英特尔酷睿 i7 系列 

内存容量 ≥8GB 

内存类型 DDR4 

硬盘容量 ≥1TB  

屏幕尺寸 14” LED 背光防眩光显示屏 

显卡 支持双显卡，≥2GB 独立显卡，集成 Intel 高性能显卡 

接口 ≥3 个 USB 接口，≥1 个 VGA 或 HDMI 接口，≥1 个 RJ45 

管理功能 
支持出厂预装远程管理软件,支持实现远程桌面管理、资产监控、软

件分发、行为管理、外设控制、杀毒软件管理等功能 

重量 ≤1.9Kg（含电池、光驱） 

操作系统 Windows 7 专业版或以上 

办公软件 Office 2013 简体中文版或以上 

配件 随机软件、原厂笔记本包、原厂光电鼠标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客户端 

http://detail.zol.com.cn/product_param/index41.html
http://detail.zol.com.cn/product_param/index41.html


 

  

类型 便携式笔记本电脑 

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软件使用培训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

维保障服务 

 

多媒体查询一体机选型标准表 

类型 台式一体机 

CPU 系列 英特尔酷睿 i5 系列 

内存容量 ≥4GB 

内存类型 DDR4 

硬盘容量 ≥1TB 

接口 ≥6 个 USB 接口（≥2 个 3.0 接口） 

管理功能 
支持出厂预装远程管理软件,支持实现远程桌面管理、资产监控、软

件分发、行为管理、外设控制、杀毒软件管理等功能 

附带配件 原厂光电鼠标、键盘 

显示屏 不小于 19 寸 

操作系统 Windows 7 专业版或以上 

杀毒软件 杀毒软件客户端 

培训 工程师现场硬件、软件使用培训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必须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

场运维保障服务 

 

平板电脑选型标准表 

产品类型 平板电脑 

处理器核心 ≥2 核心 

系统内存 ≥2G 

存储容量 ≥128G 

平面尺寸 ≥9.7 寸 

分辨率 ≥2048*1536 

触控技术 电容式触摸屏，多点式触摸屏 

摄像头 前后双摄像头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保

障服务 

 

（四）外围设备选型标准 

本届亚沙会基础设备涉及外网设备包括 A4 黑白打印机、A3 彩色打印机、高速复印机、

办公一体机、投影机及幕布、PDP 平板电视、场馆机柜、场馆 UPS、打印机耗材等。A4

黑白打印机用于各场馆成绩处理系统，A3 彩色打印机用于注册报名中心证件制作，高速复

印件、办公一体机用于非竞赛场馆和竞赛场馆信息技术办公室办公使用，投影机及幕布用于

非竞赛场馆召开会议使用，平板电视辅助各场馆大屏显示，用于同一场地多场比赛情况使用，

场馆机柜用于存放场馆服务器等机架式设备，UPS 用于在断电时为场馆服务器、电脑、打



 

  

印机等设备提供一定时长的供电，以保障业务的持续进行。 

A4黑白打印机选型标准表 

产品类型 黑白激光打印机 

黑白打印速度 ≥28ppm 

最大打印幅面 A4 

接口类型 高速 USB 端口 

内存 ≥256MB 

双面打印 自动双面打印 

介质类型 普通纸 

耗材类型 硒鼓 

操作系统 支持主流 Windows操作系统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保

障服务 

 

A3彩色打印机 

产品类型 A3 彩色激光打印机 

最大打印幅面 A3 

黑白打印速度 ≥20ppm 

内存 ≥192MB 

处理器 ≥540MHz 

接口类型 高速 USB 端口，支持有线网络打印 

介质类型 普通纸 

耗材类型 硒鼓 

操作系统 支持主流 Windows操作系统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保

障服务 

 

高速复印机选型标准表 

颜色类型 黑白 

最大原稿尺寸 A3 

内存 ≥1GB 

双面器 自动 

复印速度 ≥25ppm 

介质类型 普通纸 

耗材类型 硒鼓 

操作系统 支持主流 Windows操作系统 

接口类型 高速 USB 端口，支持有线网络打印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保

障服务 



 

  

 

办公一体机选型标准表 

产品类型 黑白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功能 打印、复印、扫描、传真 

打印速度 ≥25ppm 

最大打印幅面 A4 

接口类型 高速 USB 端口 

内存 ≥256MB 

介质类型 普通纸 

耗材类型 硒鼓 

操作系统 支持主流 Windows操作系统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保

障服务 

 

投影机及幕布选型标准表 

投影技术 3LCD液晶技术 

标准亮度 ≥4000流明 

标准分辨率 1024*768 

整机功率 ≤300W(标准模式) 

接口 HDMI接口、VGA接口、USB接口 

调整功能 自动 

梯形矫正 垂直/水平/四角 

重量 ≤3KG 

幕布 100寸幕布 

包装清单 投影机、电源线、遥控器、电池、说明书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保障

服务 

 

PDP平板电视选型标准表 

屏幕尺寸 ≥55寸 

分辨率 高清 

类型 LED 

接口 HDMI 

其他 移动推车安装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保障

服务 

 

场馆机柜选型标准表 



 

  

属性 服务器机柜 

规格尺寸 600mm*1000mm*1200mm 

电源 ≥10A输出 PDU 

风扇 ≥1个 

层板 ≥1个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保障服

务 

 

场馆 UPS选型标准表 

属性 后备式 UPS  

额定容量 ≥600VA 

有效功率 ≥300W 

UPS输入电压范围 170～280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

保障服务 

 

打印机耗材选型标准表 

耗材 供 A4黑白激光打印机使用硒鼓 

耗材 供 A3彩色激光打印机使用硒鼓 

耗材 供一体机打印机使用硒鼓 

耗材 供高速复印机使用硒鼓 

 

碎纸机选型标准表 

产品类型 碎纸机 

最大幅面 A4 

碎纸能力 ≥5张/次 

可碎介质 普通纸、光盘 

特性 纸满停机、过热保护 

碎纸速度 ≥2.5米/分 

纸箱容量 ≥17L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

维保障服务 

 

8.1.4 公共显示屏设备选型标准 

本届亚沙会基础设备涉及设置于比赛场馆，应用于比赛项目的户外公共显示屏，单色、

双色、全彩等种类，公共显示屏用于提供赛事信息显示服务，公共显示屏往往还承担着指导

比赛流程的作用。 

屏体选型标准表 



 

  

指标项 技术参数 

显示器件 高亮度直插发光二极管 

像素间距 不高于 16mm 

像素组成 1红 1绿 1蓝 

主波长 R:625 nm (±2.5nm);G:525 nm (±2.5nm);B:470 nm (±2.5nm) 

亮度 7000cd/㎡(在 6500 K 色温时) 

对比率 1000：1 

可视角度 H=120度 V=55度 

驱动方式 静态扫描  恒流驱动 

刷新频率 ≥1000Hz 

显示色彩 RGB各 65536级 

亮度调节方式 软件 100级可调，根据不同环境亮度自动或手动调节显示亮度 

信号处理能力 不低于 10bit 

反γ 校正曲线 具备三条以上可调节的γ 曲线 

输入格式 CVBS S-VIDEO VGA YPbPr DVI HDMI SDI 

显示方式 点点对应，同步映射 

工作电源 AC180V-240V（单相或三相） 

工作温度 -15℃～+70℃ 

工作湿度 10%～90% 

通讯线 采用单网线传输技术，有效降低线路出错概率 

传输方式 多模光纤 

软件接口 Windows98/2000/xp/win7 

最小视距 15米 

工作方式 可 24小时连续工作 

外壳防护等级 IP65 

 

显示屏屏体由许多显示单元组成。屏体可以根据不同的尺寸要求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单元

组合而成。显示屏接收从控制机输出的全数字信号，进行解码并显示。显示单元板安装有

LED 发光模组，驱动部分、开关电源等。 

显示屏系统是一个集视频技术、计算机及网络技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等技术综合应用

于一体的大型电子平板显示器。具有多媒体、多输入、可实时显示高速变化的数据信息。 

显示屏功能选型标准表 

视频图像显示功能 

多路音视频

切换器 

1) 与视频播放设备相连，如：VIDEO、VGA、HV、YUV、YC等，具有数字视频

接口。 

2) 与场地音响（功放、扬声器等）配合，可广泛服务于集会、新产品广告展

示等等。 

3) 通过与背景音响系统连接可以实现声像同步 

4) 支持 PAL、NTSC等各种制式 

计算机显示功能 



 

  

同步控制计

算机 

1) 多种字体的文本编辑，动画制作、视频播放。直接方便排版，输入、设置

字体、颜色、大小、显示动画方式、播放时间等等参数。可以方便的播放几

乎所有的多媒体、动画、图画、文本等格式文件等； 

2) 显示内容可通过键盘等手段实时进行编辑，即编即显或依照时间、节目程

序自动变换； 

3) 可同屏播放视频及计算机画面，或将视频图象与计算机画面进行迭加； 

4) 屏幕色彩柔和逼真，灰度丰富，层次感立体感好，亮度均匀； 

5) 具有良好的色平衡，图像空间色彩自然； 

6) 屏幕工作稳定可靠，抗干扰能力强，寿命长，能连续工作 24小时； 

7) 内含网络接口，即可实现与局域网的互联，实现远程控制显示屏实时播放

的内容，并可以实现所有控制微机的互联互通，进而实现所有显示系统的互

联互通。 

对显示屏的多种参数设置功能 

参数设置 

1) 倍频设置，可实现 240Hz刷新频率的图像刷新，在高亮度下无闪烁； 

2) 输入信号接口的选择。即计算机串口 R342/422/485，局域网接口选择。 

3) 屏体亮度多级可调，而不损失灰度等级。 

4) 屏体色度多级可调。 

5) 屏体显示图象位置的调节。 

主控制器的功能 

主控制器 

1) 完成信号的输入接口选择，即光纤方式、计算机串口 R342/422/485、局域

网接口三种选择。 

2) 工业级产品完整的操作系统支持 WINDOWS2000、XP系统； 

3) 可以进行亮度自动/手动调节； 

4) CPU 工作速度高，300MHZ/800MHZ,供用户选择。 

5) 处理文字、图片、数据等能力强。 

6) 内存档 128 MHZ/256 MHZ供用户选择。 

7)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图象垂直位置。 

8)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图象缩放。 

9) 可以设置显示屏的图像水平位置。 

10) 可以设置显示屏的图像垂直位置。 

11) 可以控制显示屏开机时亮度逐步升高到预置值。 

控制软件的功能 

控制软件 

1) 采用标准的 WINDOWS图形人机界面，界面直观、生动，操作简便，为用户

快速操作实现各项功能提供可能。控制软件的使用是在主控制器交出控制权

后才使用的，由计算机控制，其所发出的各种操作指令，通过局域网传送给

显示屏，局域网/电话线（modem）传给显示屏主控制器，实现对输入信号和

显示屏的控制，即可完成的控制功能如下： 

2)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亮度。 

3)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对比度。 

4)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饱和度。 

5)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宽高比。 

6) 可以设置支持输入模拟信号的分辨率，即 800×600、1024×768、1024×

1280。 

7)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图像水平位置。 



 

  

8)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图像垂直位置。 

9)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图像缩放。 

10)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红、绿、份量大小。 

11) 可以设置输入模拟信号的γ 校正值。 

12) 可以调节显示屏的亮度，使显示效果更好。 

13) 可以设置显示屏的图像水平位置。 

14) 可以设置显示屏的图像垂直位置。 

15) 可以控制显示屏开机时亮度逐步升高到预置值。 

16) 在显示屏正在播放需要编辑修改时，可锁定显示内容而不必黑屏。 

17) 可以控制显示屏的开关： 

在软件中设定显示屏工作休息时间，并设置好在规定时间播放规定的节目，

当显示屏可以停止工作，计算机仍正常工作。当计算机默认的时间到达软件

设定时间时，软件即会通过程序自动启动大屏幕，同样也可以关闭大屏幕，

做到无人化管理。 

在软件中设定显示屏开关功能，通过计算机＋5V弱电，控制显示屏强电开关

即远程控制，从而避免人员管理的烦琐。 

播放软件的功能 

播放软件 

采用标准的 WINDOWS图形人机界面，界面直观、生动，操作简便，为用户快

速操作实现各项功能提供可能。主要完成各类文字（如中文、英文、数字）、

图形的编辑制作。显示屏的播放形式也有多种变化，如：放大、缩小、左右

移动、上下滚动、四角进入、百叶退出等，五彩斑斓，色彩交替。 

大屏幕任意开多个小窗口，独立排版、编辑、显示效果，多个窗口组合成整

体的界面。每个窗口文件独立显示，支持多种的字体颜色、动画显示方式及

调节速度。 

1) 方式：随机方式、立即显示、文本上移、移动随机、显示随机、覆盖随机、

旋转随机、花样随机、效果随机； 

2) 移动：向上、向下、向左、向右； 

3) 显示：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左上角、右下角、左下角、右上角、上

下中间、左右中间、中间上下、中间左右； 

4) 覆盖：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左上角、右下角、左下角、右上角、上

下对开、左右对开、中间上下、中间左右； 

5) 旋转：90度、-90度、180度、-180度、360度、-360度、扇形展开、扇

形闭合； 

6) 花样：拉伸向上、拉伸向下、拉伸向左、拉伸向右、流沙向上、流沙向下、

流沙向左、流沙向右 

7) 效果：水平百叶窗、垂直百叶窗、圆形向内、圆形向外、十字向内、十字

向外、菱形向内、菱形向外、矩形向内、矩形向外。能实现淡入淡出效果。 

 

8.1.5 竞赛对讲设备选型标准 

竞赛对讲设备主要解决比赛场馆内各团队即时通信需求，供场馆组织团队、竞赛团队、

成绩团队、通信保障团队及执委会其他职能部门团队使用，竞赛对讲设备包括数字对讲机、

海事对讲机、全双工对讲机，数字对讲机针对所有竞赛场馆团队分配使用，海事对讲机用于

部分特殊比赛项目如航海技术等，全双工对讲机主要应用于场地球类赛事现场裁判使用。 



 

  

数字对讲机选型标准表 

指标 技术要求 

证书 工信部信号核准证 

频率范围 403-423MHz 

信道数 ≥16个 

电池容量 ≥1600mAh 

理论通信距离 ≥3 km 

频率稳定度 ±2.5ppm 

发射部分 

音频响应 +1～-3dB 

音频失真 ≤3% 

接收部分 

灵敏度 0.22μ V /BER5% 

额定音频失真 ≤3% 

音频响应 +1～-3dB 

其它指标 

防尘防水 ≥IP55 

附件 锂电池、天线、皮带扣、充电器、耳机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保

障服务 

 

海事对讲机选型标准表 

指标 技术要求 

频率范围 156.025 到 162.025 MHz 

电池容量 ≥1600mAh 

通话时间 ≥8 小时 

接收部分 

12dB 接收灵敏

度 
≤-6 dBμ V（emf） 

扫描时间/通道 ≤200 ms 

发射部分 

载波起音时间 < 80 ms 

通信范围 ≥5海里 

杂散辐射 ≤-36dBm 

防护等级 ≥IP66 

附件 电池、充电器、皮带扣、天线、耳机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保

障服务 

 

全双工对讲机选型标准表 

指标 技术要求 



 

  

频率范围 
863-870MHz 

902-928 MHz 

电池容量 ≥1000mAh 

通话时间 ≥12小时 

灵敏度 -96dbm 

附件 耳机、包、充电器 

其他要求 多人同时对讲、全双工通讯、不用 PTT键，自动接听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小时现场运维保

障服务 

 

8.1.4 保障服务 

本次亚沙会基础设备建设需提供的保障服务主要从基础设备运行保障、包装运输仓储服

务、安装调试服务、应急保障服务、培训服务和设备管理安全措施等方面进行保障，只为保

障服务于亚沙会的信息技术工作人员能够拥有一个安全、高效的办公硬件条件，确保亚沙会

圆满完成。 

8.2 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要求 

本届亚沙会进行 3 个非竞赛场馆的基础设施建设，非竞赛场馆分别是信息技术指挥中

心（ITCC）、竞赛视频工作室、集成测试实验室。 

8.2.1 信息技术指挥中心（ITCC） 

信息技术指挥中心(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mmand Centre)简称 ITCC，是关键的 IT

指挥中心、监控中心、故障处理中心，负责操作和管理所有的竞赛关键技术和技术服务。ITCC

提供各场馆和各系统的运行情况的显示，让每一个对其实施指挥的信息技术工作人员及时而

直观地掌握网络通讯情况，网络流量情况、网络安全情况以及应用系统的运行状态等。这些

信息来源多、量大、实时性强，必须发挥 ITCC 的情报收集与监测功能，对其进行采集、传

输、融合和显示，及时掌握运行态势，从而能准确、即时地响应和解决问题，同时能预知潜

在的问题。 

在亚沙会的运行过程中，ITCC 内会集亚沙会相关的各个专业及领域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于一个整体，ITCC 将设有主机、数据库、中间件、网络安全、应用、网络平台通讯等技术

支持团队，当有任何技术故障或是问题都会在 ITCC 内找到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团队提供

解决措施。信息技术指挥中心（ITCC）的系统建设包括了综合显示系统、视频会议、通信

系统和技术监控管理系统。 

8.2.2 竞赛视频工作室 

竞赛视频工作是视频直播/点播系统（Video Broadcasting System，VBS）系统运维人

员主要工作场所，向信息技术指挥中心的指挥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授权用户提供比赛视频直播



 

  

和已结束比赛的视频点播服务。综合性运动会有许多比赛将不在主转播机构的转播计划之内。

视频直播/点播系统将使需要的指挥管理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到比赛的情况，而在比赛

结束后，可以保存及其重要的比赛影像资料。 

8.2.3 集成测试实验室 

集成测试实验室是赛事成绩系统集成测试的主要场所，对信息系统的成败至关重要。集

成实验室是技术人员工作的主要场所之一，集成测试实验室从系统联调的准备期间开始提交

启动，运行到运动会开幕前转为数据处理中心使用，并且持续运行至运动会闭幕结束。综合

运动会需非常重视信息系统的测试，集成测试是保证项目质量的最关键手段，为此要专门建

立集成测试实验室，模拟实际网络环境。竞赛信息系统的应用软件、信息服务软件和接口软

件在参加测试赛和运行服务前，均要在集成测试实验室中进行测试。 

8.2.4 基础设施设计原则 

根据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的建设的要求和赛事指挥控制中心的实际情况出发，整体设

计充分考虑使用运行与维护，尤其体现在发生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时的通讯枢纽、指挥中枢的

稳定性和持续的工作能力上。对系统的选型和设计遵照以下原则：先进性、实用性、集成性、

可扩展性、灵活性、安全性、稳定性、易操作性和经济性。 

8.2.5 基础设施选型 

本届亚沙会基础设施选型标准如下所示： 

（一）LED 电视墙显示单元 

指标 技术要求 

像素结构 表贴三合一 LED 

像素间距（mm） ≦1.25 

模组分辨率（W×H） ≥192×135 

单元分辨率（W×H） ≥960×540 

单元尺寸（mm） 1200（W）×675（H）×99（D） 

像素密度（pixel/㎡） ≥640000 

箱体平整度（mm） ≤0.2 

单点亮度校正 有 

单点颜色校正 有 

色温（K） 3000—10000 可调 

水平视角（ °） ≥160 

垂直视角（ °） ≥140 

发光点中心距偏差 <3% 

亮度均匀性 ≥97% 

色度均匀性 ±0.003Cx,Cy 之内 

工作温度范围（℃） -10 °— 30 ° 

存储温度范围（℃） -10 °— 40 ° 

工作湿度范围（RH） 10 -- 80%无结霜 



 

  

指标 技术要求 

存储湿度范围（RH） 10 -- 85%无结霜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

维保障服务 

 

（二）液晶拼接显示单元 

指标 技术要求 

屏幕尺寸 ≥55 寸 

背光源 LED 光源 

分辨率 支持 1920×1080 

双边拼缝 ≦1.8mm 

功耗 ≦180W 

亮度 ≥500cd/m2，亮度等级≥11 级； 

图像显示清晰度 ≥900TVL 

对比度 ≥3500:1 

输入接口 支持：BNC、VGA、DVI、HDMI 

输出接口 支持：BNC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

维保障服务 

 

（三）电视墙控制器 

指标 技术要求 

主机箱 ≥4U 

主控卡 ≥1 个 RJ45，支持 10M/100M/1000M 网络 

视频输入板卡 ≥32 路 HDMI 输入 

视频输出板卡 ≥24 路 HDMI 输出 

矩阵交换 支持视频源:模拟信号、数字信号、IPC、DVR 等视频源接入 

大屏拼接 持拼接/缩放/叠加/漫游 

控制方式 支持 PC 客户端、IPAD 无线控制 

制式 支持 PAL/NTSC 自适应 

电源 ≥1 个电源 

功耗 ≤300W 

工作温度 0℃－＋50℃ 

工作湿度 10%－90% 86kpa－106kpa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

保障服务 

 

（四）视频矩阵 

指标 技术要求 

主机箱 ≥2U 

主控卡 ≥1 个 RJ45，支持 10M/100M/1000M 网络 



 

  

指标 技术要求 

视频输入板卡 ≥8 路 HDMI 输入 

视频输出板卡 ≥8 路 HDMI 输出 

矩阵交换 支持视频源:模拟信号、数字信号、IPC、DVR 等视频源接入 

大屏拼接 支持拼接/缩放/叠加/漫游 

控制方式 支持 PC 客户端、IPAD 无线控制 

制式 支持 PAL/NTSC 自适应 

电源 ≥1 个电源 

功耗 ≤300W 

工作温度 0℃－＋50℃ 

工作湿度 10%－90% 86kpa－106kpa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

保障服务 

 

（五）多路输入输出控制器 

指标 技术规格 

视频输入板卡 4 路 HDMI 输入 

视频输出板卡 4 路 HDMI 输出 

矩阵交换 支持视频源:模拟信号、数字信号等视频源接入 

操作系统 嵌入式操作系统 

服务 
集成测试、联调联试和比赛期间提供厂家和集成商 24 小时现场运维保

障服务 

 

8.2.6 保障服务 

本次亚沙会基础设施建设需提供的保障服务主要从基础设备运行保障、包装运输仓储服

务、安装调试服务、应急保障服务、培训服务等方面进行保障，从各方面的保障服务只为保

障服务于亚沙会的信息技术工作人员能够拥有一个安全、高效的办公硬件条件，确保亚沙会

圆满完成。按照“绿色、开放、共享、廉洁”的原则，由于涉及到的硬件设备均采取租用的

方式，采购人对相应设备仅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同时中标供应商应对采购人租用的硬件设

备提供相应的运维服务，保障设备稳定运行。赛事结束后，由中标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及时

拆除。 

九、云计算中心服务要求 

9.1 总体要求 

为实现本届运动会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益的筹办工作，搭建一个稳定、高效

的云平台，通过云平台实现对亚沙会竞赛组织、指挥协调、新闻宣传、公众服务等业务的端

到端、全业务、全流程综合化服务，做到资源弹性可用，网络高速稳定、应用稳定高可靠。

努力打造一届国际瞩目、精彩卓越的“智慧亚沙”。云计算中心服务供应商需为信息赛事成绩

系统、赛事管理系统、赛事指挥系统、MOC 主运行中心系统等提供计算资源池、存储资源



 

  

池、网络资源池以及虚拟化操作系统、虚拟机、操作系统、数据库、CDN 等服务，并满足

等保三级测评要求。 

9.2 服务要求 

9.2.1 可靠性及可用性 

系统的可靠性包括整体可靠性、数据可靠性和单一设备可靠性三个方面。云平台的分布

式架构，从整体系统上提高可靠性，降低系统对单设备可靠性的要求。 

系统的可用性是通过冗余、高可用集群、应用与底层设备松耦合等特性来体现，从硬件

设备冗余、链路冗余、应用容错等方面充分保证整体系统的可用性。 

9.2.2 安全性 

遵循行业安全规范，设计安全防护保证客户数据中心安全。重点保障网络安全、主机安

全、虚拟化安全、数据保护。 

9.2.3 成熟性 

从架构设计、软硬件选型和 IT 管理三个方面设计数据中心解决方案，采用经过大规模

商用实践检验的架构方案和软硬件产品选型，采用符合 ITIL 规范的 IT 管理方案，保障方案

的成熟性。 

9.2.4 先进性 

合理利用云计算的技术先进性和理念先进性，突出云计算给客户带来的价值。采用虚拟

化、资源动态部署等先进技术与模式，并与业务相结合，确保先进技术与模式应用的有效与

适用。 

9.2.5 可扩展性 

支撑数据中心的资源需要根据业务应用工作负荷需求进行弹性伸缩，IT 基础架构应与

业务系统松耦合，这样，在业务系统进行容量扩展时，只需增加相应数量的 IT 硬件设备，

即可实现系统的灵活扩展。 

9.2.6 开放性 

采用业界主流的开源云平台框架 OpenStack，充分融入行业生态，实现硬件、软件厂

商无关性，最大限度的保证资源池建设投资。 

9.3 技术要求 

9.3.1 总体架构 

（一）各场馆（所）通过亚沙会专用网络分别接入到两个数据中心； 

（二）应用层：本次采用分布式云计算中心架构提供云主机服务，为转播、赛事、管理、

互联网应用等亚沙会应用提供服务； 

（三）网络层：本次两个数据中心各配置两台核心交换机，实现两个数据中心同时为亚



 

  

沙会提供服务； 

（四）计算层：通过虚拟化技术将 X86 服务器实现计算池化，提供云主机服务； 

（五）存储层：通过 SDS 云存储技术实现两个数据中心同时为亚沙会提供存储服务。 

9.3.2 机房要求 

本次亚沙会为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各类信息化设备（服务器、交换机、存储、安全设备）

安装部署在两个云计算中心机房内，两个云计算中心机房形成“一主一备”，需满足如下要

求： 

（一）地理位置要求 

云计算数据中心需要远离无线电干扰、强力电源，避开地震区和其他震源，避开环境污

染区，远离容易发生燃烧、爆炸、洪水和低凹地区，远离高速公路主干道。 

云计算数据中心有良好的市政和生活配套设施，能够提供电力、通信等保障。建议两个

数据中心的物理空间距离应在 30 公里以内。 

（二）机房规模 

根据项目目前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预计，云计算数据中心需要一定规模，具备提供连续

预留空间的能力。建议两个数据中心机房标准机柜数量都不少于 50 个，每个机柜供电能力

不低于 3KW。 

（三）建筑结构 

云计算中心在前期建设过程中，应满足以下建筑结构要求： 

1、抗震设防烈度：≥8 度。 

2、敷设防静电地板。 

3、地板承重≥800kg/㎡。 

4、围护结构保温隔热，防火、电磁。 

5、机房内部，设备运输通道畅通，保证本次项目设备妥善到达机房。 

（四）供电系统 

云计算中心在前期建设过程中，在供电系统方面，需要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1、双路供电，无单点故障隐患。 

2、每机柜提供双路供电，单路供电不小于 16A 的供电能力。 

3、UPS 采用 2N 冗余方式，每一路后备时间≥15 分钟。 

4、用的柴油发电机组，保证机房全部负载不间断运行 6 小时以上。 

5、后备发电机组功率>500KVA。 

6、后备发电机组启动时间<10 分钟。 发电机油料可以在 2 小时内获得补充。  

7、机房不小于 1KW/m2 的供电容量。 

（五）空调系统 

云计算中心在前期建设过程中，空调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采用 N+1 冗余模式，提供足够的制冷能力，并应留有 20%的余量。空调系统制冷

量不低于 1KW/m2。 

2、恒温、恒湿，常年温度 23±1 ℃，常年湿度 40%~55%。 

3、空调机组下方装有拦水坝、漏水检测与报警系统，配备空调监控。 

（六）消防系统 

云计算中心机房在前期建设过程中，消防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1、消防中控室应配置有 7×24 小时值班人员，实时监控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2、机房需要配备便携式灭火器。 

3、机房的安全出口应不少于两个，并设在机房的两端。机房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走

廊、楼梯间应畅通并有明显的疏散指示标志。 

（七）安保系统 

云计算中心在前期建设过程中，安保系统应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1、具备完善配套的环境监控系统。 

2、机房闭路电视系统要求图像清晰。 

3、监控录像至少保留三个月。 

4、提供安全和可审计的门禁管理系统,电子门禁系统要求可设置不同权限。 

5、7×24 小时人员、设备进出管理服务。 

6、7×24 小时关键区域、出入口保安值班。 

7、有登记制度和记录备查。 

（八）云计算中心的其他技术要求 

1、机房照度>300Lx；应急照明>50Lx。 

2、TN-S 接地系统。 

3、金属物、防静电地板做等电位联接。 

9.3.3 资源池要求 

（一）资源池概念 

云计算中心解决方案将物理分散的数据中心资源进行逻辑统一管理，形成融合资源池，

提供多数据中心的统一运维和运营管理能力。融合资源池通过分布式管理能力，将分布在多

个数据中心的计算、网络、存储等资源统一进行管理和池化，通过灵活的资源调度策略，包

括错峰复用、动态伸缩、跨 DC 共享、迁移等技术手段，实现应用的跨资源池，数据中心的

部署，资源的弹性伸缩。融合资源池总体架构设计原则是以资源组合形态来参照，分成物理

数据中心层、统一资源层、业务层。如下： 

 物理数据中心层 

 统一资源池层 



 

  

 业务层 

（二）网络资源规划设计要求 

1、物理虚拟网络统一拓扑 

物理虚拟网络统一拓扑是网络运维的基础，它可以展示物理虚拟资源的连接关系，支撑

故障定位。由于资源可视化，提高了用户友好性。 

2、路径探测 

（1）五元组路径探测 

五元组路径探测主要用于故障定位。 

（2）VTEP 间路径探测 

VTEP 间路径探测主要用于业务部署阶段或者定期维护阶段，验证或审计组网是否符合

预期。 

（三）计算资源规划设计 

云主机资源规划：云主机的选择从业务对处理器能力、内存量、I/O能力等几个方面的

需求进行评估。 

按照相应的云虚拟化资源规划进行对应的物理计算资源规划。在云资源实际使用不足

时，可以通过增加物理计算资源以满足增加的云计算资源需求。 

9.3.4 高可用要求 

（一）网络层高可用 

交换机通过使用交换机堆叠技术，保证对外与汇聚层交换设备和对内虚拟网络层连接

的冗余。虚拟网络层通过采用多网卡绑定等技术避免单个网卡故障引发的业务中断。 

整体网络划分为接入层、核心层，分别为： 

1、接入层 

服务器和存储设备上行接入到接入层交换机。 

服务器侧建议采用业务网络、管理网络、存储网络三个 VLAN隔离方式进行组网。 

在接入交换机划分 VLAN，将管理、业务、存储三个平面逻辑隔离。为简化组网提高组

网可靠性，建议接入交换机采用堆叠方式： 

存储网络：用于承载服务器和磁盘阵列之间的专用数据访问。存储网络通过多路径确

保链路冗余，服务器与存储设备通过存储网络二层直接互通。存储设备为虚拟机提供存储资

源，但不直接与虚拟机通信，而通过虚拟化平台转化。 

业务网络：为用户提供业务通道，为虚拟机虚拟网卡的通信平面，对外提供业务应用。

业务网络可按应用系统的要求再细分 VLAN进行访问隔离。 



 

  

管理网络：负责整个云计算系统的管理、业务部署、系统加载等流量的通信。BMC平面

主要负责服务器的管理，BMC平面可以和管理平面隔离，也可以不进行隔离。 

所有服务器、存储通过接入交换机连接后，需要与客户的核心交换机对接。接入交换

机通过堆叠保障可靠性。考虑后续扩展性 

2、核心层 

接入交换机上行接入核心层交换机。核心交换机也建议采用集群的方式。核心交换机

采用 OSPF或者静态路由的方式同上层设备进行对接： 

当采用 OSPF 对接时，OSPF 发布地址包括核心交换机互联地址，直连路由地址以及

loopback地址。 

当采用静态路由方式时,建议核心交换机同上级设备采用 VRRP地址为网关地址。 

（二）计算层高可用 

方案结合虚拟化云平台的 HA功能，保证当任一主机或单数据中心故障时，业务虚拟机

可以自动切换到正常的主机运行，数据无丢失，业务中断时间趋近于零。 

方案结合 DRS 功能，业务虚拟机可跨数据中心自动实现负载均衡，实现主机资源均衡

分配使用。 

当系统需要计划内维护或者主机资源重新分配时，可通过迁移功能手动将业务虚拟机

在主机间迁移，迁移过程中业务不中断。 

建议：启用 DRS特性进行虚拟机本地优先启动和 HA，因此如果用户配置了其他 DRS规

则，则不能与容灾 DRS 规则冲突，否则无法保证虚拟机本地优先启动和 HA。 

根据项目规划，在一个 Region 内建设两个云计算中心，两个数据中心之间构建 IaaS

层的云主机高可用能力。 

云主机高可用是为了当生产站点故障后，虚拟机及虚拟机所包含的数据能自动切换到

灾备中心进行恢复。 

（三）存储层高可用 

该模式下实现了 I/O 的跨阵列负载均衡，即 I/O 以分片的方式在两个阵列上下发。分

片大小可配，例如分片大小为 128M，即起始地址为 0-128M的 I/O在 A阵列下发，128M-256M

在 B阵列下发，以此类推。 

负载均衡模式主要应用于主备业务部署在同地区云计算中心的场景。在该场景下，主

机业务访问两套主备存储设备的性能几乎相同，为最大化利用两套存储设备的资源，将主机

I/O按分片方式下发到两套阵列上。 



 

  

（四）容灾云计算中心故障恢复 

容灾云计算中心在各单部件和链路故障，甚至整个云计算中心故障，都可以实现业务

自动无缝切换。针对以下各种故障场景进行连续性分析，并给出故障恢复方案 

1、Web服务器故障 

2、站点内所有 Web服务器故障 

3、应用服务器故障 

4、阵列故障 

5、广域网链路故障 

6、站点间链路故障 

7、站点故障 

十、竞赛专网服务要求 

10.1 总体要求 

通过搭建竞赛专网，实现亚沙会主运行中心与各赛场之间重要赛事信息（如赛事管理、

赛事报名、计时记分、成绩系统、电视字幕、信息发布等）的有效、及时、安全的交流和沟

通。 

10.2 服务要求 

10.2.1 网络覆盖范围及带宽要求 

竞赛专网需提供充足的网络接口及光纤资源，满足所有竞赛和非竞赛场馆的接入需求。

场馆（所）带宽及数量如下表： 

序号 场馆(所)名称 
有线竞赛专网带宽

需求(M) 

有线竞赛专网电路数量

(条) 

竞赛场地     

1 三亚湾节点 1000 2 

2 大东海节点 1000 2 

3 海棠湾节点 1000 2 

4 天涯海角节点 1000 2 

非竞赛场地     

1 主运行中心 1000 2 

2 
组委会(信息技术指挥中心、集成

实验室、主注册中心) 
1000 2 

3 主媒体中心（内含分注册中心 1） 300 2 

4 运动员村（内含分注册中心 2） 300 2 

5 开幕式场馆 1000 2 

6 闭幕式场馆 1000 2 

7 数据中心 1 10000 2 



 

  

序号 场馆(所)名称 
有线竞赛专网带宽

需求(M) 

有线竞赛专网电路数量

(条) 

8 数据中心 2 10000 2 

合计     24 

 

10.2.2 可靠性要求 

为了保障各竞赛业务信息系统稳定运行及数据传输的可靠性，投标人在网络实施方案中

应充分考虑专网中主要网络设备进行冗余配置、部署、预警、多链路互联,并提供 4G 备份

网络解决方案。 

10.2.3 安全性要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有关标准，竞赛专网属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承

载着亚沙会关键应用，应在交付使用前满足等保二级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要求。场馆（所）

内互联网及其他与竞赛专网不可共用网络设备及线路，必须物理隔离，如需要对接需通过安

全设备对接，不可以直接对接。 

10.2.4 完整性要求 

为确保竞赛专网网络维护更高效，提高路由处理效率，使网络扩容更具弹性，需要良好

的网络规划设计。投标人应对竞赛专网的 IP 规划、VLAN 规划、QOS 规划、倒换方案给出

详细的描述。 

场馆（所）内竞赛专网所需的网络设备由投标人负责投资建设，并在临时综合布线中

考虑相应解决方案，以确保竞赛专网的完整性。 

10.3 技术要求 

竞赛专网方案中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详细设计： 

(1) IP 地址路由规划 

(2) VLAN 规划 

(3) QOS 保障 

(4) 备份保障方式等详细内容 

(5) 网络安全防护等措施 

(6) 施工组织方案：施工组织架构、人员、工机具等配置情况、施工进度保证承诺和具

体措 

(7) 施情况、施工安全保证承诺和具体措施情况。 

10.4 端到端参数指标及服务要求 

(1) 服务可用率：99.9% ； 

(2) 丢包率≤0.5%； 

(3) 时延≤40ms； 



 

  

(4) 故障受理时间 7×24 小时。 

 

十一、管理专网服务要求 

11.1 总体要求 

通过利旧三亚市现有政务外网改造搭建管理专网，给亚沙会组委会工作人员及相关工作

人员提供办公自动化（OA）系统等网上业务系统提供接入服务。 

11.2 服务要求 

11.2.1 网络覆盖范围及带宽要求 

管理专网需提供充足的网络接口及光纤资源，满足所有非竞赛场馆的接入需求。场馆（所）

带宽及数量如下表： 

序号 场馆(所)名称 带宽需求(M) 电路数量(条) 

1 主运行中心 500 1 

2 
组委会(信息技术指挥中心、主

注册中心) 
1000 1 

3 
主媒体中心（内含分注册中心

1） 
500 1 

4 运动员村（内含分注册中心 2） 500 1 

合计     6 

11.2.2 可靠性要求 

为了保障各管理系统稳定运行及数据传输的可靠性，投标人在网络实施方案中应充分考

虑专网中主要网络设备进行冗余配置、部署、预警、多链路互联。 

11.2.3 安全性要求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有关标准，管理专网属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承

载着亚沙会关键管理应用，应在交付使用前满足等保二级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要求。场馆（所）

内互联网及其他与竞赛专网不可共用网络设备及线路，必须物理隔离，如需要对接需通过安

全设备对接，不可以直接对接。 

11.2.4 完整性要求 

为确保管理专网网络维护更高效，提高路由处理效率，使网络扩容更具弹性，需要良好

的网络规划设计。投标人应对竞赛专网的 IP 规划、VLAN 规划、QOS 规划、倒换方案给

出详细的描述。 

场馆（所）内管理专网所需的网络设备由投标人负责投资建设，并在临时综合布线中

考虑相应解决方案，以确保管理专网的完整性。 

11.3 技术要求 

管理专网方案中应对以下内容进行详细设计： 



 

  

(1) IP 地址路由规划 

(2) VLAN 规划 

(3) QOS 保障 

(4) 备份保障方式等详细内容 

(5) 网络安全防护等措施 

(6) 施工组织方案：施工组织架构、人员、工机具等配置情况、施工进度保证承诺和具

体措施情况、施工安全保证承诺和具体措施情况。 

11.4 端到端参数指标及服务要求 

(1) 服务可用率：99.9%；  

(2) 丢包率≤0.5%； 

(3) 时延≤40ms； 

(4) 故障受理时间 7×24 小时。 

十二、转播专网服务要求 

12.1 总体要求 

为了满足亚沙会广播电视转播和新闻报道工作的广播电视信号传送要求，需要建设基于

光缆资源的基础网络，网络连接各场馆（主运行中心、运动员村及竞赛场馆（所）等）与亚

沙会国际广播中心 IBC，并对承载业务提供良好的质量、安全、可靠、高效的技术保障。满

足持权转播商的相应需求。 

12.2 服务要求 

为完成本次亚沙会的广播电视转播和广播电视报道工作，转播专网提供全程全网的端到

端的广播电视信号传输工作和技术服务。主要包括提供各场馆到亚沙会国际广播中心 IBC

的传输线路、广播电视传输端口（包括压缩编码传输和非压缩基带传输）和技术人员支持等

服务。 

转播专网主要承载公共信号调度、广播电视演播、媒体采集\制作\管理\分发、电视公共

信号传送等服务。这些应用是亚沙会与外界联系的桥梁，是本次亚沙会对外展示的关键。 

根据服务对象与亚沙会国际广播中心 IBC 之间的距离不同，所处地理位置等情况选用

不同的信号传输方式（包括压缩编码传输和非压缩基带传输）。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各类

广播电视信号均应得到安全可靠传输，均应保证亚沙会对转播信号质量的要求，以最大程度

地满足亚沙会广播电视转播和广播电视报道工作需要。同时，为服务好第六届亚沙会的转播

工作，主运行中心（MOC）需要对公共信号和单边信号的内容进行实时监看，确保信号内

容符合相关要求和规定。为确保监看工作正常开展，需要将国际广播中心 IBC 的公共信号

（含 4K 超高清信号）和单边信号等经调度选取后，实时传递到主运行中心（MOC）。监看

信号传输可以是压缩或非压缩方式，信号质量应满足要求。接口方式为 HDMI。亚沙会组委



 

  

会负责在 IBC 及 MOC 中提供需监看的公共信号和单边信号的接口，并确保需传递监看信号

质量符合广播级标准。 

12.3 技术要求 

采用物理光纤直接传送广播电视信号时，为避免跳纤方式带来的衰耗过大而影响传输质

量，场馆至 IBC 之间所有接头均应采用直熔方式，通过光交环网至国际广播中心 IBC。 

12.3.1 资源要求 

根据亚沙会开闭幕式及各场馆赛事直播计划等需求评估结果，考虑一定的冗余，配置足

够的电路和接口硬件设备，为亚沙会新闻宣传和赛事直播工作提供足够的网络资源。 

12.3.2 质量要求 

配置足够的传输通道和带宽，为高清信号、4K 信号的传输提供保障。实现光纤网络和

传输资源的合理调度，满足亚沙会新闻宣传和赛事直播转播可能的临时变化需求。 

12.3.3 安全要求 

需考虑光纤网络线路的安全、骨干传输设备的安全、接口设备的安全、监听监看的安全、

动力环境的安全、数据传输/使用安全、管理组织安全等。 

12.3.4 容灾备份要求 

需根据业务不同需要，广播电视信号实现“双发选收”的主备热备方式或者“设备冷备，

主备光缆传输”的冷备方式。同一转播信号，采用不同路由光缆，不同板卡接入、不同机框

设置、同一机框双电源、不同两路电源接入等办法，确保信号传输极端稳定的要求。能提供

弹性、按需、快捷、安全、平稳的广播电视信号传输环境。 

12.3.5 信号接口要求 

亚沙会各公共信号、国际公共信号 CLEAN、单边信号、ENG 单机传送点公共信号及风

景摄像机信号主要采用 3G/HD/SD-SDI 基带信号。 

（一）SDI 接口要求 

串行数字接口（SDI）是由 SMPTE 组织制定的一种数字视频接口标准,广泛应用在广

播和视频产品中。SDI 标准描述了怎样通过视频同轴电缆在剪辑设备之间传送未压缩的串行

数字视频数据。 

各种 SDI 标准均使用 75 欧姆阻抗同轴电缆和 BNC 连接器进行传输，这和模拟视频

场合中使用的传输媒介一致。源端信号峰峰值幅度为 800mV±10%。由于信号衰减，接收

端收到的信号幅度小于该 峰峰值，因此传输距离受限，一般来说，SD-SDI 传输距离小于 

300m，HD-SDI 传输距离小于 100m，3G-SDI 传输距离则更短。 

（二）SDI 信号传输要求 

典型的 SDI 信号传输线模型包括源端、中间传输线、末端接收端。源端（驱动端）包

括信息源、编码器、驱动器；中间传输线包括连接器和电缆；末端接收端包括线接收器、译



 

  

码器、信息容器。SDI 信号具有高速特点，对质量要求非常高，其损耗将导致传输距离缩短

以及质量下降。因此，对 SDI 信号的可靠传输必须从源端到接收端各个组成环节采取相应

的措施。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导致信号传输出现错误。 

SDI 信号传输技术中对各环节采取的具体要求： 

1、源端（驱动端）：减小输出抖动。 

2、中间传输线：最佳阻抗匹配 

3、末端接收端：进行信号调理对末端接收器来说，在对 SDI 信号进行解码之前，需要

进行一系列信号调理，以补偿传输过程中对信号造成的损失，接收端信号经过优质的信号调

理后的效果示意如图所示。 

（三）SDI 接口转换技术要求 

尽管 SDI 是一个优秀的高清视频接口，但由于当前广播系统的复杂性以及高清接口的

多样性。在实际应用中，需要对其进行各种转换。SDI 信号本身质量要求很高，在进行各种

接口转换时，为了达到好的信号品质，对信号的处理和转换各环节也必须遵循前面介绍的传

输理论，并采用先进的转换技术。 

十三、互联网服务要求 

13.1 总体要求 

互联网是亚沙会与外部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赛事期间需通过互联网将赛事信息及时对外

公开发布。因此需将亚沙会两个云计算中心、主运行中心（MOC）、主媒体中心（IBC）、运

动员村及所有竞赛和非竞赛场馆以高带宽接入互联网，为亚沙会各级机构、现场记者、运动

员等提供外部 Internet 连接服务，包括 WWW、FTP、Email 等。 

13.2 服务要求 

13.2.1 网络覆盖范围及带宽要求 

本次亚沙会属于重大国际赛事，需面向赛事主办方、全球各大新闻媒体机构、国内外各

类赛事信息访问服务，因此需充分考虑供应商互联网服务能，包括互联网出口带宽、IP 地

址规模等指标。 

序号 场馆(所)名称 
互联网带宽需求

(M) 

互联网电路数量

(条) 
备注 

竞赛场地       

1 三亚湾节点 1000 1   

2 大东海节点 1000 1   

3 海棠湾节点 1000 1   

4 天涯海角节点 1000 1   

非竞赛场地       

1 主运行中心 1000 2   

2 组委会(信息技术指挥中心、 1000 2   



 

  

序号 场馆(所)名称 
互联网带宽需求

(M) 

互联网电路数量

(条) 
备注 

集成实验室、主注册中心) 

3 
主媒体中心（内含分注册中

心 1） 
2000 1 

  

4 
运动员村（内含分注册中心

2） 
1000 1 

办公使用 

5 开幕式场馆 1000 1   

6 闭幕式场馆 1000 1   

7 数据中心 1 10000 2   

8 数据中心 2 10000 1   

合计     15   

 

13.2.2 施工要求 

施工组织方案：施工组织架构、人员、工机具等配置情况、施工进度保证承诺和具体措

施情况、施工安全保证承诺和具体措施情况。 

13.2.3 互联网与场馆综合布线及竞赛专网的界面 

投标人互联网电路直接接入各场馆自有出口路由器（防火墙），（如场馆不具备出口路

由器的，由投标人提供路由器或者三层交换机）通过场馆的综合布线系统给场馆的有线终

端及无线 WIFI 网络提供互联网出口。临建竞赛场馆不具备综合布线能力的，由投标人按照

临时综合布线的要求进行补充。 

场馆（所）内互联网与竞赛专网不可共用网络设备及线路，必须物理隔离。 

13.3 互联网接入线路参数指标 

(1) 服务可用率：99.9%；  

(2) 丢包率≤0.5%； 

(3) 时延≤40ms； 

(4) 故障受理时间 7×24 小时。 

十四、临时综合布线服务要求 

14.1 总体要求 

场馆（所）内永久性综合布线由各场馆（所）的责任主体负责建设，但不包括有线（竞

赛、管理）网络局域网设备，仅提供有线（竞赛、管理）专网所需永久网线。有线（竞赛、

管理、转播）专网所需接入设备（如竞赛、管理专网的交换机）按临时综合布线项目考虑部

署，便于 IP 规划和设备管理，形成 3 张有线（竞赛、管理、转播）专网。 

临时综合布线包括有线（竞赛、管理、转播）专网临时信息点，覆盖范围包括比赛场地

（FOP）临时信息点、室外比赛项目场所临时信息点和主媒体中心、运动员村的有线（竞

赛、管理、转播）专网临时需求信息点，预估数量合计为 1700 个临时信息点。要根据赛事



 

  

现场情况按国标安装网络设备、网线、配线架、水晶头、同轴电缆、BNC 接头等设备材料

进行临时布线。临时综合布线需支持 1000M 带宽；临时综合布线需达到国标要求，并在赛

事完成后由投标人负责拆除及恢复现场。 

场馆（所）内各专网所需的网络设备由投标人负责投资建设。部分场馆机柜安装容量可

能不足，由投标人自行提供机柜解决。 

14.2 服务要求 

临时综合布线覆盖范围及带宽要求：比赛场地（FOP）临时信息点；室外比赛项目场

所临时信息点；其它与赛事有关的 3 个专网需求信息点；临时综合布线双绞线需支持 1000M

带宽需求。 

14.3 安全性要求 

场馆（所）内互联网与 3 个专网不可共用网络设备及线路，必须物理隔离。 

 

十五、WIFI 统一认证及覆盖服务要求 

15.1 总体要求 

对各比赛场馆的媒体工作间、新闻发布厅、运动员村等重要场所进行 WIFI 覆盖，同时

为保证亚沙会 WIFI 用户上网质量和安全管理，需要建设统一认证平台。 

15.2 服务要求 

15.2.1 WiFi 覆盖需求 

服务范围及覆盖数量要求：本项目需在比赛场馆建设室内高密度 AP100 个，室内面板

AP 50 个覆盖媒体工作间、新闻发布厅室等重点区域；室外大功率 AP 100 个，覆盖室外重

要区域，并按照运动员村实际情况进行 WIFI 覆盖。 

15.2.2 带宽需求 

（一）运动员、志愿者、工作人员带宽需求 

运动员、志愿者、工作人员主要以浏览网页、QQ、微信、视频观看、网上日常工作等

上网行为，流媒体上网信息一般，根据上网行为建议分配单用户上下行均为 2Mbps 网络带

宽可以满足用户上网需求。 

（二）记者带宽需求 

记者主要以流媒体下载上传为主，根据上网行为建议分配单用户网络带宽上下行

8Mbps。 

15.2.3 认证服务平台技术要求 

（一）平台功能需求 

1、集中化的用户资源和设备资源管理； 

2、支持多种接入及认证方式，适合多种接入组网场景及应用场景； 



 

  

3、严格的权限控制手段，强化用户接入控制管理； 

4、可以多种业务开通方式，方便操作管理； 

5、灵活的业务及运行环境参数调整，适应不同的运行及应用环境； 

6、智能的信息推送，适应组委会信息发布需求； 

7、信息发布与信息平台接入； 

8、至少支持中、英、法三个以上语种。 

（二）平台可靠性要求 

1、重要场馆 AC、汇聚交换机、平台均要求要求实现热备功能； 

2、系统满足电信级的可靠性指标，保证 7×24 小时的服务。 

整个系统采用多种系统容错手段，软件充分考虑各种容错机制，硬件主要设备采用双机

或镜像备份工作方式，系统支持自动热切换，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15.4 场馆 WIFI 设备保障 

15.4.1 故障处理及维护 

与各场馆建立信息联动机制，对场馆单位负责自建的 WIFI 网络设备 AP、AC 能 24 小

时不间断监测，出现故障后迅速反馈给场馆的运维人员处理。同时能对补充覆盖的 WIFI 网

络设备监进行控，一旦发现故障，应安排人员现场进行迅速处理。 

15.4.2 安全保障 

运动会期间，成立安全保障团队，7×24 小时远程技术支持（电话 微信 邮件）、1 小

时内现场技术支持、提供网络安全运维服务：周期性巡检、故障现场处理、后台人员值守。 

需提供应急响应及安全保障方案。 

十六、固话及短信服务要求 

16.1 固话要求 

固定电话服务系统是以三亚通信运营商电话网为主体的有线电话业务。提供了本届亚沙

会组织管理、竞赛管理、日常办公的基本办公通信手段。 

随着现代通信技术与应用服务的不断发展，固定电话服务还将能够提供更多的其他增值

服务功能。固定电话业务是一项传统的通讯服务，各竞赛场馆在赛时的赛前早报到，赛后离

场晚请示等均通过固定电话，与信息技术部赛时指挥机构信息技术指挥中心（ITCC）联络；

利用传真发送各类函件、通知等资料。此外，组委会办公室可以根据组委会办公的需要申请

安装不同位置的电话。 

序号 类别 
数量

（个） 
固话数量 

固话总

数（部） 
使用期 备注 

     1  竞赛场馆 17 5 部/场馆 85 3 个月 
每部电话包含每月 200 分

钟国内长途（含市话） 



 

  

     2  组委会部室 15 5 部/部门 75 12 个月 
每部电话包含每月 200 分

钟国内长途（含市话） 

     3  运动员村 1 50 部 50 3 个月 

每部电话包含每月 200 分

钟国内长途（含市话），

其中 5 部电话，每部电话

每月包含 100 分钟国际长

途 

     4  主运行中心 1 50 部 50 6 个月 
每部电话包含每月 200 分

钟国内长途（含市话） 

     5  主媒体中心 1 50 部 50 3 个月 

每部电话包含每月 200 分

钟国内长途（含市话），

其中 5 部电话，每部电话

每月包含 100 分钟国际长

途 

     6  开幕式场馆 1 50 部 50 3 个月 
每部电话包含每月 200 分

钟国内长途（含市话） 

     7  闭幕式场馆 1 20 部 20 3 个月 
每部电话包含每月 200 分

钟国内长途（含市话） 

 

16.2 短信平台服务要求 

16.2.1 功能要求： 

1、网关路由管理 

2、安全审核管理 

3、监测报告及报表处理 

4、数据查询、抽取 

5、关键字过滤报警处理 

6、短信服务号码可扩展 

7、流量/速度控制管理 

8、优先级配置控制管理 

9、通道测试 30 分钟监控一次 

10、重发机制处理 

11、WEB 界面及 API 接口 

12、支持多级用户管理 

16.2.2 性能指标要求： 

1、网内网间短信发送和接收成功率≥95%，海南省内外的接收方到达率没有区别。 

2、短信发送提交速度≥200 条/秒/每线程 

3、短信缓存≥100000 条 

4、平台每月短信发送量≥10000 万条 



 

  

5、在用户手机状态正常情况下，短信到达时间≤15 秒 

6、平均无故障时间（MTBF）：大于 200000 小时。 

7、平均故障恢复时间（MTTR）：小于 0.5 小时。 

8、信息安全保障符合 A 级安全标准。 

16.4 固话、短信运维保障要求 

1、提供 7X24 小时电话客户服务，提供验收合格之日起 12 个月的免费质保期，由服务

提供商派技术人员协助用户指导安装和调试，并对其设备的操作、工作原理、简易维修进行

免费培训。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问题，我方提供免费咨询服务。 

2、短信通道号码以 10690 开头，主号最多 12 位，例如 106901234567 由客户独享。 

3、通道主号支持扩展最多 2 位数，例如 106901234567 可以扩展到 10690123456701

至 10690123456799。 

4、短信发送通道由客户独享。 

5、接收上行短信（回复短信）免费。 

 

十七、总集成管理服务要求 

根据以往历届大型国际综合赛事的经验，要把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建设成功，必须以

统一规划设计、分项建设、集中运行管理的方式来进行项目建设和赛时运行保障服务工作，

才能使得亚沙会信息化建设各子系统的建设目标一致、相互协调、互联互通，满足亚沙会组

委会对通信与信息技术的要求，保证在正式比赛期间系统的高可用性、稳定性，满足亚沙会

正式比赛的业务要求。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信息化建设项目不同于一般的电子政务信息化项目。其突出特点是在

系统建设完成后，必须进行赛事前的各项测试和演练工作，并提供赛事期间运行保障的各项

专业服务，才能满足运动会组织和比赛时亚沙会参赛人员如各种官员、执委会工作人员、各

代表团的官员和运动员、裁判员、媒体记者、单项体育组织官员和观察员、观众等的各项服

务要求。 

本项目的中标人为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竞赛信息化系统建设的总集成商，赛事运行服

务总承包商，对整个赛事信息化的建设和运行总兜底，承担全部责任（投标人应提供承诺函，

未提供承诺视为无效投标）。 

总集成管理服务主要包括总集成管理和项目管理服务。 

17.1 总集成管理 

亚沙会信息化建设的管理工作采用总集成管理模式，采购人以政府采购服务类项目公开

招标的方式选定项目总集成商，总集成商肩负对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信息化各项子工程的

总集成责任。 



 

  

项目总集成工作范围包括： 

 竞赛信息化总集成：包括赛事成绩系统、赛事管理系统、赛事指挥系统、基础设施

设备建设、赛事运行服务等子项目的总集成； 

 非竞赛信息化总集成分为：包括基础网络建设、通信服务保障、MOC 系统建设和

管理、云计算中心租用服务、信息安全建设、无线电管理服务、项目集成测试服务、

场馆信息技术团队建设管理等子项目的总集成； 

 所有竞赛信息化项目及相关场馆信息化建设管理； 

 因赛程变更引起的服务内容的变化，如计时记分设备种类（不含射击电子靶）、数

量的变化，服务团队人员的增减等。 

17.2 项目管理服务 

亚沙会信息化建设的管理工作按照项目管理的方法对其进行规划，除主计划制定（架构

设计、实施管理）、组织架构、人员管理以及项目进度管理以外，项目管理还包括以下主要

内容： 

 范围管理 

 成本管理 

 质量管理 

 沟通管理 

 风险管理 

 知识管理 

 变更管理 

17.2.1 范围管理 

亚沙会的信息化建设涉及范围广泛，涵盖绝大部分信息技术领域，几乎影响亚沙会组委

会的所有部门，供应商需对项目范围进行明确的定义，给出清晰的边界。 

17.2.2 成本管理 

亚沙会信息化系统的建设过程，是一个多系统并行、涉及范围广、参与人员众多、建设

期长的组织过程，特别是运动会的不可预测与多变性，将对预算和成本控制产生极大的压力，

供应商必须加强成本管理。 

17.2.3 质量管理 

运动会信息化系统庞杂，整个系统的建设过程中系统范围始终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各系统相互影响、互为制约，很难将其中一部分工作单独提取出来按照完整的质量检查程序

进行检查，另外，从时间上也将是不被允许的。运动会信息化系统是一个不会提供第二次机

会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保证质量完成的系统。 

17.2.4 沟通管理 



 

  

亚沙会信息化系统的建设涉及众多业务种类，由大量的服务商参与，因此供应商应采取

切实措施加强沟通管理。 

17.2.5 风险管理 

风险是每个项目固有的内在组成部分，在任何技术领域里，风险都不可能完全被消除。

亚沙会信息化系统建设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大的项目。亚沙会信息化系统建设的风险管理具

有以下特点：本质上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能让任何风险对运动会造成致命的影响，

必须通过风险管理把风险可能造成的影响降到可以接受的范围。 

17.2.6 知识管理 

亚沙会是一个国际综合性的大型运动会，参与人员众多，项目管理的复杂性也较大，因

此要想让大量的参与人员不管是执委会或供应商或志愿者想法一致、技术水平提高都需要对

项目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和经验进行总结。知识管理就是项目管理中必要的管理手段。 

17.2.7 变更管理 

亚沙会项目管理的复杂性也较大，会出现随着项目的推进，服务项目的范围、内容、进

度、质量要求等方面出现变更的情况。变更管理就是项目管理中必要的管理手段。 

 

十八、赛事运行服务要求 

赛事运行服务主要指在集成测试、测试赛、联试联调、赛时运行和赛事收尾等阶段提供

相应的运行服务保障，以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赛时运行服务主要工作包括在项目的各个阶

段对项目的范围、时间、成本、质量、风险和采购进行相应的控制以及在各过程合理调配人

力资源和设备，以实现更好的服务保障，确保亚沙会信息化建设顺畅。 

18.1 项目建设阶段 

建设阶段主要是通过对各子系统的需求进行分析、设计满足要求的技术方案、按照设计

方案进行各项子系统的建设、对各子系统进行集成测试、对整个系统进行端到端集成测试等

步骤，使整个系统的建设满足业务要求。 

在项目建设期间，总集成商将负责项目的总体规划、项目的总体组织和管理协调、标准

化建设、项目人员培训、系统集成测试及赛事运行保障阶段总体规划和管理工作。 

18.2 赛事运行保障阶段 

赛事运行保障阶段包括以下工作内容： 

1、集成测试：集成实验室的集成测试包括整个系统端到端功能性测试、各系统之间的

接口测试、性能和压力等非功能性测试等，另外还将进行多项目模拟测试、第三方测试、一

致性测试、差错回复测试和现场测试等多项测试内容，以确保系统的功能和性能能够满足亚

沙会比赛的要求。 

2、测试赛：在系统通过整体集成测试后，按照执委会要求进行相关的测试赛并提供相



 

  

关的运行支持服务。 

3、联试联调：进行全面而必要的联试联调，来保证整个系统的功能、服务水平及运行

流程能够满足赛时的要求。 

4、正式比赛：在正式比赛期间按照信息化建设的服务水平定义来进行赛时运行保障服

务。 

5、赛事收尾：正式比赛结束后对整个信息化建设的相关工作进行赛事收尾工作内容。 

18.3 赛时应急响应 

18.3.1 总体要求 

虽然所有信息化系统在赛前将经过集成测试、测试赛、联试联调等多轮测试和演练，但

由于综合性运动会信息技术存在“关门时间”和“实时性”的要求，因此赛时还需指定一套

完备的应急预案，供应商应成立应急保障团队，从组织架构、工作流程、职责分工、应急人

员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并在赛时出现紧急情况时立即做出响应。同时，还需针对赛

时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处理，制定应急预案。 

18.3.2 服务要求 

1、需具备完善应急服务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 

2、正式比赛期间需保障云计算中心等重点业务 7*24 小时监控值守，7×24 小时备勤； 

3、需提供完备的应急机制，并至少针对赛事成绩系统、竞赛专网、互联网等服务提出

应急预案。 

 

十九、服务设备与功能清单 

19.1 服务功能清单 

  项目 项目系统 项目子系统 

竞赛信

息化总

集成 

总集成管理服

务 
总集成管理 总集成管理 

赛事运行服务 
赛事运行服务

管理 
赛事运行服务管理 

赛事成绩服务 

竞赛报名系统 

报名管理子系统 

基础数据管理子系统 

在线报名子系统 

接口服务 

场馆成绩系统 

计时记分子系统—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

田径、摩托艇、龙舟、3×3 篮球、攀岩、沙滩

手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

滩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技术统计系统—3×3篮球、沙滩手球、沙滩足

球、沙滩排球 



 

  

  项目 项目系统 项目子系统 

成绩处理子系统—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

田径、摩托艇、龙舟、3×3 篮球、攀岩、沙滩

手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

滩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评论员子系统—根据持权转播商具体安排确

定 

公共显示屏控制子系统—沙铁两项、水上运

动、沙滩田径、摩托艇、龙舟、3×3篮球、攀

岩、沙滩手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

武道、沙滩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

力滑翔伞 

电视字幕子系统—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

田径、摩托艇、龙舟、3×3 篮球、攀岩、沙滩

手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

滩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竞赛视频系统 

竞赛监控系统—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田

径、摩托艇、龙舟、3×3篮球、攀岩、沙滩手

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滩

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仲裁录像系统—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田

径、摩托艇、龙舟、3×3篮球、攀岩、沙滩手

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滩

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竞赛闭路系统—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田

径、摩托艇、龙舟、3×3篮球、攀岩、沙滩手

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滩

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视频直播系统—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田

径、摩托艇、龙舟、3×3篮球、攀岩、沙滩手

球、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滩

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 

中央成绩系统 

公共代码 

通讯协议 

数据通讯平台 

核心管理子系统 

综合成绩处理子系统 

中央数据库资源 

信息发布系统 

内网竞赛信息核查子系统 

官网竞赛信息发布子系统 

移动竞赛信息发布子系统 

信息发布接口 

打印分发子系统 

赛事管理服务 注册管理系统 注册管理子系统 



 

  

  项目 项目系统 项目子系统 

抵离管理系统 抵离管理子系统 

礼宾管理系统 礼宾管理子系统 

亚沙会管理系

统 
亚沙会管理子系统 

交通管理系统 交通管理子系统 

志愿者管理系

统 
志愿者管理子系统 

医疗管理系统 医疗管理子系统 

物资管理系统 物资管理子系统 

数据交换系统 数据交换子系统 

赛事管理 APP 赛事管理 APP 

赛事指挥服务 

赛事通讯系统 赛事通讯子系统 

视频会议系统 视频会议子系统 

事件管理系统 事件管理子系统 

综合显示系统 综合显示子系统 

MOC主运行中

心系统服务 

MOC主运行中心

系统 
MOC主运行中心系统 

基础设备设施

建设服务 

基础设备建设

服务 
基础设备建设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

服务 
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云计算中心服

务 
云计算中心 云计算中心 

竞赛专网服务 竞赛专网 竞赛专网 

管理专网服务 管理专网 管理专网 

转播专网服务 转播专网 转播专网 

互联网服务 互联网 互联网 

临时综合布线

服务 
临时综合布线 临时综合布线 

WIFI统一认

证及覆盖 

WIFI统一认证

及覆盖 
WIFI统一认证及覆盖 

固话及短信服

务 
固话及短信 固话及短信 

备注：赛事成绩服务中涉及的比赛项目包括但不仅限于上述所列项目，以组委会正式公布比

赛项目为准。 

 

19.2 服务设备清单 

19.2.1 视频会议系统 

序号 项目名称 配置 单位 数量 

1 中心控制设备 
支持同时容纳 60个点开会，支持 60路 1080P

终端接入，支持 3网口，双电源机制 
台 2 



 

  

序号 项目名称 配置 单位 数量 

2 高清录播设备 支持 500路点播/直播，能录播 1TB的视频容量 台 1 

3 
主次会场高清会

议终端 
1080P高清，包含摄像头, 麦克风，遥控器 台 2 

4 
分会场高清会议

终端 
720P高清，包含摄像头, 麦克风，遥控器 台 10 

5 全向麦克风 支持 360度拾音 个 10 

6 会议扩音系统 120W/4-8欧 台 10 

8 显示终端 移动式 65英寸高清液晶，支持 HDMI 台 10 

 

19.2.2 场馆服务器 

序号 产品类型 数量 单位 软件系统 

1 场馆成绩服务器 6 台 预装操作系统/关系型数据库软件/杀毒软件 

2 场馆视频服务器 10 台 预装操作系统/杀毒软件 

 

19.2.3 管理服务器 

序号 产品类型 数量 单位 软件系统 

1 补丁服务器 1 台 预装操作系统/杀毒软件 

2 日志服务器 1 台 
预装操作系统/关系型数据库软件/杀毒软件/

日志管理管理软件 

3 数据库监控服务器 1 台 
预装操作系统/关系型数据库软件/杀毒软件/

监测管理软件 

4 运维管理服务器 3 台 预装操作系统/杀毒软件/运维管理软件 

5 网盘服务器 1 台 预装操作系统/杀毒软件/网盘管理软件 

6 杀毒服务器 1 台 预装操作系统/杀毒软件 

 

19.2.4 工作站 

序号 产品类型 数量 单位 软件系统 

1 指挥笔记本电脑 64 台 预装操作系统/办公软件/杀毒软件 

2 竞赛笔记本电脑 180 台 预装操作系统/杀毒软件 

3 台式机电脑 74 台 预装操作系统/办公软件/杀毒软件 

4 多媒体查询一体机 100 台 预装操作系统/杀毒软件 

5 平板电脑 16 台   

 

19.2.5 外围设备 

序号 产品类型 数量 单位 

1 A4 黑白激光打印机 37 台 

2 A3 彩色激光打印机 3 台 

3 办公一体机 23 台 



 

  

序号 产品类型 数量 单位 

4 投影仪及幕布 2 台 

5 高速复印机 2 台 

6 碎纸机 3 台 

7 A4 黑白打印机硒鼓 33 套 

8 A3 彩色激光打印机硒鼓 3 套 

9 一体机打印机硒鼓 20 套 

10 高速复印机硒鼓 3 套 

11 PDP 平板电视 120 台 

13 交换机 30 台 

14 场馆 UPS 50 台 

15 场馆机柜 17 台 

 

19.2.6 公共显示屏 

序

号 
产品类型 

数

量 

单

位 
备注 

1 户外全彩显示屏 10 块 总面积不低于 170平米，根据现场情况灵活调用 

2 地台、支架等辅材 10 套  

3 
需要额外使用软件及

平台集成服务 
1 项 

 

 

19.2.7 竞赛对讲机 

序号 产品类型 数量 单位 

1 数字对讲机 170 台 

2 海事对讲机 20 台 

3 全双工对讲机 16 台 

4 需要额外使用的中继设备、软件及平台集成服务 1 项 

 

19.2.8 基础设施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1 LED 电视墙显示单元 块 12 

2 液晶拼接显示单元 块 12 

3 电视墙控制器 块 3 

4 视频矩阵 个 1 

5 多路输入输出控制器 个 1 

 

19.2.9 竞赛专网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1 
核心路由器（包含

光模块） 

1.交换容量≥75 Tbps，转发性能≥7200 Mpps；槽位数≥5 个，其

中 3 个业务线路板槽位，2 个主控板槽位，交换架构≥2 块交换网

板 (M+N 冗余备份)；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2.提供不同的接口 

10GE-LAN /WAN 

GE/FE 

OC-192c/STM-64c POS 

OC-48c/STM-16c POS 

OC-12c/STM-4c POS 

OC-3c/STM-1c POS 

Channelized STM-4 

Channelized OC-3/STM-1 

OC-3c/STM-1c ATM        

OC-12c/STM-4c ATM 

E3/CT3 CE1/CT1； 

3.同时支持 IPV4/IPV6； 

4.提供 IP/LDP/VPN/TE/VLL 快速重路由，支持 IP/TE 自动重路由技

术； 

IGP/BGP/组播路由快速收敛、虚拟路由冗余协议（VRRP）、快速环

网保护协议（RRPP）、IP TRUNK 链路分担备份技术； 

支持硬件 BFD 链路 3.3ms 快速检测、MPLS/Ethernet OAM、Y.1731、

路由协议/端口/VLAN Damping 等保护机制； 

支持 PW redundancy、E-Trunk、E-APS、E-STP； 

提供软件热补丁技术，实现软件平滑升级； 

采用无源背板设计； 

路由处理模块、交换网、电源等关键部件冗余备份，整机没有单点

故障； 

支持基于状态的热备份切换，支持平滑重启（GR）、支持不中断转

发（NSF），支持不中断路由（NSR），支持 ISSU； 

支持秒级峰值监控； 

所有组件可热拔插； 

5.支持 NetConf 协议 

支持 Yang 建模（RFC 6020） 

支持 Openflow、Vxlan 

支持虚拟接入（纵向虚拟化） 

支持 SegmentRouting 

支持 EVPN 

支持 EVC. 

2 
汇聚交换机（包含

光模块） 

1.交换容量≥5.12Tbps，包转发率≥2880Mpps，业务槽≥6，板块

端口需求：10GE 板及 GE 板； 

2.同时支持 IPV4/IPV6； 

3.802.1x 认证，Portal 认证 

支持 NAC 

支持 RADIUS 和 HWTACACS 用户登录认证 

命令行分级保护，未授权用户无法侵入 

支持防范 DoS 攻击、TCP 的 SYN Flood 攻击、UDP Flood 攻击、广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播风暴攻击、大流量攻击 

支持 ICMP 实现 ping 和 traceroute 功能 

支持 RMON 

3 
48口千兆接入交换

机（包含光模块） 

48 口 10/100/1000M 自适应端口，4 个 SFP 光口；支持 ARP 表项≥

2K；支持以太网电口堆叠，用网线连接实现堆叠功能；支持能效以

太网 EEE，节能环保；支持能效以太网 EEE，节能环保 

4 
下一代防火墙（包

含光模块） 

含交流单电源，1*RJ45 串口，1*RJ45 管理口，2*USB 接口，6*GE

电口（Bypass）,1 个接口扩展槽位；网络层吞吐量 4Gbps，应用层

吞吐量 1.2Gbps，最大并发会话数 200 万，每秒新建会话数 6 万。

提供 IPS，防病毒功能模块。支持内网资产识别功能，可识别内网

主机的操作系统、杀毒软件、浏览器等信息；可提供 7x24 小时云

安全运营服务，包括产品的入侵防护事件的记录和分析、设备状态

监控（如 CPU、内存）、安全日志分析和报表呈现，可通过互联网

接入云端，支持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的安全事件查看和管理；包含三

年产品保修服务、远程支持服务 

5 网闸（包含光模块） 
至少 2 个 10/100/1000Mbps 标准以太网接口(可支持扩展光口)，一

个 RS232，消息二次通讯接口，吞吐量：600Mbps，并发连接数：200000 

6 配套材料 
网线、跳线、光纤熔接、尾纤、光纤配线架、理线器、护套、连接

件、紧固件等 

19.2.10 管理专网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1 
汇聚交换机（包含

光模块） 

1.交换容量≥5.12Tbps，包转发率≥2880Mpps，业务槽≥6，

板块端口需求：10GE 板及 GE板； 

2.同时支持 IPV4/IPV6； 

3.802.1x认证，Portal认证 

支持 NAC 

支持 RADIUS和 HWTACACS用户登录认证 

命令行分级保护，未授权用户无法侵入 

支持防范 DoS攻击、TCP的 SYN Flood攻击、UDP Flood攻击、

广播风暴攻击、大流量攻击 

支持 ICMP实现 ping和 traceroute功能 

支持 RMON 

2 
48口千兆接入交换

机（包含光模块） 

48口 10/100/1000M自适应端口，4个 SFP光口；支持 ARP表

项≥2K；支持以太网电口堆叠，用网线连接实现堆叠功能；支

持能效以太网 EEE，节能环保；支持能效以太网 EEE，节能环

保 

3 网闸（包含光模块） 

至少 2个 10/100/1000Mbps 标准以太网接口(可支持扩展光

口)，一个 RS232，消息二次通讯接口，吞吐量：600Mbps，并

发连接数：200000 

4 配套材料 
网线、跳线、光纤熔接、尾纤、光纤配线架、理线器、护套、

连接件、紧固件等 

19.2.11 互联网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1 

48口万兆接入

交换机（包含光

模块） 

以太网交换机主机,支持 48个 SFP Plus端口,6 个 QSFP Plus或

2个 QSFP28端口，双电源；支持以太网电口堆叠，用网线连接实

现堆叠功能；支持能效以太网 EEE，节能环保；支持能效以太网

EEE，节能环保 

2 
下一代防火墙

（包含光模块） 

含交流单电源，1*RJ45串口，1*RJ45管理口，2*USB接口，6*GE

电口（Bypass）,1个接口扩展槽位；网络层吞吐量 4Gbps，应用

层吞吐量 1.2Gbps，最大并发会话数 200万，每秒新建会话数 6

万。提供 IPS，防病毒功能模块。支持内网资产识别功能，可识

别内网主机的操作系统、杀毒软件、浏览器等信息；可提供 7x24

小时云安全运营服务，包括产品的入侵防护事件的记录和分析、

设备状态监控（如 CPU、内存）、安全日志分析和报表呈现，可

通过互联网接入云端，支持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的安全事件查看和

管理；包含三年产品保修服务、远程支持服务 

8 配套材料 
网线、跳线、光纤熔接、尾纤、光纤配线架、理线器、护套、连

接件、紧固件等 

19.2.12 WIFI 统一认证平台及覆盖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1 
WiFi统一认证

平台 

包含：核心交换机、认证 NAS设备、认证软件、

出口网关/流控、行为审计系统、满足日志审计、

流量报表、ACE流量记录要求 

套 1 

2 室外大功率 AP 

支持 802.11a/n/ac和 802.11b/g/n；工作频段：

2.4G，5G 支撑 POE供电；胖瘦模式灵活切换；LAN

口(设备连接口)：千兆网口,WAN口(设备连接口)：

百兆网口；单台设备至少服务 50个用户 

台 100 

3 室内高密度 AP 

支持 802.11a/n/ac和 802.11b/g/n工作模式；工

作频段：2.4G，5G；POE/DC 供电；胖瘦模式灵活

切换；LAN口(设备连接口)：千兆网口,WAN口(设

备连接口)：百兆网口；单台设备至少服务 100个

用户 

台 100 

4 室内面板 AP 

支持 802.11a/n/ac和 802.11b/g/n工作模式；工

作频段：2.4G，5G；POE/DC 供电；胖瘦模式灵活

切换； 

台 50 

 

二十、人员管理要求 

20.1 人员构成 

为完成竞赛信息化建设，投标人需设置完善的项目管理人员架构。其中，总集成管理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组别：总体管理组、项目管理组、商务财务组、竞赛场馆管理组、非竞赛场

馆管理组。运行管理阶段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组别：运行管理组、技术管理组、综合保障组、

非竞赛场馆运行团队、竞赛场馆运行团队。 

各组别需根据各自业务需求建设完善的人员结构，包括但不限于：项目经理、项目副经



 

  

理、商务组长、场馆技术经理、场馆成绩主管、竞赛视频主管、设备设施主管。 

根据以上组别和人员架构的要求，投标人需投入具有相关专业技术经验的不少于 400

人规模团队来支持竞赛信息化的建设。其中，各建设阶段管理组和运行阶段管理组不少于 1

名组长，场馆团队须配备场馆技术经理不少于 17 名，场馆成绩主管不少于 17 名，竞赛视

频主管不少于 17 名，电视字幕主管不少于 17 名，评论员系统主管不少于 10 名，设备设施

主管不少于 34 名，基础网络主管不少于 34 名。 

20.2 人员要求 

序号 工作岗位 岗位职责 

1 管理组组长 全面负责该组别所有事宜 

2 项目经理 全面负责此系统集成项目的全权事宜 

3 场馆技术经理 场馆内信息技术系统的运营 

4 场馆成绩主管 场馆内成绩系统总负责 

5 竞赛视频主管 场馆内竞赛视频总负责 

6 电视字幕主管 场馆内电视字幕系统总负责 

7 评论员系统主管 场馆内评论员系统总负责 

8 设备设施主管 场馆内设备设施总负责 

9 基础网络主管 场馆内竞赛专网、互联网、WIFI、固定电话总负责 

20.3 到岗时间 

前期准备和建设期为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5 月；赛时运行保障阶段为 2020 年 5 月

至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1 至 5 月为建设期，各系统的项目实施管理人员需在该时段到位。 

2020 年 5 月至 10 月为集成测试和测试赛，场馆技术支持人员按照全部岗位编制的 1/3

计算到位。 

2020 年 9 月，联试联调，场馆人员一半人员到位。 

2020 年 11 月，全部场馆技术人员到位，进行全员培训、联试联调、赛事准备等工作。 

2020 年 11 月为赛时保障阶段，此时为整个人员使用的高峰，各非竞赛场馆和竞赛场馆

人员需全员到位。其中信息技术指挥中心(ITCC)在赛时保障期提供 7×24 小时的服务，每天

安排两班人员进行倒班。 

2020 年 12 月为赛事收尾阶段，完成赛事信息化服务的后续保障，完成赛事收尾及咨

询知识转移，完成总结报告等收尾工作。 

二十一、实施管理要求 

1、投标人必须对实施完成的系统提供日常维护服务，并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服务至运

动会结束。 

2、投标人须对建设的系统提供运行支持服务，根据合同承诺的内容对系统进行必要的

修改、改进，并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服务至运动会结束。 



 

  

3、接到采购人提出的修改建议之后，投标人需在 1 天内向采购人提供系统修改评估意

见。 

4、中标人应为采购人提供 7×24 小时的技术咨询和维修服务。 

5、中标人建设的系统应具备备份方案，保证在运动会比赛期间，如果系统发生故障，

能够不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 

6、运行维护期内，中标人负责对其提供的系统进行维护，不得单列模块维护加以收费。 

7、投标人应本着认真负责态度，组织技术队伍，做好书面提出维护、服务以及今后技

术支持的措施计划和承诺。 

8、在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在不改变

合同其他条款的前提下，可以与供应商协商签订补充合同，但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不得

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百分之十。 

9、本项目中所选用主要设备原则上要求具有大型体育赛事信息系统相关应用案例。 

10、投标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整体转包给第三人,涉及到子项目分包的承建商必

须具有相应的竞赛服务经验。 

二十二、工期要求 

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 2021 年 1 月结束 

运动会信息系统工程是后墙不倒的关门性工程，前边的工程没有实现，势必要影响后端

的工程项目，因此，在工程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重要的工程节点和里程碑是不可以突破的，突

破以后就会影响整个工程进度，因此现就运动会信息系统工程的重要节点和里程碑分述如下： 

1、2020 年 1 月-5 月                 项目建设； 

2、2020 年 5-7 月         集成测试及系统验收； 

3、2020 年 5-10 月                提供测试赛运行服务； 

4、2020 年 9-11 月                    联合演练； 

5、2020 年 11 月                 全面提供赛事服务。 

6、2020 年 12 月-2021 年 1 月         提供赛事收尾服务 

以上工期会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优化修正。 

投标人应按照上述总体工期要求制定详细的系统建设计划。 

二十三、付款方式 

本包分阶段支付项目款。 

第一阶段，合同签署生效。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

额 30%。 

第二阶段，完成深化方案。 

（1） 中标人完成项目的深化方案工作，协助采购人获得项目开工令。 

（2） 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 20%。 

第三阶段，完成联合演练。 



 

  

（1） 中标人完成项目初验工作及等保测评工作，协助采购人获得项目初验报告

及等保测评报告。 

（2） 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 20%。 

第四阶段，比赛结束后，完成项目终验 

（1） 完成项目终验工作，协助采购人获得项目终验报告及三亚市科技工业

信息化局验收意见相关材料。 

（2） 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 30%。

（初验及终验方式详见验收要求） 

 

二十四、验收要求 

验收工作由采购人负责按合同进行验收。 

21.1 项目初验 

在集成测试阶段结束之后 15 个工作日内，经监理单位审核通过后，采购人组织初验。 

在项目初验过程中，各应用系统需提交完成的项目开发、测试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详

细设计方案、测试计划、测试方案、测试报告等。 

21.2 项目终验 

在整个项目结束之后 30 个工作日，由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根据《三亚市电子政务

工程建设管理办法》（三府〔2016〕218号）组织项目终验。 

在项目终验过程中，中标人需提交完整的项目过程文档，经监理单位审核后方可进行终

验。 

在实际验收过程中如发现质量问题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返工重做；合同中与验收

有关的其他条款以合同实际履行后的验收为准。采购人具备现场条件，中标人应积极做好安

装和验收工作。 

项目验收通过后，采购人和中标人凭借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出具的验收证明相关材

料（通常为验收意见）办理支付项目尾款。项目验收不通过的，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以

书面形式告知采购人，采购人根据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局的书面意见对中标人提出整改要

求，中标人限期整改，整改后由采购人进行内部验收，验收通过后向三亚市科技工业信息化

局重新申请验收。 

21.3 其他情况 

中标人未能按时按要求提供设备、系统，导致亚沙会无法正常进行，采购人有权追回已

支付的各项费用，并不再予以验收。 

二十五、培训要求 

投标人应提供完整的培训方案；竞赛信息化建设的各分系统紧密联系，在培训时需从全

局角度出发对培训进行计划。 



 

  

25.1 培训目标 

在系统实施过程中，必须加强对员工的培训工作，包括岗位培训、基础知识培训、竞赛

业务培训、技术与操作技能培训等。培训人员数量按实际需求量的 110 %，关键岗位人员、

专业操作人员、技术支持与系统维护人员等应设立人才预备库，避免人员流失风险，提供应

急突发事件处理能力。 

基础知识和岗位培训将遵循组委会和项目管理安排进行培训，竞赛业务和操作技能培训

部分由承包商提供培训资料和培训师。首批参加培训的员工，将担任各场馆主管等关键岗位，

并负责场馆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 

25.2 培训对象 

针对竞赛信息化建设操作运行人员进行的专业培训，其目的在于使有关人员能够熟悉亚

沙会的基本知识和相关业务流程，并通过培训，熟悉设备的安装调试和维护及操作要求和方

法，以保障系统安全可靠、高效的运行质量。保障使用对象熟悉基本流程、服务规范，熟练

操作各信息系统的各项功能，保证服务质量。掌握各种设备的故障的诊断、定位和排除技能。

主要培训对象包括：成绩管理团队、成绩工作人员、软件开发人员、技术支持人员、专职裁

判操作人员和志愿者辅助人员等。 

25.3 培训内容与课程要求 

投标人应对项目培训范围提供相应的培训，投标人需详细列明相应的培训课程内容和时

间安排。 

25.4 培训费用 

所有培训费用（含培训教材费）及各项支出可包含在各子系统报价中，无需单列。 

二十六、现场演示要求 

投标人须在评标现场进行演示讲解，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评审现场不具备网络环境，

仅提供电源和投影设备（VGA 接口）。投标人须自行准备演示所须电脑、PPT、软件系统

demo 和必要的设备等。具体演示讲解内容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已完成的全国性或国际级（多国参与）综合性运动会竞赛信息化成功案例的演示。 

2、本项目的特点难点分析及方案总体介绍； 

3、从沙铁两项、水上运动、沙滩田径、摩托艇、龙舟、3×3 篮球、攀岩、沙滩手球、

沙滩足球、沙滩排球、木球、武道、沙滩卡巴迪、冲浪、帆船、台科球、动力滑翔伞等项目

中，任选一个项目进行演示。 

二十七、知识产权和保密要求 

1、中标后，中标人须与采购人就数据信息安全签署保密协议。 

2、投标人须提供该项目开发全部源代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第三方产品除外），



 

  

最终知识产权归采购人所有。 

3、投标人必须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相应货物、资料、技术、服务

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享有不受限制的无偿使用权，如有第三方向采购人提出侵犯其专利权、

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主张，该责任应由投标人承担。  

4、投标报价应包含所有应向所有权人支付的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一切相

关费用。  

5、系统软件、通用软件必须是具有在中国境内的合法使用权或版权的正版软件，涉及

到第三方提出侵权或知识产权的起诉及支付版税等费用由投标人承担所有责任及费用。 

二十八、其他要求 

合同签订前，中标人需以银行保函的形式提供给采购人中标金额 10%的履约保证金。 

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

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B 包需求书） 

1  项目名称 

2020 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信息技术系统服务项目网络

安全 

2  招标要求 
2.1 投标人所采用的服务工具若非投标人生产，则需提供原厂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

授权函及售后服务承诺函。 

2.2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3 投标人不能作为其它投标人的分包人同时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

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投标。 

2.4 服务期：13 个月（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 

2.5 投标报价：为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项目投标报价不得低于项目预算 60%，低于

60%且无法作出合理书面说明，视为无效报价。 

3  项目背景 
中央网信办明确指出网络安全是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网络安全与信息化技术

的发展同等重要、相辅相成，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一体两翼，驱动之双轮，必须统一谋划，

统一部署，统一推进，统一实施。 

第六届亚沙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28 日-12 月 6 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亚洲沙滩运

动会创办于 2008 年，是亚洲规模最大的沙滩综合性运动会，与亚运会、亚冬会、亚洲室内

运动会、亚洲青年运动会并称为为亚洲五大综合性体育赛事。 

为了保障亚沙会的顺利举办，需要网络安全保驾护航，网络安全管理需要在亚沙会信息

化建设中发挥好保障功能。因此，需要对亚沙会网络及信息系统所面临的所有安全问题进行

考虑，从网络安全技术、安全管理及安全服务等方面进行体系化建设，确保在亚沙会期间所

有信息系统能够安全、稳定运行。 

4  服务保障范围 
 本次保障范围包括五个比赛片区和云计算中心（含赛事应用系统）、主运行中心等非

竞赛场馆。具体保障范围如下： 

序号 保障地点 场馆 

（一）非竞赛场馆 

1 云计算中心（一主一备） 云计算中心（含赛事应用系统） 



 

  

2 主运行中心 主运行中心 

3 信息技术控制中心 信息技术控制中心 

4 运动员村 运动员村 

5 总部酒店 总部酒店 

6 新闻媒体中心/IBC 新闻媒体中心/IBC 

7 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 

（二）竞赛场馆 

1 天涯海角 

摩托艇 

攀岩 

沙滩手球 

沙滩排球 

2 三亚湾 

沙滩田径 

沙滩木球 

游泳 

铁人 两项 

3 三亚河 龙舟 

4 大东海 

3x3 篮球 

沙滩足球 

台克球 

沙滩摔跤 

沙滩卡巴迪 

5 海棠湾 

帆船 

冲浪 

动力滑翔伞 

根据表格统计，总共 17 个竞赛场馆，7 个非竞赛场馆。以上运动项目场地以组委会实

际安排为准。 

  



 

  

5  安全服务保障内容 

5.1 总体要求 

（1） 投标人须对亚沙会信息系统的网络和信息安全总负责、总兜底，对亚沙会筹备和举

办期间发生的网络安全需求、事件进行保障和处置； 

（2） 投标人必须成立合理的组织机构，组建项目服务团队为本项目提供服务。赛前一星

期投标人需提供至少 50 人的安全服务团队开展值守及应急保障服务，其中资深安全专家不

少于 4 人，高级安全运维管理人员不少于 6 人，高级项目经理不少于 1 人； 

（3） 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要求，对亚沙会实

际安全需求设计完善的亚沙会网络和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并督促落实；  

（4） 当出现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情况发生时，安全服务商须提供应急响应和现场处置服务，

并对事件后续进行跟踪保障，须在投标方案中明确应急响应方案和响应时间等； 

（5） 投标人须承诺项目组核心成员（包括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等）承担本项目相应工

作直至项目结束。未征得采购人同意，投标人不得进行更替项目组核心成员； 

（6） 投标人应对亚沙会信息系统建设、使用各个阶段对网络安全需求进行分析，针对不

同阶段对网络安全服务人力资源及组织架构方面的不同要求，制定相应的服务方案和人力资

源保障计划； 

（7） 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保密教育，与其签订安全保密责任书，规定应当履行的安

全保密义务和承担的法律责任，并负责检查落实。 

（8）本项目涉及到的硬件设备均采取租用的方式，采购人对相应设备仅有使用权，无所有

权，同时中标供应商应对采购人租用的硬件设备提供相应的运维服务，保障设备稳定运行。

赛事结束后，由中标供应商按采购人要求及时拆除。 

 

5.2 安全服务保障咨询服务 

安全服务保障咨询服务包括以下：网络安全服务保障设计咨询服务、云安全防护体系咨

询服务、安全规划咨询服务、日常安全咨询服务。 

5.2.1 网络安全服务保障设计咨询服务 

根据亚沙会信息系统建设特点及亚沙会部署开展方式，结合网络安全服务保障要求及组

织架构，为亚沙会执委会设计网络安保体系，并提供网络安全服务保障咨询服务。 

5.2.2 云安全防护体系咨询服务 

依据云安全相关标准要求和行业最佳实践，根据信息系统部署现状，制定基于云环境的

安全体系框架，制定技术与管理的各项安全策略，同时依照拟定的策略，制定针对性防护体

系，实现体系建设逐步落地。 

5.2.3 安全规划咨询服务 

根据国际、国内标准和行业监管规范，建立全面、有效、合规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并

提供亚沙会信息系统的网络和信息安全的安全规划咨询服务，主要内容包括： 

1、信息系统安全风险评估服务 

2、信息安全保障体系设计规划咨询服务 



 

  

3、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咨询服务 

4、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合规设计与建设咨询服务 

5.3 安全技术服务 

安全技术服务包括以下：资产核查服务、安全监测服务、漏洞扫描服务、上线安全评估

服务、渗透测试服务、移动 APP 安全测试服务、红蓝对抗服务、源代码安全审计服务、日

志分析服务、后门检查服务、安全培训服务。 

5.3.1 资产核查服务 

根据行业安全规范和标准，依据合规性要求，对亚沙会云计算中心、网络系统涉及的软

硬件资产进行安全配置核查。其中包括计算、存储、网络、安全设备，操作系统、数据库、

中间件、虚拟化等系统的安全配置基线进行检查。 

5.3.2 安全监测服务 

面向亚沙会互联网信息系统，提供互联网应用安全监测服务，支持安全事件触发及时告

警功能，根据需要对安全事件进行溯源、追踪和取证，分析整体安全态势，并提供 7*24 小

时专家团队在线监测服务，当监测到安全问题时在第一时间解决。 

5.3.3 漏洞扫描服务 

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漏洞扫描工具对亚沙会信息系统的进行全面扫描与分析，发现

的安全漏洞问题，提出准确有效的扫描报告并解决。 

5.3.4 上线安全评估服务 

对亚沙会信息系统进行上线前安全评估工作，制订相应的评估方案，督促相关系统服务

商进行整改。 

5.3.5 渗透测试服务 

渗透性测试是对亚沙会信息系统进行非破坏性质的测试，验证相关信息系统所存在的安

全威胁和风险，产生详细报告并督促服务商进行整改。渗透测试开展须使用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工具。 

5.3.6 移动 APP 安全测试服务 

移动 APP 安全测试服务对 APP 进行安全分析，全面发现移动 APP 程序可能存在的安全

缺陷，并提供安全测试报告并督促服务商进行整改。 

5.3.7 红蓝对抗服务 

在亚沙会开幕前，组织 2 次红蓝对抗演练。红蓝对抗演练模拟真实攻防双方，发现安全

防护短板，检验安全防御体系的检测和响应能力。通过组建多元化攻防演练团队，针对网络

安全核查中风险较高的关键行业单位，协同安全监管部门进行安全攻防演练。通过开展模拟

实战场景下针对各类典型安全事件的攻防演练，查找已经编制的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进

而完善，提高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5.3.8 源代码安全审计服务 

源代码安全审计工作是针对亚沙会信息系统的源代码，从安全性方面，对代码安全规范

性、脆弱性和安全缺陷进行审计，提供详细报告并督促服务商进行整改。 

5.3.9 日志分析服务 

日志分析服务是针对日常 IT 运维、网络安全事件、IT 故障等场景，提供分析日志记录

来获取相关有价值信息的一种服务措施，其更好的为发现日常安全威胁、快速排查故障、为

解决处理安全事件提供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 

5.3.10 后门检查服务 

对亚沙会信息系统进行全面的后门检测，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后门风险，并督促服务商

进行整改。 

5.3.11 安全培训服务 

在亚沙会筹备阶段，建立系统的安全培训体系制度，根据不同的岗位职责安排有针对性

的培训。 

5.4 值守及应急保障服务 

值守及应急保障服务包括以下：重保值守保障服务、应急预案编写及演练服务、专家应

急服务。 

5.4.1 重保值守保障服务 

为更好掌握和应对可能发生的安全事件或故障，事前制定完整的值守保障方案，并组织

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确保参与值守保障人员完全掌握值守保障技术及要求。 

服务期内重保支撑服务，主要包括： 

赛前服务：赛前熟悉安全防护服务范围内的系统、平台等目标系统，熟悉应急处置和指

挥系统功能，协助建立安全支撑响应规范和流程。并通过管理及技术检查手段，发现安全风

险，协助完成整改工作，建立健全现有防御体系。 

赛时值守：赛时保障期间，按要求在云计算中心、场馆等多地派遣经验丰富的安全人员，

提供 7*24小时现场安全保障和安全值守，按需完成每日保障支持、安全监控以及损失评估、

外部攻击源追溯，内部脆弱性分析等应急处置任务。 

5.4.2 应急预案编写及演练服务 

根据亚沙会网络及应用系统特点，组织编写网络安全应急预案，预案内容应包括常见网

络安全攻击场景，并根据亚沙会等竞技类赛事特点编写针对性处置及应急预案。 

针对主要网络攻击场景包括但不限于拒绝服务攻击、网站漏洞攻击、木马病毒攻击、邮

件钓鱼攻击、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网络诈骗、网络瘫痪等，与外包服务商、外联机构协同

演练，或与公安、电信部门及其他国家信息安全、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开展联防演练，提升攻

击应对水平和应急协调能力。 

5.4.3 专家应急服务 

提供专家应急服务，亚沙会开幕式前或重要节点前组织现场及远程专家应急组，为亚沙



 

  

会提供特殊攻击事件的专家应急服务、专家分析及重难点网络安全技术攻关等服务内容，并

以远程及现场两种方式提供。 

5.5 安全平台及设备保障服务 

投标人在本次亚沙会期间提供的安全服务工具，在服务项目期间，所有设备的维护、管

理由投标人负责，服务项目结束后，安全服务工具归还投标人。 

5.5.1 网络安全服务保障调度指挥平台 

通过建设网络安全服务保障调度指挥平台，采集亚沙会组委会云计算中心、竞赛专网、

互联网、无线网、官方网站，五大比赛片区及非竞技场馆的全部资产的日志信息及流量信息，

并对监测数据进行综合解析和处理，追踪和挖掘安全告警日志，对亚沙会信息系统的整体安

全态势进行研判和展示。发现问题后，按照应急预案实现统一的指挥调度，最大化保障亚沙

会信息系统的应急处置速度和能力。 

指标项 技术要求 

网络安全威胁感知 

▲从围绕网络安全生命周期支持多种维度呈现全局态势，包括总

体态势、资产普查、安全隐患、网络攻击、安全事件、通报预警

等（须提供截图并加盖原厂商章，并提供现场演示）。 

总体态势 

支持网络安全总体态势分析，包括当前监管对象统计、实时监测

隐患数统计、通报预警统计、风险趋势、高危系统排名、高危地

区排名、监测对象分布统计、事件与隐患统计、通报预警统计等

内容。 

▲支持地图化显示，地图需支持全屏化展示，显示街道地图，便

于重点时期对于网络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进行指挥调度。且具备地

域列表按钮，点击对应的地域，地图需支持跳转到对应地域的地

图（须提供截图并加盖原厂商章，并提供现场演示）。 

需体现区域内资产指纹底数，指纹概况需包含 IP段数、存活 IP、

开放端口种类、开放协议种类、数据库、操作系统等信息。 

开放接口支持第三方威胁数据接入，并且对各数据源及数据类型

进行统计。 

各数据源统计，对常见漏洞分类进行统计，同时可以统计数据来

源 

检测分析 

支持网络攻击分析，内容需包含网络攻击分类及统计、监控总览

及分类、最新攻击消息、攻击趋势、受攻击行业分布、攻击类型

分布、攻击区域/受攻击区域排名、攻击 IP/受攻击 IP排名、攻

击源流量等。 

支持安全隐患分析，内容需包括隐患统计及分类、专项隐患统计、

第三方威胁情报接入展示、最新隐患、隐患趋势、隐患区域位置

统计、行业隐患分布、高危系统排名等。 

支持高级威胁攻击、僵木蠕病毒攻击、DDOS攻击，并且都支持每

一项单独分屏展示。 

支持总览数据，包括紧急事件数、扫描文件数、恶意文件数，并



 

  

展示其中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的数量。 

支持对区域内最新攻击有弹窗提醒，并可单击查看具体地理位置

及攻击详情。 

支持按时间、监管对象、行业展示攻击源区域分布、最新攻击消

息、攻击趋势、攻击类型分布、主机威胁等信息，并支持查看详

情。 

支持对安全事件查看截图取证详情。 

通报预警 

支持通报预警分析，内容需包含区域通报处置总体概览、通报统

计、反馈情况统计、通报效率统计、通报预警趋势、隐患通报概

览、处置通报概览、区域处置统计、行业类型统计、处置效率统

计等。 

平台通报包括 WEB管理系统和移动应用（APP），应用包括 IOS手

机版本和安卓手机版本。 

▲APP用户身份绑定，用户首次登录成功后，平台能够自动将用

户账号和登录设备进行绑定，防止非法用户从其他终端恶意登

录；如果用户更换登录终端，可以申请绑定信息重置（须提供产

品截图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通报处置总体概览信息需包含提醒数、限期整改数、事件通报数、

通知数、通报预警 APP监管单位及被监管单位安装率、被监管单

位通报签收率等信息。 

支持对安全事件进行管理，并可通过区域、发现时间、事件等级、

事件类型、发现厂商、通报状态、关键字等进行高级查询 

通信加密 

▲平台通信渠道使用国产商密算法进行加密，保障数据安全，提

供 500个加密用户授权（须提供相关资质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原厂

商章）； 

要求端到端全程加密，保障用户数据安全； 

对于取消权限的人员，无法查看原组织内的加密的信息，包括与

组织内成员之间点对点发送的信息，提供无权限人员无法查看原

有加密信息。 

监管对象管理 

直观展示亚沙会所辖范围内网络资产的整体统计状况，统计的维

度包括单位总数、系统网站总数、服务器数、IDC数以及数量分

布等； 

支持对单位信息的维护与管理，提供对单位信息的增删改查； 

支持从单位查询到相关系统与服务器等信息； 

支持对单位的网站与系统进行管理，包括网站与系统的增删改

查、导入导出、系统报告、网站档案等； 

基于服务器管理数据可快速定位受影响的系统、服务器等受影响

资产范围； 

支持对技术支撑单位信息管理，并进行增删改查或导入导出。 

列表展示安全检查任务，包括单位名称、区域、系统数、状态等

信息；支持按时间、区域、状态或关键字进行查询； 

指挥调度 
活动管理： 

支持针对重大活动建立安保任务，可查看活动基本信息，包括活



 

  

动时间、地点、负责人、联系方式、详情描述等。 

人员管理： 

支持建立活动的人员管理库，应用在不同活动中使用。活动人员

管理库应包含技术支撑单位管理、安全专家管理、民警管理等。

各人员管理均支持增删改查。 

应急预案库： 

支持建立应急预案库，应包括四种等级、四种类型的应急预案；

支持预案分类，包括综合应急预案、现场应急预案、单项应急预

案、专项应急预案；预案文档上传。 

▲报平安： 

支持下级单位、驻点单位每天在活动期间上报平安状态，当辖区

内发生事件时，也支持下级单位、驻点单位上报事件。支持按照

时间日期查看每天报平安状态（须提供产品截图证明并加盖原厂

商章）。 

驻点管理： 

通过地图打点方式直观显示各驻点基本信息； 

对各个驻点进行统计分类管理，支持查看驻点信息详情，包括基

本信息、安保小组、驻点安全事件、信息上报情况、指令接收信

息、上传材料情况等（须提供产品截图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指令下发： 

支持以短信、邮件等方式选择相应的安保小组下发指令；支持查

阅指令的详情、图文或附件，支持下载附件。指令附带需执行预

案的，支持下载预案。 

安全监测管理： 

支持对活动期间的重保单位数量、系统数量进行统计和保护，并

对在活动期间发现的事件、隐患进行处置；可查看事件基础信息

和处置结论；支持对在活动期间发现的事件、隐患进行上屏或下

屏操作；支持上传处置结果（包括处置结论、处置说明、截图及

报告）；支持处置进度跟踪，如不通过、误报、办结等结果查看。 

▲安保分组： 

支持对安保人员进行管理和分组。小组信息包括分组名称、组长

姓名、组长身份证号、组长电话、相关组员（须提供产品截图证

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指挥中心： 

用于维护本次安保的活动指挥部，并安排值班工作，支持设定一

个总指挥与多个副总指挥。指挥者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

龄、职位、简介、照片、安保分管工作。副总指挥可以通过添加

进行补充。支持配置每天的值班人员，人员应包括组委会值班人

员和安保服务技术专家。 

可视化大屏： 

支可视化展示该次活动的关键信息，包括活动的保护单位数、系

统数、民警数、技术人员数、小组数等；监控的事件、隐患等信

息；驻点管理数量信息；目标监测信息；安保组信息；每日的值



 

  

班人员、各区域的报平安的统计等信息；各信息均支持点击下钻

查看详情（须提供产品截图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支持通过 2D、街景等动态地图直观显示各重保单位、重要系统数

或各驻点详情。 

 

5.5.1.1 日志采集探针 

技术指标 技术要求 

工作模式 独立完成审计日志采集，不依赖于设备或系统自身的日志系统； 

审计工作不影响被审计对象的性能、稳定性或日常管理流程； 

审计结果存储于独立存储空间； 

自身用户管理与设备或主机的管理、使用、权限无关联； 

提供全中文 WEB管理界面，无需安装任意客户端软件或插件 

硬件规格 ≥4个电口，1个 console口 

内存≥64GB，磁盘≥4T*4，raid 5 

双电源 

处理性能 支持采集审计 500个日志源； 

日志收集 支持 Syslog、SNMP Trap、OPSec、FTP协议日志收集 

支持使用代理(Agent)方式提取日志并收集； 

支持目前主流的网络安全设备、交换设备、路由设备、操作系统、应用系统等； 

支持常见的虚拟机环境日志收集，包括 Xen、VMWare、Hyper-V 等（须提供产

品截图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日志分析 可以以日志等级进行过滤； 

应该可以通过自定义配置将用户不关心的日志过滤掉； 

支持对收集到的重复的日志进行自动的聚合归并，减少日志量； 

支持基于内存的实时关联分析，跨设备的多事件关联分析； 

支持自定义条件的事件进行聚合； 

进行关联分析的规则可定制； 

▲支持三维关联分析，包括支持通过资产、安全知识库、弱点库三个维度分析

事件是否存在威胁，并形成关联事件（提供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告证明并

加盖原厂商章）。 

资产管理 ▲资产拓扑支持按照实际的用户环境进行编辑发布并可以和资产进行绑定。拓

扑可以显示资产采集的事件数量被采集资产的状态等信息（提供国家权威检测

机构检测报告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脆弱性管

理 

支持从主流厂家扫描工具导入资产弱点漏洞信息； 

内置 CVE 漏洞数据知识库； 

内置符合 OWASP的 Web漏洞数据知识库。 

告警功能 可预设置安全告警策略； 

支持数据阀值设置，超过阀值将产生告警； 

可以通过邮件、短信和屏幕显示进行告警； 

支持自动防止报警信息在短时间内大量发送(告警抑制)； 

具备报警合并和在一个时间段内抑制报警次数的能力。 

用户管理 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和要求进行职、权分离，对系统本身进行分角色定义，如

管理员只负责完成设备的初始配置，规则配置员只负责审计规则的建立，审计



 

  

员只负责查看相关的审计结果及告警内容；日志员只负责完成对系统本身的用

户操作日志管理。系统自带自身管理日志。 

产品资质 产品获得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销售许可证》（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原厂商章） 

产品获得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颁发的《IT 产品信息安全认证证书》（需提供

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原厂商章） 

5.5.1.2 全流量分析探针 

5.5.1.2.1 云计算中心流量探针 

指标项 指标要求 

硬件参数 

硬件外形： 2U标准机架式设备  

电源：1+1冗余电源 

接口：管理口：千兆网口*2，业务口：万兆光口*4 

吞吐量≥10Gbps 

部署方式 

旁路镜像模式部署，不影响服务器处理性能和网络架构； 

▲支持旁路部署和分布式部署，对探测器可以添加、删除，显示探测器版本、状

态和IP，管理中心可实现告警统一管理；可自定义管理中心和探测器之间的数据

传输速率、时间、发送目录等参数（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原厂商章）。 

协议解析 

▲支持对HTTP、FTP、SMTP、POP3、SMB、IMAP、DNS、Mysql、MSSQL、

DB2、Oracle、HTTPS、SMTPS、POP3S、IMAPS等协议解析，加密协议解析支持

导入服务器私钥证书，并提供审计协议类型的端口号配置，可根据需要变更端口

号；支持LDAP登录行为识别；支持VXLAN镜像流量解析检测。（提供产品功能

截图并加盖原厂商章）。 

全流量审

计 

对2-7层的原始流量深度解析，包括全流量审计、风险日志、会话应用识别、会话

应用流量统计、传输层流量统计、应用层流量统计等 

告警黑白

名单过滤 

支持对文件白名单、发件人邮箱白名单、发件人域名白名单、黑域名白名单、黑IP

白名单、域名白名单、客户端IP白名单、服务端IP白名单、WEB风险特征白名单

进行设置 

IP地理位

置自定义 

▲支持对IP地址地理位置信息自定义添加，在产生告警时，IP可正常显示所属地理

位置信息（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原厂商章） 

告警详细

展现 

可支持详细展现告警级别、时间、威胁名称、状态、客户端IP、客户端IP所在地理

位置、服务端IP、服务端IP所在地理位置、报文、操作等信息，包含请求URL、请

求类型、请求内容、请求头、Host、User-Agent、Accept、Accept-Language、

Accept-Encoding、Accept-Charset、Keep-Alive、Connection、Cookie、请求参数、

响应码、返回长度等信息 

WEB攻

击检测 

攻击检测：HTTP、HTTPS协议双向解析，对webshell植入行为、SQL注入、命令

注入、跨站脚本、代码注入、协议错误攻击检测，包含具体对应的URL、返回码、

返回数据包内容等，可显示攻击状态是否成功 

自定义WEB审计规则：支持根据来源IP、MAC、HTTP请求方法、URL、请求头、

请求参数、响应码等内容设置审计规则高、中、低等风险等级 

Mail攻击

检测 

Webmail攻击检测：支持基于webmail攻击类型检测，包括sql注入、跨站、命令注

入等攻击检测 

社工类攻击检测：对社工类攻击进行检测，检测内容包括：邮件头欺骗、邮件发



 

  

件人欺骗、邮件钓鱼欺骗、邮件恶意链接 

文件攻击

检测 

文件类型：支持doc, xls, ppt, swf, pdf, java, rar, zip, rar, exe, vbs, scr, html，js等多种

文件解析 

自定义文件类型：可添加或删除指定分离的文件类型，并可选择适用的协议类型

Shellcode检测：通过分析文件中的二进制代码，找到文件溢出攻击的代码，并能

找到APT攻击中的0day攻击 

文件动态

沙箱分析 

对存在问题的文件输出完整的二进制动态分析报告 

动态执行可疑文件，分析代码的注册表、进程、网络、文件等行为，分析其安全

风险 

对文件关键行为进行截图 

可展示文件中版本信息、段信息、资源信息、导入表、字符串信息、删除文件信

息等内容 

元数据外

送 

支持元数据按照服务器配置、发送配置、发送情况进行设置。KAFKA发送配置可

以按照发送状态、主题、服务器列表、服务器响应、服务器版本、是否需要压缩、

json格式设置。支持字段名称禁用和启用进行配置 

元数据日

志提取 

对网络流量元数据进行日志提取，并可通过多种方式外送到大数据平台型产品，

提取的日志包括常见应用层协议的审计日志、风险日志、会话应用识别信息、会

话应用流量统计信息、传输层流量统计信息、应用层流量统计信息等 

资质证书

（需提供

相关证明

材料并加

盖原厂商

章） 

产品具备软件著作权证书 

产品具备销售许可证（必须是APT安全检测类） 

产品具备ISCCC增强级认证 

 

5.5.1.2.2 场馆流量探针 

指标项 指标要求 

硬件参数 

硬件外形： 2U标准机架式设备  

电源：1+1冗余电源 

接口：管理口：千兆网口*2，业务口：千兆光口*4 

吞吐量≥1Gbps 

部署方式 旁路镜像模式部署，不影响服务器处理性能和网络架构； 

协议解析 

支持对HTTP、FTP、SMTP、POP3、SMB、IMAP、DNS、Mysql、MSSQL、DB2、

Oracle、HTTPS、SMTPS、POP3S、IMAPS等协议解析，并提供审计协议类型的端

口号配置，可根据需要变更端口号；支持LDAP登录行为识别；支持VXLAN镜像

流量解析检测 

全流量审

计 

对2-7层的原始流量深度解析，包括全流量审计、风险日志、会话应用识别、会话

应用流量统计、传输层流量统计、应用层流量统计等 

告警黑白

名单过滤 

支持对文件白名单、发件人邮箱白名单、发件人域名白名单、黑域名白名单、黑IP

白名单、域名白名单、客户端IP白名单、服务端IP白名单、WEB风险特征白名单

进行设置 

IP地理位

置自定义 

支持对IP地址地理位置信息自定义添加，在产生告警时，IP可正常显示所属地理位

置信息 



 

  

告警详细

展现 

可支持详细展现告警级别、时间、威胁名称、状态、客户端IP、客户端IP所在地理

位置、服务端IP、服务端IP所在地理位置、报文、操作等信息，包含请求URL、请

求类型、请求内容、请求头、Host、User-Agent、Accept、Accept-Language、

Accept-Encoding、Accept-Charset、Keep-Alive、Connection、Cookie、请求参数、

响应码、返回长度等信息 

WEB攻

击检测 

攻击检测：HTTP、HTTPS协议双向解析，对webshell植入行为、SQL注入、命令

注入、跨站脚本、代码注入、协议错误攻击检测，包含具体对应的URL、返回码、

返回数据包内容等，可显示攻击状态是否成功 

自定义WEB审计规则：支持根据来源IP、MAC、HTTP请求方法、URL、请求头、

请求参数、响应码等内容设置审计规则高、中、低等风险等级 

Mail攻击

检测 

Webmail攻击检测：支持基于webmail攻击类型检测，包括sql注入、跨站、命令注

入等攻击检测 

社工类攻击检测：对社工类攻击进行检测，检测内容包括：邮件头欺骗、邮件发

件人欺骗、邮件钓鱼欺骗、邮件恶意链接 

文件攻击

检测 

文件类型：支持doc, xls, ppt, swf, pdf, java, rar, zip, rar, exe, vbs, scr, html，js等多种

文件解析 

自定义文件类型：可添加或删除指定分离的文件类型，并可选择适用的协议类型 

Shellcode检测：通过分析文件中的二进制代码，找到文件溢出攻击的代码，并能

找到APT攻击中的0day攻击 

文件动态

沙箱分析 

对存在问题的文件输出完整的二进制动态分析报告 

动态执行可疑文件，分析代码的注册表、进程、网络、文件等行为，分析其安全

风险 

对文件关键行为进行截图 

可展示文件中版本信息、段信息、资源信息、导入表、字符串信息、删除文件信

息等内容 

元数据外

送 

支持元数据按照服务器配置、发送配置、发送情况进行设置。KAFKA发送配置可

以按照发送状态、主题、服务器列表、服务器响应、服务器版本、是否需要压缩、

json格式设置。支持字段名称禁用和启用进行配置 

元数据日

志提取 

对网络流量元数据进行日志提取，并可通过多种方式外送到大数据平台型产品，

提取的日志包括常见应用层协议的审计日志、风险日志、会话应用识别信息、会

话应用流量统计信息、传输层流量统计信息、应用层流量统计信息等 

资质证书

（需提供

相关证明

材料并加

盖原厂商

章） 

产品具备软件著作权证书 

产品具备销售许可证（必须是APT安全检测类） 

产品具备ISCCC增强级认证 

 

  



 

  

5.5.2 云计算中心安全产品 

5.5.2.1 云 WEB 应用防火墙 

指标项 指标要求 

部署方式 ▲支持虚拟化部署，提供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告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性能要求 

防护流量≥500Mbps 

HTTP最大并发数≥500000 

HTTP最大新建数≥40000 

防护功能

要求 

能够识别恶意请求含：跨站脚本(XSS)、注入式攻击（包括 SQL 注入、命令注入 、

Cookie 注入、代码注入、LDAP注入、SSI注入文件注入等）、跨站请求伪造等应

用攻击行为; 

WAF 能自动识别扫描器的扫描行为，并智能阻断如 Nikto、Paros proxy、

WebScarab、WebInspect、Whisker、libwhisker、Burpsuite、Wikto、Pangolin、

Watchfire AppScan 、N-Stealth、Acunetix Web Vulnerability Scanner  等

多种扫描器的扫描行为; 

系统应提供服务器异常告警功能，可以自学习服务器正常工作行为，并以此为基

线检测处服务器非法外联行为; 

攻击者锁

定 

支持智能识别攻击者，对网站连接发起攻击的 IP 地址进行自动锁定禁止访问被

攻击的网站 

移动安全

运维 

可通过移动端实现设备安全运维监控，APP具备以下功能： 

支持查看当前 WAF的告警数量包括最近 24小时内以及总的告警数量 

支持对攻击的服务器 IP以及客户端 IP进行统计 

产品资质 
产品获得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提供相关证明

并盖原厂商章） 

 

5.5.2.2 云堡垒机 

指标项 指标要求 

部署方式 非硬件，通过虚拟化或软件形式部署至云上 

可管理设

备数 
可管理设备数量≥500 个，运维用户无限制 

并发性能 
▲单台堡垒机字符类并发会话≥500、图形类并发会话≥100，提供国家权威检测

机构检测报告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身份认证

要求 

多种双因

子认证同

时使用 

基于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双因子认证模式，如用户 1 使用动态令

牌、用户 2 使用 USBkey、用户 3 使用手机 APP 动态口令认证 

多种认证

组合使用 

支持域认证与双因子认证结合使用，如同时使用 AD/LDAP 用户名

+AD/LDAP 密码+手机 APP 动态口令登录堡垒机、同时使用 AD/LDAP

用户名+AD/LDAP 密码+短信口令登录堡垒机 



 

  

设备管理

要求 

支持的协

议和应用 

支持常用的运维协议：SSH、TELNET、RDP、VNC、FTP、SFTP、rlogin；

可通过应用发布的方式进行协议扩展，如数据库 Oracle、MSSQL、

MySQL、VMware vSphere Client、浏览器等客户端工具 

主流数据

库运维管

理 

支持 DB2、oracle、mysql、sqlserver 主流数据库协议代理运维，

可直接调用本地 windows 系统的数据库客户端工具，支持自动登录、

无需应用发布前置机，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原厂商章 

运维方式

要求 

多种浏览

器登录 

Web 访问方式：至少支持使用 IE、谷歌、火狐三种浏览器打开堡垒

机的 Web 页面直接调用 mstsc、VNC、Xshell、SecureCRT、Putty、

winscp、flashFXP、FileZilla、SecureFX 等运维客户端工具 

Web 客户端方式：支持 ssh、telnet、rlogin、rdp、vnc 协议的 web

客户端运维，无需本地运维客户端工具 

数据库运

维 

支持通过堡垒机页面直接调用本地 Windows 系统里的 plsql、

sqlplus、toad、sqlwb、ssms、mysql.exe 等数据库客户端工具。 

客户端工

具登录 

客户端访问方式：支持使用本地的 mstsc/Xshell/SecureCRT/Putty

等客户端工具登录堡垒机访问图形或字符设备，视图界面一致性、

搜索能力 

SFTP/FTP

的客户端

登录 

支持使用本地的 winscp/flashFXP/SecureFX 等客户端工具登录堡

垒机访问 SFTP/FTP 设备 

▲审计日

志要求 

运维审计

日志 

支持对运维操作会话的在线监控、实时阻断、日志回放、起止时间、

来源用户、来源 IP、目标设备、协议/应用类型、命令记录、操作

内容（如对文件的上传、下载、删除、修改等操作等）的详细行为

日志。 

Zmodem 传

输审计 

支持保存 SSH 的 sz/rz 命令（zmodem）传输的原始文件，提供国家

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告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SFTP/FTP

传输审计 

支持保存 SFTP/FTP 传输的原始文件，提供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

告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RDP 粘贴

板审计 

支持保存 RDP 粘贴板（桌面之间复制-粘贴）传输的原始文件，提供

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告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RDP 磁盘

映射审计 

支持保存 RDP 磁盘映射传输的原始文件，提供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

测报告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安全策略

要求 

运维规则

策略 

支持通过基于时间、IP/IP 段、用户/用户组、设备/设备组、设备

账号、命令关键字、控制动作、黑白名单等组合访问控制策略，授

权用户可访问的目标设备。 

二次审批 
对重要设备启用登录审核功能，运维人员须向管理员申请登录，管

理员允许之后才可登录；否则无法登录 

命令审批 
支持对重要命令进行审核：运维人员执行命令后，须等到管理员审

批通过后才可执行成功 

系统管理

要求 

系统自审 

支持自身审计，包括但不限于：系统状态检测、登录日志、用户配

置日志、设备配置日志、授权配置日志、策略配置日志、运维访问

日志、系统配置日志等 

系统日志

报表 

支持系统日志报表统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登录日志统计、配置日

志统计、运维访问日志统计等，可以导出报表 

产品资质 产品获得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销售许可证》 



 

  

（需提供

相关证明

材料并加

盖原厂商

章） 

产品获得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颁发的《IT 产品信息安全认证证书》 

产品获得国家网络与信息系统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颁发的《信息技术产品

安全分级评估证书》（EAL3+） 

 

5.5.2.3 云日志审计系统 

指标项 指标要求 

部署方式 非硬件，通过虚拟化或软件形式部署至云上 

处理性能 支持采集审计 200 个日志源； 

日志收集 支持 Syslog、SNMP Trap、OPSec、FTP协议日志收集 

支持使用代理(Agent)方式提取日志并收集； 

支持目前主流的网络安全设备、交换设备、路由设备、操作系统、应用系统

等； 

▲支持在目标主机上安装 Agent程序，支持监测目标主机的 CPU利用率、内

存使用率、磁盘使用率、磁盘使用情况、流量等信息（提供国家权威检测机

构检测报告证明并加盖原厂商章）。 

日志分析 可以以日志等级进行过滤； 

应该可以通过自定义配置将用户不关心的日志过滤掉； 

支持对收集到的重复的日志进行自动的聚合归并，减少日志量； 

可对日志进行细粒度解析，解析后的日志根据具体日志包含但不限于：日期、

发生时间、接收时间、设备类型、日志类型、日志来源、威胁值、源地址、

目的地址、事件类型、时间范围、操作主体、操作对象、行为方式、技术动

作、技术效果、攻击类型、特征类型、协议、地理信息 

支持基于内存的实时关联分析，跨设备的多事件关联分析； 

支持自定义条件的事件进行聚合； 

进行关联分析的规则可定制； 

日志备份 支持日志备份、清理、归档、恢复、下载等操作，确保日志的可靠存储和系

统的稳定运行； 

▲支持手动或按周期自动备份系统配置，可随时对系统资产等配置进行还原

操作，且自动备份周期与备份包个数可配；支持系统配置备份自动备份至远

程服务器（需提供功能截图并盖原厂商章）。 

日志查询 支持 B/S 模式管理，支持 SSL加密模式访问； 

支持按日期、时间、设备类型、日志类型、日志来源、威胁值、源地址、目

的地址、事件类型、时间范围、操作对象、技术方式、技术动作、技术效果、

攻击类型、地理城市等参数进行过滤查询； 

支持用任意关键字对所有事件进行高性能全文检索 

支持可指定多个查询条件进行组合查询 



 

  

告警功能 可预设置安全告警策略； 

支持数据阀值设置，超过阀值将产生告警; 

可以通过邮件、短信和屏幕显示进行告警； 

支持自动防止报警信息在短时间内大量发送(告警抑制)； 

具备报警合并和在一个时间段内抑制报警次数的能力。 

产品资质 产品获得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销售许可证》（提供

相关证明并盖原厂商章） 

产品获得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颁发的《IT 产品信息安全认证证书》 （提

供相关证明并盖原厂商章） 

5.5.2.4 云数据库审计 

指标项 指标要求 

部署方式 

非硬件，通过虚拟化或软件形式部署至云上； 

▲支持在目标数据库安装 agent 代理解决云环境、虚拟化环境内部流量

无法镜像场景下数据库的审计（提供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告证明加

盖原厂商章。） 

性能要求 

审计性能：能够稳定、流畅地同时支持 16个数据库数审计能力，不会产

生漏审； 

▲峰值处理能力：≥15000 条/秒（提供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告证明

加盖原厂商章）。 

审计功能 

支持数据库操作类、表、视图、索引、存储过程等各种对象的所有 SQL

操作审计； 

支持对操作时间、SQL语句、执行结果、返回结果集、影响行数、执行时

长、数据库用户名、实例名、源/目的 IP、源/目的端口、源/目的 MAC、

客户端主机名、客户端程序名称、客户端操作系统用户名、业务主机群、

SQL 模板、会话 ID、事件唯一 ID等至少多个条件进行审计； 

支持数据库请求和返回的双向审计，特别是返回字段和结果集、执行状

态、返回行数、执行时长等内容，支持通过返回行数和内容大小控制返

回结果集大小； 

支持跨语句、跨多包的绑定变量名及绑定变量值的审计 

▲双向审计：支持数据库请求和返回的双向审计，包括返回结果集、执

行结果、返回行数、执行时长等内容（提供国家权威检测机构检测报告

证明加盖原厂商章）。 

统计报表 
系统提供内置多种报表模板库，内置的报表不少于 30种；  

报表支持严格按照等级保护标准要求生成多维度综合报告 

应用关联 支持 B/S业务系统三层关联审计 

产品资质 

具备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数据库

安全审计； 

要求内置的数据库扫描系统也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认证和检测，并获得

独立的销售许可证。 

 



 

  

5.5.2.5 网站云防护 

指标项 指标要求 

网站云防护

内容与范围 

针对 Web 的各项防护能力通过云服务（SaaS）的方式远程提供给客户网站。

该服务既不需要在网站侧部署任何软硬件，只需要变更一下网站的 DNS解析

配置。提供 Web威胁防护、Ddos 防护、CC攻击防护、网页防篡改等防护。 

功能要求 

全国范围内具备至少 20个云防护和 CDN加速节点，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厂

商章。 

支持检查提交的报文是否符合 HTTP协议框架，如异常的请求方法、特殊字

符、重点字段的缺失、超长报文造成的溢出攻击以及对高危文件的访问等； 

支持识别恶意请求含：跨站脚本(XSS)、注入式攻击（包括 SQL注入、命令

注入 、Cookie 注入等）、跨站请求伪造等应用攻击行为； 

支持对用户上传的文件后缀名和文件内容进行全方面检查，杜绝 Webshell

的上传和访问； 

支持对 WEB服务器容器、应用中间件、CMS系统等第三方组件漏洞进行有效

防护 

支持一键虚拟补丁功能，网站出现 0day漏洞时能快速完成修复 

▲支持永久在线功能，当网站因为服务器故障、线路故障、电源等问题出现

无法连接时，可显示云防护节点中的缓存页面。当在敏感期或特殊时期时，

用户网站主动关闭期间可显示缓存页面，增强网站安全性，提供截图证明并

加盖厂商章。 

▲支持一键关停功能，当网站出现紧急安全事件时，可在短时间内通过手机

APP和浏览器一键完成关停，防止产生恶劣影响，提供截图证明并加盖厂商

章。 

手机 APP管

理 

通过手机 APP查看网站整体防护态势，包含受攻击域名排行、攻击类型排行、

攻击 IP 排行、攻击区域分布等状态信息。 

通过手机 APP完成防护配置，包括一键关停、防护模式、永久在线等功能。 

产品资质 
获得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网站云安全防御产品销售许可证。 

通过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三级的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并加盖原厂商章。 

 

5.5.2.6 网页防篡改 

指标项 指标要求 

基本要求 

支持的操作系

统 

Windows 2000-2016 32/64 位 

Redhat,CentOS,SUSE,Ubuntu 32/64 位 

支持 WEB 服

务器 

IIS 6-10、Apache 2.0-2.4、J2EE、Weblogic、WebSphere、

Tomcat、Jetty 等 Web 容器。 

管理方式 B/S 管理方式，Linux 平台部署中心 

功能要求 

文件保护 
支持各类网页文件的保护，包括静态和动态网页以及各类

文件信息 

目录保护 
支持对指定文件夹以及子文件夹的保护，避免上传非法文

件及木马等恶意文件或插入恶意代码 

一键启停文件 支持一键启停所有对监控端的保护，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



 

  

保护 加盖原厂商章 

断线检测和防

护 
在与其它模块网络断开的情况下能防止文件被篡改 

篡改规则 支持基于目录、进程、IP、用户等进行设置篡改规则 

自我保护 
▲防篡改程序有自我保护机制，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

原厂商章 

网站漏洞防护 
实时防护网站常见的 SQL 注入攻击、XSS 跨站攻击、Web

容器及应用漏洞攻击，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原厂商章； 

CC 攻击防护 
智能检测并防御 CC 攻击，保证网站正常服务能力。低中

高三级防护，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原厂商章 

网站访问控制 
通过配置 IP 或页面路径，对特定的访问者或页面进行放行

或拦截。 

网站木马 
▲支持基于特征码、模糊 Hash、脚本虚拟机动态检测

Webshell，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原厂商章 

管理控制 

站点管理 
展示 Web 服务器的系统信息，监听端口，运行进程，账号

（包括隐藏账号）等信息 

告警方式 
支持邮件，Syslog，短信，SNMPTrap，平台告警多种告警

方式 

产品资质 

获得公安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获得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颁发的《中国国家信息安全产品认证

证书》； 

5.5.2.7 漏洞扫描 

指标项 指标要求 

产品规格 非硬件，通过虚拟化或软件形式部署至云上； 

产品性能 最大并发扫描任务数≥10，可扫描无限制范围 IP地址 

扫描对象 Web漏洞扫描、数据库漏洞扫描、主机软件漏洞扫描、基线配置核查 

功能要求 

系统为 B/S架构，并采用 SSL 加密通信方式，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远程

方便对产品访问操作，支持多用户同时登陆操作。 

提供审计功能，能够对登陆日志、操作日常进行记录和查询，并可以将

日志导入导出操作。 

提供日志自动审计功能，根据指定的审计标准自动、定时审计；并将审

计结果发送到指定邮箱当中。 

厂商漏洞策略库大于 35000 条；提供详细的漏洞描述和对应的解决方案

描述；漏洞知识库与国际 CVE、国内 CNNVD漏洞库标准兼容。 

系统内置不同的策略模板如针对 Linux、Windows 操作系统等模板，同

时允许用户定制扫描策略；用户可定义扫描范围、定义扫描端口、扫描

使用的参数集等具体扫描选项。 

可以自定义扫描端口范围、端口扫描策略 

提供采用 SMB、SSH、SNMP、TELNET等协议对 Windows、Linux系统进行



 

  

登录授权扫描。  

▲具备弱口令扫描功能，提供多种弱口令扫描协议，包括 SMB、RDP、SSH、

TELNET、FTP、SMTP、IMAP、POP3、MySQL、MSSQL、REDIS、RTSP等协议

进行弱口令扫描，允许自定义用户名和密码字典。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

加盖原厂商章。 

支持发现非默认端口启动的服务，支持服务的协议识别、版本。 

可根据端口识别出的软件版本提供可能存在的相关漏洞列表。 

支持 HTML、WORD、PDF、XLS 报告格式 

配置核查 
产品提供系统安全配置核查功能，能够对主流操作系统、中间件的安全

配置项目进行检查。 

Web扫描 

产品提供 Web应用漏洞扫描功能，支持对 Discuz、大汉 CMS、PHPCMS、

DEDECMS、ECSHOP、WordPress、eWebEditor、FCKeditor、Struts2等国

内外常见第三方组件扫描 

能够检测 GET、POST、User-Agent、Cookie 等多种方式提交的 HTTP 请

求参数，并进行相应检测。 

能够通过 Cookie的方式支持对带验证码的应用系统进行扫描； 

管理人员可根据系统给出的漏洞参数、HTTP请求/响应数据，快速验证，

一键验证漏洞 

数据库扫描 
支持 Oracle、Mysql、SQLServer、DB2、informix、达梦、人大金仓等

的授权数据库漏洞扫描。 

产品资质（需

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并加盖原

厂商章） 

产品具备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产品具备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颁发的《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 兼容性

资质证书》。 

 

5.5.3 场馆安全产品 

5.5.3.1 防火墙 

指标项 指标要求 

网口数量 支持千兆接口总数≥12个 

性能 

设备最大吞吐量≥4Gbps 

每秒新建连接数≥4万 

最大并发连接数≥150万 

部署模式 
支持路由模式、透明（网桥）模式、混模式，支持将多个物理网口加入一

个网桥中；部署模式切换无需重启设备；支持镜像和被镜像； 

4G 支持 
▲支持 4G扩展网卡。支持在 4G接口上运行 IPSec VPN，提供产品功能截

图并加盖原厂商章 



 

  

内网资产监控 

▲支持内网资产自动发现功能，可以显示内网资产的风险级别、IP、操作

系统、浏览器、应用杀毒软件、服务等属性，提供产品功能截图并加盖原

厂商章。 

IPS 

支持基于源、目的、规则集的入侵检测 

支持自定义 IPS特征，至少支持 IP、UDP、TCP、ICMP、HTTP、FTP、POP3、

SMTP等 8种协议自定义入侵攻击特征；可拓展协议字段，设置数据包中的

匹配内容；支持选择包含、等于、不等于、大于、正则匹配等匹配方式；

可选择多种匹配条件，支持设置“与”和“或”的匹配顺序。 

系统定义超过 4000+条主流攻击规则，包含 Backdoor、bufferoverflow、

dos、im、p2p、vulnerability、scan、webcgi、worm。 

AV 

支持 HTTP，FTP，POP3，SMTP，IMAP协议的病毒查杀 

查杀邮件正文/附件、网页及下载文件中包含的病毒 

支持启发式扫描查杀未知病毒 

支持 ZIP/RAR等压缩文件的病毒查杀 

端口扫描 

支持针对 IP、IP段进行端口扫描，可选择立即执行或定期执行；支持呈现

扫描结果，包括端口、端口状态、端口服务、程序版本、操作系统、风险

状态、设备类型和时间等信息，支持导出功能 

弱口令扫描 

支持弱口令扫描功能，可针对 IP和 IP段对象做弱口令检测、空密码检测、

用户名和密码相同检测。扫描任务可设置立即扫描或定期扫描，弱口令字

典可自定义设置 

IPSec VPN 

支持 IPSecVPN接入 

配置支持 DES、3DES、AES加密算法 

IPsec VPN支持第三方对接和快速配置，自有设备对接时加密算法等参数

无需配置，自动生成，仅需配置保护子网、共享密钥、IP地址，支持配置

国密 

HA 可同步 IPsec VPN状态，当 HA主备切换时无需 VPN重建 

SSL VPN 

支持自定义资源类型，可定义发布的协议和端口，资源支持导入导出，可

快速完成配置；支持自定义门户页面中的标题、logo和公告内容 

支持 SSL VPN用户防暴力破解功能，可根据用户和 IP设置防护阈值 

支持 SSL VPN账号与 VPN资源唯一绑定，针对拨入用户设置拨入时间段和

强制下线时间，精细管控用户访问权限 

应用协议识别 

支持主流 P2P、IM、在线视频、网络游戏、网络炒股等应用识别，可识别

应用数大于 3500种； 

支持基于端口、协议等自定义服务； 

应用特征库可提供在线升级和手动升级 

URL 过滤 

内置 URL分类库， URL库在 2000W 条以上，并且可在线升级 

支持自定义 URL过滤，并支持 URL的模糊匹配 

可广泛识别恶意网站、违法网站 



 

  

业务告警 
支持针对设备健康状态，业务信息等维度告警；支持预设告警阀值；告警

日志支持导出 

统计报表 
支持统计设备健康状态、用户行为、网络质量、网络安全等报表 

支持 HTML、PDF等报表格式，并可通过邮件、FTP等方式外发 

产品资质 产品获得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销售许可证》（需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原厂商章） 

 

5.5.3.2 主机安全加固系统 

指

标项 
指标要求 

环

境支持 

支持

的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2003、Windows server 2008、Windows server 

2012、Windows server 2016、win xp 、win 7、win 8、win 10、Centos 

5.0 +、Redhat 5.0 + 、Suse11 +、Ubuntu 14 +等操作系统。 

核

心功能 

系统

性能监控 

支持对 CPU 使用率监控、内存占用率监控、磁盘读写监控、

上下行流量监控，在达到配置阈值时报警。 

支持网络通信全时监控。 

系 统

安全防护 

支持防端口扫描，防违规外联，锁定恶意的端口扫描及外联

行为，并记录告警。 

违规外联支持黑、白名单双模式，白名单模式可配置是否允

许访问特定的网站和地址；黑名单模式可自定义恶意 IP，支持黑名

单告警和阻断。 

支持内核级防火墙（业务间流量东西向隔离）功能，包括 IP、

端口、协议、流向等细粒度权限控制。 

支持流量画像，支持全网流量可视化、应用级流量可视化；

支持威胁横向扩散路径可视化与一键阻断；支持违规外联路径可视

化与一键阻断。 

支持登录防护，包括以系统账号为粒度的异常登录防护、支

持多种维度的系统登录访问策略设置、防暴力破解、弱口令检测并

告警。触发登录防护后，自动联动添加微隔离规则。 

具有系统漏洞扫描和修复功能，提供真实漏洞补丁。管理中

心可作为补丁服务器，支持管理中心可上网和不可上网 2 种情况。

提供离线补丁下载器，按需智能获取内网所需补丁。 

支持对文件变化的审计。 

支持开启进程黑名单，阻止不受信任的程序启动。 

支持开启进程白名单，只允许受信任的进程启动。 

防 病

毒 

支持文件实时监控，在进程启动、文件创建、存储介质连接

时自动触发。 

提供专门的勒索风险评估功能。至少需要包含：弱口令检测、

系统漏洞检测、恶意进程检测、高危端口检测等能力。 

提供专门的针对已知勒索病毒的防御引擎，并提供功能开关

项。对于已知勒索病毒确保进程无法启动。 



 

  

▲提供专门的针对未知勒索病毒的防御引擎，并提供功能开

关项，对于未知勒索病毒确保无法加密，支持白名单设置。提供产

品功能截图并加盖原厂公章 

提供专门的挖矿实时防御工具，并提供功能开关。提供产品

功能截图并加盖原厂公章 

支持强力查杀，对于无法普通隔离的病毒文件强制停止进程

并隔离或动态移除到删除队列。 

支持部分病毒感染文件的修复功能，对于二进制文件可剥离

感染部分，保证应用正常使用。 

管

理功能 

集中

管控 

管理平台支持一键卸载客户端、一键设置客户端卸载密码、

一键停止/恢复所有防护、一键解除绑定。 

可视

化功能 

能展示各个服务器或主机节点的信息，运行状态、活动规律、

行为变化趋势和详细资料，以及历史行为数据查询、全局安全态势

等。 

能监测节点遭受网络攻击的趋势信息，可以直观的了解攻击

目标、攻击源、攻击方式的变化趋势和详细资料。 

产品资质 
获得公安部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 销售许可

证书》（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原厂商章） 

 

6  网络安全保障服务清单 

6.1 安保服务清单 

服务内容 服务明细 数量 单位 

安全服务保障咨询

服务 

网络安全服务保障设计咨询服务 30 人天 

云安全防护体系咨询服务 50 人天 

安全规划咨询服务 120 人天 

安全技术服务 

资产核查服务 100 人天 

安全监测服务（域名） 10 个 

漏洞扫描服务 100 人天 

上线安全评估服务 80 人天 

渗透测试服务 200 人天 

移动 APP安全测试服务 50 人天 

红蓝对抗服务 2 次 

源代码安全审计服务 80 人天 

日志分析服务 100 人天 

后门检查服务 20 人天 

安全培训服务 3 次 

值守及应急保障服

务 

重保值守保障服务 800 人天 

应急预案编写及演练服务 20 人天 



 

  

专家应急服务 60 人天 

 

1、投标人应提供详细的人员安排计划，保障亚沙会各阶段安保服务。 

2、赛前一星期投标人需提供至少 50 人的安全服务团队开展值守及应急保障服务，其中资深

安全专家不少于 4 人，高级安全运维管理人员不少于 6 人，高级项目经理不少于 1 人。 

 

6.2 安全设备/系统租赁清单 

6.2.1 网络安保调度指挥平台 

序号 名称 设备说明 数量 

1 

网络安全服务保

障调度指挥平台 

网络安全服务保障调度指挥平台作为亚沙会网络安

全的中心枢纽，通过探针采集日志、流量等网络安全

相关数据，进行监测预警、态势感知、通报处置等，

实现亚沙会网络安全工作的全局统筹管理和指挥调

度。 

1套 

日志采集探针 
部署日志采集探针，通过网络可达方式，采集云计算

平台日志。 
4台 

全流量分析探针 
在竞赛 5个片区、非竞赛场馆部署全流量采集探针，

针对流量进行采集与分析。 
26台 

通信加密 提供互联网客户端通信加密。 500用户 

 

6.2.2 云计算中心安全产品清单 

序

号 
名称 设备说明 数量 

1 
云WEB应用防火

墙 

部署在云计算中心，实现 WEB 应用系统

安全防护 
2 套 

2 云堡垒机 
部署在云计算中心，实现运维安全管控和

审计 
2 套 

3 云日志审计 
部署在云计算中心，实现系统、应用、安

全产品等日志收集分析和审计 
2 套 

4 云数据库审计 
部署在云计算中心，实现数据库操作行为

的审计 
2 套 

5 网站云防护 
通过云端 SAAS 防护服务，实现网站的攻

击防护和流量清洗 

10 个

域名 

6 网页防篡改 
部署在云计算 WEB 服务器上，实现网页

篡改攻击防护 
10 套 

7 漏洞扫描 
部署在云计算中心，实现系统、WEB、数

据库、基线的安全扫描 
1 套 

 



 

  

6.2.3 场馆安全产品清单 

序

号 
名称 设备说明 数量 

1 防火墙 

主运营中心及信息技术控制中心网络边

界部署 2 台防火墙，实现网络访问控制、攻击

防御、病毒防护等；云平台接口备用 2 台 

4 台 

2 主机安全加固 所有场馆的终端主机安全加固 150 套 

 

7  付款方式 
本包分阶段进行付款。 

第一阶段：合同签署生效后,完成深化设计。 

(1)、中标人完成项目深化设计工作，协助采购人获得监理出具开工令。 

(2)、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30%。 

第二阶段：完成联合演练。 

(1)、完成项目初验，采购人获得项目初验报告。 

(2)、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40%。 

第三阶段：完成项目验收。 

(1)、完成项目验收，协助甲方获得监理出具验收报告。 

(2)、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价的 30%，其中 30%

合同款中将抽出 10%对中标人进行质量考核，具体要求详见服务质量考核要求。 

 

8  服务质量考核要求 
1. 技术服务质量考核以整个亚沙会网络安全保障期间，具体时间由主办方通知，重保结束

后进行技术服务质量考核。 

2. 项目的 10%合同金额作为考核款。 

3. 考核范围为第四部分“安全服务保障内容”的全部服务内容。 

4. 考核标准： 

第一档：考核得分在 90分及以上，则视为考核通过，按全额支付考核款； 

第二档：考核得分在 60-89分之间，则按照考核款*(实际分数)%支付考核款； 

第三档：考核得分小于 60分，则不予结算考核款。 

若中标服务商在服务实施过程中出现以下事件，评价结果为不合格，考核结果直接按第

三档计算： 

1）中标服务商未按时完成服务项目或未保质完成项目，造成项目存在重大疏漏的，造



 

  

成系统中断，影响系统使用，或系统重要数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受到影响，恢复系

统正常运行和消除安全事件负面影响所需付出的代价较小（参考依据：《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

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GB/Z 20986—2007）网络安全事件定义的第三级及以下一般网络

安全事件）。 

2）中标服务商未按时完成服务项目或未保质完成项目，造成项目存在重大疏漏的，如

未发现高危及以上漏洞等并因此造成监管部门通报≧3 次。 

若中标服务商在服务实施过程中出现以下事件，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合同金额 30%的

验收款将不予支付。 

    1）因中标服务商未按时完成项目或未保质完成项目、失误造成系统重大安全事件，满

足《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事件分类分级指南》（GB/Z 20986—2007）网络安全事件定义的

信息安全事件三级及以上的事件（即：特别重大网络安全事件、重大网络安全事件、较大网

络安全事件）。 

    2）中标服务商未按时完成服务项目或未保质完成项目，造成项目存在重大疏漏的，如

未发现高危及以上漏洞并因此造成严重影响，被监管部门通报≧5 次。 

具体质量考核要求如下： 

序

号 

考评元

素一级 

考评元

素二级 
指标说明 

分

值 
评分标准 

1 

资源保

障 

资源投

入 

应保证所租用设备满足各场馆

实际情况性能需求。 
10 

未按照合同规定投入租用设

备，每项扣 1~3 分（扣完为

止） 

人员组

织管理 

人员能

力 

应保证参与本项目人员的技术

能力和水平满足他所从事的工

作的要求 

10 
每出现一人未能达到要求则

扣 1~3分（扣完为止） 

团队管

理 

项目团队有效管理，资源落实

到位，项目角色和职责定义清

晰。 

15 

1、出现项目资源组织混乱，

职责不明的情况，每出现一

次扣 2分（扣完为止） 

安全服务人员应严格遵循三亚

亚沙会组委会的相关工作及管

理规范。 

2、在服务周期内如出现人员

未遵循规范，每出现一次视

情节严重程度扣 1~3 分（扣

完为止） 

2 
工作质

量保障 

工作质

量 

服务厂家评估的系统接受亚沙

会组委会已驻场安全运维服务

团队检查。 

15 

若检查过程中出现风险漏报

情况，每出现一次视情节严

重程度扣 1~3分（扣完为止） 

工作进 工作进度安排合理，需按时完 15 如发生工作进度延误，根据



 

  

度 成工作。 延误情况扣 1~3 分（扣完为

止） 

交流沟

通 

项目沟通顺畅，计划报告（日

报、周报、月报）及时、完整

有效 

10 

未及时汇报工作情况，或发

生工作总结计划缺失、内容

不完整或延误，根据严重情

况扣 1~3 分（扣完为止） 

文档质

量 

文档必须完整，并必须按照亚

沙会组委会标准书写 
10 

每次发生项目文档不规范或

不完整，扣 1~3 分（扣完为

止） 

3 
服务质

量保障 

服务态

度 

服务态度良好，及时响应，提

交的服务报告规范有效，能积

极配合完成职责相关工作。 

15 

每出现一次服务态度不佳、

工作配合不力的投诉，根据

严重情况扣 1~3 分（扣完为

止） 

9  其他要求 
合同签订前，中标人需以银行保函的形式提供给采购人中标金额 10%的履约保证金。 

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

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C 包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2020 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信息技术系统服务项目监理 

二、招标要求 

2.1 投标人所采用的服务工具若非投标人生产，则需提供原厂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

权函及售后服务承诺函。 

2.2 投标人不能作为其它投标人的分包人同时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

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投标。 

2.3 服务期：13 个月（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 

2.4 投标报价：为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项目投标报价不得低于项目预算 60%，低于

60%且无法作出合理书面说明，视为无效报价。 

2.5 投标方应满足对 2020 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信息技术系统服务项目监理总负

责原则。 

三、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详见 A、B、D 包项目用户需求书及亚沙会组委会信息技术部新增的

信息化项目 

四、建设周期 

本项目自签订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完成合同建设内容，完成项目竣工验收。 

五、监理技术要求 

5.1 监理服务周期 

本项目监理服务周期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建设项目完成竣工验收。 

5.2 监理范围 

重点对项目建设过程中设备/材料的采购、设备安装调试、系统集成、软件

开发及应用技术培训、试运行、测试、验收等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从硬件监理、

软件监理、系统集成监理等三个方面梳理该项目建设的工程监理应如何通过切实

有效方式、方法、手段达到建设方所要求的深度、广度，最终实现工程监理的目

标。实现对质量、进度、经费、变更的控制及合同管理和文档管理。当工程质量



 

  

或工期出现问题或严重偏离计划时，应及时指出，并提出对策建议，同时督促承

建单位尽快采取措施。 

 

5.3 监理目标控制方案 

以工程建设合同、监理委托合同、国家（GB/T19668.1-19668.6《信息化工

程监理规范》、信息产业部信部信[2002]570 号《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暂行规定》）

及有关法规、技术规范与标准、项目建设单位需求为依据，通过专业的控制手段，

协助建设单位全面地进行技术咨询和技术监督，对工程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指导、评价，并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技术措施、经济措施和合同措施，确保建

设行为合法、合理、科学、经济，使建设进度、投资、质量达到建设合同规定的

目标。 

1)、监理质量目标控制 

监理质量目标控制是监理技术服务的核心所在，也是监理单位综合实力的最

好反映，所以做好监理质量目标控制方案，确保本项目建设质量能达到建设单位

要求的质量目标。 

确保本项目建设质量达到工程合同中规定的功能、技术参数等目标。 

确保工程建设中的设备和各个节点满足相关国家（GB/T19668.1-19668.6《信

息化工程监理规范》、信息产业部信部信[2002]570 号《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暂行

规定》）、地方或行业质量标准和技术标准，按照承建合同要求进行基于总体方案

的细化设计、开发、安装、调试和运行；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过程涉及用户需求

调研分析、概要设计、详细设计、系统实现、系统测试和系统运行等比较复杂、

制约因素多的工作内容，应该成为质量控制的重点；深化设计方案的确定、开发

平台选定，也要进行充分论证。 

要求监理在整个工程实施过程中做好对工程质量的事前控制，事中监督和事

后评估，以确保工程质量合格。 

投标人应针对本项目建设中软硬件设备采购、设备安装调试、系统集成、软

件开发、工程培训等提出工程监理的质量控制原则、方法、措施、工作流程和目

标。 

2)、监理进度目标控制 



 

  

确保本项目按合同规定的工期完工。本项目是后墙不倒的关门性工程，在项

目建设整个过程中重要节点和里程碑是不可突破的，否则会影响整个项目进度。 

依据合同所约定的工期目标，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原则下，采用动态的控制

方法，对进度进行主动控制，确保项目按规定的工期完工。 

通过对本项目概要设计的分析、研究，提出针对本项目建设的、有代表性的

信息工程监理进度控制的主要原则、方法、内容、措施、工作流程和目标。 

3)、监理投资目标控制 

协助用户控制本项目建设总投资在项目预算及审计范围内，减少项目建设中

的额外开支。 

以项目建设方和承建单位实际签订的合同金额为准，确保项目费用控制在合

同规定的范围内。 

在项目建设中，合理减少项目变更，保护建设单位的经济利益。 

 

5.4 工程监理重点难点分析 

投标人应根据本项目建设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分析本项目监理工作的重点、

难点，并根据分析的结果制定相应的监理工作规划、对策和策略，以便日后有针

对性的开展建设工程的监理服务工作。 

（一）项目组织及总体技术方案的质量控制 

1、协助审查项目建设方的投标书、合同及实施方案； 

2、在技术上、经济上、性能上和风险上进行分析和评估，为采购人提供建

议； 

3、协助审查项目建设方提交的组织实施方案和项目计划等相关文档； 

4、协助审查项目建设方的工程质量保证计划及质量控制体系； 

5、参与制定项目质量控制的关键节点及关键路径。 

（二）质量控制 

1、组织措施：建立质量管理系统，完善职责分工及有关质量监督制度，落

实质量控制责任。 

2、系统集成质量控制 

审核系统总集成方案； 



 

  

对采购的硬件设备及网络环境的综合质量进行检验、测试和验收； 

参与制定系统验收大纲； 

对设备安装、调试进行验收； 

对系统进行总体验收。 

3、人员培训的质量控制 

协助审查并确认培训计划，审定培训大纲； 

监督审查建设方实施其培训计划，并征求采购人的意见反馈； 

监督审查考核工作，评估培训效果； 

协助审核并确认培训总结报告。 

4、文档、资料的质量控制 

监督审查建设方提供的设备型号、数量、到货时间以及设备的技术资料、系

统集成和软件安装在实施过程中所有相关文件的标准性和规范化，在各项目验收

时，应监督项目建设方提交符合规定的成套资料，包括印刷本和电子版。 

对监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文档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管理，在监理项目验收时，

应提交符合规定的监理项目的成套资料，包括印刷本和电子版。 

（三）进度控制 

1、组织措施：建立进度控制协调制度，落实进度控制责任。 

2、编制项目控制进度计划：编制项目总进度计划和网络图。按各子系统实

际情况进行编制，包括系统建设开工、设备的采购、设备的安装调试、软件的编

制、试运行等各方面内容, 做到既要保证各子系统、各阶段目标的顺利实现，又

要保证项目间、阶段间的衔接、统一和协调。 

3、审查各子系统建设方编制的工作进度计划：分析系统建设进度计划是否

能满足合同工期及系统建设总进度计划的要求，特别要对照上阶段计划工程量完

成情况进行审查, 对为完成系统建设进度计划所采取的措施是否恰当、设备能否

满足要求、管理上有无缺陷进行审查。要根据建设方所能提供的人员及设备性能

复核、计算设备能力和人员安排是否满足要求等，分析判断计划是否能落实，审

查建设方提出的设备供应计划能否落实。如发现供应计划未落实，应及时报告采

购人，要求建设方采取应急措施满足系统建设的需求。 

4、系统建设进度的现场检查：随时或定期、全面地对进度计划的执行情况



 

  

跟踪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加强系统建设准备工作的检查，

在工程项目或部分工序实施前，对情况进行检查，要加强检查设备、人员安排、

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确保准备工作符合要求，不影响后续工程的进行。 

5、进度计划的分析与调整: 要保证建设进度与计划进度一致，经常对计划

进度与实际进度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实际进度与计划进度不符时，即出现进度偏

差时，首先分析原因，分析偏差对后续工作的影响程度，并及时通知建设方采取

措施，向建设方提出要求和修改计划的指令。 

（四）投资控制 

1、组织措施：建立健全项目管理组织，完善职责分工及有关质量项目管理

制度，落实投资控制的责任。 

2、审查设计图纸和文件，审查建设方的施工组织设计和各项技术措施，深

入了解设计意图，在保证系统建设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优化设计。 

3、严格督促建设方按合同实施，严格控制合同外项目的增加，协助采购人

严格控制设计变更，制定设计变更增加工作量的报批制度；及时了解系统建设情

况，协调好各方矛盾，减少索赔事件的发生。对发生的事件严格按合同及法律条

款进行处理，认真进行索赔调解。 

（五）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是加快系统建设进度、降低系统建设造价、保证系统建设质量的有

效途径之一。通过合同管理，可以督促建设方在各个阶段按照合同要求保证设备、

人员的配备及投入，保证各阶段目标按合同实施，减少索赔事件，控制系统建设

结算等。具体要求如下： 

1、以合同为依据，本着“实事求是、公正”的原则，合情合理地处理合同

执行过程中的各种争议。 

2、分析、跟踪和检查合同执行情况，确保项目建设方按时履约。 

3、对合同的工期的延误和延期进行审核确认。 

4、对合同变更、索赔等事宜进行审核确认。 

5、根据合同约定，审核项目建设方的支付申请。 

6、建立合同目录、编码和档案。 

7、合同管理坚持标准化、程序化，如设计变更、延期、索赔、计量支付等



 

  

应规定出固定格式和报表。合同价款的增减要有依据，合同外项目增加要严格审

批制度。重大合同管理问题的处理，如大的变更、索赔、复杂的技术问题等，组

成专门小组进行研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合同条款及时向采购人报告，尽早处理，

以免造成损失。 

（六）信息、工程文档管理 

在项目管理过程中，为了实现对进度、质量、投资的有效控制，处理有关合

同管理中的各种问题，监理方需要收集各种有用的信息。信息的来源主要包括采

购人文件、设计图纸和文件、建设方的文件、建设现场的现场记录（或项目管理

日志）、会议记录、验收情况及备忘录等等。其中项目管理日志是进行信息管理

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项目管理日志主要包括当天的工作项目和工作内容、投入

的人力和设备运行情况、计划的完成情况及进度情况、停工和返工及窝工情况。

信息管理主要措施要求如下： 

1、制定详细的信息收集、整理、汇总、分析、 

2、传递和利用制度，力求信息管理的标准化和制度化。由专人负责系统建

设信息的收集、分类、整理储存及传递工作。信息传递以文字为主，统

一编号，利用计算机进行管理，力求信息管理的高效、迅速、及时和准

确，为系统建设提供及时有用的信息和决策依据。 

2、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做好工程监理日记和工程大事记。 

3、做好双方合同、技术建设方案、测试文档、验收报告等各类往来文件的

存档。 

4、建立必要的会议、例会制度，整理好会议纪要，并监督会议有关事项的

执行情况。 

5、立足于建设现场，加强动态信息管理，对现场的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和分

析，做到以文字为基础，以数据说明问题。根据收集到的信息与合同进行比较，

督促建设方的人员和设备到位，促使承包商按合同完成各项目标，从而实现对进

度、质量、投资的控制。 

6、建立完整的各项报表制度，规范各种适合本项目的报表。定期将各种报

表、信息分类汇总，及时向采购人及有关各方报送。 

7、监理项目验收时，应提交符合规定的有关工程的成套资料，包括印刷本



 

  

和电子版。 

（七）日常监理 

1. 掌握监理范围内涉及的各种技术及相关标准； 

2. 安排足够的监理人员，按工程需要派驻相应的专业人员进行项目监理制

定工程管理的组织机构方案并协助采购人组建相关机构，并提供相关培训； 

3. 熟悉了解项目的业务需求，协助采购人对项目的目标、范围和功能进行

界定，参与并协助项目的设计方案交底审核工作； 

4.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会议制度，并予以贯彻落实；  

5. 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文档管理制度，制订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文档制

作、管理规范，并予以贯彻落实； 

6. 与采购方一起制定评审机制，在工程实施全过程中随时关注隐患苗头，

如发现将会导致工程失败的情况出现时，应及时启动评审机制，组织专家对工程

实施情况进行评审，对评审不合格的，应向采购方提出终止合同意见。此外，还

应组织定期评审（阶段性评审、里程碑评审、验收评审），对评审结果为优的，

提出奖励意见，评审不合格的，则向采购方提出处理意见； 

 

5.5 工程各阶段的监理规划、实施 

投标人应对本项目从设计施工到项目竣工验收阶段制定一整套工程监理的

工作流程，并叙述各阶段主要监理工作内容。 

本项目监理工作主要分为设备/材料采购、施工阶段、验收阶段、质保期阶

段等。 

⑴、设备/材料采购监理 

建设项目由承包单位承担设备/材料采购任务，工程监理单位在设备/材料采

购阶段监理工作主要有： 

  审核承包单位的设备采购计划和设备采购清单； 

  订货进货验证； 

  组织到货验收； 

  鉴定、设备移交等； 

⑵、施工阶段监理 

1、开工前的监理 



 

  

1)  审核施工设计方案：开工前，由监理单位组织实施方案的审核，内容包

括设计交底，了解需求、质量要求，依据设计招标文件，审核总体设计方案和有

关的技术合同附件，以避免因设计失误造成实施的障碍； 

2)  审核实施方案的合法性、合理性、与设计方案的符合性； 

3)  审批施工组织设计：对施工单位的实施工作准备情况进行和监督； 

4)  审核施工进度计划：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进度计划进行评估和审查； 

5)  审核实施人员：确认施工方提交的实施人员与实际工作人员的一致性，

如有变更，则要求叙述其原因； 

6)  审核《软件项目开发计划》。 

2、施工准备阶段的监理 

1)  审批开工申请，确定开工日期； 

2)  了解承包商设备订单的定购和运输情况； 

3)  了解施工条件准备情况； 

4)  了解承建单位实施前期的人员组织、施工设备到位情况； 

5)  编制各个子项目监理细则； 

6)  签发开工令。 

3、施工阶段的监理 

1)  审核软件开发各个阶段文件； 

2)  协助采购人组织软件开发阶段评审； 

3)  材料、硬件设备、系统软件的供货计划的审核； 

4)  材料、硬件设备、系统软件的进场、开箱和检验； 

5)  促使项目中所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符合合同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6)  对施工各个阶段的安装工艺进行检查； 

7)  审核项目各个阶段进度计划； 

8)  督促、检查承建单位进度执行情况； 

9)  审查项目变更，提出监理意见； 

10)  审查承建单位阶段款支付申请，提出监理意见； 

11)  按周（月、旬）定期报告项目情况； 

12)  组织召开项目例会和专项会议。 

4、试运行阶段的监理 



 

  

1)  协助建设方确认项目进入试运行； 

2)  监查系统的调试和试运行情况，记录系统试运行数据； 

3)  进行试运行期系统检测或测试，做出检测或测试报告； 

4)  对试运行期间系统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记录，并责成有关单位解决。解

决问题后，进行二次监测； 

5)  进行试运行时间核算； 

6)  协助采购人确认试运行通过。 

⑶、验收阶段监理 

1、验收阶段 

1) 对承建单位在试运行阶段出现的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和复查； 

2) 监督检查承建单位作好用户培训工作，检查用户文档； 

3) 组织项目初步验收； 

4) 审查承建单位提交的竣工文档； 

5) 参与项目竣工验收； 

6) 竣工资料收集整理齐全并装订，签署验收报告； 

7) 审核项目结算； 

8) 审查承建单位阶段款支付申请，提出监理意见； 

9) 向建设单位提交监理工作总结； 

10) 将所有的监理材料汇总，编制监理业务手册，提交采购人； 

11) 系统验收完毕进入保修阶段的审核与签发移交证书。 

2、项目移交阶段 

1)  系统的设计方案、设计图纸和竣工资料的全部移交； 

2)  设备、软件、材料等的验收文档核实； 

3)  施工文档的移交； 

4)  竣工文档的移交； 

5)  项目的整体移交。 

⑷、质保期阶段监理 

监理单位承诺依据委托监理合同约定的工程质量保修期规定的时间、范围和

内容开展工作主要有： 

1)  定期对项目进行回访，协助解决技术问题； 



 

  

2)  对项目建设单位提出的质量缺陷进行检查和记录； 

3)  对质量缺陷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并确定责任归属； 

4)  检查承建单位质保期履约情况，督促执行； 

5)  审查承建单位阶段款支付申请，提出监理意见。 

投标人应根据上述监理工作内容（但不局限于上述内容），分别制定详细的

监理工作流程，使本项目的监理工作流程化、制度化。 

 

5.6 监理工作要求 

1、监理工作制度要求 

根据本项目的特色，本项目要求以现场监理为主要方式进行，在施工现场主

要监理人员必须具备所从事监理业务的专业技术和类似系统经验，并具有丰富的

项目管理经验。监理工作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和职称的人员来担任。本次监理项

目实行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在整个项目建设期间，总监理工程师必须保证有三

分之一工作日以上的时间到甲方现场，且必须在建设期间全程常驻至少 2名监理

工程师在甲方现场。监理公司应建立项目监理小组，负责整个项目的全程监理工

作，本项目必须配备不少于 5名的监理团队。监理人员的确定和变更，须事先经

采购人方同意。监理人员必须奉公守法，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2、监理项目组织要求 

工程监理组织形式应根据工程项目的特点、工程项目承包模式、采购人委托

的任务以及监理单位自身情况而确定，结构形式的选择应考虑有利于项目合同管

理、有利于目标控控制、有利于决策指挥、有利于信息沟通。要求投标人在报价

方案中要明确工程监理的各项运作，包括监理人员的相关资料、职能分配、监理

组织的构成及工作流程、各项监理工作的相关负责人等。同时投标人须提供详尽

的监理技术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施工组织部署、项目管理目标、施工准备、进度

控制、质量管理、验收方法等内容。 

3、监理信息管理要求 

投标人应制定有关本项目信息管理流程，规范各方文档并负责整理记录归档

采购人单位与承建单位来往的文件、合同、协议及会议记录等各种文档，并定期

以监理月（周/季）报形式提交采购人。包括下列监理工作： 

1) 做好监理日记及工程大事记； 



 

  

2) 做好合同批复等各类往来文件的批复和存档； 

3) 做好项目协调会、技术专题会等各项会议纪要； 

4) 管理好实施期间的各类、各方技术文档； 

5) 做好项目周报； 

6) 做好监理建议书、监理通知书存档； 

7) 阶段性项目总结。 

投标人应针对项目特点，制定相应的信息分类表、信息流程图、信息管理表

格、信息管理工作流程与措施，同时要求采用先进的项目信息管理软件对项目信

息进行综合管理。 

4、监理合同管理要求 

本项目建设过程中会与承建单位签订各种合同，投标人应该针对项目特点制

定合同从草案到签署的管理工作流程与措施，规范合同管理，并在具体项目合同

执行时进行下列监理工作： 

1) 跟踪检查合同的执行情况，确保承建单位按时履约； 

2) 对合同工期的延误和延期进行审核确认； 

3) 对合同变更、索赔等事宜进行审核确认； 

4) 对合同终止进行审核确认； 

5) 根据合同约定，审核承建单位提交的支付申请，签发付款凭证。 

要求对项目合同进行合理的管理，以完善整个项目建设的过程。 

六、监理服务准则 

遵照国家 GB/T19668.1-19668.6《信息化工程监理规范》、信息产业部信部

信[2002]570 号《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暂行规定》的规定，以“守法、诚信、公正、

科学”的准则执业，维护建设方与承建方的合法权益。具体应做到： 

1)  执行有关项目建设的法律、法规、规范、标准和制度，履行监理合同规

定的义务和职责。 

2)  不收受被监理单位的任何礼金。 

3)  不泄漏所监理项目各方认为需要保密的事项。 

4)  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政府的有关条例、规定和办法等。 

5)  坚持公正的立场，独立、公正地处理有关各方的争议。 



 

  

6)  坚持科学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7)  在坚持按监理合同的规定向建设单位提供技术服务的同时，帮助被监理

者完成起担负的建设任务。 

8)  不泄漏所监理的项目需保密的事项。 

七、监理依据 

1）国家 GB/T19668.1-19668.6《信息化工程监理规范》、信息产业部信部信

[2002]570号《信息系统工程监理暂行规定》和海南省有关信息系统项目建设和

监理管理规范； 

2）建设单位与承建单位签订的承包工程合同 

3）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签订的委托监理合同 

4）本工程招标书、招标过程文件、各中标商的投标书 

5）国家有关合同、招投标、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 

6）部颁、地方政府的信息工程、信息工程监理的管理办法和规定 

7）建设工程和信息工程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 

8）建设工程和信息工程技术监督、工程验收规范 

9）与工程相关的技术资料 

10）其他与本项目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11）国家、地方及行业相关的技术标准 

八、安全保密要求 

本项目要求投标人制定一整套工程监理安全保密制度，确定工程保密责任人，

同时要求投标人： 

1)  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法规文件规定，要求监理履行保密责任，并与

建设单位签订保密协议； 

2)  监理单位各级组织严格履行保密职责； 

3)  按照公司内部保密规定开展监理工作。 

九、付款方式 

本包分阶段支付项目款。 

第一阶段，双方签订合同后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后 15个工作日内

支付合同总额 30%  



 

  

第二阶段，联合演练后，中标人提供前期监理服务成果物，符合采购人要求

后，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开具发票的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 40% 

第三阶段，比赛完成，采购人组织项目验收，采购人在收到中标人开具发票

的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 30% 

十、监理验收要求 

1) 审核监理方应提交的各类监理文档和最终监理总结报告，综合评估监理

方在系统开发进度、质量把关、重难点问题解决、项目投资等方面的监理情况。

只有文档齐全，系统开发工作中没有出现重大质量事故才予验收。 

2) 本监理工作的最终验收由委托方组织。 

十一、其它要求 

1）监理服务成果物 

监理输出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下表： 

序号 文件名称 

1 监理规划 

2 监理细则 

3 分包资质审核记录 

4 设备材料报审 

5 复检记录 

6 需求变更确认 

7 开（停、复、返）工令 

8 施工组织设计或实施方案审核记录 

9 项目进度、延长工期、人员变更审核 

10 监理通知单 

11 监理建议或意见（专题报告） 

12 监理工作联系单 

13 监理例会或协调会会议纪要 

14 监理备忘录 

15 监理周报或月报 



 

  

16 监理大纲审核意见 

17 造价变更审查、支付审批、索赔处理文件 

18 验收、交接文件、支付证书、结算审核文件 

19 监理工作总结报告 

20 软件开发监理检查记录      

21 软件测试监理检查记录        

22 项目试运行审批表           

23 验收申请批复单            

24 监理人员变更通知单        

25 监理人员任命书  

26 总监理工程师进度调查通知单   

27 项目验收会监理审核意见     

28 项目设备/材料/配件到货签收单  

29 监理照片、音像制品 

  



 

  

 2）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前，中标人需以银行保函的形式提供给采购人中标金额 10%的履约保证金。 

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履约

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  



 

  

 

（D 包需求书） 
 

1、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2020 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信息技术系统服务项目等保测评 

2、招标要求 

2.1 投标人所采用的服务工具若非投标人生产，则需提供原厂商针对本项目的唯一授

权函及售后服务承诺函。 

2.2 投标人不能作为其它投标人的分包人同时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

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投标。 

2.3 投标报价：为保证服务质量，本次项目投标报价不得低于项目预算 60%，低于 60%

且无法作出合理书面说明，视为无效报价。 

2.4投标方应满足对 2020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信息技术系统服务项目等保测评总

负责原则。 

3、项目背景 

通过委托专业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服务机构，对招标人的信息系统安全

保护等级进行需求分析，并协助招标人完成等保备案相关事宜。依据《信息安全

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GBT22239-2019)、《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

求》（GBT28448-2019），对信息系统的物理机房、网络结构、应用系统、主机、

网络及安全设备等进行合规性检查，分析信息系統与安全保护等级要求之间的差

距，并出具《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整改意见。 

4、项目工期和地点 

项目实施工期：2020 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信息技术系统服务项目赛事

信息化系统和通信网络总集成项目中各系统完成建设，经招标人通知进场后 60

个日历天内分别交付各系统测评报告，地点：招标人指定。 

5、项目需求 

5.1 测评内容 

1、对招标人的信息系统进行摸底、分析和梳理，提出详细的测评方案及完



 

  

成系统定级、备案工作。 

2、逐一对信息系统进行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测评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1）安全技术测评：包括安全物理环境、安全通信网络、安全区域边界、

安全计算环境和安全管理中心五个方面的安全测评； 

（2）安全管理测评：包括安全管理制度、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

安全建设管理和安全运维管理五个方面的安全测评。 

3、完成测评工作后，出具符合等保主管部门要求的网络安全保护等级测评

报告，提出整改意见。 

5.2 项目输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相关文件和报告； 

（2）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报告（公安机关认可）及整改建议； 

5.3 测评对象描述 

序号 测评对象 
安全

等级 
描述 

1 竞赛信息系统 三级 

竞赛信息系统运行在竞赛专网平台，实现以竞赛服务为核心、

媒体服务和指挥调度为重点、面向公众发布为目标的专项信

息服务过程，并提供中英文双语服务。该系统包括下列 5 个

分系统：1、竞赛报名系统；2、场馆成绩系统；3、竞赛视频

系统；4、中央成绩系统；5、信息发布系统。 

2 赛事管理系统 三级 

赛事管理系统包注册管理子系统、抵离管理子系统、礼宾管

理子系统、交通管理子系统、志愿者管理子系统、医疗管理

子系统、物资管理子系统。 

3 赛事指挥系统 三级 
赛事指挥系统包赛事通讯子系统、视频会议子系统、事件管

理子系统、综合显示子系统。 

4 竞赛专网 三级 

通过搭建竞赛专网，实现主运行中心（MOC）与各赛

场之间重要赛事信息（如赛事管理、赛事报名、计时

记分、成绩系统、电视字幕、信息发布等）的有效、

及时、安全的交流和沟通。 

备注：安全等级以实际备案为准。 



 

  

5.4 测评服务步骤 

网络等级保护测评过程需按照《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过程

指南》开展工作，等级测评过程分为四个基本测评活动：测评准备活动、方案编

制活动、现场测评活动、分析及报告编制活动。测评双方之间的沟通与洽谈应贯

穿整个等级测评过程。 

5.4.1 测评准备活动 

测评准备工作包括编制项目启动、信息收集和分析、工具和表单准备。 

详细要求见下表： 

 

项目内容 工作内容 成果输出 

项目启动 

1.组建测评项目组 
向招标人提交 《项目计划书》 

《提供资料清单》 
2.编制《项目计划书》 

3.确定测评委托单位应提供的资料 

信息收集分析 

定级报告及整改方案分析 

《系统基本情况分析报告》 

1.整理调查表单 

2.发放调查表单给测评委托单位 

3.协助测评委托单位填写调查表 

4.收回调查结果 

5.分析调查 

工具和表单准备 

1.调试测评工具 
确定测评工具（测评工具清单） 

《现场测评授权书》 《测评结

果记录表》 《文档交接单》 

2.模拟被测系统搭建测评环境 

3.模拟测评 

4.准备打印表单 

5.4.2 方案编制活动 

方案编制活动包括测评对象确定、测评指标确定、测试工具接入点确定、测

评内容确定、测评指导书开发及测评方案编制等六项主要任务。 

详细要求见下表： 

工作内容 工作详细任务 输出成果 

一、测评对象 识别被测系统等级 《测评方案》的测



 

  

确认 识别被测系统的整体结构 

识别被测系统的边界 

识别被测系统的网络区域 

识别被测系统的重要节点和业务应用 

确定测评对象 

评对象部分 

二、测评指标

确定 

识别被测系统业务信息和系统服务安全保护等级 

《测评方案》的测

评指标部分 

选择对应等级的安全要求作为测评指标 

就高原则调整多个定级对象共用的某些物理安全或

管理安全测评指标 

三、工具测试

点确定 

确定工具测试的测评对象 

选择测试路径 

确定测试工具的接入点 

《测评方案》的测

试工具接入点部

分 

四、测试内容

确定 

识别每个测评对象的测评指标 《测评方案》的单

项测评实施和系

统测评实施部分 
识别每个测评对象对应的每个测试指标的测试方法 

五、测评指导

书开发 

从已有的测评指导书中选择与测评对象对应的手册 
《测评方案》的测

评实施手册部分 
针对没有现成测评指导书的测评对象，开发新的测评

指导书 

六、测评方案

编制 

描述测评项目基本情况和工作依据 

向 招 标 人 提 交 

《测评方案》 

描述被测系统的整体结构、边界和网络区域 

描述被测系统的重要节点和业务应用 

描述测评指标 

描述测评对象 

描述测评内容和方法 

5.4.3 现场测评活动 

现场测评活动通过与测评委托单位进行沟通和协调，为现场测评的顺利开展

打下良好基础，然后依据测评方案实施现场测评工作，将测评方案和测评工具等

具体落实到现场测评活动中。现场测评工作应取得分析与报告编制活动所需的、

足够的证据和资料。 



 

  

现场测评活动包括现场测评准备、现场测评和结果记录、结果确认和资料归

还三项主要任务。 

详细要求见下表： 

工作内容 工作详细任务 输出 

1.现场测评准备 

现场测评授权书签署 

会议记录、确认的授权委托书、

更新后的测评计划和测评方案 

召开现场测评启动会 

双方确认测评方案 

双方确认配合人员、环境等资源 

确认信息系统已经备份 

测评方案、结构记录表格等资料

更新 

2.现场测评和结

构记录 

依据测评指导书实施测评 访谈结果：技术安全和管理安全

测评的测评结果记录或录音 文

档审查结果： 管理安全测评的测

评结果记录 配置检查结果： 技

术安全测评的网络、主机、应用

测评结果记录表格 工具测试结

果： 技术安全测评的网络、主机、

应用测评结果记录，工具测试完

成后的电子输出记录，备份的测

试结果文件 实地察看结果： 技

术安全测评的物理安全和管理安

全测评结果记录 测评结果确认： 

现场核查中发现的问题汇总、证

据和证据源记录、被测单位的书

面认可文件 

记录测评获取的证据、资料等信

息 

汇总测评记录，如果需要，实施

补充测评 

3.结果确认和资

料归还 

召开现场测评结束会 

测评委托单位确认测评过程中

获取的证据和资料的正确性，并

签字认可 

测评人员归还借阅的各种资料 

5.4.4 报告分析及编制活动 

在现场测评工作结束后，应对现场测评获得的测评结果（或称测评证据）进

行汇总分析，形成等级测评结论，并编制测评报告。 



 

  

测评人员在初步判定单元测评结果后，还需进行整体测评，经过整体测评后，

有的单元测评结果可能会有所变化，需进一步修订单元测评结果，而后进行风险

分析和评价，形成等级测评结论。分析与报告编制活动包括单项测评结果判定、

单元测评结果判定、整体测评、风险分析、等级测评结论形成及测评报告编制六

项主要任务。 

详细要求见下表： 

工作内容 工作详细任务 工作依据（模版) 

1.单项测评结

果判定 

分析测评项所对抗威胁的存在情况 

等级测评报告的单项测评

结果部分 

分析单个测评项是否有多方面的要求内容，

依据“优势证据”法选择优势证据，并将优

势证据与预期测评结果相比较 

综合判定单个测评项的测评结果 

2.单元测评结

果判定 

汇总每个测评对象在每个测评单元的单项

测评结果 
等级测评报告的单项测评

结果汇总分析部分 
判定每个测评对象的单元测评结果 

3.整体测评 

分析不符合和部分符合的测评项与其他测

评项（包括单元内、层面间、区域间）之间

的关联关系及对结果的影响情况 
等级测评报告的系统整体

测评分析部分 
分析被测系统整体结构的安全性对结果的

影响情况 

4.风险分析 

整体测评后的单项测评结果再次汇总 

等级测评报告的风险分析

部分 

分析部分符合项或不符合项所产生的安全

问题被威胁利用的可能性 

分析威胁利用安全问题后造成的影响程度 

为被测系统面临的风险进行赋值 

评价风险分析结果 

5.等级测评结

论形成 

统计再次汇总后的单项测评结果为部分符

合和不符合项的项数 
等级测评报告的等级测评

结论部分 
形成等级测评结论 



 

  

6.测评报告编

制 

概述测评项目情况 

等级测评报告 提交招标

人 

描述被测系统情况 

描述测评范围和方法 

描述整体测评情况 

汇总测评结果 

描述风险情况 

给出等级测评结论和整改建议 

6、项目服务要求 

6.1 项目实施要求 

项目实施过程中，投标人应遵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在项目实施中投标人须做到： 

1. 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必须具有 1年以上的等保测评服务项目管理经验；

其中，本项目成员中至少有 2人具备信息安全等级保护中级测评师资格；  

2. 提供完整的系统实施方案和项目实施管理办法； 

3. 提供详细的项目实施方案和计划进度说明书； 

4. 项目实施完成后提供可靠的后期技术服务工作； 

5. 严格按照双方确定的计划进度保质保量完成工作； 

6. 规范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文档管理。 

6.2 项目验收要求 

中标人必须提供给采购人详细的项目验收方案。 

6.2.1 验收组织 

成立由采购人、中标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组成的验收小组，负责对项目进行

全面的验收。 

6.2.2 验收标准 

1) 标准化：项目验收最关键的指标，应确保测评过程符合国家标准规范； 

2) 系统稳定性：在测评过程中应确保软硬件环境的稳定性、运行正常； 

3) 系统文档：验收文档是否齐全、规范、准确、详细； 

4) 系统可操作性：交付成果清晰、通俗易懂。 



 

  

6.3 售后服务要求 

对于现状测评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问题，投标人应先出具问题汇总报告，并

给招标人预留三十天的整改时间，整改完成后投标人提供一次全面问题复查，并

出具最终版测评报告。同时招标针对本次测评范围内的问题提供一年期的远程技

术咨询服务。 

7、付款方式 

本包分阶段支付项目款： 

第一阶段，双方签订合同后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

支付合同总额 50% 

第二阶段，采购人对中标人交付的测评报告及各项交付物验收后，采购人在

收到中标人开具的发票后 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额 50%。 

8、其他要求 

合同签订前，中标人需以银行保函的形式提供给采购人中标金额 10%的履约保证金。 

中标人不履行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给招标人造成的损失超过

履约保证金数额的，还应当对超过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履约保证金的，应当对招标人的

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