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白沙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2、采购预算：1966879.8 元（大写：壹佰玖拾陆万陆仟捌佰柒拾玖元捌角）

二、★采购需求

序号 服务或产品名称 数量 项目要求及技术要求

（一）软件技术参数

1

智慧便

民服务

平台

自助终

端服务

平台

1套

一、门诊模块：

(1)支持居民身份证、电子健康卡、医院就诊卡识别患者身

份信息；

(2)支持社保卡识别患者身份信息；

(3)支持电子健康卡、电子医保卡识别患者身份信息（条码

/二维码）；

(4)支持输入门诊号识别患者身份信息；

(5)无卡患者通过扫描二代身份证创建或手动输入身份证

号，录入手机号码，自助建档；

(6)持有自费卡、社保卡、居民健康卡、身份证的患者，可

以自行注册登记；

(7)无卡患者通过本人二代身份证领取电子健康卡；

(8)支持智能分诊及专家推荐，患者可根据自己身体不舒适

的区域在自助设备上进行选择，自助设备根据患者点的的

身体不适区域选择症状描述，推荐相应科室，也可根据患

者信息推荐专家，患者可直接通过推荐的科室和专家进入

挂号环节；

(9)患者通过就诊介质完成身份识别后，按照科室\医生查

找当日出诊医生，支付后打印挂号单，凭挂号单去诊区就

诊，直接进入分诊队列，无需二次分诊；

(10)支持自助挂号，当日挂号和预约挂号，可在自助设备

上身份识别后进行预约挂号，支持使用医保卡、银行卡、

就诊卡扣费或者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扫码缴费，打印挂

号凭条；

(11)支持在医院自助设备上完成身份识别进行取号，并打

印挂号单（微信及自助机预约挂号）；

(12)支持在自助设备上完成门诊缴费，支持使用医保卡、

银行卡、就诊卡扣费或者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扫码缴费，

打印缴费凭条；

(13)支持在医院自助设备上通过身份识别后，对已预约挂

号项目进行取消，取消后系统不再记录患者的有效预约信

息；

(14)支持使用银行卡、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向就诊账

户充值；

(15)支持患者通过身份识别后，对线下预约诊疗项目缴费，

缴费成功后自动签到，进入分诊序列；



(16)支持特病缴费、贫困、计生特困等特殊患者特殊政策

落实的功能；

(17)支持门诊取药签到；

(18)支持门诊病历、报告单、费用清单等打印服务；

(19)患者通过就诊介质完成身份识别后，查找预约期内出

诊医生,选择就诊时段,确认预约号源,打印预约凭条；

(20)患者在医生开单后（检查、检验、处方等），通过多种

缴费方式（微信、支付宝、银行卡等）自助支付，并打印

缴费凭条。

二、住院模块：

(1)支持根据门诊医生开具的相关住院信息进行自助入院

办理，支持患者选择是否缴纳住院预交，打印入院凭据，

到科室登记分床；

(2)支持在医院自助设备上完成身份识别缴纳住院预缴金，

支持使用医保卡、银行卡、就诊卡扣费或者微信、支付宝、

云闪付扫码缴费，打印缴费凭条；

(3)支持在医院自助设备上完成结算，支持使用医保卡、银

行卡缴费、扣费或者微信、支付宝、云闪付扫码缴费，打

印缴费凭条；

(4)支持住院预约功能，自助结算功能；

(5)支持特殊类别患者特别政策落实执行；

(6)支持住院费用汇总清单、发票、结算单等打印功能。

三、查询模块：

(1)支持无需身份识别，查询医院信息，患者可自助查看医

院、科室、医生介绍、就诊攻略、特色介绍、就诊流程等；

(2)患者完成身份识别后，自助查询账户余额、医保余额等

信息；

(3)支持患者在医院自助设备上完成身份识别后，查询门诊

挂号记录、门诊缴费记录、门诊充值记录、住院预缴记录、

住院每日清单等信息；

(4)支持无需进行身份识别，患者可自助进行药品、物价等

信息的查询；

(5)支持患者完成身份识别后，查询当前门诊排队队列。

四、打印业务：

(1)支持打印门诊检验报告单；

(2)支持打印门诊检查报告单；

(3)支持打印住院费用清单；

(4)支持在医院自助设备上完成身份识别后查看待打印的

检验检查报告单；

(5)支持打印电子发票。

五、满意度评价：

(1)支持患者在医院自助设备上完成身份识别后，提交门诊

和住院满意度评价，评价内容至少包含医院环境、诊疗服

务、服务态度等；

(2)后台支持对患者提交的满意度评价进行统计分析，形成

报表；



六、票据打印服务：

(1)合法申请人持身份证自主打印电子票据、检验检查报告

单、病历文书等资料。

七、综合计算归集：

1、系统管理：

(1)账号列表可新增用户信息，列表展示已创建的用户信息

包含姓名、性别、医院、科室、职位、账号、手机号码、

账号启用状态、可对用户的密码进行重置，删除；

(2)角色管理可以对角色访问菜单权限进行配置，支持编辑

配置；

(3)职位管理可添加职位信息，支持启动和关闭可对信息进

行修改；

(4)科室管理可进行新增科室信息，支持停用和启用科室信

息；

2、首页统计：统计维度交易金额、交易笔数、退款金额、

退款笔数、净交易额、净值易笔数、交易渠道/方式、交易

类型；

(1)时间周期默认最近 7天的数据，支持进行手动筛选时间

周期；

(2)交易金额、交易笔数、退款金额、退款笔数、净交易额、

净值易笔数 支持查看同比/环比数据变化；

(3)交易金额默认展示近 7天金额折线图，折线图统计三个

数据项(交易金额、退款金额、净交易额)；

(4)交易笔数默认展示近 7天折线图，折线图统计三个数据

项(交易总笔数、净交易笔数、退款笔数)；

(5)交易渠道/方式展示筛选时间区间内的交易渠道、方式；

(6)交易类型主要展示对应业务类型交易金额的柱状图(例

如：门诊缴费、挂号、住院金预缴等)；

3、订单管理：订单管理分为五个功能分支：全部订单、快

速查单、异常订单、退款记录、处理记录；

(1)全部订单支持按支付渠道、支付方式、支付时间、业务

类型、订单状态、退款状态、患者信息（就诊号、手机、

身份证）、医院订单号(His 订单号)、平台订单号、支付/

退款流水号进行筛选搜索订单；

(2)全部订单交易列表展示对应订单支付时间、支付渠道、

业务类型、支付方式、医院订单号、平台订单号、患者信

息、订单状态、退款状态、金额 医技操作；

(3)快速查单为医院工作人员提供快速查找订单通道，仅针

对取消(已支付)、成功、失败、异常交易的查询；支持按

支付流水号/平台订单号进行查询；

(4)异常订单定义为：一笔交易状态流转过程中，his 侧，

或渠道侧出现未知状态时，被标记为支付异常订单，可通

过查询 his 或渠道订单状态来更新当前订单状态；更新订

单状态成功/失败；

(5)退款记录展示的订单信息为长款订单发起操作的记录；

退款操作流程为发起退款申请后由管理员进行审核，审核



完成后由发起退款的操作人进行退款；

(6)处理记录展示的订单为：长款订单、短款订单、金额差

错订单；判断条件为发起中/处理完成的订单都会记录在此

功能中，可进行时间进行筛选；

(7)银行流水 全部订单可以看到同一个流水号两边的数

据信息情况，银行流水列表可以看到给定支付时间下银行

的所有流水信息。

4、财务对账：对账汇总主要展示 T+1 对账后的结果展示，

医院数据来源 HIs 系统交易流水数据；渠道数据来源微信/

支付宝/银联；交易差额展示的为医院和渠道的差额。

(1)支持多个来源（医保，体检，机具...）对账，并能从

来源区分到商户，从商户区分到支付渠道，可以反应到每

个来源，每个商户，每个支付渠道的对账情况，并提供对

应的数据导出功能。

(2)对账汇总根据给定对账日期统计期间医院入账金额，实

收净额，退款金额，渠道的入账金额，实收金额，退款金

额，能有效的给对账人员提供指定日期内的账目汇总，并

能一目了然的看到银行进账，及医院实际入账，在银行账

目和医院实际账目为对平的情况下还能追踪账目问题去查

看对账批次，对账批次能有效反应这批账目在那一天，出

现的入账差额，退款差额，净额差额，甚至到查看批次，

查到每一个订单的长款和短款，可以很好的实现账目的追

踪情况。

(3)对账批次展示对账汇总下次渠道对账明细，包含了医院

数据和渠道数据的交易金额、退款金额、实收净额；

(4)对账结果分为对平、未对平两种情况；未对平的情况下

可以查看对账批次的明细，具体医院和渠道的差额是多少，

造成差额数据长款、端口订单数据；可查看对应长短款订

单数据；

(5)重新对账可对账完成后，数据发生变化导致的异常订单

重新进行校验对账；

(6)差错管理可按时间区间进行筛选，差错类型分为金额不

一致、短款、长款；支持按状态进行筛选待处理、退款中、

已处理；

(7)存疑订单来源于跨天支付，对账周期会纳入 T+2 对账周

期，对跨天支付的订单系统会自己进行处理，但对账日结

果为未对平对账明细展示全部订单数据，支持按订单类型、

支付渠道、对账结果进行筛选。

5、自动对账：

(1)财务对账上会有跨天退款的情况，甚至跨月退款的情

况，对这部分数据，会有自行处理部分。在一个订单缴费

的情况下，次日后退费，系统会自动处理，并不影响银行

和医院两边的总额。会根据单号查询到两边合计金额为 0

默认为系统自动处理，并可以在汇总或者差错管理里，清

晰明了的看到缴费情况，及退费情况；

6、退款：



(1)退费支持审核退费和一键退费两种情况，在差错管理里

面我们可以看到银行和医院两边实际上的单边账，有些单

边账需要销账，有些单边账需要退费，销账的单边账可以

直接处理掉，系统会自动默认对平，退款的单边账我们会

进行验证，属于单边账会原路返回客户的账户里；

7、退款记录：

(1)在对账系统下退款后每笔退款数据都存在退款流程记

录信息，可以看到退款申请人，申请时间，退款审核人，

审核时间，及发起退款和发起退款时间。并且退款汇总会

记录下每天的退款情况，退款成功笔数，退款成功金额，

失败笔数，失败金额。

8、处理对账：

(1)个别需要线下手动处理的数据，在线上可以选择手动处

理，系统可以针对这笔数据为已处理做标记，并在处理过

会在处理列表生成处理记录；

接口对

接
1套

1、支持定制接口开发，与医院现有 HIS、LIS、PACS 系统

对接，实现便民业务与医院内部系统的互联互通，并承担

由此产生的费用（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

2、对接 MIS-POS 银联交易接口（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

（二）硬件技术参数

2
挂号缴费打印一

体机
3台

机箱
镀锌钢板材质，钢板厚度 1.5mm，表面金属烤漆或

喷塑，防锈、防水、防腐蚀；尺寸：≥1872*583cm

工控

主机

CPU：英特尔 酷睿 i5 6100U 四核，4线程 主频

2.30 以上；内存：ddr3 8G 及以上；硬盘：固态硬

盘 SSD，128G。

电容

一体

屏

液晶类型:尺寸≥32"TFT-LCD, LED 背光；

显示比率：16:9；

最佳分辨率 1920x1080 @ 60Hz；

响应时间(Typ.)： 8ms；

触摸屏类型≥32"投射式防暴电容屏；

触摸响应时间≤14ms；

触摸屏硬度：6H；

触击测试≥50,000,000 次。

整机

供电

系统

内置滤波器，具有过压、过流、短路保护，负载稳

定度：±1％ 典型值，电压稳定度：0.5 % 典型值，

纹波及噪声：1％ 峰峰值，>50000 小时无故障率

银行

卡读

卡器

磁条卡可读,IC 卡可读写，ISO7811 1,2,3 磁道可

读，ISO7816(T=0 或 T=1) CPU 卡读,支持人行

PBOC3.0 标准，符合 EMV 标准。寿命：200 万次或

5年 安装异形口

密码

键盘

符合标准：ISO/IEC 9995 和 GB/T 14081 标准 16

键，10 数字键+6 功能键按键 EPP 认证，寿命：超

过 2,000,000 次，按键压力：2～3N(牛)，按键材

料：优质不锈钢



身份

证阅

读器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MTBF) ：5000 小时 读卡距

离：5cm 符合 ISO/IEC 14443 TYPEA/B 标 通过公

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非接

触式读取二代身份证信息，带身份证读卡，港澳台

居住证读取

凭条

打印

机

打印速度：150mm/秒 （24v 电压输入），打印机寿

命：100 万行字符，切刀寿命：100 万次（全切/

半切可选），纸张:80mm 宽热敏纸（0.06-0.10mm

厚），进纸方式：180 度水平进纸，易装纸，接口：

串口、usb 口，并口可选，增加了自动送纸/自动

收纸功能

防堵功能：支持

蜂鸣器：支持

面板热敏打印机，正面开盖维护换纸。 (投标文件

中提供机型现场效果图)

条码

扫描

模块

识读模式：cmos/USB，分辨率：752X480，识读码：

二维：PDF417,QRcode,datamatrix， 一维：

code128,EAN-13,EAN-8,code39，识读精度：≥5mil

识读模式：CMOS；

识读码值：MICRI QR,MICRO PDF417,QR CODE,

DATA MATRIX,CHINESE-SENSIBLE CODE,ETC.,

CODE

128,EAN-13,EAN-8,CODE39,CODE93,UPC-A,ETC.

识读精度：≥10mil ；

识读景深：0mm-100mm；

支持电子社保卡、电子健康卡读取；

黑白

激光

打印

机

黑白激光打印机，最大打印幅面 A4

最高分辨率：最佳：600×600dpi（图像增强可达

4800×600dpi）

黑白打印速度 正常模式(A4)：38ppm

正常模式(letter)：40ppm

处理器 1200MHz

内存 标配：128MB，最大：128MB

网络功能 有线网络打印

打印方式 激光打印

首页打印时间 6.4 秒

月打印负荷 80000 页

接口类型 1个高速 USB 2.0 端口

1个主机 USB 端口

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RJ-45 网络接

口）

社保

卡读

卡触点

可使用次数 10 万次

支持卡尺寸



卡器 支持两个 ISO7816 标准卡尺寸，同时可附加两个

符合 GSM 11.11 的 Sim 的卡尺寸 SAM 卡座

通讯协议

支持 T=0 、 T=1 的 CPU 卡

所遵循的标准

ISO 7816-3、PC/SC、GSM11.11、FCC 、CE

通讯速率

T=0 ： 9600-38400bps

T=1 ： 9600-115200bps

状态显示

双色 LED 指示灯，指示电源或通讯状态

监控

操作

摄像

头

最低照度: 0.01LUX F1.2/分辨率：1280x960（30

帧）；1280x720（30 帧）； 800x600（ 30 帧）

/640x480（30 帧）；352x288（30 帧）；320x240（30

帧）/尺寸：34mm x 34mm x 31mm/34mm x 34mm x 19mm

UPS电

源

UPS 类型：后备式 UPS；UPS 转换时间：≤10ms，

UPS 额定容量：500VA；输入电压：165VAC-275VAC ；

输出电压：220V ；输出电压频率范围：50/60 ±

1Hz ；称后备时间：18 分钟；电池类型：免维护

密封铅酸蓄电池接入市电, 支持 UPS 自动充电、自

动开机

工作

方式

同时支持 SAM 卡加密和键盘加密，安全：防水、防

尘、防暴、防腐蚀、防钻、防拆、防泄漏、防监听

通过银联认证，支持 DES，3DES 算法。

（三）系统集成实施费与其他费

3 系统集成实施 1项 智慧服务项目

4 HRP 系统实施 1项

业务基础平台实施、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医院物资管

理系统、医院固定资产管理系统、医院财务管理系统、医

院全面预算管理系统、医院成本核算管理系统、业务指标

数据上传；

三、★商务要求

（一）售后服务

1、项目整体质保期 2年，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凡因正常使用出现质量问

题，投标人应提供免费维修或更换等服务，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2、投标人在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 2 小时内响应，6小时内到达用户现场并排除缺陷，

修理相关货物或解决相关问题，质保期结束后，投标人仍应负责对货物提供终生维修服务或对

服务提供咨询服务，只收取配件成本或服务成本。

（二）质量保证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必须为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为全新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国家、行

业标准以及投标文件所响应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

（三）培训要求

中标供应商必须负责在现场对设备使用维护人员进行设备安装、操作、使用、维护及结

构原理等方面的培训，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

（四）交货时间、交货地点和交货方式（履约时间、地点及方式）

1、交货时间（履约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 天内交付

2、交货地点（履约地点）：用户指定地点

3、交货方式（履约方式）：由中标人免费运输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4、付款时间、方式及条件：分期付款，每次付款前中标人须向采购人提供合法、有效的

发票，最终以实际合同签订为准。

4.1.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65%

4.2 项目经验收通过后，七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质保期满

后且无遗留质量问题后支付合同金额 5%。

5、验收标准：

5.1.项目以通过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为验收依据，验收所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中

标方支付。

5.2.项目建设完成后，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和项目批复文件、采购文件、

合同约定，需对项目功能和性能情况、系统配置情况、信息安全情况、试运行记录情况、安

装设备的数量、品牌、规格型号、随箱资料（如装箱单、保修单、随箱介质等）及施工工艺、

用户意见、用户培训、验收文档等进行验收。

5.3.中标人应负责在项目验收时将全部有关说明书、技术文件成品、资料成品、及安装、

测试、验收报告等文档汇集成册交付用户。

5.4.验收未通过的，若涉及中标方原因的，要在限期完成整改。按要求完成整改并经试运

行合格后，方可重新商请竣工验收。两次以上整改仍不达标的，不符合验收标准的，招标方有



权无条件中止合同。

（五）其他：

1、项目的实质性要求：按招标文件要求实施。

2、合同的实质性条款：采购人与中标人的名称和住所、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

酬、履行期限及地点和方式、验收要求、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内容。

3、安全标准：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的相关政策、法规。

4、法律法规规定的强制性标准：无。

5、本项目最高限价金额为 1859604.00 元，投标人报价超过最高限价金额的按无效投标处

理。

注：本章带“★”的要求（含小项）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响应为负偏离的视为

无效投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