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4

安防类设备-监控主机及监控专用硬盘供应商入围

资格要求及技术标准

一、资格要求

（一）入围响应方须具有电子产品或监控设备的经营范

围。

（二）入围响应方须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质量

管理体系符合 GB/T 19001-2016/ISO9001:2015 标准。

（三）入围响应方须具有 2019年 2 月以来，2 个及以上

同类项目的实施案例。

（四）入围响应方须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有常驻

重庆的售后维护人员。

二、技术标准

（一）技术参数

1.监控主机（16 盘位）

监控主机可接驳符合 ONVIF、PSIA、RTSP 标准及主流

厂商的网络摄像机，支持 GB28181 协议、Ehome 协议等接

入行方平台，具有友好的操作界面和开机启动录像功能，操

作日志存储不少于 90 天。其主要参数指标不低于如下要求

（以下参数指标均需同时满足，涉及的硬件均为标配）：
参数名称 参数指标 备注



◆网络视频输入 32 路高清

◆输入带宽 320Mbps

控制协议 ONVIF、PSIA

压缩标准
视频：H.265、H.264 等

音频：G.711A、G.711U、PCM 等

输出显示模式
具有不少于 2 个 HDMI 和 2 个 VGA 同时输出，其中 HDMI1 具

有 4K 高清分辨率输出

◆HDMI 输出

HDMI1 分 辨 率 ： 1024×768/60Hz ， 1280×720/60Hz ，

1280×1024/60Hz，1600×1200/60Hz，1920×1080/60Hz，

2K(2560×1440)/60Hz ， 4K(3840×2160)/60Hz ，

4K(3840×2160)/30Hz

HDMI2 分 辨 率 ： 1024×768/60Hz ， 1280×720/60Hz ，

1280×1024/60Hz，1920×1080/60Hz

视频帧率：不小于 25fps

◆VGA 输出

VGA1 分 辨 率 ： 1024×768/60Hz ， 1280×720/60Hz ，

1280×1024/60Hz，1600×1200/60Hz，1920×1080/60Hz，

2K(2560×1440)/60Hz

VGA2 分 辨 率 ： 1024×768/60Hz ， 1280×720/60Hz ，

1280×1024/60Hz，1920×1080/60Hz

视频帧率：不小于 25fps

音频输出 2 路，RCA 接口

预览分割 1/4/6/8/9/16/25/32/36 画面

录像分辨率
12MP/8MP/6MP/5MP/4MP/3MP/1080p/UXGA/720p/VGA/4CIF/2

CIF/CIF/QCIF

同步回放 最大 16 路同步回放及多路同步倒放

及时回放
即时回放功能，在预览画面下对指定通道的当前录像进行回

放，并且不影响其他通道预览，预览、回放图像电子放大

类型 16 个 SATA 接口（前置热插拔），1个 eSATA 接口

单盘容量
兼容所有主流厂商硬盘，每个接口可接入容量 2TB 、4TB、

6TB、8TB 的硬盘

RAID 类型 RAID0、RAID1、RAID5、RAID6、RAID10

录像模式
具有硬盘配额和硬盘盘组两种存储模式，可对不同通

道分配不同的录像保存容量或周期；循环覆盖录像

录像/抓图模式

手动录像/抓图、定时录像/抓图、事件录像/抓图、移动侦

测录像/抓图、报警录像/抓图、动测或报警录像/抓图、动

测和报警录像/抓图

回放模式
即时回放、常规回放、事件回放、标签回放、智能回放、视

频摘要回放、分时段回放、图片回放、外部文件回放、录像



倒放

备份模式 常规备份、事件备份、图片备份

智能应用

具有 Smart IPC 越界、进入区域、离开区域、区域入侵、徘

徊、人员聚焦、快速移动、非法停车、物品遗留、物品拿取、

人脸、车牌、音频输入异常、声强突变、虚焦以及场景变更

等多种智能侦测接入与联动；具有智能搜索、回放及备份功

能，具有视频丢失、视频遮挡、系统运行异常报警

网络协议

IPv4、IPv6、UPnP（即插即用）、 SNMP（简单网络管理）、

NTP（网络校时）、SADP（设备网络搜索）、SMTP（邮件服务）、

NFS（接入 NAS）、iSCSI（IP SAN 应用）、PPPoE（拨号上网）、

DHCP（自动获取 IP 地址）

语音对讲输入 1 个，RCA 接口

网络接口
2 个，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支持双网络

IP 设定

串行接口
1 个，键盘 485 接口；

1 个，标准 RS-232 串行接口；

USB 接口 3个，1个 USB 3.0，2 个 USB 2.0

报警输入 ≥16 路

报警输出 ≥8 路

电源 AC 220V

功耗(不含硬盘) ≤45W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湿度 10％--90％

机箱 标准机柜尺寸

安装方式 台式和机架安装

2.监控主机（8 盘位）

监控主机可接驳符合 ONVIF、PSIA、RTSP 标准及主流

厂商的模拟、网络摄像机，支持 GB28181 协议、Ehome 协

议接入行方平台，具有友好的操作界面和开机启动录像功能，

操作日志存储不少于 90 天。其主要参数指标不低于要求如

下（以下参数指标均需同时满足，涉及的硬件均为标配）：
参数名称 参数指标 备注

◆视频输入 不低于 16 路，BNC 接口（同轴视控）

网络协议 IPv4、IPv6、ONVIF、PSIA、NTP（网络校时）等



◆输入分辨率
720P/25 fps、720P/30 fps、1080/P25 fps、1080P/30 fps、

3MP、4MP、5MP

◆网络视频输入
不低于 16 路；禁用模拟时，可接入不低于 32 路；最高支持

分辨率：8MP

音频输入 不低于 16 路，RCA 接口

CVBS 输出
1 路，BNC 接口 ；分辨率：PAL 制式 704×576；NTSC 制式

704×480

VGA 输出
1 路，分辨率：1920×1080/60Hz，1280×1024/60Hz，1280

×720/60Hz，1024×768/60Hz

HDMI 输出（带音

频）
2 路，1 路与 VGA 同源，一路非同源（HDMI2 最大支持 4K）

音频输出 2 路，RCA 接口

压缩标准
视频：H.264、H.265

音频：G.711A、G.711U、PCM

◆视频编码分辨

率
5MP/4MP/3MP/1080P/720P/WD1/4CIF/ VGA/CIF

视频帧率 1fps～30fps

视频码率 32Kbps～10Mbps

码流类型 复合流/视频流

双码流 支持子码流分辨率：WD1/4CIF/CIF 实时

音频码率 64 Kbps

同步回放 支持最大 16 路同步回放及多路同步倒放

类型 8个 SATA 接口，1 个 eSATA 接口

录像模式
具有硬盘配额和硬盘盘组两种存储模式，可对不同通

道分配不同的录像保存容量或周期；循环覆盖录像

单盘容量
兼容所有主流厂商硬盘，每个接口可接入容量 2TB、4TB、

6TB、8TB 的硬盘

RAID 类型 RAID0、RAID1、RAID5、RAID6、RAID10

智能应用
具有视频遮挡、视频丢失、系统运行异常报警；智能回放、

图片回放、智能检索、快放、慢放、倒放功能

语音对讲输入 1 路，独立，RCA 接口

网络接口 2个，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USB 接口 ≥3 个。其中，2 个 USB 2.0、1 个 USB3.0

串行接口

1个，标准 RS-232 串行接口

1 个，标准 RS-485 串行接口，全双工

1个，RS-485 KB 键盘口

报警输入 ≥16 路

报警输出 ≥8 路



电源 AC220V，50Hz

功耗（不含硬盘） ≤70 W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湿度 10％～90％

机箱 标准机柜尺寸

安装方式 台式和机架安装

3.监控专用硬盘（4T）
参数名称 参数指标 备注

容量（GB） 4000 GB

◆接口 SATA

◆传输速率 ≥6Gb/s

◆转速（rpm） ≥5400

工作温度 0-65℃

存储温度 -40-70℃

4.监控专用硬盘（2T）
参数名称 参数指标 备注

容量（GB） 2000 GB

◆接口 SATA

◆传输速率 ≥6Gb/s

◆转速（rpm） ≥5400

工作温度 0-65℃

存储温度 -40-70℃

5.设备须符合《银行安全防范要求》（GA 38—2021）相

关要求。

（二）检测要求

须提供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或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2020 年 2 月以

后出具的有效检验检测报告。

（三）售后服务要求

1.提供不低于 5 年原厂商免费质保服务。



2. 免 费 对 产 品 进 行 升 级 ， 并 提 供 SDK (Software

Development Kit, 即软件开发工具包 )，开放二次开发接口。

3.质保期内，如果设备生产厂家对其产品有必要的硬件

软件升级，供应商应及时通知行方，如行方有要求，供应商

应免费提供升级和技术支持服务。

4.质保期内，免费提供现场服务和紧急事件的快速处理；

发生故障，半小时内对所提出的维修要求做出响应，中心城

区 4 小时、主城新区 6 小时和渝东南、渝东北 8 小时技术人

员到达分支行，并在 2 小时内修复或排除故障。

5.在质保期内，因产品本身或供应商原因造成的各种硬

件和软件故障进行迅速修复。因供应商所提供货物性能原因

造成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或运行效果不佳,供应商必须提供高

于所提供货物档次的产品或模块进行替换,直至系统正常运

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负责。

6.质保期内，供应商所提供货物跟与之相关联的硬件、

软件产品出现兼容性问题时，供应商须积极配合，与有关硬

件、软件厂商和行方用户接洽，及时定位问题原因、寻求解

决方案。

7.质保期内，免费提供国家安全防范报警系统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或公安部安全与警用电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对供货产品出具的有效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不限份数）。

（四）其他要求



1.入围响应方须为设备的原厂商（制造商）或原厂商授

权的合法代理商、经销商；一个制造商对同一品牌同一型号

的设备，仅能委托一个代理商参加本项目入围；同一品牌同

一型号设备的制造商和代理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入围。

2.入围响应方须拥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具有监控主

机生产经营所需的机器设备、技术能力、专业人才，工作人

员相对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