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善办学保障条件-首都体育学院校园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UPS 系统政采项目）比选公告(货物类)

一、项目名称：改善办学保障条件-首都体育学院校园信息化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UPS 系统政采项目）

二、控制价金额： ￥36.468 万元

采购清单：

序号
货物

名称
技术规格及要求

采 购

数量
备注

1 UPS

1、*不间断电源 UPS 1 台，额定容量 100KVA。

1.1. *系统双变换效率≥97%，30%、50%负载

运行效率≥97%，请提交投标产品的彩页

官网链接、彩页相关功能截图和泰尔检

测报告进行说明。

1.2. #支持 ECO 模式，该模式下，逆变器与旁

路并联，作为有源滤波器提供无功补偿

和滤波。运行效率≥99%，输入 THDi<3%,

输入 pf>0.99。请提交投标产品的彩页

官网链接、彩页相关功能截图、模式工

作原理资料、显示屏幕监控图片进行说

明。

1.3. *采用风道隔离设计，避免湿尘导致敏感

元器件拉弧、短路。请提交投标产品的

彩页官网链接、彩页相关功能说明截图、

1台 技术规格及

要求中，标注

*号的为关键

要求，不满足

将导致比选

被拒绝，证明

材料要使用

官方网站截

图或产品白

皮书或第三

方机构检验

报告或其他

相关证明材

料，未提供有

效证明材料



湿尘测试报告和具体防护措施实物图

片，并以附件形式进行说明。

1.4. #UPS 需标准内置维修旁路开关，便于系

统故障后维护。请提交投标产品的彩页

官网链接和彩页相关功能说明截图和主

机开门实物图片。

1.5. 要求 UPS 支持 6 台并机，确保并机控制

性能以及满足未来潜在的扩容需求。请

提交投标产品的彩页官网链接、彩页相

关功能说明截图和监控屏幕图片进行说

明。

1.6. #要求采用 9 英寸彩色触摸屏，支持单

机、并机系统运行数据和状态统一监控，

支持并机系统一键开/关机功能。请提交

投标产品的彩页官网链接、彩页相关功

能说明截图、手册资料以及相关单、并

机监控功能的图片进行说明。

1.7. *主机显示屏支持操作风险提示，避免人

为误操作，引起系统掉电和故障，请提

交投标产品的彩页官网链接、彩页相关

功能说明截图和监控显示图片进行说

明。

1.8. #输出采用 SCR 进行切换，确保系统切换

可靠性。请提交投标产品的彩页官网链

或证明材料

中内容与所

填报指标不

一致的，该指

标按不满足

处理。技术规

格及要求需

要逐条应答。



接、彩页相关功能说明截图和电气拓扑

图进行说明。

1.9. *UPS 电气柜内功率模组交/直流端口并

联要求采用母排汇流方式，禁止电缆+

接线端子方式，请提供 UPS 电气柜内功

率模组交/直流端口并联设计实物照片

和彩页官网链接、彩页相关功能说明截

图和实物图片进行说明。

1.10. *功率单元内部冗余，支持插拔设计，

单个模组故障不影响其它模组正常工

作。请提交投标产品的彩页官网链接、

彩页相关功能说明截图进行说明。

1.11. 主机支持下走线。电池无需配备中线，

无直流环流，以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请提交投标产品的彩页官网链接、彩页

相关功能说明截图进行说明。

1.12. 工作温度：0～+40℃满载运行无需降

额，50℃仍可带载 80%。请提交投标产

品的彩页官网链接、彩页相关功能说明

截图和用户手册进行说明。相对湿度：

≤95%（25℃,无凝露）。

1.13. 海拔高度：0～1500 米，无需功率降

额。投标方应详细答复投标产品的实际

指标，并提供彩页官网链接、彩页相关



功能说明截图进行说明。

1.14. 输入电压：380VAC (－20%～＋25%满

载)（投标方应详细答复投标产品的实际

指标，并提供彩页官网链接和彩页相关

功能说明截图）输入频率：40～70Hz

1.15. 整流器输入性能应符合满足 YD/T

1095-2018《通信用交流不间断电源

（UPS）》标准要求。

# 30%、50%、100%负载率下，UPS 输入

谐波电流总含量要求不大于 3%。

# 30%、50%、100%负载率下，UPS 输入

功率因数不低于 0.99。

投标方需提供投标产品的泰尔检测报告

或权威第三方机构检测报告。

1.16. 整流器输出指标

具有电池均充功能，能够自动控制均充和

浮充转换，具备充电温度补偿功能和电池定期

自动测试功能。

1.17. 逆变器输出要求：

输出电压： 380VAC(线)/220VAC（相），

稳态精度：±0.1％。

1.18. 同步频率范围：同步频率应满足±

0.5～±3Hz 可调

输出频率精度：±0.1%(内同步), 输出频率应

不发生突变。

1.19. #输出功率因数为 1，请提交投标产品



的彩页官网链接和彩页相关功能说明截

图进行说明，并提供泰尔报告作为证明

材料。

1.20. 输出波形为连续的正弦波，在带 100%

不均衡负载时，波形失真度 ：

线性负载 ≤1.5％

非线性负载 ≤2.0％

1.21. 输出电流峰值系数（UPS 所允许的最

大非正弦波峰值电流与输出电流有效值

之比）≥3：1

1.22. 逆变器过载能力：

110%额定电流 60min

125%额定电流 10min

150%额定电流 60s

1.23. 三相负载不平衡度。100%时，三相输

出电压不平衡度满足：

≤±0.1％（平衡负载）

≤±2.5％（100％不平衡负载）

1.24. 输出电压相位偏差

三相输出电压相位差≤0.1°。

1.25. 噪音（距离设备 1米处）： 65dB（A）

1.26. 动态电压瞬变范围:

交流输入电压不变，负载从 0－100%－0

变化，交流输入中断或恢复供电时的输出电压

变化量＜额定输出电压的±4％。

1.27. 瞬变响应恢复时间:



从输出电压发生阶跃变化起到恢复到稳

压精度范围内时止所需要的时间≤20ms。

1.28. 市电电池切换时间

UPS 在市电和电池两种状态间切换的时间

应为 0。

1.29. 旁路逆变切换时间:

从逆变器停止工作时起，到电网直接供电

时止或从电网直接供电起到恢复逆变器工作

时止所需要的时间 0ms。

1.30. *市电模式下，UPS 系统在线逆变系统

效率如下：

100%负载时，系统效率≥96%；

50%负载时，系统效率≥97%；

30%负载时，系统效率≥97%;

请提交投标产品泰尔检测报告进行说明。

1.31. #设备应能提供全中文监控及操作界

面，采用 9 英寸及以上尺寸液晶彩色触

摸屏，单屏可管理单机、并机供配电系

统，显示配电模拟图。能够动态实时显

示运行状态、输入输出电压、电流以及

故障告警信息等；投标方需提交产品彩

页等资料验证。

1.32. 电池管理功能

UPS 系统应支持电池节数可调，具有定期

对电池组进行自动浮充、均充转换、自动

温度补偿、电池组放电及记录功能；

1.33. 系统应具有三遥性能



遥测项目：三相输入电压，直流输入电压，

三相输出电压，三相输出电流，输出频率

遥信项目：同步/不同步状态，UPS/旁路

供电，蓄电池放电电压低，市电故障，整流器

故障，逆变器故障，旁路故障

对遥信项目，要求设备能够对每一类故障

或状态提供继电器干接点。

1.34. 设备运行参数的设置

设备应具有智能判断功能，对于超常规的

参数设置（错误命令），应能自动拒绝。

1.35. 准确度

对三遥量：

开关量准确度应达到 100%；

模拟量精确度应达到 直流电压误差≤

0.5%
其它电量误差≤2%
非电量误差 ≤5%

设备显示面板或表头显示值应与从通信接口

读出的三遥量值保持一致。

1.36. 外观工艺、检查：机柜表面喷涂均匀、

无破损；信号灯、开关、测量显示装置

布局合理。

1.37. 结构工艺：部件排列合理、整齐；导

线颜色和截面合理，布放平整，编号合

理；接插件牢固；电源进出线符合工程

需要；维修安全及方便；具备抗震措施。

1.38. 机架组装：有防振加固安装孔，接地

应用铜质螺母，其直径≥M8。



1.39. 标牌、标记：平整清晰。

2、 *UPS 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为投标方

提供的《项目授权书》原件。

3、 *UPS 投标报价中包含 UPS 安装调试及

施工辅料，包含用户自备电池组安装施

工及辅料。提供完整可行性施工方案。

4、 *UPS 投标报价中包含机柜配电系统改

造：将机房内各机柜中 1路市电供电改

造为新 UPS 供电。改造过程中，不会造

成机柜网络设备停电，不影响机柜网络

设备正常运行。提供完整可行性施工方

案。

交货期： 合同签订后 40个工作日内

售后服务：质保期内，提供 7×24 技术支持服务；提供现场应急故障

维修服务。

质保期：原厂质保 1 年

付款方式：合同签订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将合同总价 5%的政府采购

履约保函交至甲方，甲方收到政府采购履约保函，且收到乙方开具合

同总价 30%发票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30%给乙方，货

到指定地点、到货验收合格后，且收到乙方开具合同总价 50%发票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合同总价的 50%给乙方，验收合格、货物正常

使用后，且收到乙方开具合同总价 20%发票 15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

付合同总价的 20%给乙方，全部货物从验收合格之日起满一年，无质

量及服务问题，甲方返还合同总价的 5%即政府采购履约保函给乙方。



三、评分办法：

评分

内容
分值 细 目 评分标准

价格

部分

40 分

40

完全满足比选文件要

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

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

价，其价格分为满分。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

×40%×100

技术

部分

60 分

60

技术指标 40 分

标注*号的为关键要求，不满足将导致比选

被拒绝；

标注#号的为重要要求，投标人投标产品技

术指标低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相应技术指标

参数的，每有一项减 2分，减完为止；

未标注的的为一般要求，投标人投标产品技

术指标低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相应技术指标

参数的，每有一项减 1分，减完为止。

投标人业绩 4分

提供投标截止日之前三年内供货合同，每有

一项 UPS 主机单项金额大于等于 40 万元同

类业绩得 1分，

最高得 4分。（以合同原件扫描件为准）

注：投标人名称须与合同中供货商名称一

致。

投标人实力 4分

投标人具有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资质得 2分。

投标人参与本项目的安装服务人员具有机



电二级或二级以上建造师证书，得 1分。

实施现场设置安全员一人，并提供安全员证

书，得 1分。

上述人员资料应真实有效，需提供在本单位

投标截止日前近半年缴纳的社保证明和证

书原件扫描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提供资

料不全或未按要求盖章均不得分。

售后服务方案 10 分

根据售后服务内容、响应时间、原厂售后情

况和售后服务承诺进行评分。

内容完善、科学合理、具有针对性，得 6-10

分；

内容较完善、较合理，得 3-5 分；

基本满足招标人要求、得 0-3 分。

服务承诺 2分

代理商具有所投产品制造商出具的加盖制

造商公章的售后服务承诺函（制造商提供一

年原厂质量保证）原件扫描件，得 2分。没

有不得分。（生产厂家直接参与加投标的，

得 2分）

合计 100

四、供应商的资格条件：

（一）营业执照有效；

（二）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四） 供应商需为北京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协议供货定点采购入围

供应商，中标供应商需与用户签订北京市政府采购办公设备协议供货

合同（根据项目情况，如涉及）；

（五）参加本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 供应商不得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查 询 渠 道 ： 信 用 中 国 网 站 和 中 国 政 府 采 购 网

（www.creditchina.gov.cn、www.ccgp.gov.cn）；供应商提供查询截

图。

（七） 供应商具有所投 UPS 产品制造商出具的加盖制造商公章的针

对本项目，为投标方提供的《项目授权书》原件；

（八）供应商提供保证此次比选不存在虚假信息的承诺，比选过程中

如有发现虚假信息，自动退出此次比选，并承担相应不良后果。

五、报价时间及要求：

（一）时间：2022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9 日(节假日除外)。

因疫情影响，集中提交材料时间为 2022 年 11月 29日下午 14：00-17：

00。

（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 11号

（三）联系人：姬老师

（四）联系电话：82099162

（五）报名请携带并提交的资料（2份）:

1.报价材料（加盖公章）

（1）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依法缴纳税收或社会保障资金的记录；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材料；

（4）参加本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证明；

（5）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查询截图。

2.报价单需密封，封口处加盖公章。

3.封皮上写明项目名称及投标人全称，并注明“报价单”字样。

报

价产品需标明品牌。报价不能高于控制价金额。

4.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首都体育学院

实验室与国有资产管理处

2022 年 11 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