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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设备清单

序

号

产品名

称
品牌 配置 数量

1
上网行

为审计

亚信/网

御星云/

神州数码

1U 标准机架式设备，系统硬件为全内置封闭式结

构，稳定可靠，加电即可运行，启动过程无须人

工干预，设备配置≥12 个千兆电口，≥12 个千兆

电口. 吞吐量≥1Gbps。内置双电源，内置 bypass

模块

1台

二、参数要求

上网行为审计

指标项 参数要求

# 设备配置

1U 标准机架式设备，系统硬件为全内置封闭式结构，稳定可靠，加电

即可运行，启动过程无须人工干预

设备配置≥12 个千兆电口，≥12 个千兆电口.

吞吐量≥1Gbps。

内置双电源，内置 bypass 模块，断电和重启过程中均开启 bypass，启

动完成后自动关闭 bypass,保证网络正常运行。

操作系统
★主机系统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核多线程 ASIC或 LOS 或 NFOS 安全操

作系统，并提供该安全操作系统的软件著作权作为证明

产品功能

支持路由模式、透明（网桥）模式、混合模式，支持镜像接口，部署

模式切换无需重启设备

支持源地址转换、目的地址转换、双向地址转换、NAT44

支持动态域名绑定功能

支持静态路由、策略路由、动态路由、ISP 路由；策略路由支持七元组

策略；动态路由支持 RIP、OSPF 等；ISP 路由支持运营商地址自定义。

支持 IPV6 网络

支持 4G 网络，在主线路出现问题时，自动切换到 4G 网络，保障网络

正常运行（提供 WEB 配置截图）

支持服务器负载均衡，支持一个公网 IP 映射到内网多台服务器，服务

器间支持连接和源地址hash,支持服务器健康检查（提供WEB配置截图）

可广泛识别恶意网站、违法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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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项 参数要求

支持自定义关键字对象，在应用控制的时候匹配类型包含关键字和数

字，关键字可选择等于，数字可选择“大于”、“小于”、“等于”、

“不等于”四种匹配模式。（提供 WEB 配置截图）

支持 HTTPS 解密功能，支持页面及命令行配置解密策略，包括入接口、

源地址对象、目的地址对象、https 对象、域名排除等。支持针对 HTTPS

网站、HTTPS 搜索记录、HTTPS 邮箱等内容进行审计；HTTPS 邮箱支持

审计主题、内容、附件等；支持 HTTPS 域名库，预定义域名以及自定

义域名；

支持 4级层次化 QoS、支持多级用户/用户组嵌套。

支持用户（用户组）+应用（应用组）+时间等条件的组合进行多线路

带宽管理；

支持进行 IP、整机会话限制。

支持应用、用户流量统计，应用流量支持趋势图、饼状图呈现，可查

看某一应用的流量趋势图和其 Top 流量用户。

可识别私接主机个数，并可制定策略分别设置私接终端类型个数为阀

值进行封堵，支持自定义阻断时间，同时支持基于 IP 及 IP 段配置白

名单。

支持私接用户的 PPPoE 账号展现。

支持状态监控、解锁操作

支持 WEB Portal 认证功能，支持本地认证、Radius 认证、LDAP 认证

和 LDAP 用户同步，支持对接 IMC、SAM 等常见 AAA 服务器，支持配置

强制重新认证间隔，支持配置认证通过后重定向 URL，要求本机自身支

持短信认证功能。

支持认证页面自定义

支持微信认证功能，使用微信连 WiFi2.0 接口，限制微信流量放通（pc

和移动端，认证通过放通），支持基于 http 获取 access_token，支持

微信内部浏览器 http 弹 portal

强制关注功能（定时检查用户是否关注公众号）。

支持广告推送功能，支持 PC 端推送 4个方位的广告，手机端支持推送

全屏广告提供（WEB 配置截图）

支持杀毒功能，可对 HTTP、FTP、POP3、SNMP、IMAP 协议的病毒进行

查杀；支持 ZIP、RAR 等压缩文件的病毒查杀。压缩默认支持 5层，最

大 20 层（提供 WEB 配置截图）

支持 IPS 功能，支持基于源、目的、规则集的入侵检测；支持针对 WEB

服务器防护，包括网页防爬虫、玩也防篡改、HTTPS 防护、DDOS 攻击

防护、WEB 攻击过滤、漏洞防护自学习等。（提供 WEB 配置截图）

支持双机热备，支持主主模式、主备模式，支持同步配置、会话、运

行状态、VPN 状态、特征库，支持配置抢占模式和抢占延时，支持配置

HA 监控接口

web 管理界面支持 Ping、Traceroute、TCP Syn 诊断工具，可支持基于

接口、协议、IP 地址、端口、应用进行网络抓包，并可下载导出分析。

支持命令行、界面管理端口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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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项 参数要求

支持本地日志记录和远程日志输出；支持专用的日志审计管理软件

证书要求

产品具有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颁发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

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

产品具有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颁发的《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场所信

息安全管理系统》

设备厂商具有《信息系统集成及服务资质证书》（一级）

设备厂商具有《信息安全应急处理服务资质》（一级）

设备厂商需加入微软安全响应中心（Microsoft Security Response

Center）发起的 MAPP（Microsoft Active Protection Program）计划，

作为该计划成员，可在微软发布每月安全公告之前获得微软产品的详

细漏洞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及时的安全防护

（★号部份为核心关键参数，不允许负偏离）

中标后签订合同前，用户有权要求中标人提供样机测试，提供测

试报告。经测试发现与标书要求或投标文件不一致或投标单位有意拖

延测试，则视为欺诈行为，用户将不授予合同，投标单位将承担一切

后果与责任。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

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有依

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

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2、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

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都不得在同一采购项目相同标段中同时投

标，一经发现，将视同围标处理。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其他要求

1、投标人投标时须出具原厂针对本项目的授权函及质保服务承

诺函，格式自拟。

2、签定合同日期：自采购中心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日内按时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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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货期（服务时间）：自合同签定之日起 30天内。

4、交货（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5、服务期限（自交货并验收合格之日起计）：提供三年原厂质保，

提供原厂安装服务。

6、验收要求：在接到供应商以书面形式提出验收申请后，在 5

个工作日内及时组织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必要时邀请采购中心、质检

等部门共同参与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作为支付货款的依据。

7、售后服务及其他（含安装、调试、培训、维护等）：到货后需

完成后续的安装调试及培训工作，不收取其他费用。所有设备均需提

供原厂质保，含硬件的安装、维护、维修、软件升级、配件的更新、

故障排除。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 1小时，一般故障须由在 4小时内响

应并处理解决，重大故障须 48小时内解决。

8、付款方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且按业主要求开具正规专用发

票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90%；（2）剩余合同价款的 10%为质保金，一

年质保期满且无遗留质量问题后，一次性付清。

五.报价文件组成

本次报价只接收书面交件，不接受函寄件，超过规定时间提交不

予接受。

应至少包括以下文件，并请按照下面文件顺序装订成册：

1.承诺书 （见附件 2）

2.报价表 （见附件 3）

3.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

4.被委托人身份证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未标明原件的均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发生下列情况之一

的封闭报价文件均视为无效：

1）封闭报价文件应盖而未盖公章、未装订、未密封、未有效授

权、资质不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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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应商以他人名义报价、串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

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报价的。

五.其他说明

业主按照本文件的要求对封闭报价文件进行评审，在满足各项技

术要求的基础上，以符合需求的最优报价（质保及数量等综合评比）

成交，按业主指定的时间、地点双方签订合同。贵单位如有意愿，请

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 15:00 时前，派人把签字盖章并密封好的报价单

送至图书馆及综合服务中心 1709 室，如到时未到，视作放弃处理。

联系人：张晶韡，联系电话：0513-59002212。供应商如对本须知存

在疑问，可咨询业主联系，业主将做统一答复，如在规定时间内未收

到任何质疑，则视为各供应商对本须知无异议。询价过程中，如发现

任何违法违纪行为，可以进行举报，监督电话：590022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