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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智慧环保高空瞭望网格化监管系统数据
服务项目需求方案

采购单位：潍坊市生态环境局

采购代理机构：天朔工程管理（山东）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潍坊市智慧环保高空瞭望网格化监管系统数据服务项目

编制时间：二零二零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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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预算情况

（一）潍坊市智慧环保高空瞭望网格化监管系统数据服务项目，具体内容详见采购要

求。

（二）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预算为：1290.326 万元。

二、采购标的具体情况

1.采购内容、数量及单项预算安排（须详细列明采购品目，工程类项目须附采购清单）：

品目代码 品目名称 采购内容

G03 其他服务 详见附件

2.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为提高我市大气污染防治科学管理能力，确保实现大气污

染防治目标，打赢蓝天保卫战。

3.需满足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执行国家和本

地区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达到采购人和项目审批主管部门的相关审批要求。

4.需满足的质量、安全、技术规格、物理特性等要求：质量、安全标准合格，技术规

格和物理特性详见采购文件。

5.需满足的采购政策要求（预留份额、评审加分、价格扣除、优先采购、强制采购等）：

财库[2011]181 号《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4】68 号《关于政

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

府采购政策的通知》、鲁财库〔2007〕32 号《山东省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评审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规。

6.项目交付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详见采购文件。地点：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具体

地点由采购人指定。

7.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详见采购文件，保证按时、保质、保量完

成相关工作。

8.项目售后服务及验收标准：按当地有关规定程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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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详见采购文件）。

三、论证意见

详见附件。

四、公示时间

本项目采购需求公示期限为 3天：自 2020 年 10 月 30 日起，至 2020 年 11 月 01 日止。

五、意见反馈方式

本项目采购需求方案公示期间接受社会公众及潜在供应商的监督。

请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项目需求方案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并请于 2020 年 11

月 02 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至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于公

示期满 5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

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未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或者对处理意见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

可就有关问题通过采购文件向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未在规定时间内得

到答复或者对答复不满意的，异议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人同级财政部门提出投诉。

六、项目联系方式

1.采购单位：潍坊市生态环境局

联系人：王朋 电话：0536-8529025

地址：潍坊市高新区东风东街 6396 号阳光大厦 11 层

2.采购代理机构：天朔工程管理（山东）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坦凤 电话：18366529275

办公地址：潍坊市奎文区文化南路齐鲁创智园 D座西单元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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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潍坊市智慧环保高空瞭望网格化监管系统数据服务项目。

1.2 需求单位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

1.3 项目背景和依据

打赢蓝天保卫战，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为加快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着力解决制约我市空气质量改善的突出问题，打赢蓝天保卫战，倒逼产业转型升级，

推动经济绿色发展，根据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

《山东省加强污染源头防治推进“四减四增”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鲁发〔2018〕

36号）和《山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作战方案暨2013-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三期行动计划

（2018-2020年）》（鲁政发〔2018〕17号），潍坊市人民政府在2018年9月份印发《潍坊市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潍政字〔2018〕33号）。

三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

（1）加大燃煤锅炉淘汰力度。巩固燃煤小锅炉清零成果，对清单外新发现的10蒸吨/小

时及以下燃煤锅炉，发现一起，处置一起。

（2）推进秸秆综合利用。落实各级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加强秸秆禁烧巡查管控，结

合卫星遥感和无人机等先进技术，坚决打击露天焚烧秸秆行为。

（3）严格落实扬尘技术导则。工业企业、煤场、建筑施工、商混企业、道路保洁、公路

施工、港口码头、露天开采矿山等重点行业严格落实市环境保护委员会《〈潍坊市工业企业

扬尘污染防治技术导则〉等八个技术导则》（潍环委发〔2018〕5号）。

（4）强化施工扬尘监管。确保建筑施工、拆迁施工、道路施工、公路施工等施工工地严

格落实围挡、覆盖、湿法作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

（5）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各级、各部门要压实应急工作职责，严格落实分级应急

减排措施。

2020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为加快解决制约我市空气质量改善

的突出问题，坚决完成蓝天保卫战既定目标任务，市委办公室和市府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

印发2019-2020年冬春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方案的通知》（潍发〔2019〕20号），方案提

出“整合提升现有在线监测监控网络,将重点企业、工地、渣土车、露天堆场、加油站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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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基本实现全域覆盖”，在提升精准治污能力部分明确提到，“用好颗粒物激光雷达、走

航车等先进监测装备,精准识别污染源,依托铁塔站址建设高空瞭望网格化监管系统 。”

1.4 现状分析和项目必要性

鉴于空气质量形势依然严峻，焚烧秸秆杂草现象禁而不绝，严重污染大气环境，潍坊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19年12月19日印发《潍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秸秆杂草禁烧工作

的紧急通知》（〔2019〕85号），对于秸秆杂草禁烧工作，明确要求各级各部门：思想高度

重视，层层压实责任，强化督导问责。

对于露天焚烧、烟尘排放、抑尘措施、应急响应等方面的监管，目前以人工现场监管方

式为主，缺乏全面覆盖、实时监控的远程技术手段，存在人工成本高但效率低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通过高空瞭望网格化监管系统数据服务，在

规划区域内，主动识别秸秆、杂草、垃圾等的露天焚烧行为，实时监控燃煤锅炉是否违规排

放烟尘，施工工地、混凝土搅拌场抑尘措施是否到位，物流园区、工业聚集区是否遵守重污

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及时发现问题并有效取证，解决目前工作中存在的费时费力、效率低、

监管滞后、取证难度大等困境，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效率和监管能力，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1.5 项目内容

潍坊市智慧环保高空瞭望网格化监管系统数据服务项目，主要是利用现有通讯铁塔资源

通过实时监控系统，提供秸秆禁烧、燃煤排放、工地扬尘、园区应急响应等方面的高点视频

监控数据服务；尤其在重点区域，对影响空气质量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控和证据保留，实现

告警、取证和处理的紧密联动。

本项目服务内容：

在热成像摄像机覆盖范围270度2.5KM范围、全景摄像机覆盖范围180度1KM范围内，结合

部署视频和图片相关处理算法实现以下功能：

（1）主动识别秸秆杂草垃圾焚烧行为：主动识别火点以发现露天焚烧行为，并自动发送

报警信息，提高秸秆杂草焚烧的管控效率；

（2）实时监控燃煤锅炉排放情况：实时监控重点监管锅炉的烟囱口，及时发现烟尘违规

排放情况；

（3）实时监控施工工地、混凝土搅拌场：实时监控重点监管的建筑施工、拆迁施工、道

路施工、公路施工等施工工地的抑尘措施执行情况；

（4）实时监控物流园区、工业聚集区：实时监控重点监管园区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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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智能APP软件：提供安卓智能手机用的APP软件，实现远程查看实时视频和录像回放，

告警消息的签收、反馈、上报，以及导航等功能。

（6）环保协管员服务：项目运维人员同时承担环保协管员职责，协助生态环境部门发现、

反馈监控范围内环境违法问题。

（7）本项目资产归服务提供方，服务项目产生的数据归市生态环境局所有。

（8）服务期限：服务总期限：5年，自项目交付验收之日起5年。签订合同后45日内完成

体系平台构建并提供完善的监测数据。分两期提供服务：第一期服务周期为3年；待3年服务

完毕并经甲方考核合格后重新签订第二期的续约服务合同，第二期合同服务周期为2年。

（9）服务周期内包含28次地面塔站点的移机，26次楼面站点的移机。

本项目考核内容：

根据以下考核内容，每个月对本项目的服务情况进行评价打分，年度内月平均得分95分

以上为合格，按项目约定金额的100%进行付款，95分以下按照得分的百分比支付服务费用。

（1）项目验收前实现“1.5项目内容”中全部内容，未能实现不予验收通过；

（2）设备在线率要求95%以上，发生离线站点情况时，除去不可抗力因素，服务方应在

48小时内恢复；不能按时恢复时，按照0.1分/点位/天进行扣罚；

（3）监控点位发生变更时，在服务方确认新点位可用后，除去不可抗力因素，服务方应

在2周内完成点位的变更，确保新点位安装的设备能正常使用；不能按时完成变更时，按照每

超期一天扣0.1分进行扣罚；（移机费用超出服务规定数量的需单独结算）

（4）火点监管漏报率为0，如在点位监控范围内，发现火点不能识别的情况按照1分/次

进行扣罚；

（5）发现火点、扬尘以及烟尘违规排放情况要及时推送给相关工作人员，延迟推送超过

5分钟时，每次扣0.1分；

（6）服务方应做好数据保密工作，服务项目产生的数据、潍坊市“天地图”基础数据不

得外传，发现一次扣5分。

二、项目设计

2.1 设计原则

以满足实际应用为出发点，建立布局合理、覆盖全面的环境质量视频监控系统。

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先进性：力求选用性能先进的监控设备，系统技术的先进性是系统高性能的基础和

保障，同时，可减轻使用人员和维护人员的负担；

（2）可靠性：可适应恶劣的环境和气候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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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放性：采用模块化设计，使系统各部分有机融合，又相对独立，为日后升级和优

化留有余地；系统设计时，充分考虑今后系统扩容的要求，在传输和控制设备端都留有一定

的扩展容量，可随时增加摄像机等前端监控设备；

（4）易集成：贯彻模块化的设计思想，要求各子系统功能的最大化，而且要求多个子系

统集成后具备单个子系统所不具备的高度集成化增值功能，各个功能模块协同发挥作用，并

基于统一平台进行管理和操作；

（5）易维护性：力争有良好的性价比，所采用的产品是简单、易操作、易维护、高可靠

的；

（6）安全性：对系统操作人员进行权限管理，防止无关人员访问系统，确保系统的安全

性；

（7）规范性：由于本系统是一个严格的综合性系统，在系统的设计与施工过程中充分考

虑各方面的标准与规范，严格遵循各项技术规定，做好系统的标准化设计与施工。

2.2 设计依据

主要依据如下法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31号）

《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的通知》（发改环资〔2015〕2651

号）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3〕37号）

《“十三五”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实施方案》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技术要求》（GA/T367-2001）

《工业电视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115-2009）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2007）

《电线电缆识别标志方法》（GB/T6995-2008）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GB50174-2008）

《安全防范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技术要求》（标准号：GB/T 25724—2010）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前端设备控制协议V1.0》（GA/T647-2006）

《城市监控报警联网系统通用技术要求》（GA/T669-2006）

2.3 系统组成

高空瞭望网格化监管系统数据服务项目，依托通信铁塔挂高资源搭载高清摄像机，由前

端感知、电力供应、传输、和业务管理子系统，以及智能APP软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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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网络拓扑如下：

2.3.1 前端感知子系统

前端感知子系统由通信基站铁塔+视频监控摄像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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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杂草垃圾焚烧、燃煤锅炉烟尘排放、施工工地扬尘等监管工作地点分散，尤其是露

天焚烧主要发生在涉农区域，面积广。传统低点视频监控覆盖面积小，全面覆盖设备投入量

大，采用铁塔+高清摄像机的高点监控方案相比之下优势明显。

目前铁塔已经全域覆盖，考虑到取电、网络传输等条件，摄像机安装在铁塔上可以方便

部署，减少投资。

针对秸秆禁烧的需要，选用热成像云台；热成像镜头实现全天候、多气象条件下的火点

自动识别，热成像镜头和可见光镜头联动，智能跟踪目标。

对于城区的燃煤锅炉、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工业聚集区等，选用全景摄像机；可同时

提供全景与特写画面，兼顾全景与细节。

2.3.2 电力供应子系统

本方案共享使用通信机房现有电力供应设备，可以节省投资。

搭载摄像机的站点，通信机房内除了具备稳定的市电供给以外，还配备以下电力配套资

源，以保障系统的稳定运行：

（1）开关电源柜和大型蓄电池组；

（2）机房内配备监控设备，可实时监控摄像机供电状况。

（3）专业级应急发电服务。

2.3.3 传输子系统

1、接入设备：

前端感知子系统侧，搭载摄像机的站点，通信机房内具备通信运营商电信级传输接入条

件，本方案共享使用通信机房现有传输设备，可以节省投资且稳定性更高。

2、网络设备：

业务管理子系统侧，需要配置网络交换机和网络防火墙：

（1）网络交换机：用于业务管理子系统设备的汇聚，并通过传输线路，实现与前端感知

子系统的对接。

（2）网络防火墙：实现系统的安全隔离，确保通过部署在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智能APP软

件可以安全访问系统。

3、传输线路：

因为前端感知子系统站点分布范围包括潍城区、奎文区、高新区、寒亭区、经济区、坊

子区等6个区，站点分散分布面积大，新建传输线路投资巨大。

所以本方案采用租赁运营商专线的方式提供传输线路。

2.3.4 业务管理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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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空瞭望网格化监管系统的核心，业务管理子系统包括算法服务器、磁盘阵列、流

媒体网关、预警关联网关、客户端，以及管理软件。

提供如下功能：

（1）算法服务器：部署视频和图片处理算法，配合前端摄像机，实现对于火点、烟尘等

的自动识别；

（2）磁盘阵列：存储视频、图片数据，数据保存30天；

（3）流媒体网关：接收前端摄像机的视频和图片数据，并根据需要，将数据传输到算法

服务器进行处理，或传输到磁盘阵列进行存储；

（4）预警关联网关：对于系统自动生成，或者人工生成的业务管理指令，生成对应的图

片或者视频片段并关联；

（5）客户端：个人电脑，安装系统客户端软件。

（6）管理软件：支持实时视频预览、视频轮巡、视频抓图、电子地图、AR全景、录像回

放、视频图像采集、电视墙、角色管理、用户管理、设备管理、报警管理、系统管理、执法

派单、支持火点检测、预警监控、告警图片和视频浏览、告警记录查询。

2.3.5 智能APP软件

安装到安卓智能手机，提供查看实时视频和录像回放，派发告警信息，以及路径导航等

功能。

三、项目方案

3.1 点位规划

本方案规划范围包括坊子区、高新区、寒亭区、经济区、奎文区、潍城区等六区。在以

上范围内，根据实际监管需要，确定四类区域规划监管点位：

（1）秸秆杂草垃圾焚烧易发生区域，重点是农业区；

（2）燃煤锅炉排放监管区域，主要是城乡结合部；

（3）扬尘监管区域，主要是道路施工、拆迁、和建筑工地，以及商品混凝土搅拌场等；

（4）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监管区域，主要是物流园区、工业聚集区等。

在以上区域内，经现场勘查，确定点位，并根据监管需要的功能确定摄像机类型。按照

项目预算，根据付款方式不同，考虑资金占用费用，分别确定点位如下：

选取75处点位，安装75台摄像机，其中包括热成像云台48台，全景摄像机27台，地面站

全景摄像机14台，楼面站全景摄像机13台。

全景摄像机主要用于扬尘监管区域监管，道路施工、拆迁区和建筑工地监管周期一般不

超过2年，在5年服务期内每个点位需包含2次移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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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六区总体规划

区域 热成像云台 全景摄像机 点位

坊子区 10 5 15

高新区 6 9 15

寒亭区 13 2 15

经济区 5 1 6

奎文区 1 6 7

潍城区 13 4 17

总计 48 27 75

3.2 设备配置

3.2.1 前端感知设备

根据“3.1 点位规划”，配置视频监控摄像机。

3.2.2 电力供应设备

共享使用通信机房供电系统。

3.2.3 传输设备

1、前端感知子系统侧传输接入设备共享通信机房资源；

2、网络设备配置如下：

（1）网络交换机：1台。

（2）网络防火墙：1台。

3.2.4 业务管理设备

1、设备配置

（1）算法服务器：根据视频和图片处理方面的要求，算法服务器需要配置足够的GPU资

源。

（2）磁盘阵列：视频数据与其他通用数据在存储中的读写模型存在差异，容量满足30天

视频和图片数据存储要求。

（3）流媒体网关：2台；与磁盘阵列1：1配置，1+1分组方式部署。

（4）预警关联网关：1台。

（5）客户端：2台，指挥中心和机房值班室各1台。

2、部署说明

（1）算法服务器需要配置足够的GPU资源；

（2）系统运行过程中，视频及系统运行产生的数据量巨大，业务管理子系统内设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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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放置，确保系统性能；

（3）系统传输大量使用运营商专线，为确保传输带宽和稳定性，减少传输节点，业务管

理子系统需要部署在运营商机房；

（4）鉴于上述两个情况，以及系统传输架构情况，综合考虑业务管理设备采购、传输线

路租赁或建设方面的成本，需要新建业务管理设备，并集中放置在运营商机房；

（5）系统建设完成后，根据要求共享数据，开放端口给智慧环保大数据平台以及其他监

控平台。

3.2.5 智能APP软件

配置智能APP软件1套。

3.3 运营商专线租赁

传输线路在本方案中采用租赁运营商专线的解决方案，N条20兆专线+1条100兆专线组成。

其中：

1、20兆专线配置如下：

配置20M运营商专线75条，用于对接前端摄像机。

2、2条100M专线：1条作为将前端摄像机的汇聚专线至服务提供方中心机房；另1条用于

用户客户端对接潍坊市智慧环保大数据中心项目平台。

3、1条20M互联网专线（公网、固定IP），用于智能APP软件访问系统；

3.4 电力供应及保障

在合同期限内，由服务方为本方案配置的视频监控摄像机提供电力供应，以及应急发电

保障服务。

3.5 设备安装及维护

由服务方统筹完成设备采购、工程设计、监理、铁塔改造、及设备安装、调试开通工作。

在服务周期内，由服务方提供包括24小时供电监控、设备巡检、故障处理的维护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