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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灭火救援指挥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联合

作战综合定位摄像系统子项目需求

1 建设背景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成立后，消防应急通信保障任务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

同时，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高层地下建筑、超大综合体建筑大量涌现，洪涝、泥石

流、地震等大范围自然灾害频发，给通信保障和消防员安全管控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

特别是在开展城市复杂建筑及重特大自然灾害灭火救援时，现场指挥员不能有效掌握内

攻人员的所在位置和生命体征，现场音视频信号覆盖存在盲区，通信指挥秩序混乱等问

题，一直未有效解决。

为解决大型灾害现场多支力量联合作战时“内攻定位难、通信覆盖难、指挥秩序乱”

等问题，按照《消防救援局关于印发<城市复杂建筑及重特大自然灾害现场联合作战关键

应急通信装备建设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广东消防救援总队实际，稳步推进任务建设，

配齐综合定位类等关键装备，为打造现代化指挥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2 建设目标

针对“高低大化”复杂环境火灾扑救和大震巨灾极端条件，以图像、语音、定位为

基础业务应用，综合定位数据感知，实现内攻人员位置监控，满足各级指挥员第一时间

获取现场态势并下达指令，为现场应急救援提供决策支撑。

3 建设原则

1.实用性

系统应选用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能够适应未来应用需求及技术发展变化的设备。

同时，尽可能兼顾产品和技术的成熟性，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及应用系统的整体稳定性。

2.安全性

系统应选用成熟稳定且具备故障分析和容错能力的设备，保证建成的系统安全可靠，

稳定性强。系统具备公网、Mesh、Wifi 等多种网络接入能力，确保通信顺畅，同时达到

路由抗毁，提高系统在灾害事故现场的可用性。

3.开放性

随着技术发展和需求变化，系统功能可不断拓展和在线升级，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同时选择开放式的技术，满足系统间灵活的信息交互的需要。

4.兼容性

系统应兼容目前消防队伍已使用的应急装备，充分利旧，采用市场通用的接入标准，

整合多种通信手段和现有通信装备，实现现有及未来应急通信装备的互联互通和可视化

集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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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扩展性

系统建设的不同阶段应可灵活配置、扩展系统规模和功能，具有不断吸收新技术的

能力，便于系统将来改造、扩容、升级。

4 建设方案

城市复杂建筑是指高层、地下、大型综合体等建筑，此类建筑往往因为结构复杂，

对信号屏蔽和衰减严重，造成内部存在大量通信盲区。综合定位系统按照不同层级消防

救援队伍应用模式说明如下：

（1）队（站）级队伍到场后，安全员在建筑物入口使用内攻登记装置对所有内攻人

员扫码或自动感应登记（内攻人员须佩戴综合定位单兵终端及生命体征监测装置）。

（2）内攻人员进入建筑物后，可通过综合定位单兵终端查看相互之间的距离、方向、

高度差，发出手动或静止报警信号，接听指挥员发出的撤离、呼叫等语音命令。

（3）在深入内攻过程中，内攻人员使用综合定位单兵终端的部署引导提示，在信号

较弱的地点部署综合定位信标，扩展信号覆盖范围，同时，通过在安全出口、着火点、

水源地等重要位置部署综合定位信标，可以引导其他内攻人员快速到达所在位置。

（4）指挥员通过综合定位平板终端实时掌握本级所有队员的位置、生命体征、空呼

压力等信息，如发现内攻人员数据异常（如空呼压力过低，生命体征不正常等），需紧

急撤离时，可一键向内攻人员综合定位单兵终端发布定向撤离声光信号，并可通过相对

位置通知距离最近的消防员赶往增援。

（5）总/支队全勤指挥部出动过程中，指挥员可通过综合定位平板终端预先查看着

火建筑的三维建模、周边地理情况、已到场人员数量位置等信息，查看本级及下辖单位

人员的位置及生命体征信息，并将该信息回传后方指挥中心，供现场及后方指挥员根据

现场情况随时调整力量部署。

（6）总/支队全勤指挥部可在灾害现场灵活分配综合定位类设备，确保现场所有内

攻人员均有佩戴。

5 设备详细技术参数

（1）综合定位单兵终端

 *定位精度：可以准确测量人员相互间的距离，水平、垂直测距精度≤1m，可显

示和播报实时测量数据；

 *方向定位：可通过数值引导，准确辨别人员所在方向；

 *高度定位：在人员处于不同楼层的情况下，准确测量人员间的高度差，辨识正

确楼层，通过屏幕显示和语音播报实时测量数据；

 室外定位：支持北斗和 GPS，可定位人员所处经纬度，误差≤10m；

 自动开机：人员携带设备出警时，设备自动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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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位数据可实时同步至消防综合定位系统；

 防护性能：≥IP68，防爆等级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6.1－2010）》中相关要求，采用阻燃性材料；

 重量：≤250g；
 电池：连续运行时间≥6小时；

 显示：OLED显示屏。

（2）生命体征监测装置

 *心率：实时采集并在屏幕上显示人员心率；

 *身份标识：通过 APP把设备与人员身份绑定，设备屏幕上显示人员身份，使用

内攻登记装置扫描设备可以登记人员身份，使用综合定位单兵终端扫描设备可以

确定人员身份并读取心率；

 *队形保持：2个及以上设备组成一个小队，在屏幕上显示人员相互间的距离。测

距精度≤1m，在空旷环境下，测距半径≥100m；

 生命体征数据支持通过蓝牙传输至综合定位单兵终端，并可实时同步至消防综合

定位系统；

 防护性能：≥IP68，防爆等级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6.1－2010）》中相关要求，采用阻燃性材料；

 电池：在日常使用状态下，连续运行时间≥7天；

 显示：OLED显示屏。

（3）综合定位信标

 *定位引导：设备可以标记安全出口、着火点、水源地等重要位置，综合定位单

兵终端可以测量与定位信标之间的距离、高度差和方向，快速找到定位信标所在

位置。测距精度≤1m；

 *信标定位：在大型综合体内部署综合定位信标，可定位附近人员，并在三维模

型中显示，综合定位信标定位附近人员的精度≤1m；

 *具有中继转发功能，转发报警信号的单跳传输距离≥2.5km，支持 10跳转发；

 坐标定位：支持北斗和 GPS，可定位人员所处经纬度，误差≤10m；

 信标数据可实时同步至消防综合定位系统；

 防护性能：≥IP68，防爆等级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6.1－2010）》中相关要求，采用阻燃性材料；

 重量：≤250g；
 电池：设备连续运行时间≥6小时；

 显示：OLED显示屏。

（4）内攻登记装置

 *登记进场和出场人员的身份、时间、空呼压力，自动提示压力不足等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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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员可通过系统发出撤离信号；

 *登记功能：可以扫描综合定位单兵终端、生命体征监测装置等设备，采集并在

屏幕上显示进出场的时间、空呼压力、人员身份；

 *自动判断进场压力：可以设置进场压力合格标准，设备自动判断进场压力是否

合格，通过语音和灯光提示；

 撤离功能：可以向内攻人员发出撤离命令，内攻人员所携带的综合定位单兵终端

接收撤离命令后，发出声光和语音提示，内攻人员通过应答按键反馈命令接收情

况；

 可以切换登记扫描模式，采用单次扫描，安全员可以逐一检查进场人员完整信息，

采用连续扫描可以先快速登记所有进场人员，然后安全员统一检查所有人员信息

是否合格；

 内攻登记数据可以实时同步至消防综合定位系统；

 灯光：具有绿、黄、红三种颜色的 LED灯，模拟信号灯的颜色，更明显的提醒

人员是否可以进场；

 防护性能：≥IP67，防爆等级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 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6.1－2010）》中相关要求，采用阻燃性材料；

 重量：≤350g；
 电池：在不间断的扫描登记内攻人员的使用状态下，连续运行时间≥6小时；

 显示：OLED自发光显示屏。

（5）综合定位平板终端

 *简易三维快速建模：对于层高、外形轮廓基本一致的普通高层建筑，三维建模

时间≤30秒，对于常见的包括裙楼和主楼的商业综合体，三维建模时间大约 3分
钟。三维模型包括建筑位置、裙楼等多级建筑物轮廓叠加、楼层数目、层高、平

面图，可清晰区分地上楼层、地下楼层、楼层数字和楼层高度，支持多点触控操

作，旋转、放大、缩小、平移等；

 *人员位置标绘：可以在三维模型中实时标绘人员位置，包括人员所在楼层，以

及在楼层平面中的位置。可以在地图上实时标绘室外人员位置；

 由 1台便携网关、1台定位信息显示终端组成；监控现场人员室内室外位置分布、

生命体征、空呼压力等，定点发出撤离信号；

 数据采集：可以采集显示空呼压力、生命体征、报警状态、内攻登记、环境温度

等信息。以心率曲线、高度轨迹曲线等方式直观体现；

 定向撤离：可以对某个建筑物中的内攻人员定向发送撤离命令，并统计每个人的

应答情况。也可以对单人或者全体人员发送撤离命令；

 定位搜救：可以接收并自动弹窗提示人员报警信号，系统根据高度差较近和距离

较近的原则，自动确定搜救优先人员，并实时刷新搜救人员与报警人员之间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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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和高度差；

 离线地图：具有下载离线地图功能，在断网情况下，基于离线地图继续运行软件；

 终端的所有数据都实时同步至消防综合定位系统，并支持对外提供 http标准协议

接口，用于智能指挥、一张图等消防其他业务系统调用。；

 公网和自组网融合通信：在同时具备公网和自组网，或者只具备其中任意一个网

络的情况下，可运行三维建模、人员位置标绘、数据采集、定向撤离、定位搜救

等功能；

 重量：便携网关≤250g，定位信息显示终端依据屏幕尺寸不同，重量不同；

 电池：设备连续运行时间≥6小时；

 显示：定位信息显示终端屏幕尺寸≥10寸，分辨率≥1920×1080；
 防护等级：≥IP65。

（6）视频对讲终端

 基本参数：网络模式及支持频段：TD-SCDMA、CDMA、WCDMA、TDD-LTE1、
FDD-LTE；尺寸≤120mm×70mm×30mm；重量（含标配电池）≤220g；电池容

量≥3500mAh；具有彩色显示屏，显示屏对角线尺寸≥2.8英寸；

 在视频分辨率 1920×1080下支持：视频分辨力≥800线，帧率为 30帧/s；在视

频分辨率 1280×720下支持：视频分辨力≥600线，帧率为 30帧/s；
 须支持在标称最大分辨率（1920x1080）下预录触发前、延录触发后不低于 120s

的视音频信息；

 可通过公专融合通信平台将多个 4G公网移动视频终端用户编成一个小组，进行

组内视频通话。并可通过公专融合通信平台随时对组内用户进行动态的重新编

组，可以添加、删除用户或多个用户组重新编成一个大组；须提供第三方具备

CNAS或 CMA认证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拍摄的照片应满足分辨率≥8900×6700，照片分辨力≥1450线；

 无缝接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无线对讲一级网平台，实现视频、语音互联互通和

平台调度功能。

（7）骨传导降噪耳机

 采用骨传导技术体制，通过感知震动拾取话音，应符合人体工程学，穿戴舒适；

 信噪比：≥50dB；
 频率响应：至少支持 100~10000Hz；
 防护等级：≥IP57；
 具备高噪声环境下的噪声抑制功能，在 90dB噪声环境下可辨识通话；

 配备 PTT套件，适用于各种双手不能离开设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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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讲机连接线缆具有防拉拽设计。

6 兼容互通要求

以上所提综合定位类关键装备中，应支持市场通用的接入标准及传输协议，能够兼

容已购的各类通信终端设备，生命体征监测装置应支持通过蓝牙接口与综合定位单兵终

端互通，综合定位单兵终端、综合定位信标、综合定位平板终端之间通过标准无线协议

互通，并可通过公网或卫星通信网回传数据，同时，回传的数据对外提供 http标准协议

接口，用于智能指挥、一张图等系统调用。

7 售后服务要求

为了保障本项目得以顺利的实施和可靠的运行，承建单位需制定详细的技术支持和

售后服务方案，并按照 ISO 9001 质量体系的标准，为本项目提供快速的服务响应和优质

的服务内容。

（1）售后服务承诺

项目的所有设备保修期 3年（自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算）。保修期内承建单位需承

诺为本项目提供实时远程技术支持、设备维修支持、技术人员辅导、用户回访、技术支

持等售后服务。

（2）故障响应

承建单位需设立本项目的专线电话。提供 7×24 的全天候技术支持热线。同时售后

服务工程师和项目经理手机 24 小时开机，做到 24 小时即时响应用户的请求。用户可以

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进行故障报修、技术咨询或投诉申告。

设备出现故障时必须在 1小时内响应，并提供 6个小时内到达现场、24 小时解决问

题的保证（不可抗力因素除外），若限定时间内无法解决设备故障，需提供相应的备用

机或备品备件，以保证系统的可靠运行。

（3）用户回访与技术支持

维护期内，在平常系统的正常运行中，承建单位需定期安排电话回访，对用户的系

统运行情况的定期检查、优化，对潜在的故障点进行预防，回访报告提交用户系统管理

人员。

当发生重大灾害事故或重大演练任务时，承建单位应根据要求提供现场或远程技术

支持，协助相关单位开展日常训练或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对于系统不正常现象和故障，承建单位需充分发挥和利用在以往项目中所积累的经

验，采取科学严谨的分析方法和工作，作出准确分析和判断，为系统正常运行提供有力

的保障。

（4）设备维修支持

保修期自各系统安装、调试合格之日算起，指派专人保障。在保修期内，因质量问

题而引起的故障，承建单位免费予以更换配件，保证设备及时恢复正常。

保修期间内，如由于承建单位原因需要对本项目中的部件予以更换或升级的，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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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的保修期应当相应延长。保修期满后用户需承建单位继续提供维护的，应当另行签

订协议。

8 培训要求

由承建单位按照消防救援局要求统一组织系统内相关部门人员进行培训及提供产品

使用的有关技术资料，讲解产品工作原理、操作使用方法及预防维护工作等。培训采用

集中授课培训和远程视频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后期根据消防救援局要求开展远程视频培

训。培训内容要实用、针对性强，包括系统基础原理培训和系统整体操作使用培训 2类，

确保操作人员能够熟练操作和进行日常维护。

9 交货时间要求

工期：合同签订后 30 日内完成硬件设备到货和集成联调，合同签订后 45 日内完成

项目涉及定制软件开发工作。

交货地点：广东省内使用的地市消防救援支队。

10 验收要求

（1）到货验收要求

货物运抵合同约定的最终交货地点后，由采购方自行组织到货验收，主要包括清点

到货的产品和设备是否符合合同中规定的规格和数量，验收合格的，由采购方、承建单

位、监理单位共同签署到货验收合格报告。采购人和承建单位双方签署交接验收报告，

交接验收报告应作为附件与到货验收合格报告共同签署。

（2）最终验收要求

最终验收由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组织。验收前应准备验收相关文档、确定验收场

地和计划验收的时间。承建单位完成全部货物的安装及集成联调工作，确认项目具备验

收条件后，书面提请采购人进行最终验收。采购人成立验收专家组开展验收，验收组成

员原则上不少于 5人，验收合格的，应向承建单位出具最终验收合格的文件。

最终验收包括资料审查、分项验收、系统验收三个部分。资料审查主要包括招标文

件、投标文件、建设合同以及与项目建设相关的文档、材料、资质证明和培训教材等；

分项验收主要包括对照招标文件第六章项目技术要求和投标文件点验设备数量，对单个

设备功能、性能进行测试，确保满足规定的指标要求；系统验收是指对照招标文件第六

章项目技术要求中建设方案要求开展系统集成联调。

11 配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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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灭火救援指挥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联合作战综合定位摄像系统子项目设备清单

序号 类型 设备名称 性能参数 单位 数量

1
综合定位

系统
生命体征监测装置

1、心率：实时采集并在屏幕上显示人员心率；

2、身份标识：通过 APP 把设备与人员身份绑定，设备屏幕上显示人员身份，使用

内攻登记装置扫描设备可以登记人员身份，使用综合定位单兵终端扫描设备可以

确定人员身份并读取心率；

3、队形保持：2个及以上设备组成一个小队，在屏幕上显示人员相互间的距离。

测距精度≤1m，在空旷环境下，测距半径≥100m；

4、生命体征数据支持通过蓝牙传输至综合定位单兵终端，并可实时同步至消防综

合定位系统；

5、防护性能：≥IP68，防爆等级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6.1－2010）》中相关要求，采用阻燃性材料；

6、电池：在日常使用状态下，连续运行时间≥7 天；

7、显示：OLED 显示屏。

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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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定位单兵终端

1、定位精度：可以准确测量人员相互间的距离，水平、垂直测距精度≤1m，可显

示和播报实时测量数据；

2、方向定位：可通过数值引导，准确辨别人员所在方向；

3、高度定位：在人员处于不同楼层的情况下，准确测量人员间的高度差，辨识正

确楼层，通过屏幕显示和语音播报实时测量数据；

4、室外定位：支持北斗和 GPS，可定位人员所处经纬度，误差≤10m；

5、自动开机：人员携带设备出警时，设备自动开机；

6、定位数据可实时同步至消防综合定位系统；

7、防护性能：≥IP68，防爆等级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6.1－2010）》中相关要求，采用阻燃性材料；

8、重量：≤250g；

9、电池：连续运行时间≥6 小时；

10、显示：OLED 显示屏。

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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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定位信标

1、定位引导：设备可以标记安全出口、着火点、水源地等重要位置，综合定位单

兵终端可以测量与定位信标之间的距离、高度差和方向，快速找到定位信标所在

位置。测距精度≤1m；

2、信标定位：在大型综合体内部署综合定位信标，可定位附近人员，并在三维模

型中显示，综合定位信标定位附近人员的精度≤1m；

3、具有中继转发功能，转发报警信号的单跳传输距离≥2.5km，支持 10 跳转发；

4、坐标定位：支持北斗和 GPS，可定位人员所处经纬度，误差≤10m；

5、信标数据可实时同步至消防综合定位系统；

6、防护性能：≥IP68，防爆等级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6.1－2010）》中相关要求，采用阻燃性材料；

7、重量：≤250g；

8、电池：设备连续运行时间≥6 小时；

9、显示：OLED 显示屏。

台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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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内攻登记装置

1、登记进场和出场人员的身份、时间、空呼压力，自动提示压力不足等预警信息，

安全员可通过系统发出撤离信号；

2、登记功能：可以扫描综合定位单兵终端、生命体征监测装置等设备，采集并在

屏幕上显示进出场的时间、空呼压力、人员身份；

3、自动判断进场压力：可以设置进场压力合格标准，设备自动判断进场压力是否

合格，通过语音和灯光提示；

4、撤离功能：可以向内攻人员发出撤离命令，内攻人员所携带的综合定位单兵终

端接收撤离命令后，发出声光和语音提示，内攻人员通过应答按键反馈命令接收

情况；

5、可以切换登记扫描模式，采用单次扫描，安全员可以逐一检查进场人员完整信

息，采用连续扫描可以先快速登记所有进场人员，然后安全员统一检查所有人员

信息是否合格；

6、内攻登记数据可以实时同步至消防综合定位系统；

7、灯光：具有绿、黄、红三种颜色的 LED 灯，模拟信号灯的颜色，更明显的提醒

人员是否可以进场；

8、防护性能：≥IP67，防爆等级符合《爆炸性环境 第 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GB

3836.1－2010）》中相关要求，采用阻燃性材料；

9、重量：≤350g；

10、电池：在不间断的扫描登记内攻人员的使用状态下，连续运行时间≥6小时；

11、显示：OLED 自发光显示屏。

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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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合定位平板终端

1、简易三维快速建模：对于层高、外形轮廓基本一致的普通高层建筑，三维建模

时间≤30 秒，对于常见的包括裙楼和主楼的商业综合体，三维建模时间大约 3分

钟。三维模型包括建筑位置、裙楼等多级建筑物轮廓叠加、楼层数目、层高、平

面图，可清晰区分地上楼层、地下楼层、楼层数字和楼层高度，支持多点触控操

作，旋转、放大、缩小、平移等；

2、人员位置标绘：可以在三维模型中实时标绘人员位置，包括人员所在楼层，以

及在楼层平面中的位置。可以在地图上实时标绘室外人员位置；

3、由 1 台便携网关、1台定位信息显示终端组成；监控现场人员室内室外位置分

布、生命体征、空呼压力等，定点发出撤离信号；

4、数据采集：可以采集显示空呼压力、生命体征、报警状态、内攻登记、环境温

度等信息。以心率曲线、高度轨迹曲线等方式直观体现；

5、定向撤离：可以对某个建筑物中的内攻人员定向发送撤离命令，并统计每个人

的应答情况。也可以对单人或者全体人员发送撤离命令；

6、定位搜救：可以接收并自动弹窗提示人员报警信号，系统根据高度差较近和距

离较近的原则，自动确定搜救优先人员，并实时刷新搜救人员与报警人员之间的

距离和高度差；

7、离线地图：具有下载离线地图功能，在断网情况下，基于离线地图继续运行软

件；

8、终端的所有数据都实时同步至消防综合定位系统，并支持对外提供 http 标准

协议接口，用于智能指挥、一张图等消防其他业务系统调用。；

9、公网和自组网融合通信：在同时具备公网和自组网，或者只具备其中任意一个

网络的情况下，可运行三维建模、人员位置标绘、数据采集、定向撤离、定位搜

救等功能；

10、重量：便携网关≤250g，定位信息显示终端依据屏幕尺寸不同，重量不同；

11、电池：设备连续运行时间≥6小时；

12、显示：定位信息显示终端屏幕尺寸≥10 寸，分辨率≥1920×1080；

13、防护等级：≥IP65。

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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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视频对讲终端（含一年

期每月 1G 流量卡）

1.基本参数：网络模式及支持频段：TD-SCDMA、CDMA、WCDMA、TDD-LTE1、FDD-LTE；

尺寸≤120mm×70mm×30mm；重量（含标配电池）≤220g；电池容量≥3500mAh；

具有彩色显示屏，显示屏对角线尺寸≥2.8 英寸；

2.在视频分辨率 1920×1080 下支持：视频分辨力≥800 线，帧率为 30 帧/s；在视

频分辨率 1280×720 下支持：视频分辨力≥600 线，帧率为 30 帧/s；

3.须支持在标称最大分辨率（1920x1080）下预录触发前、延录触发后不低于 120s

的视音频信息；

4.可通过公专融合通信平台将多个 4G 公网移动视频终端用户编成一个小组，进行

组内视频通话。并可通过公专融合通信平台随时对组内用户进行动态的重新编组，

可以添加、删除用户或多个用户组重新编成一个大组；须提供第三方具备 CNAS 或

CMA 认证资质的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

5.拍摄的照片应满足分辨率≥8900×6700，照片分辨力≥1450 线；

6.含一年期每月 1G 流量卡。

7.无缝接入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无线对讲一级网平台，实现视频、语音互联互通

和平台调度功能。

台 112

7 骨传导降噪耳机

1.采用骨传导技术体制，通过感知震动拾取话音，应符合人体工程学，穿戴舒适；

2.信噪比：≥50dB；

3.频率响应：至少支持 100~10000Hz；

4.防护等级：≥IP57；

5.具备高噪声环境下的噪声抑制功能，在 90dB 噪声环境下可辨识通话；

6.配备 PTT 套件，适用于各种双手不能离开设备的任务；

7.对讲机连接线缆具有防拉拽设计。

套 112

8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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