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询价函 

现拟以询价采购方式采购 桠溪中心小学创新基地提升工程 （采购内容)，

欢迎贵方就以下采购内容进行报价。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采购需求 

1.报价要求 

本次询价采购最高限价 10 万元人民币，超过报价算无效处理。 

2.货物清单 

序号 名称 品牌 型号 参数 数量 单位 

1 
科创套

装 
乐高 45678 

套件主要参数： 

包含：智能集线器、大型电机 1 个，中型电机 2 个，颜色传感器 1

个，超声波传感器 1 个，压力传感器 1 个，核心套装配备收纳盒，

及分配托盘两个。 

智能集线器： 

（1）6 个输入/输出端口（115kB 速率） 

（2）100MHz 处理器 

（3）32MB 内存 

（4）内置 MicroPython 操作系统 

（5）5X5 白色 LED 矩阵灯 

（6）6 轴陀螺仪传感器（三轴加速器和三轴陀螺仪） 

（7）三按钮导航，包括光界面 

（8）扬声器 

（10）机械类搭建几何结构 

大型伺服电机 

（1）最大速度 135RPM 

（2）运行扭矩 8Ncm，失速扭矩 25Ncm 

（3）内置集成式高级旋转传感器 

中型伺服电机 

（1）最大速度 135RPM 

（2）运行扭矩 3.5Ncm，失速扭矩 18Ncm 

（3）内置集成式高级旋转传感器 

10 套 



充电电池： 

2100mAH 充电电池 

通信方式：使用 USB 和蓝牙连接 

距离传感器： 

（1）测量 50-2000mm 范围内的距离 

颜色传感器： 

（1）可检测颜色、反射率或环境光 

（2）可用作光输出 

力传感器： 

（1）课检测简单触碰动作、还可以测量力 

（2）激活区 2-8mm，可测量 2.5-10 牛顿的力 

积木颗粒：科创套装包含 523 个积木颗粒；健康环保型 ABS 工程塑

料零件。 

配套软件： 

运行环境：支持 Windows/macOS/iOS/Android/Chromebook 操作

系统； 

提供内置课程，包含创新小组、开创小事业、生活妙招、竞赛准备

四大学习单元共 26 节课； 

软件功能： 

支持中、英等 20 国语言切换教学（提供软件设置界面图片展

示）； 

提供视频、搭建图纸； 

支持 Scratch 或类 Scratch 图形化编程语言以及 Python 语言编程。

包含 10 种以上模块类型共 90 个以上模块； 

支持 4 大扩展模块类型共 36 个以上拓展模块； 

支持拼搭分步图纸； 

支持程序复制、撤销、重做功能； 

内置音乐，增强编程趣味性； 

支持下载/串流模式，方便调试程序； 

2 

科创套

装配件

库 

乐高 45680 

科创套装主题拓展包包含 603 个积木颗粒； 

包含大型电机 1 个，颜色传感器 1 个； 

积木颗粒包含：连接器型零件不少于 17 种，砖型零件不少于 11

种，销型零件不少于 8 种，齿轮零件不少于 6 种，轴零件不少于 10

种，弯梁零件不少于 6 种，直梁零件不少于 7 种，齿条零件不少于

2 种，框架零件不少于 3 种，齿盘零件不少于 2 种，线夹不少于 5

种，轴套零件不少于 2 种，其他零件不少于 5 种，万向轮 1 个，橡

皮筋 4 个，轮子 4 个。 

套装需配合软件内竞赛单元使用； 

至少包含 8 节竞赛主题课程 

10 套 

3 

太空探

险场地

道具 

乐高 45570 

套件主要参数： 

1.拼搭零件：包含 1412 个。类型：包含搭建组件不少于 10 种，连

接组件不少于 18 种，移动组件不少于 10 种，装饰组件不少于 18

种，配有梁、板、轴、齿轮等基础零件及其它零件；各零件颜色总

数不少于 8 种； 

1 套 



2.电子版搭建手册：包含通信站，飞行队员，火山口和 MSL，火箭

和发射器，卫星，岩石样本，太阳能电池板，火星前哨 8 个道具项

目活动。 

3.电子版课程包：包含齿轮基本知识，学习任务，太空挑战，研究

项目 4 个单元 20 节课； 

4.符合 GB6675.1-2014、GB6675.2-2014、GB6675.3-2014、

GB6675.4-2014 并提供文件证明； 

4 
科学教

具 
乐高 ST2201 

产品主题： 科学与技术 

适用年龄： 7+ 

零件数量： 396 

套装内附有 12 个不同模型的搭建指南和 352 个乐高积木件。学生

通过模型来预测、观察、调整、记录各项指标，直接体验到力、能

量、磁性等知识。与科学技术套装活动包配合使用，可提供给学生

30 个以上的科技的课程，以及额外的挑战任务及搭建的构想。 关

健学习价值—力和运动：力、动能、动力和空气压力等等—测量：

测量距离，齿轮比，校准等等—能量：能源再生，空气阻力，压

力、势能等等—磁学：材质，磁铁、引力和斥力等等 

5 套 

5 
机器人

配件包 
鲸鱼 

AM-

F02-JS 

1、组件数量不少于 230 个，组件种类不少于 29 种； 

2、主要构件梁、销、轴类构件单点固定牢固，可承担扭转力矩大

于 1N.m。各种类型结构部件还以颜色区分； 

3、包含 8 种齿轮 13 个，包含：12 齿半高锥齿轮 2 个、12 齿锥直

齿轮 2 个、20 齿半高锥齿轮 2 个、20 锥直齿轮 1 个、36 锥直齿轮

1 个、8 齿直齿轮 1 个、16 齿直齿轮 1 

个、24 齿直齿轮 2 个、蜗杆 1 个。 

30 套 

6 
机器人

小电机 
鲸鱼 电机 配套电机 30 个 

 

3.质保要求 

质保期限均为自货物通过最终验收之日起满 1 年。  

4.交货时间 

合同签订后 30 日历天内完成所需货物的采购、生产、供应、运输、安装、调试

等相关伴随服务，并满足招标人对总体进度的要求。 



5.售后服务要求 

保修期内，在接到采购单位报修电话后，供应商应在 12 小时内上门服务。 

二． 供应商资格 

(一)合格供应商的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经营记录; 

5.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二)供应商需提供以下资质证明文件: 

1.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文件或其授权书; 

2.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3.被授权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 

4.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单位公章); 

(三)报价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报价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18 日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方式：13776607707 



三．报价及报价函要求 

1.本次询价只允许有一个方案，一个报价，多方案、多报价的将不被接受; 

2.投标人的报价为一次性报价，即在询价有效期内价格固定不变，其报价均包括

产品运输、安装、调试、税费等交付采购人使用前所有可能发生的所有费用; 

3.报价函要经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如为授权代表签字，请附法定

代表人授权书。 

4.报价连同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一起密封后在报价截止时间前交至询价人。 

 

 

 

采购单位：南京市高淳区桠溪中心小学 

日    期：2020 年 9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