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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康迪泰克工程橡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需方）就山东康迪泰克工程橡胶有限

公 司 高 压 胶 管 工 厂 扩 产 项 目 包 含 的 冷 却 水 管 道 工 程 项 目 ， 现 有                     

_                                （以下简称供方）承接本次新增及改造冷却水

管道工程。 

    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就需方山东康迪泰克工程橡胶有限公司新增及改造冷却水

管道工程所需材料、相关技术、质量以及售后相关的事项达成如下事项，双方共同遵

守。 

一、工程概况： 

1. 工程名称：山东康迪泰克冷却水管道工程 

2. 工程内容：为胶管车间原有地埋管道改造及新增编织机、缠绕机增加冷

却水管道 

3. 建设地点：兖州华勤工业园 

4. 建设单位：康迪泰克有限公司 

5. 承包方式：属交钥匙大包工程，供方负责本协议所含项目的安装施工、

售后等工作。 

6. 质量标准：在建设单位发包的工程范围内，所供货材料、施工质量符合

中国现行最新版本安装施工规范。本工程为交钥匙工程。 

二、技术要求及功能描述： 

1.1焊接人员 

焊接人员必须具备管道或压力容器焊接资质，并取得相关资质证书。 

1.2 焊条 

焊条在使用前应按规定烘干。焊条烘干后应立即装在保温筒内，防止受潮。 

1.3 焊接场所的检查 

焊工在施焊前应检查周围环境， 保证施焊过程不受影响。 高空作业时应检查架

子板是否牢靠，有无坠落的危险，并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防风、防雨、防雪、照

明设施。 

1.4 焊口清理和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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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在配管后已按规程要求加工了双 V 坡口。坡口清理应采用机械方法打磨，

将焊口表面油、锈、漆清理，至发出金属光泽，清理范围为焊口内外壁每侧各 10mm

—15mm；疏水管道安装时如需要制备坡口时，应尽量采用机加工方法加工， 如采用

火焰切割应将氧化物、 熔渣及飞溅物清理干净， 将不平处修理平整。 

1.5 焊接作业 

1.5.1 点固焊 主蒸汽管道采用“定位块”法点固在坡口内。采用 TIG 焊沿管子 

周向等距离点焊 3-4 点，点固焊的工艺与正式焊一致， 如有缺陷应立即清除重焊。 

点固焊用的“定位块”应选用含碳量小于 0.25%的钢材。严禁在管子表面引燃电弧、

试验电流、焊接临时支撑物。 

1.5.2 预热焊管：氩弧焊打底前预热温度 100-150℃，手工电弧焊填充前预热温 

度 200-300℃，预热宽度每侧不少于焊件厚度的三倍。 

1.5.3 打底焊：气室封闭达到预热温度后充氩气 10～20 分钟，进行氩弧焊打底， 

氩气纯度≥ 99.95％，焊接电流 120～150A，焊接氩气流量 8～10L/Min ，打底时， 

胶带应根据焊接速度，焊接方向掀开，确保充氩效果。 

1.5.4 填充、盖面焊接：打底焊结束后，缓慢升温至 300℃进行手工电弧焊，施

焊过程中严格控制层间温度在 300℃-350℃。 

1.5.5 焊后热处理：焊口完成后将温度降至 100-120℃，保温 30 分钟进行热处

理及防腐处理。          

1.6.1打底采用钨极氩弧焊打底，打底厚度不小于 3mm；打底焊时应经常用小电

检查焊缝根部有无未焊透现象；施焊至“定位块”时将“定位块”除掉，并将焊点用

砂轮机磨掉， 不得留有焊疤等痕迹， 并用肉眼或低倍放大镜检查， 确认无裂纹等

缺陷后，方可继续施焊；为提高充氩保护效果打底时应焊一点撕一点铝箔胶带；打底

结束后应仔细自检， 如有缺陷应立即清除。 自检合格后应及时进行下一层的焊接，

防止产生裂纹。 

1.6.2 填充和盖面采用手工电弧焊，预热温度 200-300℃，层间控温 300℃

-350℃；为减少焊接变形量应采用双人对称焊；多层多道焊时接头部位应错开 

10-15mm，每层焊道控制在焊条直径左右； 单道焊摆动宽度不大于所用焊条直径的 4 

倍；焊工在焊接时应认真观察母材和焊材的熔化状态， 注意熔池和收弧的质量， 以

避免产生弧坑裂纹。 水平固定焊盖面层的焊道布置， 焊接一层至少三道焊缝， 中

间以有一“退火时道”为宜，以利于改善焊缝金属组织和性能。 

1.6.3焊接注意事项：不许在管子上起弧和试验电流；焊接时管子里不许有穿堂

风；焊条、焊丝和手工工具不许放在管子里； 焊口应连续焊完， 如遇到意外情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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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时必须采取后热、缓冷、保温等措施，再焊时应仔细检查，确保无裂纹后方可按照

工艺要求继续施焊； 两人不得同时在一处收头， 避免局部温度过高影响施焊质量。

每层每道焊缝焊接完毕后， 应用砂轮机或钢丝刷将焊渣、 飞溅等杂物清理干净（尤

其注意中间接头和坡口边缘），经自检合格后，方可焊接次层。 

1.7自检 

每层焊道焊接完毕后应用手工工具将焊渣、 飞溅等杂物清理干净， 在施焊结束

后应对焊缝外观进行 100%自检，并在焊口附近打上本人的钢印。自检内容包括：接

头的清理、 焊缝尺寸要求及缺陷的处理情况， 自检合格后回班组填写自检记录表。 

1.8 热处理 

焊工自检结束后，将主蒸汽管道焊接接头降温至 100～120℃及时进行焊后热处

理。 

1.9压力试验 

焊接合格后对管道进行吹扫试压，并出具试压报告。 

三、供方供货范围 

主要工程范围：原有地埋管道架空改造、2 台编织机+2 台缠绕机+2 台挤出机安

装冷冻水和压缩空气管道 

主要材料及数量： 

序

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品牌 备注 

1 镀锌钢管 DN20 米 250 友发/华岐  

2 镀锌钢管 DN25 米 230 友发/华岐  

3 镀锌钢管 DN32 米 413 友发/华岐  

4 镀锌钢管 DN40 米 71 友发/华岐  

5 镀锌钢管 DN50 米 1050 友发/华岐  

6 镀锌钢管 DN65 米 490 友发/华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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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镀锌钢管 DN80 米 85 友发/华岐  

8 镀锌钢管 DN100 米 480 友发/华岐  

9 镀锌钢管 DN125 米 496 友发/华岐  

10  阀门 DN20 个 16 良工、远大  

11  阀门 DN25 个 13 良工、远大  

12  阀门 DN32 个 12 良工、远大  

13  阀门 DN40 个 12 良工、远大  

14  阀门 DN50 个 15 良工、远大  

15 阀门 DN65 个 6 良工、远大  

16 橡塑保温(3cm) 3cm m³ 37 华美、神州 
管道不产

生冷凝水 

17 铝板 0.5mm  ㎡ 1680 凤鸣  

18 H 型钢 150x75x5x7 米 641 唐山  

19 H 型钢 150x150x7x10 米 117 唐山  

20 钢板 300*250*14 块 45 唐山  

21 钢板 300*300*14 块 45 唐山  

22 角钢 100*8 米 81 唐山  

23 角钢 90*9 米 98 唐山  

24 槽钢 12.6# 米 92 唐山  

25 管件  项 1 卡耐夫、迈克  

 

 备注：1.本项目所涉及的工程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工程范围,后续设计增加其他相关改

造内容,由需方现场人员出具工程联系单的形式作工程追加,工程联系单作为本协议的

有效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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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签订协议前供方需派专业技术人员到需方现场了解设备现有功能，供方须按照设计

院提供的施工图纸进行施工。  

3.所有装置必须配置相应的安全防护装置加以保护。 

4.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供方提供产品及服务以最终满足需方使用要求为目的。 

四、工程执行和检验标准  

1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JGJ59-16 

2 《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14 

3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GB50203-2012 

以上标准、规范及规程仅是本工程施工的最基本依据，并未包括实施中所涉及

的所有标准、规范和规程，其他标准按照设计院提供的施工图纸所列规范和标准执

行。实施中所用标准和技术规范均应以合同签订之日为止时的最新版本为准。整体

工程设计施工、管材使用年限为 10 年。 

五、施工要求与注意事项 

1、供方负责对承接工程进行整体施工安装，本工程为交钥匙大包工程，供应提供完

成承接工程所需的人员、机具及技术，所安装的工程标准应满足我国现行的施工规范

验收标准，本协议中约定的项目所有施工标准应完全满足设计图纸说明中所要求的施

工标准。 

2、供方对所承接工程的供货产品都应满足本协议设计文件（上面工程内容中涉及的

图纸编号）中所描述的材料品牌、技术参数要求，厚度均应满足本协议要求，供方的

职责范围和供货范围包括但不限本协议设计图纸内的要求，最终以供方所承接的本

项目完全满足本协议约定的各项要求和需方现场使用要求并通过国家消防部门验

收为最终目的。 

3、供方所施工的系统整体功能性应完备，施工验收标准应满足现行检测验收标准。 

4、供方对在合同范围内的工程安装质量及其所供材料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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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施工安全规范做好现场施工；防止发生工伤事故，确保现场人员生命安全和财 

产安全，供方因自身原因导致的的安全事故损失全部由供方负责。 

6、供方施工期间认真遵守需方制定的《承包商安全管理规定》并依据工厂内的消防、

安全和卫生制度和地方法规，在动用明火或高空作业时必须提前到需方安检部门办理

相关证件方可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对可能会对需方设备、人员造成伤害的区域应做

好完善专业的隔离防护，并标注醒目明确的警示提示。对于容易发生问题的部位进行

有效的安全防护；对需方施工现场的设备、材料、其他成品的保护措施，如果损坏按

造价赔偿。 

7、供方在施工过程中每天必须保持施工现场清洁，把当日垃圾清理干净，并把施工

所需的工具和相关材料放置到需方指定的区域。 

8、供方所供与本项目的所有物料、附件到货后须经需方现场管理人员和仓库保管人

员共同验收合格后方可进入施工现场。 

9、工程完工后供方负责对需方技术人员进行操作和维护培训，并提供操作说明书（确

保所有培训人员能熟练操作），并在质保期内定期派工程师到现场进行检查，出现故

障时供方必须 24 小时赶到现场，并免费更换系统正常使用情况下损坏的部件。由于

需方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系统损坏，供方应积极配合需方进行维修。 

10、供方必须提供所供与本项目施工的各种物料和附件的合格证、检验报告、质量证

明书等。 

六、验收条款： 

   1、出厂前验收及到货验收 

   1.1 设备出厂前，依本协议相关要求，进行设备硬件验收 

   1.2 设备发货后到达需方现场的开箱验收，双方签署到货开箱验收报告后， 

方可进入安装现场，并由供方负责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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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设备施工完成，进行检测及气压试验，当设备达到本协议提及性能指标，需方

和供方共同签署预验收证明。在需方工厂预验收完成，连续稳定运行 12 周无问题发

生，供方可提出书面申请，双方按技术说明（技术要求、质量要求等）在 4 周内进行

最终验收。在双方共同确认所有要求达到以后，由双方授权代表签署最终验收报告。 

七、质量保证: 

1. 供方所承接的本项目的质量保证期为本工程施工完毕验收合格后起计 24 个月。 

2. 供方所整体承接的冷却水管道工程，需方正常使用期间，因供方施工安装、供货

调试等原因造成的他质量问题均由供方免费进行整改、更换或维修。 

3. 施工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以达到本协议所约定的要求，以不影响需方的正常生产

为准。 

八、质量监督与检验 

1. 需方可委托代表进行现场监督。供方应及时向需方或需方的委托人反映生产进

度，掌握工程施工进度及相关计划情况。 

2. 供方有配合监造方或需方的义务，在监造过程中提供工艺流程、检验标准； 

3. 监造代表或需方在监造过程中发现使用材料、工艺过程、检验方法存在问题、不

符合本协议或有关标准时，有权提出意见，并要求供方采取改进措施。无论监造

代表或需方是否知道，供方有义务向需方主动提供制造过程中出现的质量缺陷和

题，不得隐瞒或擅自处理。无论监造代表或需方是否参与监造，均不能免除供方

对吊装设备应负的责任。 

九、 服务承诺 

1、售前服务：提供设备的所有技术咨询和现场勘察。 

2、 售中服务：把好所有原材料、辅料和外购配套件的质量关，以完美的设计，精心的

制造，保证设备的美观性，质量的可靠性、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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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售后服务：设备执行三包《包修、包赔、包换》，质量保证期 2 年（从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方接到通知后（电话或传真）24 小

时内到达现场，解决故障，保障需方的正常使用。 

十、 其他约定 

1.本技术协议作为合同的主要附件，与主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技术协议一式肆份，双方代表签字盖章生效 

3.提供随机资料： 

3.1 设备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 

3.2 主要配套件说明书、合格证 

3.3 项目竣工图纸。   

 

……………………………………………….签字页……………………………………………………. 

需方：Contitech  (shandong)  Engineered Rubber Products Co.,Ltd 

山东康迪泰克工程橡胶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Date 日期： 

 

供方：  

 

代表签字： 

 

Date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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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