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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方：山东康迪泰克工程橡胶有限公司 

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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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供需双方友好协商同意就胶管废气治理集成设备采购的技术要求、质量标准、

售后服务等事项达成如下约定。 

1. 设备用途： 

该设备用于集中处理硬芯胶管切割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烟尘。 

2. 设计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山东省固定源大气颗粒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376-2019 

山东省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37/2801.6-2018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2/524-2014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 2000-2010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6 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37/2801.6—2018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 

《空气质量恶臭的测定、三点比较式臭袋法》GB／T14677 

《橡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7632-2011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 

《工作场所有害素职业接触限值第一部分化学因素》 GBZ2-2017 

《滤筒式除尘器设计标准》JB/T10341-2002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            

3. 产品名称、技术规格和数量： 

3.1产品名称：胶管废气治理集成设备 

3.2技术规格： 

3.2.1 集成设备参数 

设备型号  

设计工艺 （5级净化）1级大颗粒预过滤+4级高效静电 

设备处理风量 2000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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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外壳材料 1.0mm不锈钢 

设备外壳颜色 不锈钢原板面 拉丝工艺 

设备箱体流速 4m/s 

设备阻力 250Pa 

水汽分离箱设备外形（mm） 915*1000*1990（以图纸为准） 

高效静电外形尺寸（mm） 2565*1160*1990（以图纸为准） 

输入电源 380V    50/60Hz 

设备电源额定功率 ＞ 5千瓦 400瓦*12套 恒压闭环控制 

静电电场极板间距 ＞20mm 

电静电场尺寸/数量 990*320*500   12 个 

设备进口前置过滤网 铝合金蜂窝滤网 

设备最大净化率 ＞95% 

排放标准 优于国家排放标准 

设备重量 800kg 

不锈钢变径 2组 

 

3.2.2 活性炭废气净化器技术参数 

（1）苯吸附：156-200 mg/g 

（2）二甲苯吸附：170-271mg/g 

（3）甲苯吸附：274-311mg/g 

（4）阻 力：300-500Pa 

（5）活性炭规格：100×100mm 蜂窝活性炭 

（6）填充数量：约 1000 块  即 1m³   

（7）活性炭重量：约 400KG 

（8）设备材质：2mm 镀锌钢板，外表面喷塑处理 

（9）设备尺寸：2000×1500×1600mm 

3.2.3 排风机技术参数 

（1）风机型号：4-72No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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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机功率: 22kW 

（3）排 风 量：20000m³/h 

（4）风    压：2300Pa 

（5）风机厂家：恒康风机 

3.2.4 烟囱及采样平台技术参数  

直    径：600mm 

数    量：1 套 

材    质：1.0mm 镀锌钢板 

烟囱标高：距地 15 米  

排风风管采用镀锌钢板制作，角钢法兰联接。法兰联接处采用 8501 阻燃密封胶密

封。排风风管（烟囱）顶端设有伞形风帽，并安装避雷装置 。排气筒高度应符合国家

相关环保规定。 

依据环保要求和最终专家验收规定，必须设置采样孔和永久监测平台，监测平台面

积不小于 1.5 ㎡，同时设有 1.1m 高护栏；采样开孔位置满足“前 2 后 4”原则,采样孔

距平台面约 1.2m—1.3m。 

3.2.5 电控系统技术参数 

设备装机功率：约 30kW    

主要电器元件选用施耐德等品牌。 

控制功能具有启停、过载保护、故障报警等；具备高温（70℃以上）自动切断功能。 

电机功率在 15kw 以上时采用 Y-△启动；电机小于 15kw 时，采用直接启动。 

系统组成 

控制系统由控制柜、控制组件和电缆电线组成 

控制柜是设备的控制核心，设有电源开关、设备运行指示灯、故障指示灯等 

控制系统主要配置 

(1) 控制柜               1 套 

(2) 蜂鸣器               1 套 

(3) 电缆电线           1 套 

电气控制系统及系统元器件性能满足国际电工 IEC 标准。所有电器元件、导线都

应有标牌和线号，便于维修。现场布线采用镀锌电缆桥架或镀锌管。所有用电设备必须



 技术协议编号： 

 

 5 / 10 

 

可靠接地，符合安全规范标准。有保证人身安全及设备安全的装置，有故障自我保护功

能。 

4. 供货范围： 

序号 名 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备  注 

1 胶管废气治理集成设备  1 套  

2 活性炭废气净化器  1 套  

3 排风机 4-72No7C 1 台  

4 烟囱及采样平台  1 套  

5 电控系统  1 套  

注：具体数量以采购合同为准。 

 

 各设备主机及附件 

 设备安装附件(地脚螺栓、调整垫铁等) 

 设备安装、调试、培训 

 图纸 资料 

随机提供如下资料： 

 可供维修使用的机械图 

 电气平面布置图、电气原理图、接线图、电缆及电气明细 

 液压系统原理和各液压元件图 

 气动系统原理 

 易损零件图及备件清单 

 各驱动器的使用说明书 

 提供重要元器件的使用和维护说明书 

竣工资料： 

 安装调试、操作、维护手册                                                                      2 份 

 外购件随机文件                                                                                          1 份 

 有详细注解的 PLC 用户程序                                                                      2 份 

 设备部件目录清单                                                                                      2 份 

 设备装箱单                                                                                                  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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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合格证                                                                                                  1 份 

上述元器件供应商所供产品应为最新产品，原装进口的元器件要提供原产地证明。

所有关键配置的电机选择符合中国能效标准的新型产品。 

以上供货范围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上，以最终满足需方最终使用要求为准；需方负责

提供设备所需的水电风气等公用条件，并连接至供方设备指定位置。 

5. 设备的安装和调试 

5.1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5.1.1需方责任： 

（1）现场准备：提前清理机器摆放位置，预留空间摆放主机。 

（2）供电供气：  

（3）安装辅助：甲方提供安装支持，主要是现场人员配合。 

5.1.2供方责任： 

（1）负责设备的设计、制造、运输、安装、负责调试、负责试车、交验和售后服

务等工作。 

（2）负责设备安装的精度校准及验收工作，并签字确认。 

（3）供方所有安装施工人员需经需方安全培训登记后施工，特种作业需将证书复

印后由需要安全部留存。在合同实施过程中，供方在现场的所有人员，必须持证上岗，

必须遵守需方的厂规厂纪，以及各项防火、安全、治安条例。供方对施工现场的施工、

财务和人员安全负责，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概由供方承担责任，需方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4）产品外观处理无磕痕、无氧化皮及生锈，要平整光滑。外包装必须防锈、防

腐蚀、防磕碰、防震，必须保证在正常装运及保管条件下，产品不受损伤。 

（5）上述安装内容及安装材料包括但不仅限于，以设备厂家提供的安装要求、图

纸、技术资料、设备厂家技术人员的指导及需方的实际使用要求为依据。对于上述未列

出但确系各设备运行所需的工艺设备或其它辅助设备和相关的工艺管道项，视为该技术

协议已包含。 

（6）如因安装辅材漏项和规格型号数量错误造成工期延误，将追究供方相应责任。 

（7）由施工方提供的上述材料均严格按规定选材供料。 

（8）设备安装前，供方施工现场与生产现场做好防尘隔离和地面保护措施，采用

有效密实的围墙材料封闭控制，防护材料由供方提供。施工车辆出入车间进行清洗。 

（9）保持安装现场整洁卫生，严格按照安装中的环保要求施工，工器具应按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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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存放。 

5.1.3设备出厂前，所有元部件包括各种开关、支架等，全部制作并安装齐全。 

5.1.4设备出厂前，整机必须经过联动试车。 

5.1.5单台设备的调试时间为 2 天。 

5.2 为了设备顺利运行,供方有责任派遣熟练、健康、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至需方的工厂

进行技术服务。每台设备必须至少保证机、电人员 1 人。 

5.3 供方的技术人员代表供方执行按合同应由供方履行的任务和义务,进行指导安装、机

械调试和性能测试。更进一步供方的技术人员应指导需方的人员进行设备的操作和维护

等。供方人员应把所有重要的指导以书面形式交给需方。 

5.4 在调试过程中,供方技术人员给的技术讲解应该是正确的, 由于不正确的技术说明而

导致的设备任何损坏, 供方将负责以自己的费用进行维修或更换补偿。 

5.5 工作进程,每天的主要工作、所有产生的问题或负责的事故以及解决方法应有相关记

录, 每天由双方现场代表签字,每方保留一份。 

5.6 在设备安装、调试期间，供方施工人员必须遵守需方的规章制度，安全工作，文明

施工。在安装、调试期间出现安全问题由供方负责，需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6.1 本项目依据需方提供的技术要求，由供方负责按技术要求进行设计、制造、

指导安装、负责调试。设备的提供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上内容，以最终满足本协议约

定及需方实际使用要求为准，期间产生的一切附加费用由供方负责。超出本合同供

货范围以外的要求，双方另行协商。 

5.6.2 供方保证设备采用优等材料，先进制造工艺制成。设备全新并符合合同规定

的自动化水平，质量规格和性能稳定，也能满足安全和长期操作的要求。供方将保

证设备满足机器制造厂家的标准，所有的机械制造和购买部件采用公制单位设计和

安装，所有仪表采用国际标准计量单位。 

5.6.3供方随机提供合同金额 2%的备件。签订合同一星期后由需方确定清单表。 

5.6.4保证设备时时更新升级。 

6. 设备的性能考核及验收标准 

6.1 出厂前验收及到货验收 

6.1.1 设备出厂前，依本协议相关要求，进行设备硬件验收。 

6.1.2 设备出厂前进行设备空负荷试车，并提供完整的试车记录和测试报告。 

6.1.3 设备发货后到达需方现场的开箱验收，并签署到货开箱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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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设备安装完毕调试后，各项性能达到本技术协议所有要求，设备的质量符合需方工

艺技术标准要求。 

6.3 工艺调试和效率考核按上述质量要求进行。  

6.4 设备经调试达到合同技术协议的所有要求后，双方协商进行 72 小时连续负荷试车。

在 72 小时负荷试车过程中，如果由于设备原因造成停机每 24 小时超过 1 小时，将导致

连续负荷试车重新开始；如果由于需方的原因造成设备停机，停机时间将包括在 72 小

时之内。在合同规定的调试时间内，由于供方的原因，不能完成合同规定的调试任务，

超过 2 周仍不能满足需方试生产的要求，则相应再推迟的时间按迟交货处理。 

6.5 如果合同设备的最大效率（设备综合效率为 85%时）由于设备本身原因不能达到合

同中最大效率，将给予供方 2 个月的调试期限。如果由于设备的原因实际效率仍达不到

其最大效率的 95%（包括 95%），则效率（自 95%算起）每低于其最大生产效率 1%，

供方将承担单机合同总价 1%的罚款。如果设备的实际效率达不到其最大效率的 85%

（包括 85%），需方有权利对设备进行退货处理。 

6.6 调试完成后程序内不能有任何形式的加密和硬件加密狗。程序中不能有任何形式的

时间锁控，造成设备停机。 

6.7 设备经 72 小时负荷连续运转无故障，检验各项设备性能及精度和生产效率达到合同

和技术附件的所有要求后，双方签署预验收证书,预验收标准如下： 

1)  设备运行正常，无异常振动，无异常噪音。 

2)  各电机温度无骤升现象，温升正常。 

3)  各电气装置运行正常且符合电器设备运行规范。 

4)  各类指示仪表显示正常。 

5)  空负荷运转正常后，满足技术要求及质量保证后，进行负荷试车，检验各项设备性

能及精度和生产效率，达到本技术协议和合同的所有要求后，进行 72 小时连续负荷运

转无故障后进行预验收, 验收合格后双方在预验收报告中签字方为有效。如果由于设备

原因造成停机 1 小时以上的中断，72 小时检验将重新开始。待重新满足各项设备性能

及精度，达到本技术协议要求后，双方在预验收报告中签字方为有效。 

6.8 如果调试时间超过 5 个月，并且设备的性能仍不能满足合同中的要求，所有累计罚

款超过单机合同金额的 10%，供方将继续接受超过 10%部分的罚款或双方讨论有条件

验收。 

 



 技术协议编号： 

 

 9 / 10 

 

6.9 最终验收 

（1）该设备应有火花捕捉器，经该设备处理后的排放尾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2）当设备达到本协议提及性能指标，需方和供方共同签署验收证明。 

（3）在需方工厂的最终验收——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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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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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设备的质量保证和技术服务 

7.1质量监督与检验 

7.1.1 需方可委托代表进行设备监造。供方应及时向需方或需方的委托人反映生产

进度，掌握设备各阶段装配、检（试）验和设备包装有关情况。 

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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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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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得

隐瞒或擅自处理。 

7.1.4无论监造代表或需方是否参与监造，均不能免除供方对设备应负的责任。 

7.2服务承诺： 

7.2.1 售前服务：提供设备的所有技术咨询和现场勘察。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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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售后服务：自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质量保证期一年，设备执行三包《包修、

包赔、包换》。因供方制造、选型、材质的原因造成的该设备自身质量问题，在使用期

内由供方负责免费包赔包换且免费维修和调试。发生争议按产品质量法执行。在质量保

证期内，设备正常使用情况下，如果设备因质量原因造成停产，供方在接到需方电话或

邮件后在 4 小时内给出解决方案，如故障仍无法排除供方应在 24 小时之内赶到现场帮

助需方解决故障, 所有费用有供方承担。 

7.2.4 设备出质保期后，供方免费提供每年两次的回访服务，对设备进行必要的指

导整修。供方要根据需方需要及时提供良好的技术服务和零配件终身供应。供方对设备

提供终身维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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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供方保证有足够的零件库存以供维修保养使用,保证零件在接到通知后 48 小时

内发运及时供货。 

7.3培训 

（1）供方负责对需方技术人员及操作维护人员进行完善技术培训，以保证需方受

训人员能正确熟练独立操作为止。 

（2）培训内容包括授课，讲解及操作指导，并留下过程记录。 

（3）培训在调试及试运行现场进行。 

8. 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本协议包含的所有内容由供方自行加工，不允许存在任何形式的转包或分包，如存

在转包或分包情况，视为严重违反合同，处理方式按照合同法执行。 

此技术文件（一式肆份）作为合同有效附件，双方代表签字生效，并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需方：山东康迪泰克工程橡胶有限公司 

代表： 

日期： 

 

供方：  

代表：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