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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石化公司丁辛醇装置使用的铑催化剂 

招标采购技术要求 

 

第一章  产品标准及使用业绩要求 

1、产品标准要求 

1.1 产品执行国家标准时，提供相关国家标准复印件； 

1.2 产品执行企业标准时，需提供经地方政府部门备案的有效的企业标准。 

1.3 企业标准规定的检测项目，首先应执行国家标准，对于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项目，其分析方法要具有可操作性，计算公式符合逻辑，且不能指定具体品牌的

分析仪器。 

1.4 进口产品提供产品规格书（产品规格书含产品指标及相应的分析方法） 

2、使用业绩要求 

卖方供货的产品的使用业绩要求：在国内不低于 8 万吨/年规模丁辛醇装置，连续成

功使用 2 年（含 2 年）以上的业绩。投标人需提用户清单、联系人（联系人要求是使用

装置的技术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并提供至少一份供合同复印件及其对应的用户出具的

使用评价报告（催化剂投用时间需在 2014 年 2 月份之前），加盖使用单位或其生产技术

部门的公章，用户评价报告的内容至少包括：使用单位、装置名称、生产工艺、使用时

间，使用量，使用效果等内容。 

 



 2 

第二章  技术要求 

1、项目介绍 

买方计划于 2016 年整体更换其 20 万吨/年丁辛醇装置的铑催化剂，本项目采购的铑

催化剂，将一次性整体加入该装置中。 

2、买方的基础条件 

2.1使用装置简介 

丁辛醇装置于 1986 年 6 月 18 日建成投产，以丙烯、合成气为原料，以铑、三苯基

膦作为催化剂，采用 Davy/DOW 低压羰基合成工艺技术生产 2-乙基己醇和正丁醇，2012

年再次对装置进行扩能改造，羰基合成系统由气相循环工艺改为液相循环工艺，装置规

模为 20 万吨丁辛醇/年。 

2.2原料条件 

原料丙烯及合成气的工艺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 位 项目 指 标 

1 
丙烯 

 

vol-% 丙烯 ≥99.6       

vol-ppm 乙烯 ≤10 

vol-ppm 乙烷 ≤200           

vol-ppm MAPD ≤5          

vol-ppm 丁二烯 ≤1          

vol-ppm 丁烯 ≤1         

vol-ppm 氧气 ≤0.05     

vol-ppm 一氧化碳 ≤5 

vol-ppm 二氧化碳 ≤5 

vol-% 氢气 ≤0.1 

wt-ppm 总量硫 (以 S 计算) ≤0.1 

wt-ppm 水 ≤35 

wt-ppm 甲醇 ≤1 

vol-ppm  HCl 的氯 ≤0.1 

vol-ppm 乙炔 ≤1 

vol-ppm 绿油 ≤20    

vol-% 甲烷 ≤0.4 

2 合成气 mol-% H2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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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 CO 47.8～49.0 

mol-% CO2 ≤0.3 

mol-% CH4＋N2 ≤1.4 

mg/Nm3 总硫 ≤0.1 

mol-ppm 氯化氢 ≤0.1 

mol-ppm 氰化氢 ≤0.1 

mol-ppm 氨 ≤1 

mol-ppm 氧 ≤0.05 

mol-ppm 乙炔 ≤10 

mol-ppm 羰基铁和羰基镍 以 Fe(CO)5 计 ≤0.05 

mol-ppm 水 ≤3000 

2.3设备条件 

通过催化剂补加泵注入羰基合成反应器 1103 中。 

2.4工艺条件 

铑催化剂在羰基合成反应器丁醛溶液中的浓度为 250～450ppm，羰基合成反应器

1103的操作条件为：温度：85～120℃；压力：1.60～1.85Mpa。一次性更换全部铑催化

剂，需 400kgROPAC（金属铑含量 20%计算）。 

3、对卖方产品的要求 

羰基合成用铑催化剂为英文名为：Carbonyl Triphenylphosphinepentane-2,

 4-Dionatorhodium (ROPAC)，中文名为：乙酰丙酮三苯基膦羰基铑 

3.1规格要求：  

 

项目 质量指标 备注 

铑含量,%(质量分数) 19.0～21.0  

氯含量（以 Cl 计）-,%(质量分数) ≤0.1  

铁含量，%(质量分数) ≤0.005  

镍含量，%(质量分数) ≤0.005  

钙含量，%(质量分数) ≤0.005  

丙酮不溶物，%(质量分数) ≤0.25  

除以上表格约定的项目外，卖方的产品还要满足其产品企业标准的要求。 

3.2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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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第 2节约定的操作条件下，卖方保证达到如下使用效果：  

丙烯单耗：采购的铑催化剂投用后，买方组织标定，丙烯单耗≤598kg/t 丁醛产品。 

3.3产品保质期要求 

外包装不破坏、不曝晒、不雨林、不潮湿的条件下，保质期一年以上。 

3.4安全、环保方面的要求 

在正确使用铑催化剂的条件下，不能够对人体及环境产生附加危害。 

4、对卖方的方案的要求 

4.1卖方及产品制造厂的简介 

4.2产品说明书  

4.3安全技术使用说明书，描述产品的安全环保卫生性能 

4.4产品规格及执行标准、典型的出厂检验单。 

4.5产品的保质期及预期的使用寿命 

4.6卖方针对买方要求做的相关方案 

4.7催化剂产品的毒物要求 

4.8产品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4.9卖方对技术要求的偏离 

4.10其它。 

5、双方的责任义务 

5.1 买方 

5.1.1 买方负责进行铑催化剂的数量、质量进行入厂检验，质量检验内容包括 3.1 条约

定的项目和卖方产品标准中规定的项目，相同项目按照质量要求高的执行。 

5.1.2 买方对卖方资料的完整性、符合性有权进行检查验收，有权要求卖方对检查不合

格的资料进行整改。 

5.1.3 买方根据招标文件并结合卖方的技术文件编制铑催化剂投用及考核方案，并与卖

方共同确认。 

5.1.4 首次投加卖方产品前一周，买方负责通知卖方代表到买方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和

现场见证。 

5.1.5买方负责按照第 2条买方基础条件，正常负荷下稳定操作，买方在卖方的指导下，

按照双方确认的投用考核方案实施，并负责记录。 

5.1.6 买方对铑催化剂应用效果进行检查，若投用后发现异常问题，买方有权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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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并通知卖方共同分析原因，确认该产品能否正常使用。 

5.1.7买方负责按照第 11条要求组织项目考核，并出具考核报告。 

5.1.8买方负责为卖方赴买方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并提供有关安全防护用品，

提供工作方便。 

5.1.9 买方有权赴卖方铑催化剂生产现场进行考察，见证产品生产及出厂检验，买方见

证不能免除卖方的责任。 

5.1.10买方赴铑催化剂生产现场见证期间，发现卖方违反本技术要求的问题，卖方负责

整改，以保证供货质量，若卖方实施整改措施被证明无法满足供货质量要求，买方有权

解除合同。 

5.1.11买方在使用卖方铑催化剂期间，有权小批量试用其它供货商的产品，试用带来的

风险由买方承担。 

5.2 卖方 

5.2.1 卖方负责对铑催化剂进行出厂检测，内容包括 3.1 条约定的项目和卖方产品标准

中规定的项目，相同项目按照质量要求高的执行。 

5.2.2 卖方负责按照第 6 条约定提供技术资料。 

5.2.3 卖方负责按照第 7、8 条约定供货。 

5.2.4 卖方负责参与铑催化剂投用考核方案的审查确认。 

5.2.5 卖方负责提供买方第 9 条约定的技术服务。 

5.2.6 卖方参加买方组织的铑催化剂投用考核。 

5.2.7 卖方负责为买方赴卖方的工作人员提供方便，提供相关见证文件和记录。 

5.2.8 卖方赴买方的工作人员要接受买方的 HSE 培训，遵守买方的 HSE 管理制度，如果

卖方工作人员违反买方 HSE 管理制度，造成伤害或事故，由卖方负责，对买方造成的

损失，由卖方负责赔偿。 

5.2.9 卖方要有完善的产品检验机构，可对出厂产品按批次进行检验，保证出厂产品质量，

并实现可追溯。 

5.2.10 如果卖方对买方入厂检测结果持有异议，可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该检

测机构的选择要经过甲乙双方共同确认，按照第三方检测结果执行。检测发生的费用由

责任方负责。 

6、资料交付 

卖方负责按照如下约定提供技术文件： 

序号 资料名称 交付时间 数量及版式 备注 

1 生产企业简介 中标后 1 周 2 份，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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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说明书 中标后 1 周 1 份电子版 

邮寄给买方技术联

系人 

 

3 安全技术使用说明书 中标后 1 周  

4 企业标准（注） 中标后 1 周  

5 典型的检验单/产品合格证 中标后 1 周  

6 其它为满足买方正常使用

所需的技术文件 

中标后 1 周  

7 产品检验单/产品合格证 随产品 2 份/批，纸版  

买方在使用卖方技术文件期间，如发现有误或文件内容不能满足检验、生产使用需

要，买方将通知卖方修改补充。如卖方不能按要求提供以上资料或不能及时做出补充完

善，买方有权拒绝收货，并不支付卖方合同款。卖方提供出厂检验单，如果检验内容不

能涵盖全部 3.1 条项目，则卖方需提供有检验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单，检

验内容要包含 3.1 条的项目。 

注：进口产品提供产品规格书 

7、供货范围 

供货铑催化剂数量：400kgROPAC，该铑催化剂折算总金属铑含量不低于 80kg（按

照批次的重量及其铑含量分析数据折算）。 

8、包装运输及交付 

8.1 产品外包装要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应能防雨、防潮，保证产品在

运输、储存过程中不会破损、产品不被污染，产品标识不被破坏。 

8.2 产品外包装标识清晰，标识内容至少包括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厂址、制造商名

称、生产日期及批号、净含量。 

8.3 危险化学品包装要符合《GB 12463-2009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8.4 危险化学品包装标识要符合 GB-190 规定。 

8.5 危险化学品的运输要符合国家相关规定，需办理相关《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 

8.6 如果卖方供货产品不能满足 8.1、8.2、8.3、8.4、8.5 约定，买方有权退货，并不支

付卖方合同款。 

8.7要求于 2016年 5月末运抵买方库房。 

9、卖方提供的技术服务 

买方使用卖方产品期间出现问题，卖方技术人员保证在接到买方通知 2小时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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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或邮件提供技术支持。如买方有需要，卖方将根据买方要求，于 48 小时内赶到买

方现场提供技术服务。 

买方为卖方赴买方现场的技术服务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方便，卖方赴买方现场的技

术服务人员要接受买方的入厂安全教育，遵守买方的 HSE管理规定。如果卖方人员违背

买方 HSE规定，造成事故或人身伤害，责任由卖方负责，造成的损失，由卖方负责赔偿。 

10、卖方保证 

10.1卖方保证所提供铑催化剂满足 3.1条款规定的指标要求。 

10.2卖方保证供货的铑催化剂能够满足 3.2条款规定的性能保证要求。 

10.3卖方保证供货的铑催化剂满足第 7条要求。 

11、考核验收 

11.1 铑催化剂正常注入后，买方在 3 个月内组织标定，标定时间为 3 天。标定期间的

操作数据以买方装置仪表指示为准，化验分析数据以买方质检中心监测数据为准，买卖

双方在标定记录签字确认。 

11.2计算公式：丙烯单耗=丙烯每小时平均消耗量/反应器每小时丁醛产量。使用效果按

照“3.2性能要求”条款的性能保证指标进行考核。 

11.3标定结束后由买方编制试用总结作为铑催化剂性能考核和付款的依据。 

11.4 如果标定结果达到 3.2条规定要求，卖方则纳入买方合格供应商资格。 

11.5如果标定未结果达到 3.2条要求时，经双方查明原因，如果为铑催化剂的原因，则

终止使用。如果为买操作原因，则在买方生产调整正常后，在约定时间重新标定。 

11.6如果买方在铑催化剂正常注入后，3个月内没有组织标定，则认为买方同意接受本

次供货产品，买方不再组织标定。 

11.7 丙 烯 流 量 以 FI11201 表 指 示 为 准 ， 丁 醛 产 量 以

FI25207+FI27203+FI25204+1281+1283+1284 罐存差值六项总和为准。 

12、违约条件 

12.1如卖方供货的铑催化剂产品入厂检测结果不能满足 3.1条规定质量指标，买方有权

决定选择退货或让步接收。如买方选择退货，则不支付卖方合同款；如买方选择让步接

收，则扣除卖方合同总价 5%的罚款。 

12.2买方在使用卖方技术文件期间，如发现有明显错误或文件内容不能满足检验、生产

使用需要，卖方又不能及时更正，买方有权退货。 

12.3如果卖方供货数量不能满足第 7条要求，卖方负责补充相应数量的铑催化剂。 

12.4如因卖方铑催化剂的原因给买方安全生产造成风险，买方有权立即终止铑催化剂的

使用、不支付合同尾款，并由卖方赔付买方由此造成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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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买方按照 11 条约定组织考核，如果丙烯单耗考核结果 A 在 598＜A≤603kg/t 丁醛

产品范围内，则卖方承担合同总价 10%的罚款；如丙烯单耗 A 在 603＜A≤608kg/t 丁醛

产品范围内，则卖方承担合同总价 20%的罚款；如丙烯单耗 A 在 608＜A≤613kg/t 丁醛

产品范围内，则卖方承担合同总价 30%的罚款；如丙烯单耗 A＞在 613kg/t 丁醛产品，

甲方不支付全部合同尾款。本条涉及的罚款总额不超过本项目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 

12.6如因买方原料及操作原因影响使用效果，责任由买方负责。 

13、保密 

在合同履行期间，卖方所获得的一切原始资料及在服务过程中所取得的与履行合同

有关的买方既有工作成果及相关资料属买方所有，卖方负有保密义务。未经买方书面同

意，卖方不得在合同期内或合同履行完毕后以任何方式泄露。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图

纸、图表、数据等。如果由于卖方原因，造成泄密给买方带来损失，买方有权通过法律

途径向卖方追偿。 

14、知识产权 

因执行本合同的需要，卖方提供的产品、技术资料，应保障买方在使用时不存在权

利上的瑕疵，不会发生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等情况。若发生侵害第三方权利的情况，卖

方负责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和经济责任。因侵权给买方造成损失

的应给予赔偿。 

15、联系人 

买方联系人：刘殿中 

联系电话：04596764247 

手    机：13159941259 

邮    箱：he_liudz@petrochina.com.cn 

卖方要提供技术服务联系人，联系电话、手机及邮箱等。 

16、其它 

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