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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石化公司聚丙烯装置使用的三乙基铝 

招标采购技术要求 

 

本项目约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庆石化分公司为买方，投标方为

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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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厂企业标准中的检测方法要执行第二章技术要求 3.1条约定相应的国家

标准或行业标准。如 3.1条包含有执行非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检测项目，入厂

检测以 3.1条规定的检测方法为准。 

2、使用业绩要求 

卖方供货的产品使用业绩要求在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内，同类年产 10 万吨以

上规模的环管聚丙烯装置成功使用两年以上。提供用户清单、联系方式、用户评

价报告（盖公章）及相应的合同复印件。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使用单位、装置名称

及规模、产品指标、性能能否满足装置工艺要求、使用结论等。 

3、其他要求 

对于首次在大庆石化使用的产品，要进行一罐的装置使用验证，验证合格后

方可大批进货，否则重新招标。 



 

 

第二章  技术要求 

1、项目介绍 

聚丙烯装置在催化剂混合罐 D201 内加入三乙基铝，与主催化剂及给电子体

进行预络合，然后进入预聚合反应器中，在预聚合反应器中，丙烯在催化剂的作

用下进行本体预聚合，预聚合物进入环管反应器中进一步聚合，形成聚丙烯浆液。 

2、买方的基础条件 

2.1使用装置简介 

10 万吨 /年聚丙烯装置是由中国石化北京石油化工公司在消化、吸收

“Spheripol”工艺技术（即液相环管反应器本体整体工艺，简称 S—PP 或称环管工

艺）的基础上，结合大庆乙烯改扩建工程的实际情况，开展基础工程设计，由大

庆石油化工设计院完成详细工程设计的我国第一套年产 10 万吨的国产化攻关设

计装置，由大庆石化工程公司承建。 

本装置以聚合丙烯为主要原料，采用齐格勤—纳塔高效载体催化剂为主催化

剂，TEAL、Donor 为助催化剂，设计生产能力为 10 万吨/年聚丙烯本色粒料，

运转时间 7200 小时/年，可生产 25 个均聚牌号产品和 6 个无规共聚牌号产品。 

2.2原料条件 

装置原料丙烯控制指标： 

项目 指标名称 
仪表 

位号 
单  位 指 标 

丙      烯 

丙烯纯度 分 析 ％（体积分数） ≥99.60 

丙烯中（乙烷+丙烷） 分 析 ％（体积分数） ≤0.4 

丙烯中乙烯含量 分 析 mL/m3 ≤50 

丙烯中乙炔含量 分 析 mL/m3 ≤5 

丙烯中（甲基乙炔+丙二

烯） 
分 析 ml/m3 ≤8 

丙烯中氧含量 分 析 mL/m3 ≤10 

丙烯中 CO 含量 分 析 mL/m3 ≤5 

丙烯中 CO2 含量 分 析 mL/m3 ≤5 



 

 

丙烯中（丁烯和丁二烯） 分 析 mL/m3 ≤20 

丙烯中水含量 分 析 mg/kg ≤35 

丙烯中硫含量 分 析 mL/m3 ≤5 

2.3设备条件 

聚丙烯装置烷基铝系统共有储罐2台，分别为三乙基铝计量罐D101和三乙基

铝贮罐D111，烷基铝计量泵2台，正常生产1开1备运行。 

2.4工艺条件（涉及聚合单元操作条件详见 6.1条款规定） 

三乙基铝是用作高效催化剂的助催化剂，高浓度的三乙基铝在惰性气体保护

下装在钢瓶内送进装置。 

用氮气将三乙基铝从钢瓶中压出并送入三乙基铝贮罐 D111 内。D111 容量足

够装一个钢瓶的三乙基铝。钢瓶、D111 贮罐、计量罐 D101 及计量泵 P101A/B

均装在一个钢筋混凝土构筑物内。D111 中的三乙基铝用氮气的压力送至计量罐

D101，该计量罐的溶剂在装满后能持续使用若干工作日。 

三乙基铝用计量泵 P101A/B 送至工艺区域。在泵的排出管线上装有微动计

量仪表测量流量并通过调节泵的冲程来控制流量。（涉及聚合单元操作条件详见

6.1条款规定） 

3、对卖方产品的要求 

3.1规格要求 

分析项目 质量指标 检验方法 

外观 无色透明液体 Q/SY138-2007 

总铝质量，%(质量分数) ≥22.9 Q/SY138-2007 

三乙基铝，%(质量分数) ≥95.0 Q/SY138-2007 

三正丁基铝，%(质量分数) ≤5.0 Q/SY138-2007 

三氢化铝，%(质量分数) ≤0.1 Q/SY138-2007 

3.2性能要求（涉及聚合单元操作条件详见 6.1条款规定） 

在双方协商的操作条件下，卖方提供的三乙基铝应满足买方聚丙烯装置工艺

条件，并保证达到如下使用效果： 

（1）聚合反应平稳，无波动，不影响买方生产装置的正常运行，保证催化

剂活性，保证催化剂、给电子体单耗不高于现用厂商提供的三乙基铝。 

（2）聚合单元各工艺指标应平稳可控在工艺要求范围内，详见工艺卡片。 



 

 

（3）使用卖方产品后，不能导致三乙基铝系统泵不上量、流量波动及过滤

器堵塞，造成装置停工等情况。 

（4）在装置生产运行正常的情况下，三乙基铝剂单耗不高于 0.28kg/t。 

（5）卖方的三乙基铝参与聚合反应，产品质量能够达到买方产品标准的要

求。 

项    目 T30S T38F CP35F C30G T30S粉 

颗粒外观 

色粒，个/kg ≤10 ≤10 ≤10 ≤10 - 

大粒和小粒，

g/kg 
≤10 ≤10 - ≤20 - 

蛇皮粒和拖尾

粒，个/kg 
－ ≤15 - ≤20 - 

熔体质量流动速率，g/10min 2.4～3.6 2.6～3.4 7.0～11.0 3.6～7.0 2.0～4.0 

拉伸屈服应力 ，MPa ＞29.0 ＞28.0 ≥29.0 ≥28.0 ≥20.0 

弯曲模量，MPa － ＞900 ≥1200 - - 

简支梁冲击强度，kJ/m2 实测值 ≥2.5 － － － 

等规指数 ，% ≥95.0 94.0～97.0 ≥96.0 ≥95.0 ≥95.0 

雾度，% － 实测值 － － － 

粒料灰分，% ≤0.030 ≤0.030 - ≤0.030 ≤0.040 

黄色指数 ≤4.0 ≤4.0 ≤4.0 - - 

鱼眼，个

/1520cm2 

0.8mm － ＜5 ≤10 - - 

0.4mm － ＜20 ≤40 - - 

悬臂梁冲击强度，kJ/m2   － － ≥2.3 ≥3.6 - 

弯曲模量，MPa － － ≥1200 - - 

热变形温度，℃ － － - - - 

（6）卖方保证三乙基铝与装置内使用的白钢、碳钢等材质不发生化学反应，

不会对系统设备（釜、泵、罐、换热设备）造成任何腐蚀。不影响物料的正常输

送。 

3.3运行周期要求 

卖方三乙基铝与买方系统物质不发生异常反应，在剂种切换时不产生结晶、

变色、沉淀等现象，不影响买方产品质量，不能影响装置正常的生产运行周期。 

3.4产品保质期要求 

卖方的三乙基铝剂在阴凉、通风、干燥、防雨淋的条件下保质期至少 1年，



 

 

在此期限内不发生变质现象。 

3.5安全、环保方面的要求 

该剂必须有专用检定合格的金属压力容器密闭储罐，存储于干燥的惰性气体

保护下，如氮气或氩气。 

罐体清洁无泄漏，罐体设施满足本装置现场环境温度要求（-40℃—40℃），

接口处有防雨措施。储罐接口满足本装置现有系统的安装要求，接口球阀、短接

丝扣完整，避免出现无法安装、泄漏等情况。不得与其他装置混用罐体（特别是

回收废油的装置），在罐体上标注“大庆石化聚丙烯”，实现专罐专用。 

三乙基铝运输途中出现安全、环保相关问题由卖方负责。 

3.6卖方产品质量检验的要求 

卖方要有完善的出厂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及设施，有能力对每批出厂产品按照

执行标准进行检测，有完整、真实的检验记录，对每批产品实现可追溯。 

4、对卖方产品方案的要求 

4.1产品制造厂的简介 

4.2产品的特点，专利技术等介绍 

4.3产品的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简介 

4.4产品的规格及执行标准 

4.5产品的物化性质 

4.6产品的保质期 

4.7产品的安全环保性能 

4.8产品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4.9卖方针对买方要求做的核算及方案 

4.10卖方对技术要求的响应及偏离情况 

4.11产品质量保证措施（包括原材料入厂质量、生产过程及出厂质量控制等） 

4.12其它补充说明。 

5、双方的责任义务 

5.1 买方 

5.1.1买方负责进行三剂入厂检验，内容包括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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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有权拒收检验结果



 

 

不满足 3.1条和卖方产品标准中规定的指标的货物，所发生的费用由卖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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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首次使用的产品，买方负责编制使用方案（考核方案），其使用条件

要符合第 2条买方基础条件和卖方提供的产品说明，并与卖方共同确认。 

5.1.4对于首次使用的产品，买方负责提前一周通知卖方代表到装置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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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双方确认

的三乙基铝考核方案实施，并负责记录。 

5.1.6买方对三乙基铝应用效果进行检查，若三乙基铝投用后，发现异常问题，

买方有权停止使用该产品或调整使用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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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考核目

标的产品买方可以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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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工作方便。 

5.1.9买方有权赴三乙基铝生产现场进行考察，了解三乙基铝生产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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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方赴三乙基铝生产现场见证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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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在使用卖方三乙基铝产品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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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负责按照第 6条约定提供技术资料。 

5.2.2 卖方应向买方通报产品生产进度和质量情况。卖方负责按照第 7、8 条约

定供货。 

5.2.3卖方负责参与审查确认买方的三乙基铝投用考核方案。 

5.2.4卖方负责提供买方第 9条约定的技术服务。 

5.2.5卖方应按照买方通知，派专家赴买方现场进行操作指导。卖方参加买方组



 

 

织的三乙基铝使用考核，并对考核结果进行确认。 

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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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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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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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双方共同确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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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买方负责提供资料 

招标文件发放同时，卖方按第 13 条款要求做保密承诺，买方负责提供卖方

2.4和 3.2 条款所涉及的各项工艺指标。 

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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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投标书 2 份，纸版  

2 产品说明书（操作指导书） 随投标书 2 份，纸版  

3 安全技术说明书 随投标书 2 份，纸版、电子版  

4 企业标准（执行标准） 随投标书 2 份，纸版、扫描件  

5 业绩证明 随投标书 2 份/，纸版  

6 产品检验单/产品合格证 随产品 3 份/批，纸版  

7 压力容器检验合格证 随投标书 2 份/，纸版 附规格、接口图纸 

注：中标一周后，需向使用单位（生产厂技术科）提供以上资料一份。（此时提供的产品检

验单可以是近期生产随机批次的典型化验单，不一定是供货批次） 

7、供货范围 

7.1 对于首次使用的产品，需提供一罐产品进行装置验证。验证合格后，总

体供货量核减后按条款 7.2执行。 

7.2 技术规格按 3.1要求执行，供货数量以大庆石化公司招标文件为准。 

8、包装运输及交付 

卖方供货三乙基铝使用检定合格的金属压力容器密闭罐装，单件净含量 1



 

 

吨左右（根据厂家储罐不同允许有浮动），产品外包装上有明显牢固的标志，内

容包括：产品名称、商标、制造商、公司地址、生产日期及批号、净含量。交货

时间以招标公示要求为准。卖方交货时，交付产品的生产时间不得超过 6个月。 

9、卖方提供的技术服务 

9.1三乙基铝投用技术服务 

9.1.1卖方接到买方通知后，负责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及时赶赴买方生产现场。 

9.1.2卖方技术人员负责给买方生产操作人员进行三乙基铝安全使用培训。 

9.1.3卖方人员参加买方三乙基铝投用，参与三乙基铝投用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

析、确认，提出解决意见。 

9.2售后服务 

9.2.1卖方负责对三乙基铝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分析，给买方提供指导意见。 

9.2.2在买方使用三乙基铝出现问题时，卖方保证在接到通知 2小时内给予电话

支持，根据买方要求，48小时内赶到买方现场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10、卖方保证 

10.1 卖方保证针对本技术要求提供的文件资料真实有效，并按买方要求时间及

时提供。 

10.2 卖方保证所提供三乙基铝满足 3.1条款规定的指标要求。 

10.3 卖方保证使用其三乙基铝后能够满足 3.2 和 3.3 条款规定的性能保证和运

行周期要求。 

10.4 卖方保证针对第 4 条款要求提供的资料，应清晰明了、具有有效指导性及

可操作性。 

10.5卖方保证严格按照第 7、8条款的要求进行供货。   

10.6卖方保证按照第 9条款约定的内容进行技术服务，出现问题及时到达现场，

提出解决意见。 

10.7卖方保证严格履行 5.2条款对卖方的责任义务要求。 

11、考核验收 

11.1买方对卖方提供资料完整性、有效性进行检查验收。 

11.2 卖方三乙基铝到达买方库房后，买方按 3.1 条款规定的质量指标进行化验

分析。按第 7、8条款进行验收交付时间、数量、生产日期、外包装标志等内容。 



 

 

11.3卖方供货的三乙基铝投用前，买方负责将聚丙烯装置调整稳定运行 72小时，

产品质量符合相应生产牌号产品质量标准，对相关工艺参数数据进行收集并做好

记录，买卖双方共同确认。 

11.4按第 11.3条执行完毕后，买方按照方案投加三乙基铝，并按计划进行检验

分析，做好相关记录。预估 1天可以达到稳定状态，双方共同确认。 

11.5 如果首次使用的三乙基铝投入后一天时间，买方生产仍未能稳定，则停止

添加，双方共同分析原因，根据分析结果另行安排使用及考核。 

11.6如果按 11.4 条要求，买方装置运行稳定，则开始进行三乙基铝的考核，考

核时间至少 20天。买方负责做好考核记录，操作数据以买方装置仪表指示为准，

分析数据以买方质检中心分析数据为准，双方对考核记录进行确认。  

11.7 投用考核结束后，按照考核期间所有采集的数据记录进行计算及分析，考

核结果达到本技术要求全部条款，则该卖方供货的三乙基铝考核通过，否则认为

该剂没有通过考核，考核结束后买方编制使用总结（考核报告），作为买方使用

该三乙基铝的评价结果。 

11.8 买方使用卖方三乙基铝产品期间，发现异常问题或使用效果达不到本技术

要求条款时，买方通知卖方现场技术服务人员到现场，双方共同查明原因，必要

时买方有权组织进行产品性能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商务处理的依据。如果问题原

因为三乙基铝所致，买方有权终止使用。如果为买方操作原因，则在买方生产调

整正常后，再约定时间重新使用。 

12、违约条件 

12.1 如入厂的三乙基铝满足不了 3.1 条款规定的质量指标，或不满足 3.4 条款

规定的保质期限，买方均有权退货。 

12.2 如三乙基铝在使用过程中，因三乙基铝原因影响买方生产，或达不到保证

效果，买方有权终止使用，消耗的三乙基铝不予付款，剩余三乙基铝由卖方在保

证装置安全的情况下自行拆除处理。由此对买方造成的各项损失由卖方负责。 

12.3如因买方原料及操作原因影响使用效果，由买方负责相关责任。 

12.4 如卖方不能按照第 5.2 条款规定的内容负责相应工作，或发生问题时推诿

扯皮，买方有权终止合作，卖方不能列入合格供应商。 

12.5如卖方不能按照第 10条款规定的内容负责相应工作，则买方有权终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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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方联系人张丽丽，电话：0459-6707901  1500457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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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17、附件 

    无 



 

 

第三章  资质要求 

1、生产企业资质要求 

供货商为生产企业时，要求提供资质如下： 

（1）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的项目要包含所供物资或物资类别，为保证供货

能力，注册资金在 500万元以上； 

（2）税务登记证； 

（3）组织机构代码证； 

（4）银行开户许可证； 

（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6）需生产企业的年生产能力不少于 100 吨； 

（7）安全生产许可证； 

（8）知识产权相关承诺； 

（9）其他需要证明的资质文件 

2、代理商资质要求 

2.1代理商资质 

（1）代理的生产企业出具的委托代理证明； 

（2）营业执照； 

（3）税务登记证； 

（4）组织机构代码证； 

（5）银行开户许可证； 

（6）本产品为化学危险品，卖方需提供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2.2代理商需提供代理的生产企业的资质证明，具体按照第 1条约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