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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石化公司炼油厂胺液再生装置 

胺液在线净化项目公开招标技术要求 

一、 资质要求 

（1）营业执照，营业执照经营的项目要包含技术服务内容; 

（2）注册资金在 300 万元以上(含 300 万)； 

（3）税务登记证； 

（4）组织机构代码证； 

（5）银行开户许可证； 

二、 业绩要求 

投标人需在 2013 年到投标之日前，在中石油、中海油、

中石化的胺液再生装置中有 2 次成功使用的业绩，需提供业

绩表，联系人、联系电话，提供使用单位技术部门出具的评

价报告及对应的合同复印件。 

三、 技术要求 

1、 项目背景 

  大庆石化公司炼油厂 50 万吨/年胺液再生装置用于重油

催化裂化装置、延迟焦化装置、制氢装置、汽油加氢脱硫装

置和硫磺回收等装置的富胺液再生。再生装置在运转过程中

会积累热稳定性盐（以下简称 HSS）。热稳定性盐会导致设备

和管线的腐蚀、腐蚀产物会堵塞过滤器、引起胺液发泡, 增

加胺液消耗，降低脱硫效率。为了确保胺液再生装置平稳运



行、降低胺液消耗，需对系统内的胺液实施在线净化。 

2、 基础条件 

2.1 工艺条件 

胺液系统藏量为 560 吨，贫胺液（主要成分:MDEA，少

量 H2S），贫液接口位于贫液罐，该贫液罐为常压罐。 

净化前胺液参数：浓度 25～30%(wt)、硫化氢含量:0.5～

1.5g/L。 

2.2 公用工程条件 

氮气：~0.2MPa，DN25 

脱氧水：~1.0MPa，100℃，DN25 法兰 

新鲜水：~0.3MPa，常温，DN25法兰 

蒸汽：~0.8MPa，~340℃，DN25 

氢氧化钠：26～27%（V），DN50法兰 

电：380VAC，甲方提供接线柱。 

2.3 设备布置条件 

    净化设施布置在 V3204A/B 北侧空地上，距离公用工程

接入点约 50 米，净化设施厂家自行准备连接软管和胶带。 

2.4 工期条件 

（1）接到中标通知书 5 个工作日内，完成胺液在线净化项

目技术方案，交甲方炼油厂审查； 

（2）接到中标通知书 10 个工作日内，胺液在线净化专用工

具、设备、物资运抵甲方现场； 



（3）净化专用设备运抵现场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工艺管

线、电气及公用工程的连接； 

（4）接到中标通知书 3 个月内完成胺液净化技术服务工作； 

（5）现场胺液净化技术服务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第三

方分析检验； 

（6）净化项目全部技术服务工作完成后，5 个工作日内，乙

方负责将全部在线净化设备、工具、废物等撤出甲方现场。 

3、 技术保证指标要求 

净化后的胺液性能要满足表 1 中的指标要求，并且 1、2、

4、5、6 项净化后的指标要小于净化前的指标。 

表 1 

序号 检测项目 净化后指标 单位 分析方法 

1 热稳定盐 ≤0.75 %（wt） GB/T 9725-2007 

2 氯离子 ≤100 mg/L GB/T15453-2008 

3 ＞1µm 固体颗粒脱除率 ≥95 % GB 11901-1989 

4 胺液发泡高度 ≤3.0 cm SY/T6538-2002 

5 消泡时间 ≤3.0 S SY/T6538-2002 

6 胺液含油量 ≤100 mg/L GB/T 12152-2007 

7 外观 清澈透明  目测 

目测说明：将试样注入 100mL 玻璃量筒中观察，应当透明，没有悬浮和沉降的

机械杂质。 

4、 安全环保要求 

4.1 乙方与甲方签订工程（服务）安全环保合同，主要内容

见附件 1； 

4.2 乙方要接受甲方对乙方赴甲方现场的技术服务人员及设



备设施运行情况的安全检查。 

4.3 乙方自行准备安全帽、防毒面具、便携式有毒气体报警

器等，并按要求佩戴， 

4.4 乙方按照甲方要求在指定区域进行胺液在线净化技术服

务，必须双人及双人以上作业，不得进入无关区域，不得碰

触、操作甲方的生产装置。 

4.5 乙方胺液在线净化产生的废碱液达到排放要求后（PH6-11, 

COD≤5000mg/L，最大排放量小于 60t/d）可排放到甲方污水

处理装置,其它废物由乙方负责带走。 

5、现场卫生要求 

乙方负责打扫在线净化设备周边卫生，保证环境整洁，

无垃圾、杂物，物品摆放整齐。 

6、工作内容及要求 

6.1  甲方工作内容及要求 

6.1.1 甲方负责按照第 8 条约定，组织相应会议，负责对乙方

现场工作人员进行安全交底，组织进行入厂安全培训。 

6.1.2 甲方负责指定净化设备安放位置，与系统相连的各抽出

口规格、位置。 

6.1.3 甲方在乙方交流的基础上，根据乙方的要求共同编写胺

液净化实施方案，乙方按方案实施，甲方做好方案实施配合。 

6.1.4 甲方严格按照方案做好配合工作，针对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及时与乙方交流探讨，使净化达到指标要求。 



甲方为乙方工作人员提供工作便利。 

6.1.5 甲方在净化前后均需留样封存，净化结束后与乙方共同

整理数据一起完成净化总结。 

6.1.6 胺液在线净化涉及甲方装置的相关流程改动操作由甲

方负责。 

6.1.7 甲方负责对乙方在线净化工作现场卫生、安全、质量进

行监督，有权停止违规操作。 

6.1.8 出现生产突发情况，甲方负责带领、指挥乙方人员有序

撤离。 

6.2  乙方工作内容及要求 

6.2.1 乙方提供胺液净化设备（需符合 DIIBT4 防爆等级要求，

包括离子交换树脂脱盐系统、并且配备除氧水冷却器）、技

术、材料，由乙方技术人员负责操作；要求树脂罐内现场装

填新离子交换树脂。 

6.2.2 乙方要接受甲方的安全培训，熟练掌握 HSE 作业指导

书，并按要求进行操作，净化期间乙方遵守甲方相关规章制

度，并按照甲方要求安排作业时间。 

6.2.3 乙方编写胺液净化技术服务方案，甲方审核批复。 

6.2.4 乙方将净化设备放置在甲方指定现场位置。 

6.2.5 乙方技术工人 24 小时连续作业，甲方做好配合和监督。

净化时间应符合 2.4 条约定，双方联合验收合格后，净化工

作才可结束，设备方可撤离现场。 



6.2.6 根据甲方的技术需求，乙方及时优化操作。 

6.2.7 负责按照第 9 条约定，将检测样品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

化验分析。 

6.2.8 乙方要充分考虑甲方工作现场气候，做好相应冬季操作

准备，如采暖、保温措施等。 

7、 投标方案要求 

7.1 投标文件要包含第 1 条要求的资质文件，复印件加盖本

企业的公章。 

7.2 投标文件要包含第 2 条要求的业绩证明材料。  

7.3 现场技术服务人员必须有一人持有电工证。 

7.4 投标技术方案包括： 

7.4.1 项目组织机构、联系人及人力安排； 

7.4.2 主要设备及机具介绍，含照片,设备要求符合 6.2.1 条规

定； 

7.4.3 质量目标； 

7.4.4 工作原理及工艺流程图； 

7.4.5 公用工程条件需求； 

7.4.6 废物排放情况及处理措施； 

7.4.7 统筹图； 

7.4.8 安全评价及防护措施； 

7.4.9 净化期间的分析化验设施及频率和质量保证措施； 

7.4.10 其它事项。 



8、 会议 

8.1 项目启动会议 

项目中标人确定后，甲方炼油厂于 5 日内组织召开项目

启动会议，甲乙双方详细交流，甲方介绍工作及协调程序，

乙方勘察现场，双方对下一步工作做出安排，形成会议纪要。 

8.2 开工交底会议 

胺液净化设施开工前，由乙方申请，甲方炼油厂组织召

开交底会议，乙方根据项目启动会议安排，制定详细工作方

案及工作计划，向甲方汇报各项准备工作完成情况，甲方批

准后，乙方开始实施胺液净化操作。 

8.3 项目协调会议 

项目实施期间，如有必要，双方协商召开协调会议。 

9、 检验及试验 

9.1 胺液在线净化前检验： 

胺液净化服务实施前，甲方配合乙方对甲方胺液采样（2

份）、打铅封、标识，甲乙双方共同送兵器工业非金属材料

理化检测中心检验第 3 条表 1 中的第 6 项，送北京新奥环标

理化分析测试中心检测第 3 条表 1 中的第 1～5 项和第 7 项，

检测报告由检验单位直接邮寄给甲方，甲乙双方共同拆封审

查，作为项目验收的基础数据。 

9.2 胺液在线净化期间的检验 

胺液净化服务实施期间，甲方配合乙方对甲方胺液每 15



天采样（2 份）、打铅封、标识，甲乙双方共同送至兵器工业

非金属材料理化检测中心检验第 3 条表 1 中的第 6 项，送北

京新奥环标理化分析测试中心检测第 3 条表 1 中的第 1～5

项和第 7 项，检测报告由检验单位直接邮寄给甲方，甲乙双

方共同拆封审查，作为项目验收的基础数据。 

甲方按照正常生产的检验计划频率对胺液的浓度和 H2S

含量项目进行检测跟踪。乙方按照胺液净化方案进行检验，

甲方对乙方的检验结果有知情权。 

9.3 胺液在线净化后的检验 

胺液净化服务结束后，甲方配合乙方对甲方胺液采样（2

份）、打铅封、标识，甲乙双方共同送兵器工业非金属材料

理化检测中心检验第 3 条表 1 中的第 6 项，送北京新奥环标

理化分析测试中心检测第 3 条表 1 中的第 1～5 项和第 7 项，

检测报告由检验单位直接邮寄给甲方，甲乙双方共同拆封审

查，作为项目验收的依据。 

9.4 净化服务第三方检测费用包含在项目总价中，由乙方负

责支付给检测机构。 

9.5 胺液在线净化前、在线净化期间、在线净化后采样同时

保留（2 份）样品，装在专业器皿中保存，密封，标识。 

9.6 分析净化后 3 个月和 6 个月胺液各项指标，考察净化效

果持续的时间。 

10、考核及验收 



依据第三方检测报告进行考核。其中胺液中 1µm 固体颗

粒脱除率依据 9.1 条和 9.3 条检测数据计算得出。其它项目

依据检测 9.1、9.3 检测数据验收。 

乙方负责完成项目实施总结报告，甲方编制项目验收总

结报告。 

11、违约责任  

11.1 由于甲方生产装置工艺操作不当、窜入其它物料、置换

新鲜剂、加消泡剂、设备原因等引起的问题由甲方承担责任。 

11.2 如因乙方原因 ，工期拖后，每拖后一周，扣乙方 1%合

同款。 

11.3 如因乙方原因，未能达到第 3 条约定的指标要求，甲可

最多给予乙方 4 周整改期，由于整改造成的工期拖后，需按

照 11.2 条约定执行。 

11.4 由于乙方原因，未能达到第 3 条约定的指标要求，每项

扣除乙方合同款 10%。 

11.5 由于乙方原因，合计 3 项未能达到第 3 条约定的指标要

求，则认为乙方技术服务失败，甲方不支付乙方合同款。 

11.6 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甲方设备、设施损坏、生产中断、

人员伤害等由乙方负责赔偿。 

12、保密及知识产权 

甲乙双方对彼此提供的技术资料和样品负有保密责任，

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露任何技术资料。 



13、联系联络  

13.1 甲方炼油厂 

联系人：米治宇 

联系电话：0459-6756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