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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输送物料及特性 

物性参数见下表： 

物料特性 

处理物料：      ABS 粉料 

物料堆积密度：300-400 kg/m3 

物料直径：20 目  20%-30%；100 目 65%-70%；200 目 5%-10%；其余  0.2%-0.5% 

物料温度：环境温度 

物料湿度最大值：23 wt%   典型值：18 wt%最小值：14 wt%  

二螺旋输送器技术要求概述 

1、投标方将提供 1 套（2 台串联）U 型槽双螺杆翅片螺旋输送器（G-288C1/C2）。

投标方应提供系统内的所有设备，包括电机，仪表及其他辅助设施，对合同的整

套设备设计、制造、交付和性能负全部责任。 

输送能力，正常：3000kg/h，最大：4500 kg/h(仅指物料质量，不含水质量) 

2、化工三厂ABS车间螺旋输送器G-288C1/C2更新技术要求“以下简称技术要求”

为螺旋输送器设计和供货的最低要求。如果本“技术要求”与相关的规范或标准

发生矛盾时，投标方应在进行下一步工作之前通知买方。 

3、除非另有规定，提供的图纸和资料应遵循下列要求：单位：SI 语言：简体中

文。 

4、制造结构要求 

双轴螺旋转向同朝内侧；要求无中间吊轴；进料端采用桨式叶片达到打散的效果，

出料端采用连续式叶片结构达到输送的效果。由于叶片形式不同（同等螺距旋桨

式叶片输送能力低于连续式叶片），为达到平稳输送的效果，采用变螺旋设计。

桨式叶片采用螺栓与内管连接，可单独更换。翅片采用螺栓连接。U 型槽、双螺

杆、叶片均采用材质不锈钢 304 。必须由一台电机减速机驱动双轴同朝内侧运

转（如下图）。 

 

5、表面处理要求 

内表面（所有与物料接触部分）进行抛光处理，粗糙度 Ra∠0.4μ m。外表面酸

洗钝化和抛丸处理成亚光。 



6、加工制造及使用要求 

内管跳动值小于 2mm；可进行带载启动；螺旋内壁无死角：物料几乎无残留。

端部轴承密封：填料密封。 

7 其它 

7.1 合同生效后 3 个月交货。 

7.2 本技术要求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并未对一切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

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要求和国家标准、相关

行业标准要求的全套优质产品及相应的服务。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

准，均要满足其要求。本技术要求所引用的标准如与投标方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

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要求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有

明显抵触的条文，投标方应及时书面通知用户进行解决。执行的标准之间有矛盾

时，按最严格标准执行。 

7.3 投标方应保证所提供的所有设备及部件均为全新、先进、可靠、完整的且组

合布置合理，提供的系统应是标准的成熟产品，技术先进并能满足人身安全、劳

动保护和用户所在地环境保护条件。 

7.4 投标方应配合所供设备的相关土建工程、电气、仪表及管线部分的设计，并

按要求留有相应接口。 

三螺旋输送器供货范围 

1、投标方供货范围 

投标方应设计和提供 1 套（2 台串联）螺旋输送器（G-288C1/C2）所有设备，并

应满足操作要求。供货和服务范围包括：螺旋输送器、各种阀门及其它电气、仪

表器件等。使该套设备在接通电源和控制信号时，能够独立正常地进行工作。提

供的成套机组的设计、制造、供货、试车、开车和性能保证试验要达到本规格书

中规定的设计基础要求。投标方应对合同规定的设备设计、制造和交付及性能负

全部责任。 

供货范围包括如下： 

1.1、螺旋输送器 

型式：双螺杆+翅片 



输送距离： 

G-288C1：4680mm（初步），中标后厂商进行复测后再设计制造。 

G-288C2：3320mm（初步），中标后厂商进行复测后再设计制造。 

1.2 控制系统： 

应采用手动控制，并将运行信号送到装置 DCS。 

1.3 驱动机： 

电压/相数/频率： 380V/3/50   ；防护等级： IP54；数量：2 台，每台输送机

由一台电机驱动。 

1.4 其他 

提供供货范围内的设备支承结构及安装用的地脚螺栓、螺母、垫片及调整垫铁。 

成套设备中从控制柜到设备的控制电缆。 

试车用润滑油、冲洗油。 

配对法兰、垫片及螺栓、螺母。 

提供安装和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 

提供开车用的备品备件（翅片 10 片）。备品备件投标方应分别包装。 

用于设计制造、安装、操作和维修的所有必需的图纸和资料。 

进料短接：型式：天方地圆，材质：不锈钢 304；尺寸：1470mm*435mm（天方）

*∮300mm(地圆)*668mm（总高）中标后厂商进行复测后再制造。 

系统内部管道（管道采用法兰连接）及管道一次支架。 

必需的各种阀门并带手柄。 

所有必需的辅助设备和材料（包括：电气、仪表器件等）。 

对于挠性连接要提供挠性连接接头和上下固定卡子。 

投标方提供的电机控制原理要符合用户所提供的电机控制盘的要求。 

1.5 投标方负责所供货设备在现场的安装指导工作及系统调试工作。 

1.6 投标方负责确定各类工艺设备的技术参数，以满足技术要求中所描述系统的

正常运行。 

1.7 投标方负责提供系统内所有设备基础的设计条件。 

1.8 投标方提供其供货范围内的设备检修平台的设计条件。 

2、投标方要在 PID 中标明设计范围和供货范围。

 



四检验、监理（造）、试验与交付 

1、用户有权对设备进行监造，投标方必须配合用户授权的第三方的监造工作。 

2、第三方监造人员可随时对设备的制造情况进行检验。投标方应采取必要措施，

以避免第三方监造人员在投标方施工工地的人身伤害。 

3、用户在参加中间检验、出厂前检验时，可对此过程中发现不符合质量标准及

规范等问题提出意见，投标方应充分考虑用户意见并做出相应的修改或解释，以

保证设备的质量。 

4、用户将对投标方的制造工作过程进行检查，主要包括： 

制造进度安排；焊接工艺规程的编制；焊接工艺评定； 

在设备制造过程中及出厂前，投标方应依据设备数据表和有关标准对设备进行检

验。设备及其制造过程检验、检测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材料试验；无损检测；尺寸检测；气密试验；设备内壁清洁与保护；用户可对上

述检验验收结果进行抽查。 

5、对产品包装、运输、储存的要求 

（1）投标方所供设备部件，除特殊部件外，均应按照国家标准和有关包装的技

术条件进行。根据不同货物的特性和要求，采取措施，如对设备进行妥善的油漆

或其他有效的防腐处理，并使用坚固的包装箱包装，防止雨雪、受潮、生锈、腐

蚀、受震及机械和化学作用引起的损坏。 

（2）每个包装箱内均应有装箱清单。装箱单一式两份，一份装入包装箱，一份

提供给用户。 

（3）交付地点：大庆石化分公司物资供应中心卧里屯库房。 

（4）货物到达目的地后，买、卖双方组织验收，并签署验收证明。 

6、投标方应提供所有原材料正规进货渠道及质量证明文件。 

五分包商范围 

配套电机： ABB/西门子 

端部轴承：SKF/FAG 

配套减速器：国际知名品牌（FLENDER/SEW/NORD 优先）  



六质量保证、售后服务及培训 

1 质量保证 

（1）投标方保证设备的设计和制造完全满足国家及行业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并应充分考虑当地环境条件和使用条件的影响。进口设备应满足相应国际标准的

规定。 

（2）投标方按 ISO9001 要求对产品从设计、原料采购、热加工、冷加工、半成

品、装配、测试、售后服务每个环节进行控制。 

（3）质保期为设备到货后 18 月或设备投用后 12 月，以先到期为准；投标方

应保证整机使用寿命 20 年，主要易损件（轴承）使用寿命大于 25000 小时。在

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对因所提供设备的设计、工艺、制造、安装等所有投

标方原因造成的设备损坏全部由投标方无偿供货、更换或维修。由于用户原因造

成的问题，投标方也应及时帮助处理。 

（4）投标方应提供施工现场安装注意事项及安装质量保证方法。 

（5）涉及到分包商的供货质量、设备性能、售后服务等方面，投标方承担全部

责任。 

2、售后服务及培训 

（6）投标方应为用户提供优质售前售后服务，产品在用户使用过程中，发现质

量问题，在接到用户通知后应在 12 小时内做出答复，如需现场解决应保证 24

小时内派出技术服务人员，做到故障不排除或做出结论意见前不撤离现场,用户

不需因此支付服务费用。 

（7）交付产品后，投标方应按用户的要求及时派出技术服务人员参加开箱验收、

指导设备的安装调试和开车，直至设备正常运转。 

（8）超过质保期的产品，投标方有义务提供维修配件，并按用户要求做好维修

服务工作，配件及服务费用由双方协商确定。 

（9）现场服务人员应是得到投标方法人的充分授权的合格技术人员，有能力处

理现场发生的任何技术和商务问题。如投标方委托用户进行处理，投标方应出具

委托书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投标方对其现场服务人员的一切行为负全部责任。 

（10）为使设备能正常运行，投标方有责任提供相应的技术培训。培训内容应满

足设备运行及维保、检修等方面的要求，并应满足项目安装进度的需要。 



七技术资料的交付 

（1）投标方提供的资料使用国家法定单位制即国标单位制，语言为中文，竣工

资料除图纸外统一 A4 纸幅面装订。 

（2）竣工资料带有明确的清单目录，资料的组织结构清晰、逻辑性强。资料内

容应准确、一致、清晰、完整、满足工程要求。 

（3）投标方应提供用于设计、制造、安装、操作及维修、检验的所有资料，即

使下面没有提及到的，根据需要也应提供。 

（4）图纸和资料要求： 

卖方应提供所有设计、制造、安装、操作和维修所必需的图纸和资料。所有图纸

和资料，单位采用公制单位制，语言采用简体中文。 

6 份纸质拷贝件（用户 4+设计院 2）+ 2 份电子版文件（CD） 

文件格式：Excel，word，AutoCAD 

典型的图纸和资料如下：（时间为接到中标通知书后的周时） 

与设计相关的初版设计条件 2 周内提供，终版文件提交时间以商务中标规定时间

为准。 

投标方提供的电机控制原理要符合用户所提供的电机控制盘的要求。 

序号 资料名称 审查 终版 备注 

1 制造厂标准、规范    

2 数据表 4 8  

3 公用工程消耗一览表 2 12  

4 配管仪表流程图 2 12  

5 

设备外形图 

图纸内容应包括： 

设备外形尺寸、重量、公用工程消耗值、接管

一览表、接管方位（包括管口号、介质、公称

直径、压力等级，法兰标准、所有力和力矩） 

4 12  

6 总布置图 1 3  

7 载荷数据、基础安装图 4 12  

8 地脚螺栓图 4 12  

9 装配剖面图（标明零部件编号及名称）  12  



序号 资料名称 审查 终版 备注 

10 联轴器图  12  

11 易损件制造详图  12  

12 气力输送工艺计算 4 12  

13 备品备件一览表 4 12  

14 专用工具一览表    

15 润滑油一览表 4 12  

16 辅助设备及配管图 4 12  

17 管道布置图 4 12  

18 带有材料消耗表的单线图 8 12  

19 配管支架图 4 12  

20 安全阀一览表（包括设定值） 4 12  

21 管道等级规定 4 12  

22 仪表规格书及图纸 8 12  

23 仪表位置图 8 12  

24 联锁系统逻辑图 8 12  

25 报警联锁设定值 8 12  

26 仪表回路连接图 8 12  

27 仪表气路图 8 12  

28 仪表电路接线图 8 12  

29 仪表接线一览表（就地和控制室之间） 8 12  

30 仪表规格和样本 8 12  

32 仪表安装图 8 12  

33 端子配线图 8 12  

34 电气设备表 8 12  

35 电动机数据表 8 12  

37 电气接线图（原理接线图） 8 12  

38 安装及调试说明  12  

39 电气安装图  12  

40 性能试验数据/报告  12  



序号 资料名称 审查 终版 备注 

41 噪音试验数据表/报告  12  

42 机械试验计划  12  

43 机械试验数据/报告  12  

44 检验和试验步骤  12  

45 检验、试验记录  12  

46 检验、试验标准  12  

47 安装手册  12  

48 操作、维修手册  12  

49 建议的贮藏方式  12  

50 清洁保护说明  12  

51 制造进度 4 12  

52 制造厂一览表 4 12  

53 计算报告（脉动和振动）（如果有） 8 12  

54 热应力分析（如果有）    

55 伴热相关文件（如果有）    

56 隔热一览表（如果有）    

57 现场补漆清单    

58 阀门及管路附件规格书    

59 配管材料汇总表 8 12  

60 管道表 8 12  

61 涂漆规定  12  

62 安全阀外形尺寸（如果有）    

63 I/O 清单(DCS)  12  

八特殊要求 

1、卖方提供的设备应能接收（或发出）买方提供的上下游设备要求的仪表控制

信号。 

2、所有的电气、仪表器件及接线盒都必须满足区域内的防尘和防护等级的要求。 

3、与物料接触的设备必需设有静电接地耳。 



4、设备位号及名称应标注在每一台设备的铭牌上。 

5、设备噪音等级不能超过 85dB(A)（距设备噪声源 1 米处）。 

6、卖方应分别分项列出引进设备、元器件清单，内容包括：原产地（国别、公

司）、使用寿命等。 

7、卖方应提供公用工程（电、工业风和仪表风等）消耗量，并应分项列出，买

卖双方的交接点为总气源（即买方只提供总气源，螺旋输送器内部由卖方完成）。 

8、电气危险区域等级：ExiDⅢB T4 Da。 

9、设备安装在室内，每台螺旋输送器靠近输入端侧的上盖要方便拆卸；另外每

台螺旋输送器要安装有检查孔，方便检查物料的输送情况及方便处理结块问题，

电机安装的位置要方便拆卸检修。 

10、电机接线口采用防爆格兰形式。 

11、性能保证 

考核时间为连续运转 72 小时。 

机械无故障连续运行时间至少五年。 

九技术标准及规范 

（下列标准规范应采用最新版本，如有冲突按严格标准规范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2008 年版） GB50316-2000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 HG/T 20615~20635-200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9-2006 

《自动化仪表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J131 

《化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计规定》 HG/T20667-2005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GBJ87-1985 

《防止静电事故通用导则》 GB12158-2006 

上述标准规范应采用最新版本，如有冲突按严格标准规范执行。 

十数据表



 螺旋输送器数据表  

设备名称 螺旋输送器 设备位号 G-288C1 

型式 双螺杆输送 设备数量 1 套 

型号  单元号  

制造厂    

适用标准：制造厂标准 

操作形式：■连续   □间断 

安装位置：□室外   □有顶棚    ■室内   □楼面 

危险区域等级：■是   □否   防爆等级：ExiDⅢB T4 Da        防护等级：IP54 

环境温度：5℃-39.3℃ 

性能数据 

★介质名称： ABS粉料 特殊的物料特性： 

介质特性：固体 物料安息角： °  

★固体颗粒堆积密度 kg/m
3
 300-400 材料温度（正常) ℃ 20 

颗粒尺寸 mm  材料温度（最大) ℃  

   ★湿（水）含量 wt％ ≤32 

设计数据 

质量 

流量 

最小 kg/h  入口压力： MPaG  常压 

★正常 kg/h 3000 出口压力： MPaG 常压 

★最大 kg/h 4500  质量流量仅指物料，不能计算水的质量。 

结构数据 

 DN PN 密封面 朝向（驱动侧） 螺杆直径（mm）: 

进口 300 2.0 SO-RF  ★型式:螺杆+翅片式 

出口 300 2.0 SO-RF  转向（从连轴器端看）: □顺时针  □逆时针 

★进出口间距（管口中心距） 4680mm（需要中标厂商再次复测） 

密封 ○机械密封 ○单端面 ○双端面 主要部件材料： 

○填料密封 材料： 外壳 螺杆  轴  底座  

润滑 

形式 

□干油 □油环 □油雾 □浸没 304 304 304 碳钢  

□抛油圈 □注制    

辅助设施 

辅助管路 驱动机 

密封冲洗系统图 辅助冲洗路系统图 冷却水管路系统图 型号：             功率： 

管道材质： 管道材质： 管道材质： 转数： 电压： 

管径：  型式： 管径：  型式： 管径：  型式： 频率： 相数： 

介质： 介质： 介质： 额定电流： 防爆等级： 

流量： 流量： 流量： 防护等级： 绝缘等级： 

压力： 压力： 压力： 变频要求□是□否 启动方式： 

现场指示： 现场指示： 现场指示： 接线盒进线方式： 
 
 



 

 

 螺旋输送器数据表  

设备名称 螺旋输送器 设备位号 G-288C2 

型式 双螺杆输送 设备数量 1 套 

型号  单元号  

制造厂    

适用标准：制造厂标准 

操作形式：■连续   □间断 

安装位置：□室外   □有顶棚    ■室内   □楼面 

危险区域等级：■是   □否   防爆等级：ExiDⅢB T4 Da        防护等级：IP54 

环境温度：5℃-39.3℃ 

性能数据 

★介质名称： ABS粉料 特殊的物料特性： 

介质特性：固体 物料安息角： °  

★固体颗粒堆积密

度 
kg/m

3
 300-400 材料温度（正常) ℃ 20 

颗粒尺寸 mm  材料温度（最大) ℃  

   ★湿（水）含量 wt％ ≤32 

设计数据 

质量 

流量 

最小 kg/h  入口压力： MPaG  常压 

★正常 kg/h 3000 出口压力： MPaG 常压 

★最大 kg/h 4500 质量流量仅指物料，不能计算水的质量。 

     

结构数据 

 DN PN 密封面 朝向（驱动侧） 螺杆直径（mm）: 

进口 300 2.0 SO-RF  型式: 螺杆+翅片式 

出口 300 2.0 SO-RF  转向（从连轴器端看）: □顺时针  □逆时针 

★进出口间距（管口中心距） 3320mm（需要中标厂商再次复测） 

密封 ○机械密封 ○单端面 ○双端面 主要部件材料： 

○填料密封 材料： 外壳 螺杆  轴  底座  

润滑 

形式 

□干油 □油环 □油雾 □浸没 304 304 304 碳钢  

□抛油圈 □注制    

辅助设施 

辅助管路 驱动机 

密封冲洗系统图 辅助冲洗路系统图 冷却水管路系统图 型号：             功率： 

管道材质： 管道材质： 管道材质： 转数： 电压： 

管径：  型式： 管径：  型式： 管径：  型式： 频率： 相数： 

介质： 介质： 介质： 额定电流： 防爆等级： 

流量： 流量： 流量： 防护等级： 绝缘等级： 

压力： 压力： 压力： 变频要求□是□否 启动方式： 

现场指示： 现场指示： 现场指示： 接线盒进线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