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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灰水分散剂技术要求

1、工程简要

陕西长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甲醇项目。

2、总则

2.1 本技术规格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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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规格书和有关最新工

业标准的产品。

2.2 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供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

执行。

2.3 投标方根据招标方提供的数据单和技术要求，对其供货范围内的产品质量等

承担全部责任。

2.4 招标方为保证招标产品的质量所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不能免除投标方在产

品质量等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2.5 遵循本技术文件说明的任一条款均不能认为可以解除投标人对所供货物应

承担的责任。

2.6 投标方的供货应遵循本技术规格书提出的要求，如有偏离应取得招标人的书

面认可。投标方如果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文件的条文提出异议，招标方可以

认为投标方完全满足本招标文件的要求。

2.7 招标方有权在招标过程中因设计等原因对参数做局部的修改和调整。

2.8 投标方必须提供同类型产品的业绩表及联系方式。

3、技术要求：

（1）名称：灰水分散剂

（2）作用：添加在由沉降槽溢流至灰水槽的灰水中及洗涤塔给水泵入口管

线，用来防止气化灰水系统和高压给水系统设备及管道结垢而堵塞，提高生产系

统运行时间。

（3）要求按正常添加量使用该分散剂后能够有效的防止水系统结垢问题。

（4）要求提供的分散剂能够有效地控制无机盐垢、金属氧化物和胶体沉积。

（5）要求提供的分散剂阻垢性能优异，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有一定程

度的耐氧化性，不易水解，能耐较高温度，热稳定性好等优点，在高温、高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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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pH 的水质条件下具有良好的阻垢性能。

（6）提供的药剂不应含有硫和氯离子等引起系统腐蚀和增加水处理难度的

物质；

1.1 系统灰水条件

温度：40℃～285℃

压力：常压～6.5MPa（A）

流量：≤550m3/h

主要成分：NH3-N:～800mg/L;碱度：～800mg/L；总硬度：～1600mg/L；总溶

固：～5000mg/L

1.2 外送灰水条件（低磷药剂）

温度：40℃～75℃

压力：常压～0.6MPa（A）

流量：≤150m3/h

主要成分：NH3-N:～800mg/L;碱度：～800mg/L；总硬度：～1600mg/L；总溶

固：～5000mg/L

1.3 技术要求

1.3.1 考虑招标方因各种原因水质发生变化时，供货商要有一定的研发能力，

并且有技术支持。满足招标方正常生产的需要。

1.3.2 投标方根据灰水系统水质指标变化控制分散剂投加比例可在（ ）PPm～

（ ）PPm（占灰水循环量）范围内调整（投加比例由投标方填写）；根据现灰

水系统运行指标，分散剂投加比例应控制在 100PPm（占灰水循环量）以内。在

买方灰水系统运行指标出现异常或大范围波动时，可通过提高分散剂的投加比

例，以控制灰水系统的正常运行。

1.3.3 在买方灰水系统水质运行指标（固含量、PH 值、总碱、总硬、总溶固、

温度、NH3-N、CI-）下，保证不会出现因其灰水分散剂产品质量而造成运行周期

内的装置堵塞管道、减负荷和停车。

1.3.4 根据水系统结垢情况，如灰水系统管道内结垢不能使用高压清洗机（压

力 100Mpa，流量 100L/min）清理的情况下，需厂家免费提供化学清洗药剂，并

提供技术指导对管道进行化学清洗。

1.3.5 买方气化装置单系统检修时将灰水加热器 E1401 和锁斗冲洗水罐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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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线内结垢清理，单系统投料运行后，在买方灰水系统水质运行指标（固含量、

PH 值、总碱、总硬、总溶固、温度、NH3-N、CI-）下，保证单系统运行 140 天内：

灰水加热器 E1401 列管内无硬结垢、锁斗冲洗水罐补水流量调节阀 FV1339 全开

时满足锁斗冲洗水罐补水。

1.3.6 买方气化装置外排水流量为 80-150m³/h，使用投标方分散剂后，应确

保外排水中单磷（P）含量小于 2mg/L（取样点位于外排水到污水处理排放口处

取样）。

4．供货范围

供货方应根据以提供的分散剂使用环境，做分散剂的技术方案，应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内容：分散剂的有效成分等各参数，吨水分散剂使用量，各项技术参数

等出具报告。

4.1 提供产品说明书、化学品“一书一签”。

4.2 供货方必须保证分散剂适用于规定的操作条件，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

质量文件、企业标准及分析报告单、工业应用报告等技术资料文字版和可编辑的

电子版。

5、验收

5.1 验收方式：供方向我公司出具出厂合格证，我公司对产品化验分析合格后在

指定地点卸货。

5.2 要求过磅称量。

6、售后服务

6.1 供货方对所供的产品须保质、保量并按时供货，对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必须无

偿包退、包换。

6.2 供货方必须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在我公司使用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及时给

予免费技术咨询。

6.3 供货方的产品在使用中如出现问题，接到我公司通知后，应 2小时内做出答

复，供货方技术人员及业务员必须在 48 小时内到现场配合我公司处理，提供免

费技术服务。

6.4 如因供货方产品质量影响装置正常生产，由供货方承担全部责任，赔偿我公

司损失（直接、间接），具体按照商务合同执行。

6.5 在质保期（供货方须提供产品的质保期）内，合同产品如发生质量问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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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货方负责免费进行处理更换。

6.6 我公司如需补充购买合同产品时，供货方应随时办理，并以优惠的价格供应。

7、交货资料

供货方交货时须提供下述中文资料：

—－化学品“一书一签”

—－合格证和产品标准说明书。

—－物化检验报告。

—－其他说明资料（如有）。

8、包装及运输

8.1 合同产品须在检验和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包装、发货，所采用的包装方法应

符合相关规定。

8.2 包装要求：密封塑料桶包装，每桶 1000Kg，卖方每月将现场使用后的空桶回

收。

8.3 合同产品的包装应符合安全、经济、不受损的要求，严格按照有关标准执行。

供货方应对不合适的包装所引起的损坏和丢失承担全部责任。

8.4 合同产品的包装，应保证在运输和储藏过程中不发生损坏。

9、其他

9.1 卖方供应给买方的产品按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协议要求生产。

9.2 买方在发现卖方产品有重大质量问题或违反合同原则难以协调的重大问题

时有权终止合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卖方承担，买方不负任何责任。

9.3 卖方应保证买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专利

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指控。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卖方须与第三

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9.4 如果货物的质量和规格与合同不符，或在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证实货物是有

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买方将有权向卖方提出索赔。

9.5 合同期内，卖方每三个月派服务人员来现场进行定期回访，确保灰水分散剂

的正常使用。

9.6 本技术规格书未尽事宜，待技术谈判时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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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灰水絮凝剂技术要求

1、工程简要

陕西长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60 万吨甲醇项目。

2、总则

2.1 本技术规格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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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本技术规格书和有关最新工

业标准的产品。

2.2 本技术规格书所使用的标准如与供方所执行的标准发生矛盾时，按较高标准

执行。

2.3 投标方根据招标方提供的数据单和技术要求，对其供货范围内的产品质量等

承担全部责任。

2.4 招标方为保证招标产品的质量所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不能免除投标方在产

品质量等应承担的全部责任。

2.5 遵循本技术文件说明的任一条款均不能认为可以解除投标人对所供货物应

承担的责任。

2.6 投标方的供货应遵循本技术规格书提出的要求，如有偏离应取得招标人的书

面认可。投标方如果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文件的条文提出异议，招标方可以

认为投标方完全满足本招标文件的要求。

2.7 招标方有权在招标过程中因设计等原因对参数做局部的修改和调整。

2.8 投标方必须提供同类型产品的业绩表及联系方式。

3、技术要求

3.1 作用：处理由 GE 水煤浆气化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水，添加在渣水处理沉降

槽中，用来沉降沉降槽内黑水中的固体颗粒，以得到悬浮物≤100PPm 较为洁净

的灰水，净化后得到的灰水进入系统循环使用。

3.2 要求提供的絮凝剂具有良好的絮凝沉降效果，对处理黑水水质的 pH 值范围

较宽。

3.3 要求按正常添加量 2.0 PPm 使用絮凝剂后处理后的灰水悬浮物≤100PPm。

3.4 提供的药剂不应含有硫和氯离子等引起系统腐蚀和增加水处理难度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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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沉降槽黑水： 含固量：≈ 1.25%（wt）

PH：6.8～8.5

温度：40℃～75℃

压力：常压

流量：≤450m3/h

3.6 其它

考虑招标方因各种原因水质发生变化时，供货商一定要研发能力，并且有技术

支持。满足招标方正常生产的需要。

4．供货范围

供货方应根据以上沉降槽黑水水质，做絮凝剂的技术方案，应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絮凝剂的有效成分等各参数，吨水絮凝剂使用量，沉降后灰水的各项

技术参数等出具报告。

4.1 提供产品说明书、化学品“一书一签”。

4.2 供货方必须保证添加剂适用于规定的操作条件，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产品

质量文件、企业标准及分析报告单、工业应用报告等技术资料文字版和可编辑的

电子版。

5、验收

5.1 验收方式：供方向我公司出具出厂合格证，我公司对产品化验分析合格后在

指定地点卸货。

5.2 要求过磅称量。

6、售后服务

6.1 供货方对所供的产品须保质、保量并按时供货，对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必须无

偿包退、包换。

6.2 供货方必须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在我公司使用过程中遇到技术问题及时给

予免费技术咨询。

6.3 供货方的产品在使用中如出现问题，接到我公司通知后，应 2小时内做出答

复，供货方技术人员及业务员必须在 48 小时内到现场配合我公司处理，提供免

费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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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如因供货方产品质量影响装置正常生产，由供货方承担全部责任，赔偿我公

司损失（直接、间接），具体按照商务合同执行。

6.5 在质保期（供货方须提供产品的质保期）内，合同产品如发生质量问题，由

供货方负责免费进行处理更换。

6.6 我公司如需补充购买合同产品时，供货方应随时办理，并以优惠的价格供应。

7、交工资料

供货方交货时须提供下述中文资料：

—－化学品“一书一签”。

—－合格证和产品标准说明书。

—－物化检验报告。

—－其他说明资料（如有）。

8、包装及运输

8.1 合同产品须在检验和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包装、发货，所采用的包装方法应

符合相关规定。

8.2 包装要求：双层袋装，内层为防水塑料袋。根据买方现场实际要求，按照 5kg/

小袋包装，大袋内包装 5～10 个小袋。

8.3 合同产品的包装应符合安全、经济、不受损的要求，严格按照有关标准执行。

供货方应对不合适的包装所引起的损坏和丢失承担全部责任。

8.4 合同产品的包装，应保证在运输和储藏过程中不发生损坏。

9、其他

9.1 卖方供应给买方的产品按国家相关标准和技术协议要求生产。

9.2 买方在发现卖方产品有重大质量问题或违反合同原则难以协调的重大问题

时有权终止合同，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卖方承担，买方不负任何责任。

9.3 卖方应保证买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专利

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指控。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卖方须与第三

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9.4 如果货物的质量和规格与合同不符，或在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证实货物是有

缺陷的，包括潜在的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买方将有权向卖方提出索赔。

9.5 合同期内，卖方每三个月派服务人员来现场进行定期回访，确保絮凝剂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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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

9.6 本技术规格书未尽事宜，待技术谈判时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附件 1.货物需求一览表

主要技术要求和预估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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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外观 主要质量指标 执行标准
计量

单位
预估采购量 备注

1 灰水分散剂
淡黄色液

体

固含量 ≥25.0％

PH(1%水溶液) ≤5.0

密度g/cm
3
≥1.1

其他详情参照企业标准

企业标准 吨

550*添加率

（取最大值）

*24*350天

2
灰水分散剂

（低磷）

淡黄色液

体

固含量 ≥25.0％

PH(1%水溶液) ≤5.0

密度g/cm
3
≥1.1

磷含量（以单磷计）≤1.0％

其他详情参照企业标准

企业标准 吨

150*添加率

（取最大值）

*24*350天

3 灰水絮凝剂 白色颗粒

相对分子质量≥800×104

固含量 ≥88.0％

其他详情参照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GBT31246-2014
吨 8

＊注：①该表格中技术内容为招标人原使用的药剂所执行的企业标准，内文中提供的项

目、数量、规格（质量指标、执行标准）等仅供参考。投标人根据自己企业执行标

准填写，若采用企业标准，洽谈技术协议时，必须携带在当地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

有效的企业标准与案件。以技术规格书要求为准。

②该项目投标人投标前必须与招标人签订相关技术协议。

③投标人可根据自己投加药剂数量*单价，计算出投标总价。

④合同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1年内有效。

⑤交货期要求：接买方通知后5天内送货到现场。

⑥试用阶段结算方式：合同生效之日后的三个月为试用阶段，试用阶段满后无质量

问题及合同纠纷，卖方出具货物总价 1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买方次月支付货物 100%

的货款（可以承兑汇票支付，无息）；若试用阶段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买方有权终止合

同，并对出现质量问题的批次货物不予以结算。由于产品质量问题给买方造成的损失，

买方有权追诉索赔。

⑦非试用阶段结算方式：货物运达项目现场，经买卖双方确认验收合格后的 10天

内，卖方出具总价 1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买方次月支付上月 100%的货款（可以承兑

汇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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