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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乙方 )和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 (以下简称:甲方),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经双方友好协商,现就大功率离

合器锻件的生产制造等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1、 总则

乙方严格按照甲方提供的标准和技术要求等进行产品的生产,如有变更,

甲方须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乙方应即时按变更后的标准和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任何不符合下述文件及标准要求的疑问、改进意见及问题应以书面形式通知甲

方,得到甲方书面认可后方可执行。当上述文件要求不统一时,须双方明确要

求后执行。技术协议与商务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双方责任

乙方按照甲方提供的标准和技术要求组织生产,如发现标准和技术要求有

误或要求不明确的问题时,应及时向甲方提出,甲方接到通知后,应及时答复

或进行现场处理;

3、 技术要求

3.1标准规范

乙方在进行大功率离合器锻件的加工制造、检测、包装运输阶段应严格遵

循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乙方须对遵循的标准和规范的正确性及有效性负责,

执行或参考标准如下所示 (不仅限于 )∶

GB/T3077 《合金结构钢》

GB/T1220 《不锈钢棒》

GB/T223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T10561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显微评定方法》

GB/T6394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本技术协议中所列标准,标注有年代号的按要求执行,未标注年代号的按

最新标准执行。
I

|3.2一
般要求

除非订单中另有说明,乙方供货范围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内容:

1) 依照表 1及国内外相关标准要求制造大功率离合器锻件原材料



表 1: 原材料订货技术要求
立 口 形 钅

`o丿 口口亻日1闪′ 大功率离合器钢件 (离合器内鼓轮、矩形销 ) 产品图号
/
/

材料牌号 35CrMo、  14Cr17Ni2等 材料规格 见采购明细表

发放单位 采购部、品质保障部、锻件车间、技术中心

技术要求 :

1、 冶炼及浇注:离合器内鼓轮 (485Q狃 1一42-1-1)锻件原材料 35CrMo,采用镇静钢.

矩形销 (485Q狃 1一42-1-4)、 矩形销 (485Q4组一绍一1-6)锻件原材料,电炉冶炼+炉外+电渣重熔。也
可采用更优的工艺,需经客户书面同意。3)钢锭或钢坯锻造前不应有夹渣、气孔、结疤、裂纹、折叠、
过烧等缺陷。所有缺陷均应在锻造前清除干净,并经检查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钢锭、坯料或轧材
应有熔炼单位的质量证明书。

2、 成品锻件的化学成分符合表 1,超出表 1范围则按废品处理。。
3、 当锻比大于 3.5时 ,35CrMo钢 中的非金属夹杂物按GB/T10561评 级应满足表 2。

4、 35CrMo气 体含量满足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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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佟倍:当锻比本于 3.5时 ,锻件低倍组织不得有气泡、非金属夹杂物 (肉眼可见的)及夹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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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残余缩孔、白点等缺陷,一般疏松、中心疏松、锭型疏松不得大于 GB/T1979ˉ2001

②断口:锻件在调质状态下室温一次打断的断口试样上不得有缩孔、气泡、内裂、白点、肉眼可见的夹杂

及夹渣、异金属夹杂、层状和石状。

③显微组织:非金属夹杂物应小于 GB/T10561ˉ2005中 A、 B、 C、 D类的 3级 ;晶粒度级别应符合 GB/T

6394ˉ2002的 5级或更细:带状组织不大于 GB/T13299-1991中规定的 2级。

6、 当锻比大于 3.5时 ,钢锭冶金缺陷应确保锻仵超声波无损检测,探伤等级不大于NB/T47013.3-2015

中的 I级。
7、 锭型:钢锭锭身比重≥83%,钢厂需提供钢锭重量分配比例等相关锭型参数,钢锭重量下偏差不得超过

锭型理论重量 1%,上偏差不得超过锭型理论重量的 1.5%。

8、 表面质量:钢锭冒口线及底部的飞皮应清除干净,表面不得有夹渣、裂纹、溅疤等缺陷,若存在以上缺

陷,必须清除,但缺陷清除部位应呈斜坡形,上口宽与凹坑深之比应大于 5∶ 1,且清除面与原金属表面

交界处之间圆角过渡,清除裂纹缺陷时应按裂纹长度方向进行。

9、 标识:每支冷钢锭在锭身用白油漆写上材料牌号、熔炉炉号、规格、重量,要求字迹清晰。

11、 供方交货需出具原材料合格证书 (冶铸方式、化学成分、气体含量等报告)。

12、 钢锭复验合格不免除供应商责任,若因钢锭缺陷导致产品质量问题,由供应商负责

进行下需在锻件具备检测条件
4、 5 其他应项点;3 中 对的复验锭钢2验I 钢锭复注

) 下进行条件锻材 具备检测需在锻件其他项点3 座 521II 复验锻材

2) 提供满足技术要求的成套规范的质量证明文件,文件为纸质和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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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一套;

3) 乙方向甲方提供相关的产品清单;

4、 检验验收

4.1检验类别

本技术协议中产品检验均为出厂检验。

4.2检验条件

产品实物质量主要分为外部质量和内部质量,外部质量包括表面粗糙度、

尺寸公差、重量公差、表面缺陷;内部质量包括材料力学性能、化学成分、金

相、无损检测等。

乙方应具有产品技术管理、质量管理的良好水平,技术管理主要包括工艺

文件及工艺记录管理、标准化及计量管理、检测能力及质量保证管理等。

检验人员应是专职质量管理人员、质检员和试验员,检测用仪器设各及用

具应符合计量检定和质量检测要求,能够提供精确可靠的检测数据。

产品制造的全过程必须进行严格检查,以确认其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

国家相关法规的规定。

无损检测人员技术等级分为高、中、初级,取得不同无损检测方法的各项

技术等级人员只能从事与该等级相对应的无损检测工作,并负相应的技术责任。

产品应有乙方质量检验部门检查验收合格,并提交检验合格证书。

甲方保留按照本技术协议及相关标准、协议的规定对产品重要检查节点进

行抽样检查或复验的权利,乙方对此应予以支持。

甲方要求参加乙方检验时,双方应商定检验日期,若甲方在商定的时间内

未能到场,乙方可自行检验并将检验结果提交甲方,乙方应保证提交检验结果

的真实性。

产品制造时,乙方应按照本技术协议及相关标准、协议的要求检查合格。

乙方向甲方提供全部检验资料,由 甲方验收合格后方能出厂。

必要时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技术管理文件及检验资料进行审查。

4.3检验项目与方法

除另外有规定外,产 品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应符表 2的 要求。



表 2 检验的项目及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

检验

过程

检验

山 l^
口扌 /

检验
检验要求

检验

标准

1 原材料 / / 沐

按表 1检测内容及

要求执行。

相关

标准

注:1、 符号含义:标有
“卡”为文件检验 (厂家提供的检验文件 ),标有

“○”
为全检,标有

“
-” 为不做规定的检验项目,标有

“△20” 为抽检比例 20%,

标有
“□”

为批检,标有
“■”

为第三方批检。 (根据需要确定检验项目及检

验方法 )

2、 本表仅作为甲方型式、过程、出厂检验使用,乙方检验应根据质量控制

体系和国家相关要求协议进行控制。

产品的型式检验要求按上表的型式检验项目进行,如各检验项目均符合本

技术协议的要求时,则 判定该产品的型式检验合格;如某一项目的检验结果不

符合本技术协议的要求,则 判定该产品的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过程检验和出厂检验时某一项抽检不合格,应在同一产品中取双倍数量的

产品,就不合格项进行复检,如仍不合格,则对同一批产品 100%进行检验。

产品在过程检验和出厂检验出现不合格,或使用中出现质量问题时,甲方

将根据需要加大抽检比例。

首批产品抽检,甲方可根据需要加大抽检比例或全检,如一个批次按比例

抽检,抽检数量少于一套时,则按一套抽检。产品按表 2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

采用全数出厂检验,并 由质量部门检验合格,应 出具产品合格证书后方可出厂。

乙方应根据表 2的要求进行生产过程控制和质量检测,做好质量记录。重

要工序检验乙方应通知甲方委派的监造人员或监理工程师到现场参加检测。

乙方应通过相应的质量体系认证,具有产品技术管理的良好水平,技术管

理主要包括工艺文件及工艺记录管理、标准化及计量管理、检验能力及质量保

证管理等。

5、 过程监督

甲方有权派出监造人员对乙方制造全过程的监督检验,应为监造人员提供

生活、工作方面的条件,应积极配合个方面的检查工作,及时提供监造所需的



各种文件资料。

6、 文件和记录

(1) 乙方在产品制造结束实际检验合格后,乙方提供成套的资料,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文件及记录:

序号 提供的文件 各注

1 钢材供货厂家质量证明书

2 钢材化学成分检验报告

3 热处理退火或者高温回火曲线

4 合格证

5 发运和包装清单

6 热处理合格证书

(2) 乙方应保存产品原始检验数据 10年 以上,以各用户查询。

(3)所有包装、标识完好,产 品合格证、试验报告齐全,所有外形及安装

尺寸符合技术要求。

7、 运输、装卸和贮存

产品的包装和运输应在防腐完全合格后进行。用于室外储运的包装和防护

应能保证在 6个月中没有腐蚀发生。所有未防腐区域必须有保护层,保护层应

可以用汽油很方便的除去。所有的孔都用塑料塞紧紧地堵住。运输过程中,产

品应安全固定,而且应避免污染零件防腐面,避免所有加工面受腐蚀和碰撞,

保证零件的完好无损。 有明显的警告标志防止产品防腐的损坏。

8、 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

(1) 乙方应具各相应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必须在有效期内,且具各相关

产品的供货业绩。

(2)乙方应按照制造质量计划的要求,提交具体的产品质量保证措施,确

保产品质量。



(3) 质量保证见商务合同。乙方应履行质量保证的承诺,按照质量终身

制的理念,甲方的监督检查或确认验收既不能免除乙方提供可接受产品的责任 ,

也不能排除其后甲方的拒收及相关的经济责任。

(4) 乙方向甲方提供的产品必须满足技术要求和标准等要求,如不能满

足甲方使用寿命要求及相关协议要求时 (特别是螺纹孔加工精度超差),甲方

有权不接收乙方制造的产品,责任由乙方承担。

(5) 乙方应履行对甲方全部资料保密的责任和义务,如由于乙方原因造

成甲方技术资料泄露所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6)质保期:质保期限按商务合同执行。

(7)用 户监造:若 甲方认为有必要,可 以派驻监造人员,乙方应积极配合

甲方监造人员的工作并提供便利条件。

(8)乙方必须对其产品在装配和运行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处理,提

出并落实后续产品的整改措施。

9、 检验验收

12.1出 厂验收

(1) 开展第6节规定的产品 (系 统或设各)功 能检验;

(2) 文件资料检查。

10、 供应商管理

按照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要求,公司需对乙方现状与业绩进行全面调查、沟

通和分析,以确认供方具有按照公司产品和服务要求提供过程、产品和服务的

能力。

11、 其它

(1) 乙方应按甲方提供的技术要求和标准,相关标准等进行生产和检验 ,

如有变更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需 甲方签字认可后方可执行。

(2) 本技术协议签订后甲方仍保留对其提供的技术要求和标准进行补充

和修改的权利,需双方签字认可并成为本技术协议的附件。

(3) 甲乙双方就制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直接进行通讯联系,但同时需将

联系内容以传真的形式在十二小时内经双方签字确认后再执行。



(4) 本技术协议为采购合同附件,与采购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甲

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5) 未尽事宜,双方及时协商解决,另 签补充协议。

12、 交货地点及质保期见商务合同

甲方: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代表 :

日期:

0亠

乙 刀 :

代表 :

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