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大学海洋全环境模拟试验舱
更正文件
1、将招标文件中第三章 项目招标需求更正为如下内容：

第三章
一、

项目招标需求

项目概述

设备采用框架形式主机结构，主要应由紫外辐射系统、高低温试验箱、盐池系统、测控
系统、操控软件、计算机、控制机柜等部分组成。加载单元可依据试验需求灵活安装于上端
或者下端，以适应不同介质环境的试验要求。根据配件不同，该系列设备可应用的试验环境
多种多样，甚至包括各种极端环境条件。

二、

设备采购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紫外辐射系统

套

1

包含备品备件

2

高低温试验箱

套

1

包含备品备件

3

盐水浸泡系统

套

1

包含备品备件

三、

灯具及高低温试验箱主要技术指标及要求

3.1 紫外辐射系统技术要求
3.1.1 单灯尺寸≤200mm*200mm*230mm；
3.1.2 灯具重量≤2Kg；
3.1.3 ★单灯功率：300W；
3.1.4 ★试验温度：-60℃以下～50℃；
3.1.5 ★灯具配移动支架、托架；
2

3.1.6 ★辐照强度：360~430W/m ;
3.1.7 ★辐照面积：1.5m*1.5m；
3.1.8 ★总功率≤1.08KW；
3.1.9 ★光源指标：光谱范围：280~400nm
光束角：30°

UVA 占比：13.6W
UVB 占比：3.0W
使用寿命≥1000h；

3.2 高低温试验箱主要技术要求
3.2.1 技术参数
★容积：6m3；
★内箱尺寸：长*宽*高=2000mm*2000mm*1500mm；
★温度范围：-70℃~+60℃；
★温度波动度：±0.5℃；
★温度偏差：±2.0℃；
★温度变化速率：
由-60℃升至+60℃约需 40 分钟（空载时）
由+25℃降至-60℃约需 90 分钟（空载时）
★满足试验标准：
GB/T2423.1-2001

试验 A ：低温试验方法

GB/T2423.2-2001

试验 B ：高温试验方法

GJB150.3-1986 高温试验
GJB150.4-1986 低温试验
★在箱体上方有两层石英玻璃长宽为 1700mm*1700mm，保证紫外辐射光能透过
石英玻璃完全照射到高低温试验箱底部的物品。
3.2.2 结构特征：
（1）保温围护结构：
外壁：高级钢板烤漆
内壁：SUS304

不锈钢板

绝热材料：玻璃纤维 100MM
（2）空气调节通道：
风机、加热器、蒸发器（兼除湿器）、排水装置、加湿器、干烧防止器、
湿球温度传感器、湿球水槽
（3）试验箱体标准配置 ：
气压平衡装置

（4）★大门：
a)

双开门，门洞大小为 1000*1500（长* 高）*2 扇

b)

门上配电热防结露中空玻璃观测窗，试窗尺寸：300*400mm 视窗

c)

门框备防结露电热装置，防止做低温运行试验时，出现结霜现象

d)

箱体上方有两层石英光学玻璃长宽为 1700*1700

（5）★控制面板（在配电控制柜上）：
温（湿）度控制显示屏、操作按钮、超温保护开关、定时设置装置、
照明灯开关
（6）★机械室 ：
机械室含 ：制冷机组、接排水装置、风机、配电控制柜、
加湿和测湿用水控制装置
（7）★配电控制柜 ：
散热风机、蜂鸣器、配电板、总电源漏电断路器
（8）加热器 ：
加热器控制方式：无触点等周期脉冲调宽，SSR （固态继电器）
（9）★噪音：≤65db
3.2.3 制冷系统：
（1）★工作方式：风冷机械压缩机制冷方式
（2）★制冷压缩机：原装进口德国 “比泽尔”2 台
（3）★蒸发器：翅片式换热器
（4）★节流装置：热力膨胀阀、毛细管
（5）★制冷剂：环保型 R404A
3.2.4 电气控制系统：
（1）★控制器（型号）：台湾威伦可编程控制器
（2）显示器：16 位真彩触摸屏
（3）运行方式：程序方式、定值方式
（4）★设定方式：中、英文菜单、触摸屏方式输入
（5）★设定范围： 温度：根据设备的温度工作范围调整(上限+5℃ ，下限-5℃)
（6）★分辨率：温度：0.1℃；时间：0.1min;
（7）输入：热电偶

（8）★通讯功能：带有标准的 U 盘通讯接口
（9）附属功能：故障报警及原因、处理提示功能、断电保护功能、上下限温度保护
功能、定时功能( 自动启动及自动停止运行)、自诊断功能。
（10）★温湿度测量：温度：T 型铠装热电偶
3.2.5 安全保护装置
（1）★制冷系统 ：
a)

压缩机超压

b)

压缩机电机过热

c)

压缩机电机过流

（2）★试验箱 ：
a)

可调式的超温保护

b)

空气调节通道极限超温

c)

风机电机过热

（3） ★其他 ：
a)

总电源相序和缺相保护

b)

漏电保护

c)

负载短路保护

四、 盐池技术要求
4.1 ★溶液 pH 值：6.5～7.2；
4.2

★盐池规格：1m*1m；

4.3

★配备搅拌设备（耐腐蚀）
；

4.4

★可移出舱外：配耐腐蚀轮脚、托架；

4.5

★盐池容器需要耐腐蚀，配护栏；

4.6

★配电气控制箱，启动保护；

4.7

★搅拌器指标：
搅拌电机：节能电机
搅拌杆材质：304 不锈钢
搅拌叶材质：304 不锈钢
搅拌杆和搅拌叶：可拆卸

调速：0-180 转无极调速
电机功率：750W
扭矩：22NM
重量：≤6kg

五、 设备功能要求
5.1

★紫外辐射老化试验，满足标准：GB16422；

5.2

★高低温试验箱，满足标准：
GB/T2423.1-2001

试验 A ：低温试验方法

GB/T2423.2-2001

试验 B ：高温试验方法

GJB150.3-1986 高温试验
GJB150.4-1986 低温试验
5.3

★浸泡试验；

六、 设备安全防护要求
6.1

超载保护、过流保护、延时断开、舜速断开、超过最大负荷的 3%时，自动停止；

6.2

急停开关保护；

6.3

漏电保护、过温保护；

七、 软件功能要求
7.1

支持试验过程中调整控制参数并即时应用；

7.2

★具有远程有线控制灯具开关、调光功能；

7.3

支持试验中止后恢复功能；

7.4

★支持掉电后试验恢复功能；

7.5

★支持 30 天以上的长期连续试验；

八、 设备主要配置要求
8.1

★紫外灯具 300W 50 套（含备品备件）；

8.2

★高低温试验箱 1 套；

8.3

★移动支架 2 套；

8.4

★盐池 1 套；

8.5

★搅拌装置 2 套（含备品备件）
；

8.6

★PLC 控制箱 2 套，盐池搅拌速度变频控制 1 套；

8.7

★光电传感器 GCK-6 1 套，闭环控制软件 1 套；

九、 对设备整体要求
9.1

主机结构为框架形式，框架采用可移动拆卸框架；

9.2

系统各零部件、元器件和附件必须是全新的，本设备必须是原装正品；

9.3

设备必须具有高精密性、高可靠性；

9.4

设备所用软件系统必须采用合法取得的正版软件；

9.5

设备供货商应配备专业的售后服务人员，且售后问题需 24 小时内响应；

9.6

设备验收和安装按技术协议条款实施。

十、

供货周期

合同签订生效后 45 天内交付。

十一、付款方式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 个工作日内招标单位向供货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0%作为设备预
付款。设备交付，调试完成、验收合格、供货方应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招标单位收到
发票 5 个工作日内支付余款给供货方。

十二、质保期
此类产品免费质保期 3 年，包含设备主机，各种仪器仪表，各种配件等。易损件及人为
损坏除外。质保期外设备所有配件终身有偿提供，且收费合理，不得高于市场价供应。

十三、安装调试
12.1 中标单位派人员安装，负责对其所提供的设备进行调试验收。中标单位在接到招
标单位通知后 5 日内到达招标单位安装地点。中标单位应与相关设备厂家积极配合，做
好招标单位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
12.2 中标单位自备安装、调试所需设备和工具。
12.3 设备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必须达到合同和相关技术文件的规范要求。
12.4 中标单位派专人协助招标单位将安装好的设备开机运行 1 个月以上，保证设备运

行的稳定性。

十四、设备验收
13.1 验收依据
技术协议、投标文件、合同、设备说明书等。
13.2 验收程序及方法
验收在招标单位现场进行验收项目：设备各项功能和技术指标，设备外观检查，设备主
件及附件数量齐备性检查、设备各种资料（包括各类手册、技术手册、维护手册、相关
质量证明或产品合格证、原产地证明、开箱单、随机资料、随机附件、报关单等）齐备
性检查等。
验收方式：中标单位派专人协助招标单位将安装好的设备开机运行 1 个月以上，设备各
项性能指标应达到合同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并能稳定运行。
13.3 供方按照需方要求的指标验证，完成验收报告并双方签字后，方可进行设备交付。

十五、技术培训
中标单位安排对招标单位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分为理论培训和实际操作培训，内容包括
设备构成、设备操作、参数设置、日常维护保养、操作人员（3 人）上机操作等，培训时间
为 15 天，培训费用由供方承担，计入投标总价。设备运行期间遇到任何技术问题，中标单
位都需要及时解决。

说明：以上内容加★号为必须满足项，不允许负偏离。

2、本项目投标截至时间及开标时间延期至 2021 年 11 月 1 日 10：
30，
其他内容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