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一、项目概述

为了促进专业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需建设木构家具及模型制

作实训室，该实训室建设理念是将当期木构家具设计及先进制作的工艺与实验室

设备结合起来，整体设备以系统化、集成化为特色，包含切割系统、榫卯系统、

打磨系统、组装系统、喷漆系统、封边系统等全流程集成系统，集先进性、专业

性、创意性、实用性于一体，系统全面、功能完整、安全性高，设备无缝对接，

主机辅机配套，为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设计人才服务。项目按最基本流

程 1 组套设备配置，可同时容纳 10-12 人名学生使用，整体项目同时满足 60 人

分工完成各流程实践，完成家具及模型智能制作的基本流程，为培养技术技能型

设计人才提供硬件支持。

二、 项目名称、技术规格和配置要求、数量

序

号

设备名

称
技术规格和配置要求 数量

所属

行业

核心

产品

1

智能木

工台锯

套装

（1）精确度高：斜切/纵切时，通过向左摆动锯片减少材料表

面的撕裂，更多位置可供使用，可清楚观察工件。使用防毛边

块在材料底面获得干净的切割效果。

（2）灵活的切割高度：切割高度可达 80mm，并可灵活调整，适

用于较大的横切面。

（3）角度精确地切割：凭借定位点和精调功能，角度靠尺可用

于斜切和纵切。

（4）工作台面可扩展：其长度和宽度可扩展，滑动台面适用的

斜切长度可达 920mm。

（5）带集尘接头的集尘罩，确保无尘工作和清晰的工件视野。

（6）灵敏传感机构确保安全锯切。核心安全要求：如果运行过

程中与人体皮肤发生接触，套管会借助弹簧将一个铝合金块以

500N 的力压入锯片。锯片在 5毫秒内停止并从危险区域内消失

而进入机台中，可避免严重割伤事故的发生。

1套 工业 否



▲（7）参数：①功率：2200W，空载引擎转速：1700-3500 1/min。

②锯片θ：254mm。③90°/45°切割深度：≥0-80/0-56mm，倾

角：0(-2)°-45(+47)°。④台面尺寸：690*580mm，折叠时台

面高度：385mm，展开时台面高度：900mm。⑤集尘接口θ：

27/36mm，重量：≤37kg。⑥含滑台、加宽台面、加长台面、靠

山、安全刹车装置、锯片等。

★（8）为保证本实训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相关设备须与本

项目所配真空集尘器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2
推台锯

套装

▲（1）木工台锯 1 台：①切割高度可达 70mm。②可-2～47 度

切割，带滑轨、吸尘管等，配前、右延长台面。③功率≥2200W，

空转转速 2000～4000rpm，锯片Ф≥225mm，倾角 0-45 度。④拉

切行程可达 300mm。⑤台面≥1260×910mm，折叠时/展开时台面

高度≥375/900mm。⑥集尘接口直径 27/36mm，重量≤40kg。

（2）配套的 Y 型吸尘管 1 个。

（3）配套的挡头 1 个。

（4）两种配套的锯板材锯片，各 1 张。

★（5）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相关设备须与本

项目所配真空集尘器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1套 工业 否

3

精密激

光定位

角度切

割锯套

装

▲（1）精密激光定位角度切割锯 1 台：①可任意角度切割，切

割宽度可达 120mm，含滚轮、工作台延长架。②功率≥1600W。

③转速 1400～3200rpm，锯片θ250mm。④切割深度 90 度/90 度：

≥305*88mm，45 度/90 度切割深度：≥215*88mm。45 度/90 度

边缘型材斜角切割可达 158mm。⑤尺寸：≥713*500*470mm。

▲（2）带激光定位功能。

（3）切木材的锯片 1 个。

★（4）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相关设备须与本

项目所配真空集尘器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1套 工业 否

4
台式锯

机套装

▲（1）便携式圆锯 1 个：①精密切割高度可达 55mm，配合导轨

使用无毛边，工具箱包装。②功率≥1200W。转速 2000～4800rpm。

锯片直径≥160mm。集尘接口直径 27/36mm。

（2）专用台式锯机基架 1 个：①撑开时台面高度≥900mm，折

叠时台面高度≤316mm；②台面尺寸≥585*400mm，重量≤

10.8kg，支脚可折叠。

（3）专用台式锯机滑动台面1个：①切边的最大宽度可达810mm。

②进行铣削作业时还可以用于铣削挡板的导向，可安装在两个

位置上，获取更大的工作范围，塑料滚轮确保滑动工作台移动

时噪音更低。

1套 工业 否



（4）单元支架 1 个：①90°/45°的切割高度 0-48/0-35mm。②

斜切时的最大切割宽度可达 810mm。③纵切时的最大切割宽度可

达 560mm。④模块组件存放架尺寸≥578*320mm。

★（5）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相关设备须与本

项目所配真空集尘器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5

曲线锯

工作站

套装

▲（1）工作站曲线锯 1 套：①曲线锯一台、台面 1 个。功率≥

720W，转速 1000～2600rpm。②切割深度≥110mm。角度调节 0-45

度。模块组件存放架尺寸≥578×320mm。③集尘接口直径

27/36mm。

（2）切圆弧曲线锯条、细齿曲线锯条，各 1 包 5 个。

（3）配套的工作台 1 个：台面尺寸 1157*773mm，折叠时台面高

度 180mm，展开时台面高度 900mm，最大工件厚度 78mm，最大工

件宽度 700mm，最大负重 120kg，重量 28kg。

（4）配套的扩展台 1 个：支架撑开/支架折叠时台面高度≥

900mm/316mm。台面尺寸≥585*400mm，支脚可折叠。

（5）配套的专用加紧器 2 个/包、夹具 1个/包、专用夹具 2 个

/包，各 1 包。

★（6）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相关设备须与本

项目所配真空集尘器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1套 工业 否

6

砂带机

工作站

套装

▲（1）工作站砂带机 1 套：①砂带机 1 台、台面板 1个。功率

≥550W，转速≥2800rpm。砂带长×宽 820×120mm 左右。②研

磨面积可达 180×180mm。③模块组件存放架尺寸≥578×320mm。

④集尘接口直径 27mm。

（2）配套的 120 目砂带，1包 10 个。

（3）配套的 50 目砂带，1 包 10 个。

（4）配套的折叠式组合工作站机架 1 套：展开/折叠时台面高

度≥900mm/316mm。台面尺寸≥585*400mm。

★（5）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相关设备须与本

项目所配真空集尘器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1套 工业 否

7

铣机工

作站套

装

▲（1）工作站铣机 1 套：①铣机一台、铣削精调装置一套。功

率≥1400W，空转转速 10000～21500rpm。②弹簧夹头直径 6～

12.7mm，铣削行程 60mm。③铣削深度微调 8mm。铣刀最大直径

60mm。④集尘接口直径 27/36mm。

（2）开槽刀、开槽铣刀、转槽开槽刀、边槽刀、蛋圆底刀、修

内线型铣刀、3mm 钻孔刀、6mm 钻孔刀、10mm 钻孔刀，各 1 把。

（3）配套的折叠式组合工作站机架 1 套：展开/折叠时台面高

1套 工业 否



度≥900mm/316mm，台面尺寸≥585*400mm。

★（4）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相关设备须与本

项目所配真空集尘器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8

榫卯连

接系统

套装

▲（1）榫连接机 1 套：①功率消耗≥420W；②空转转速≥

25500rpm；③铣削深度挡板：12、15、20、25、28mm；④键槽

铣刀直径：4、5、6、8、10mm；⑤铣削高度调整 5-25mm，可移

动阶梯式挡块 16、20、22、25、28、36、40mm，斜角铣切 0-90°；

集尘口直径 27mm。

▲（2）开榫槽机体 1 套：①须开出燕尾榫、直榫、圆榫，模板

更换简单，用于软木和硬木榫接。②加工工件厚度 6～20mm；③

加工工件长度可达 600mm。

（3）专用箱包装 5、6、8、10mm 榫连接件 1000 个以上/盒，1

盒。

（4）6mm、8mm 开榫刀，各 1把。

（5）配套的两种夹工件工具，各 1 套。

（6）14mm 燕尾榫模板 1 套，14mm 燕尾榫刀 1把；6mm 直榫模板

1套，6mm 直榫刀 1 把；开排孔模板 1 套，开孔刀 1 把。

（7）配套的三种拷贝环各 1 个。

★（8）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相关设备须与本

项目所配真空集尘器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1套 工业 否

9

榫卯结

构基本

组合套

件展示

墙

（1）楔钉榫、挖烟袋锅榫、夹头榫、扇形插肩榫云型插肩榫、

传统粽角榫、双榫粽角榫、带板粽角榫、高束腰抱肩榫、挂肩

四面平榫、圆柱丁字结合榫、圆方结合裹腿、圆柱二维直角交

叉榫、圆香几攒边打槽、攒边打槽装板、一腿三牙方桌结构、

格角榫、方材角结合床围子攒接万字、方形家具腿足与方托泥

的结合、三根直材交叉、加云子无束腰裹腿杌凳腿足与凳面结

合、插肩榫变形、平板明榫角结合、柜子底枨、方材丁字结合

（榫卯大进小出）、厚板闷榫角结合、厚板出透榫及榫舌拍抹

头、椅盘边抹与椅子腿足的结构、直材交叉结合、弧形直材十

字交叉、方材丁字形结合榫卯用大格肩、弧形面直材角结合、

走马销，各 1 个，共 33 个。

（2）展示于墙面的欧松板之上。

1套 工业 否

10

便携式

锯、机、

钻系统

套装

▲（1）便携式圆锯 1 台：切割深度可达 55mm，配合导轨使用无

毛边。功率≥1200W。转速 2000～5000rpm。锯片Ф≥160mm。角

度范围-1～47°。导轨 1 个：配合圆锯、铣机、曲线锯使用，

导线垂直无毛边。导轨连接件 1 个：连接两根导轨，延长切割

长度。吸盘 1 个。切各种人造板材的锯片、切硬质板材的锯片，

1套 工业 否



各 1 个。

（2）便携式曲线锯 1 台：三重夹紧装置。②功率≥720W。转速

1000～2500rpm。切割高度可达 100mm。倾角 0-45 度。划圆器 1

个：配合曲线锯切出圆形。曲线锯导轨底座 1 个：配合导轨使

用。防爆边器 1 包 5 个，减轻切割爆边。切圆弧曲线锯条、细

齿曲线锯条、切人造石曲线锯条，各 1 包 5 个。

（3）修边机 1 台：修内外圆弧、直线两种使用方式。功率≥720W。

空转转速 10000～25000rpm。铣削深度最大调整 9mm。铣刀最大

直径 28mm。带滑轮弧角修边刀、45 度斜边修边刀、R3 及 R2 角

度修边刀各 1 个。

（4）专用铣机 1台：功率≥1400W。空转转速 10000～20000rpm。

最大铣削行程 55mm。变径夹头、12mm 直槽刀、12mm 阶梯刀，各

1个。

（5）偏心充电式电钻 1 台：带偏心、拐弯、直头，两个充电电

池、一个充电器和工具箱。电池电压 10.8V。1 档/2 档空转转速

0-400/0-1200min-1。钻孔直径：木材/钢铁 12/8mm。扭矩调节

1档/2 档 0.2-2.4Nm。钻木材/钢铁最大扭矩 10/16Nm。钻头直

径 1-8mm。锂电池容量 1,5Ah，锂电池充电时间 20min。钻头、

螺丝刀头、起子及配件 1 套。

★（6）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1）～（4）须

与本项目的真空集尘器的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11

抛光打

磨系统

套装

（1）圆形偏心振动磨机 1 套：双重复合运动，功率≥310W，研

磨冲程≥5mm。吸尘接口直径 27mm。重量≤2kg。偏心运动速度

4000-9000min-1。③配套的 80 目砂纸 50 张/盒、240 目砂纸 100

张/盒，各 1 盒。

▲（2）四用磨机 1 套：既磨圆又磨角，一机可粗磨、细磨、角

磨和抛光四用。功率≥400W。旋转偏心运动转速：260-500min-1；

偏心运动速度 3500-6000min-1。研磨冲程≥3mm，磨垫Ф≥90mm。

集尘接口Ф27mm。重量≤2kg。磨垫更换无需工具，偏心运动带

来无划痕表面，保护罩用于边缘处打磨。配套的 80 目砂纸 50

张/盒、240 目砂纸 100 张/盒，各 1 盒。

（3）大方打磨机 1 套：用于磨除大面积上的旧涂层、厚涂层和

硬涂层。功率≥520W。研磨冲程≥5mm。空转转速≥7000min-。

可替换磨垫≥115*221mm。吸尘接口 27mm。配套的 80 目砂纸 1

盒 50 张，180 目、400 目砂纸各 1 盒 100 张。

（4）旋转式抛光机 1 套：平稳旋转抛光各种表面、漆面、矿物

材料等。用于水平和垂直表面；用在要求高产能难触及区域和

曲面。功率≥1200W。空转引擎转速 900-1800min-1。抛光垫最

大直径 140mm。主轴螺纹 M14。配套的抛光用羊毛球 1 包 1 个，

1套 工业 否



抛光用海绵垫 1 包 5 个。0.5L 抛光蜡 1瓶。

★（5）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1）～（3）须

与本项目的真空集尘器的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12

带式砂

光机及

配套

（1）纵向安装的马达重心平稳使工作不易疲劳，粗磨和细磨时，

无级调速功能确保在不同材料表面都能获得出色的打磨效果，

强大的马达动力确保工作高效率。打磨底架可平稳而安全地安

放，带式砂光机不会歪斜，且操控方便。

（2）功率：1010W；额定带速：200-380m/min；带长*带宽：

533*75mm；研磨平面：135*75mm；集尘接口直径：27/36mm；重

量：3.8kg。

（3）配套的 60 目、80 目、100 目、120 目砂带，各 10 条。

★（4）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带式砂光机须与

本项目的真空集尘器的吸尘管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1套 工业 否

13
封边机

套装

★（1）封边机 1 台：①功率≥1200W。②边缘高度 18-65mm，边

缘厚度 0.5-3mm。③加热时间约 8min，熔化温度：100-210℃。

④进给速度 2/4m/min。防护等级 1级。

（2）穿孔板 1 套。

（3）适配板 1 套。

（4）修边机 1台：修内外圆弧、直线。功率≥720W，转速 10000～

26000rpm，夹头Φ6-8mm，切割深度微调 14mm，最大切割Φ25mm，

集尘接口Φ27mm。

（5）多功能工作台 1 个。

（6）配套铣刀 1 把。

（7）封边带 1 圈，100 米左右。

1套 工业 是

14
高熔点

封边胶

（1）Φ/H：60/20mm，加工温度 190°C 的 EVA 天然胶水或Φ/H：

60/20mm，加工温度 200°C 的 EVA 白色胶水。

（2）48 件/箱，纸箱包装。

1箱 工业 否

15

移动式

真空集

尘器套

装（1）

（1）真空集尘器 1 台：①可连续 20 小时运转。②功率消耗

350-1200W。③插座最大连接负荷 2400W。④体积流量≥

3900L/min。⑤最大真空 24000Pa。⑥电源线长≥7.5m。⑦真空

吸尘器长×宽×高≥630×365×540mm。

（2）长寿命吸尘袋 1 个：三层特种纤维构成，装卸清理方便，

容积 26L。

（3）配套的悬臂 1 个：腾空支起吸尘管，带推拉杆、扶手。

2套 工业 否



★（4）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真空集尘器的吸

尘管接口须与本项目相关设备的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16

移动式

真空集

尘器套

装（2）

（1）真空集尘器 1 台：①可连续 20 小时运转。②功率消耗

350-1200W。③插座最大连接负荷 2400W。④最大气流量：

3900L/min。⑤最大真空 24000Pa。⑥电源线长≥7.5m。⑦真空

吸尘器长×宽×高≥630×365×596mm。

（2）长寿命吸尘袋 1 个：三层特种纤维构成，装卸清理方便，

容积 36L。

（3）配套的悬臂 1 个：腾空支起吸尘管，带推拉杆、扶手。

★（4）为保证本实验室使用时免受污染，要求真空集尘器的吸

尘管接口须与本项目相关设备的接口无缝、精密对接。

1套 工业 否

17
清扫组

件

（1）含抗静电吸尘软管、弯管各 1 根、不锈钢伸缩管 3 根，地

毯吸嘴、缝隙吸嘴、装修吸嘴各 1 个、吸尘刷 1 把。

（2）工具箱装。

1套 工业 否

18

多功能

中心系

统

（1）工具箱柜 1 个：工具箱和分类工具箱的储存系统。金属材

质、5个抽屉标签、5 个工具箱伸缩抽屉、带有滚轴套装、4个

球轴承导向滚轮（其中 2 个带制动闸）。带滚珠轴承的铰接滚

轮确保灵活性，抽屉高度可调，制动闸使停放更平稳。长 400

×宽 500×高 1100mm 左右，重量 33kg 左右。

（2）装各种不同小螺丝及钉子等的分盒工具箱 1 个。

（3）装不同类型铣刀的工具箱 1 个。

（4）四号装木工手工工具的工具箱 1 个。

（5）装手动工具的木工专用工具箱 1 个。

▲（6）多功能中心 1 套：多功能椅（长 695×宽 436×高 524mm

左右；滚轮宽 32mm 左右；滚轮Ф100mm 左右；方孔尺寸 9.2×

9.2mm 左右；方孔孔内距 38.1mm 左右；重量 27kg 左右）+工作

中心（长 1050mm、宽 362mm 左右；高 545-785mm；方孔尺寸：

9.2×9.2mm 左右；方孔的孔内距 38mm 左右；重量 10.2 kg 左右）

=万用中心（长 695mm、宽 436mm；高度 1031-1271mm；滚轮宽

32mm 左右；滚轮Ф100mm 左右；方孔尺寸 9.2×9.2mm 左右；方

孔的孔内距 38.1mm；重量 37kg 左右）。多功能椅（不含座垫），

挂钩和存放架便于快速取用工具、配件和工作材料。

（7）工作灯 1套：12 个高效 LED 实现出色的照明效果。外壳由

防破损、防冲击的铸铝制成，在任何建筑工地上使用都足够牢

固。通过 170°宽的散射角可均匀而广泛地照亮工作表面。最大

的使用灵活性（除了内部电池外，还可插接所有工具电池组，

230V 电源插头以及车载充电器提供了其他充电和运行可能性）。

1套 工业 否



内置 7.2V 电池有多种充电方式，保障最大使用灵活性。灯具：

12×1.5W；第 1/第 2档流明值：310/ 769lm。第 1档/第 2 档照

明时长（内部电池）：290/110min。锂电池容量 2.9Ah。锂电池

充电时间：200min。允许的工作温度范围：-5/+55°C。钩子挂

入口：40mm。长 80mm×宽 100mm ×高 150mm。5 种摆放方式，

照亮每个角落，可不间断地工作 6 个小时。

（8）固定架 1套：施工照明灯配件。用于工具导轨夹具，360°

旋转球头，用于灵活固定工作灯，外部三脚架磨垫，磁性保持

力 16kg。

19
移动工

作站

（1）工作高度 900mm，长×宽×高 641×600×1076mm，台面 445

×363mm。

（2）总负荷能力 100 kg，抽屉负荷能力 20kg。

（3）滚轮Ф200mm。

（4）工作站重量 19kg。

（5）大尺寸全橡胶耐冲击轮子赋予出色的楼梯通过性，槽上可

调节角度的推拉杆、滑动面和把手确保只需一人即可装入车辆，

轻松的安装与拆卸和紧凑的尺寸，可个性化扩展的工作台面和

储存区域：可顺利地增加若干多功能工作台和事事坦抽屉，稳

定的工作台面由孔板和铝型材组成，提供灵活的夹紧和固定功

能。

（6）主要应用：安装、运输、工作等多合一；是工地上移动式

半固定作业的合适工具；运输和移动存放事事坦工具箱、手工

工具和耗材。

1套 工业 否

20

多功能

工作台

及夹具

（1）多功能工作台 1 台：台面 1157*773mm，折叠时台面高度

180mm，展开时台面高度 900mm，最大工件厚度 78mm，最大工件

宽度 700mm，最大负重 120kg，重量 28kg。

（2）快速夹具 1 包 1 个，夹具 1 包 2 个。

1套 工业 否

21
专用木

工夹具
含：夹具 1 包 1 个，专用夹具 1 包 2 个。 2套 工业 否

22
移动式

锯台

（1）折叠后台面≤长 1015*宽 250*高 700mm；

（2）最小支撑面积≥1100*1050mm；

（3）最大支撑面积≤1800*2100mm；

（4）高度可调：700-900mm；

（5）最大负荷≤150Kg；

1 台 工业 否



（6）最大工件尺寸（带倾斜功能）可达：3100*2150mm；

（7）重量≤34Kg；

（8）含 4 个带木质支撑的加长管。

▲（9）功能需求：①与便携式圆锯和导轨组合成为移动式平板

锯。②单人即可操作，用于不超过 3100*2150mm 的板材作业时，

锯台可倾斜，以便轻松地接收板材；③铣削、锯切和粘合工件

时，锯台高度可调，符合人体工程学，呵护背部作业；④搭配

导轨、便携式圆锯和 90°角度靠尺，实现板材的精准剪切；⑤

灵活小巧，配有滚轮 4 个，可折叠，方便移动、运输和存放。

主要应用：裁切、加工板材和工件，作为工作台用于家具厂和

胶合作业时的装配（如门框结构和柜台元件），与便携式圆锯

和导轨组合成为移动式平板锯。

23
专业木

作台

（1）材质：欧洲榉木。整体长×宽 1930×810mm，台面长×宽

1800×670mm，展开高度 850mm。

（2）侧面和端头双夹持设计，单柄双轨重型夹钳，夹持稳固不

侧翻。侧面夹具夹持工件厚度 0～100mm，端头夹具夹持工件厚

度 0～100mm。

（3）台面预置 24 个嵌金属保护套的∅ 19mm 的圆孔，侧面镶长

1100mm 铝合金导轨槽；圆形孔及侧面铝合金导轨可兼容本项目

相关设备的夹具，增加夹持功能。

（4）夹钳重 9.8Kg 左右。木作台承重：≥1500Kg。

1 张 工业 否

24
链动式

桌夹

（1）尺寸：450*280*250mm；开口尺寸：150mm；滚花手轮：304

不锈钢直径 100mm*2 个；材质：整体铝合金 7075；重量：20kg。

（2）功能要求：①定位：8 个 8mm 定位孔（带不锈钢定位销），

可快速定位 90 度及 45 度。②4 导柱固定，双丝杠链条同步传动，

保证平行精度。③钳口安装 POM 抗磨损材料，磁性底座，充电

式 LED 照明灯。包装：纸箱包装。④配套：可拆卸燕尾榫套线

模块。尺寸 205*195*160*15mm。单边带定位挡块。重量 1.2kg。

1 套 工业 否

25

木工放

样铣型

三件套

（1）最小画圆半径：90mm，最大画圆半径：1360mm，最小铣圆

半径：24mm，最大铣圆半径：1200mm。

（2）铝质铣机连接模块尺寸：160*80*18mm，连接杆∅ 8mm×2。

含：2个可调长度画圆规，1 个铣圆器，∅ 8mm×30mm 中心定位

杆×3；∅ 8mm×40mm 中心定位杆×3；∅ 8mm×50mm 中心定位杆

×3；0.5mm 划线铅笔×3。专用工具箱包装。工具箱尺寸：

1209*228 *102mm。总重量：5.6kg。

（3）功能要求：①铝制伸缩功能划线滑杆，可微调刻度尺。②

带放大镜功能 LED 照明读数滑窗，方便清晰准确的读取。③铣

圆器可直接在放样板上精确地铣出弧形槽，配套不同长度中心

1套 工业 否



定位杆，可适用于不同厚度的放样材料。

26

多功能

喷涂系

统套装

▲（1）多功能喷涂修补机 1 台：①最大功率 630W，最大流量

400 毫升/分钟。②用于木器漆喷漆修补。

（2）紧凑型无气喷涂机 1 台：①最大功率 625W，最大压力 190

巴，最大流量 0.80 升/分钟，最大支持喷嘴 0.015"。②用于清

漆、木器漆等喷涂。

（3）小型无气喷涂机 1 台：①最大功率 670W，最大压力 200 巴，

流量 0.95 升/分钟，最大支持喷嘴 0.017"。②用于清漆、木器

漆喷涂。

（4）手持式精细喷涂机 1台：①最大功率 350W，最大流量 105ml/

分钟。②用于油漆、木器漆喷涂。

（5）充电式智能滚筒 1 个：滚筒宽≥23cm，滚筒毛长≥2cm，

用于墙漆涂料。

（6）质感喷壶 1 个：容积≥1300ml，用于木器质感效果喷涂。

（7）木器及金属高光效果喷涂用喷壶 1 个：容积≥600ml。

（8）大中小规格无气喷嘴各 1 个，高压无气耐磨，碳化钨喷嘴，

用于：树脂基涂料、PVC 涂料的喷涂；釉面漆、底涂、底漆、乳

胶漆，外墙水性涂料的喷涂；釉面漆、底涂、底漆、乳胶漆，

水性涂料、防腐漆的喷涂。

（9）大中小规格喷枪过滤芯各 1个，用于喷枪内过滤树脂基涂

料、PVC 涂料杂质；喷枪内过滤釉面漆、底涂、底漆、乳胶漆、

外墙水性涂料杂质；喷枪内过滤釉面漆、底涂、底漆、乳胶漆、

水性涂料、防腐漆杂质。

（10）喷嘴加长杆 1 根，长 30cm 左右，高处喷涂作业用。

（11）内/外径 38mm/55mm 左右紧凑型无气喷涂机滚筒 1 个。

1套 工业 否

27
布线开

关插座

（1）保证本批设备正常运行的大功率转换插座。

（2）一体成型防爆地拖插座、单相三极插头、电源线等。

1套 工业 否

注：1、本项目核心产品为：封边机套装；

2、标“★”号的为实质性要求，不允许负偏离；

3、标“▲”号的为重要参数，作为扣分项。

4、标“★”号或“▲”的，须提供能满足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须真实有效，以投标

产品生产厂家公开发布的彩页资料或技术白皮书或技术参数确认函为准。“★”号参数未提供的，视

为无效投标；“▲”重要参数未提供的，不予认定。



三、 商务要求：

序号 内容 招标/采购要求

1
交货时间/工

期要求
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天内（具体以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为准）

2 交货地点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3
履约、验收要

求与标准

1.供应商交货期限为合同签订生效后的 30 日内，交货到

采购方指定地点，随即在七日内全部完成安装调试验收合格

交付使用（如由于采购人的原因造成合同延迟签订或验收

的，时间顺延）。

2.验收由采购方组织，供应商配合进行：

(1)货物在供应商通知安装调试完毕后 2 日内初步验收。

初步验收合格后，进入 15 天内试用期；试用期间发生一般

性质量问题，修复后试用相应顺延；试用期结束后 3日内完

成最终验收，如质量验收合格，双方签署《验收报告单》。

(2)验收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方招标文件的质

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与本合同约定

标准进行验收：采购方和供应商双方如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

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方在招标与

投标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该

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3)验收时如发现所交付的货物有短装、次品、损坏或其

它不符合标准及本合同规定之情形者，采购方应做出详尽的

现场记录，或由采购方和供应商双方签署备忘录，此现场记

录或备忘录可用作补充、缺失和更换损坏部件的有效证据，

由此产生的时间延误与有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验收期限相

应顺延。

3.货物安装完成后 10 日内，采购方无故不进行验收工作

并己使用货物的，视同己安装调试完成并验收合格。

4.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配件、随机工具、

用户使用手册、原厂保修卡等资料交付给采购方：供应商不

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必须负责补

齐，否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



5.如货物经供应商三次维修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

标准，采购方有权退货，并视作供应商不能交付货物而须支

付违约赔偿金给采购方，采购方还可依法追究供应商的违约

责任。

4
款项支付方

式、进度

1.合同履约保证金：合同签订前供应商向采购方支付合同

总额的 5%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全部项目结束经验收合格

后，采购方一次性退还供应商履约保证金；

2.成交供应商在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并交付使用，并经整个

项目最终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支付合同总额的 100%。

3.供应商须向采购方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

证资料进行支付结算。

5 质保要求

1.供应商须提供全新的货物（含零部件、配件等），表面

无划伤、无碰撞痕迹，且权属清楚，不得侵害他人的知识产

权。

2.货物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以及本项目招

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3.质保期为验收合格后壹年，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供

应商在接到通知后 24 小时内响应到场，48 小时内完成维修

或更换，并承担修理调换的费用；如货物经供应商三次维修

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视作供应商未能按时交

货，采购方有权退货并追究供应商的违约责任。

4.在质保期内对设备故障的更换及维护全部免费，质保期

外人工费、技术支持费等全免，只收取设备及材料成本费用。

5.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严格按照厂商提供

的产品质保条例执行。

6.供应商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

6 售后服务要求

1.货物出现故障后，2小时内给出反馈，如有必要到现场，

工程师要在 2个工作日内到现场进行维修，尽快排除故障。

供方保障所有设备安装及运行所需必要条件。（须在投标文

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

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2.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满足 3C、入网许可、生产许可等

国家或行业主管部门对产品的强制性要求和规定，投标人若

中标，在交货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须在投标文件中单独

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否则视为

无效响应）



3.投标人若中标，中标人须为拟投入本项目的所有人员购

买项目实施期内意外保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

事故均由投标人负责。（须在投标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并

加盖投标人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4.中标人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定期及时向采购人通告本项

目供货的重大事项及其进度。

5.中标人所提供的设备是经检验合格的全新正品。中标人

不得以次充好，产品来源渠道必须合法，同时应根据国家有

关规定、厂家服务承诺及采购单位的要求做好售后服务工

作。中标人所提供的设备若发现有诸如数量、型号和外观尺

寸与合同不符，或产生更换或补货等情形并导致工期延误，

采购人有权根据合同有关条款的规定对因此造成的直接损

失向中标人索赔。

6.在质保期内，如果设备发生质量问题，必须由投标人提

供售后服务。在其他响应文件中须列表给出质保期内的主要

设备的备品备件清单，清单应包括设备名称、数量、质量等

内容。（须在投标文件中单独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和法定代表人签字，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7.投标人应有完善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体系，专人负责与采

购人联系售后服务事宜，必要的售后机具配置、具有专门固

定的售后服务电话，并能提供本地化服务。

8.货物经投标人3次维修仍不能达到本合同约定的质量标

准，视作投标人未能按时交货，采购人有权退货并追究投标

人的违约责任。

9.投标人承诺项目全部设备的各种部件均保证齐备、充足

供应，若因设备升级更新等原因不能保障供应，造成采购人

损失的，投标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在交货时需向采购人提

供设备常规备品备件。

10.保修期满前一个月，投标人负责一次全面的检查、维

护，并出具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不收取

任何费用。若采购人遇故障后求援，需要保证半小时内有专

人回复。若维修电话不能解决故障，即使有特殊情况，需要

保证在 2个工作日内到现场处理。

11.保修期届满后，设备非因采购人过错出现质量问题，

投标人仍应按前款约定上门维修或更换，采购人应承担材料

费，其他费用由投标人承担。其他未描述保修细节按照投标

人相关文件执行。

7 对中小企业在 供应商在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并交付采购方使用，并经整个项



资 金 支 付 期

限、预付款比

例等方面的优

惠措施

目终验收合格后，采购方于 20 日内支付合同总额的 100%。

8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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