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2021年农村独立式公厕建设

2、项目编号：HNZH-2021-245

3、采购预算：500000.000 元（超过采购预算金额的按无效投标处理）

4、合同履行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45日内完成

5、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

6、验收方式：由采购人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验收。

7、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按合同约定内容付款

8、所属行业：公共管理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5人位环保移动厕所 2座（2男 2女 1个残疾间）包含安装化粪池预埋及地面硬，

配置附后。

环保移动公厕功能配置要求

序号 项目 说明 备注

1 结构形式：热镀锌结构焊接框架

1.1 公厕名称 智能冲水直排式

1.3 室内净高(mm) ≥2100mm

1.4 厕位形式 男女通用厕间

1.5 通用厕间 2男 2女 1个残疾间

2 主体框架要求：钢结构

2.1 四周支柱 ≥100mm*50mm 镀锌方钢标准件

2.2 主体底座 ≥16 镀锌槽钢或 16 工字钢件

2.3 中间墙体
≥50mm*50mm 镀锌方钢

≥50mm*50mm 镀锌角铁钢国标件



3 功能形式：水冲式

3.1

供水管径 外接自来水≥De32

供水方式 外接水直接供水

3.2 冲洗方式 采用节水箱冲水

3.3 除臭方式
采用新风系统交换厕间与外界空气达到

除臭的目的

3.4 封堵方式 存水弯封堵

3.5 排污处理方式 采用三级 10 立方化粪池

4 电气性能

4.1 供电方式 220V/50Hz

4.2 额定功率 ≥6KW

4.3 电源进户线
1、进线：进线 4mm2 护导线

2、设备控制线：进线 2.5mm2

4.4 漏电保护开关
2P32 安双向漏电空气护开关 2P16 安漏电

保护开关

4.6 接地装置 物体接地达到接地电阻防止雷击

5 自动控制系统

5.1 控制电压 24V（安全电压）

5.2 照明 自动开关照明

5.3 排风 自动开关排风

5.4
厕间 LED 有人无人

显示
不小于 300.5mm*100mm

5.5 使用求助报警 按钮式报警 无障碍间

6 辅助功能

6.1 厕位间助力扶手 材质为不锈钢扶手 Φ32mm

6.2 厕门锁外部开启 钥匙通用

6.3 室外标识牌 中英文两种语言



6.4 使用提示标识 温馨提示牌 亚克力板

1.2、移动公厕材料配置要求

厕间内配置要求

序号 构件名称 材质

1 蹲便器 优质陶瓷蹲便器

2 小便斗
优质陶瓷小便器

（配置不锈钢无障碍扶手）

2 水冲座便器 陶瓷（配置不锈钢无障碍扶手） 无障碍厕间

3 立盆 陶瓷（配置不锈钢无障碍扶手） 无障碍厕间

4 洗手台 陶瓷盆

5 水龙头 感应式自动龙头 不锈钢材质

6 拖把池 优质陶瓷 管理间

7 给水管 U-PVC Φ25、Φ32

8 排水管 U-PVC Φ110

9 助力拉手 材质为不锈钢扶手

10 整容镜 带框镜子

11 衣帽钩 不锈钢

12 排风系统 排气扇

13 照明系统 节能的感应灯。人进亮、人走关

14 提示功效
人入厕自动显示中英文对照的有人，人出厕

自动显示中英文对照的无人

15 内部标识 亚克力丝印

16 室内墙面 仿大理石竹木纤维集成板

17 室内地面
地面铺设优质防滑地砖

地漏： 304 不锈钢加厚

18 吊顶 优质集成扣板

19 厕间门扇 表面材质：3mm 双面铝塑板加 30 mm 平面复



合板，无指纹玫瑰不锈钢板包边

21 门扇规格
第三卫生间：900*2000 mm

厕所蹲位：600*2000 mm

22 门框
无指纹玫瑰不锈钢板、不锈钢的执手锁、

180mm 不锈钢拉手、不锈钢合页

管理室配置要求

序号 构件名称 材质

1 储物柜 采用高级防火压花板材质不锈钢包边焊接

2 休息床 采用高级防火压花板材质不锈钢包边焊接

3 控制系统 PLC 全自动操作加手动操作

4 漏电开关 国标

5 通风窗 铝合金推拉窗

6 照明系统 节能 LED 感应灯

7 管理室地坪 地面铺设优质防滑地砖

8 内饰墙面 仿大理石竹木纤维集成板

9 吊顶 优质集成扣板

10 门扇 不锈钢铝塑板门及透气百叶

11 门框 不锈钢

外立面配置要求

序号 构件名称 材质

1 外墙面 高档木纹金属雕花板

2 外墙踏步 不锈钢压花防滑台阶边框、铺设防滑砖

3 厕所标牌 带自动显示

4 门拉手 不锈钢

5 防盗窗 铝合金推拿窗加不锈钢的防盗窗

6 检修门 采用优质不锈钢包边焊接



7 通风防水 铝合金百叶窗

屋面配置要求

序号 构件名称 材质

1 屋面

1、结构基层板：（1mm 镀锌钢板）

2、隔热层：12mm 挤塑板

3、沥瓦：欧文丝、1000*1500*3mm，

4、屋檐：无指纹玫瑰不锈钢板

结构与移动方式要求

序号 构件名称 材质

1 钢结构

厕所的主体结构应采用镀锌钢结构，焊接

的方式成型，结构稳固；使用寿命 10 年

以上，抗风等级达到 12 级以上，抗震等

级达到 7级以上

2 油漆 船用防腐漆

1.3、移动公厕基本配置

厕间内配置要求

序号 品名 技术要求

1 厕内基本配置

（1）公厕设置：

2间通用间；陶瓷蹲便器 1个，陶瓷三角洗手盆 1个，

感应龙头 1个；1个洗手盆，无障碍间：1个陶瓷坐便器、

1个洗手盆，感应水龙头 1个，

（2）厕间配置：

(a)电器控制系统；(b)照明控制系统；(c)设排风系统；

(d)陶瓷蹲便器 2个、坐便器 1个，(e)照明节能灯 3盏；

(f)不锈钢挂衣钩 3个；(g)助力扶手 3个；(h)不锈钢纸

巾筒 3个；(i)高级压花垃圾桶 3个；(j)洗手盆 3个；(k)

水龙头 3个；（l）节水箱自动冲洗 3个；（m）存水弯 3

个；(n)闭门器 3个。



1.4、其他要求

（1）排风扇噪声小，运行平稳；LED 感应节能灯照度达到 200LUX。

（2）标识符合要求、尺寸适中文字正确；求助装置运作情况良好。

（3）安装排风装置；双层顶隔热通风空气对流设计。

（4）外观方面：外形尺寸是否符合要求。

（5）有面镜且位置合适、挂衣钩、扶手、便器符合要求。

（6）厕位间平面尺寸符合要求。

（7）管理间面积符合要求。

（8）厕间室内高度符合要求。

（9）地面防滑、防水易清洁。

（10）厕门坚固、开启及关闭性能良好、门锁性能。

（11）扶手的设计合理。

（12）有照明设备。

（13）主要结构（顶、墙板）符合要求。

1.5、投标人须提供检验报告

（1）镀锌钢材盐雾试验后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2）不锈钢材料盐雾试验后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3） 提供省级或省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检测院出具的带防伪二维码的检验

检测报告复印件。


	第三章、采购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