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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A 包-中国海监 2166船） 

 

一、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2022 年执法船舶维修 

二、项目概况 

船名 中国海监 2166船 

船舶类型 公务执法船舶 

船舶总长 88.90米 

型宽 12.20米 

型深 6.30米 

船舶总净吨 564吨 

满载排水量 1880吨 

最大航速 20节 

三、采购清单 

包号 名称 项目内容 备注 

A包 
中国海监 2166

船 

进厂维修。维修范围：主机、电气、船体

保养及五年换证坞检坞修等。《具体见工

程项目清单》 

1.报价含

税； 

 

四、船舶修理原则和要求 

（一）船艇维修执行《中国修船质量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船舶与

海上设施法定检验规则》、《钢质船舶维修规范与质量检测标准实用手册》现行版

本及其修正或补充说明以及国内相关的船舶维修标准等现行版本及其修正或补充

说明。船艇装备、器材维修标准执行各装备、器材说明书中规定的技术标准。 

（二）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船舶

维修相关标准，成套设备及主要材料均须具有 CCS 检验证书及产品合格证书，进

口产品必须有合法的进货、进口渠道，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经招

标人同意，用替代件或旧件的，承修厂家必须在材料清单中加以注明，否则不得

使用旧件，承修厂家供应的物件需经招标人验收，并在修理工程单确认单上签字

确认。 

（三）维修中需更换零配件的，必须是同型号产品。如不能提供同型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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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需经招标人书面同意后方可使用其他品牌的同类型产品替代，并需经船东验收

确认。 

（四）原样修复定义 

经修理过的设备、构建、设施、器材等应与原设计规格、性能指标、功能、

质量、强度、外观等保持一致或等效。 

（五）修理质量证书和产品证书 

修理完毕，承修厂家应提供船舶修理工程质量证书一式二份，质量证书至少

应包含：主要修理内容简述，三方（船厂、船东、监理）项目验收清单，主要设

备检修测量数据及试验或验收报告（业主监理等代表签字），主要配件或设备更换

清单，以及工程项目清单特别要求的其它内容。船用设备或器材安装或更新还应

提供产品证书。 

（六）售后服务。保修范围应包括所有维修项目，从验收书签订之日算起，

维修中更换过的机械设备、配件，质量保证期为总成类为 1 年，固定件 6 个月，

运动件 3 个月。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承修

厂家负责。在质保期内，因维修质量问题造成的船艇故障或损坏的，承修厂家应

负责及时返修，由于维修质量问题造成的船艇异常损坏或船艇装备事故的，由承

修厂家负责。质量保证时间从验收完成之日起计算。被修船艇达不到规定的质量

标准和技术要求的，返修不得再计价收费。 

五、详细需求书: 

详见 2022年执法船舶维修（A包中国海监 2166船）工程项目清单 

六、其他要求 

1、进厂维修工程项目完成时限（服务期）：合同签订后 60天内。 

2、船舶质保期时限：合同签订后 1年。 

3、更新的新件：全部由承修厂家提供。 

4、现场勘察：本项目招标采购单位不组织现场踏勘，投标人认为有必要，可

以自行前去踏勘了解现场概况，具体合同以双方实测为准；投标人现场踏勘所发

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自己承担。 

5、中标人要保持同采购人的密切联系，遇有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和反馈信息，

尊重项目业主方的意见，接受项目业主方的提议、监督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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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标人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投标文件。在中标结

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所投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如发现

与其投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7、投标人不得低于实际成本报价，如投标人报价低于预算价的 80%，则需出

具详细的人材机成本说明，由评标委员会进行评定，如不能说明价格成本，其符

合性审查视为不通过。 

8、进厂维修费含税。 

9、维修工程第 80项，5.根据第 3滑油结果，如果验船师确认需要尾轴出舱，

需安排如下工作 1）－8）：此 8 项第三方评估价为 224876.00 元，如果船级社检

测合格，不用抽左右尾轴出舱，作为减账。报价时，各单位按此价格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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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执法船舶维修（A 包  中国海监 2166 船）工程项目清单 

船舶

基本

信息 

船舶名称 中国海监 2166 呼号 BQQD 
识别

码 

CN2016707324

4 

船舶种类 执法公务船 建造日期： 2015.12 

建造

厂名

称 

中船黄埔文冲船

舶有限公司 

船舶主尺度（总长/型宽/型深/

满载吃水/空载吃水） 
88.90 米 x12.20 米 x6.30 米 

总吨/净吨 564 吨 满载排水量/空船重量 1880 吨 

船舶所属单位/船东/公司名称 海南省海洋监察总队 
联系

方式 
 

修理类别 五年换证 船检证书编号 2015GZ200013 

船检

登记

号 

2017G0001047 

编号 项目名称/部位（型号/规格）  
修理内容及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驻坞费   天  8.00     

2 码头费   天  42.00     

3 搭拆上落舷梯   次  3.00     

4 船舶系解缆   次  3.00    含拖船配合 

5 船舶进出坞   次  2.00    进出各一次 

6 临时放置消防器材   天  50.00    含消防水 

7 消防值班（1 人天）   天  50.00     

8 拖轮配合进出坞   次  2.00    进出各一次 

9 拆接岸电缆   次  3.00     

10 供电费   度 45,000.00    按实计算 

11 拆接淡水管   次  3.00     

12 供淡水   吨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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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消除生活垃圾   天  50.00     

14 全船高空作业搭架及吊车配合   船套  1.00     

15 临时压照明   项  1.00     

16 生活区地面铺保护层   ㎡ 1500.00     

17 全船污油水抽出处理   船套  1.00     

18 
船舶修理后做调整、系泊和航

行试验 
  船套  1.00     

二 船体水下部分  
油漆：按原船品牌和配套方案，油漆厂供，油漆

商派员负责现场施工技术指导 

 船舶维修过程中更换备品备件及设备均由中标

厂家提供  

19 重载水线以下船壳板 定期保养 

200Ba 以上高压淡水冲洗、清除海蛎子；喷砂出

白，统涂环氧防锈底漆 2 度，链接漆 1 度，防污

漆 2 度。 

㎡  1,100.00   

含测深仪、计程仪

探头喷砂前做防

护措施 

20 船体重载水线以上船壳板 定期保养 

200Ba 以上高压淡水冲洗、喷砂除锈打磨出白

10%，补环氧防锈底漆 2 度、白色面涂 1 度；船

舶出厂前，对整船白色部位的油漆进行涂白色面

漆 1 度。 

㎡  1,100.00     

21 船体外壳标志  

描绘六面水尺、载重线圈及载重线标志、船名、

船籍港、侧推器、船中两舷“中国海监”及英文

字母、烟囱两侧等标志. 

项  1.00     

22 

全船防腐锌块，A21T-3 共 48

块，A21H-5 共 22 块，A21H-1

共 10 块，2H-10 共 10 块 

 
割换（原焊口磨平），提供 90 件锌块加钢印并

有船检证书。 
件  90.00     

23 船底塞 定期保养 拆装检查、新搪水泥、抽真空密性试验 只  26.00     

24 海底阀箱隔栅 定期保养 

拆装清洁检查，发现损坏者换新或做相应的修

复，螺母保险铜丝换新，除锈，涂防锈漆，底漆、

连接漆各 2 度和面漆各 2 度。 

个  6.00     

25 海底阀箱 定期保养 
测厚、阀箱清洁、除锈，涂防锈漆，底漆 2 度、

连接漆 1 度和面漆 2 度 
个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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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海底阀（出海阀） 定期保养 
海底阀拆装、清洁、研磨、缺陷损坏者做相应的

修复，阀壳除锈、涂油漆各 2 度。 
只  38.00     

27 海底门滤器 定期保养 

拆装、清洁、研磨、加锌块（Ø10cm，高 6cm）、

缺陷损坏者做相应的修复，阀壳除锈、涂油漆各

2 度。 

个  6.00     

28 1-10#压载舱 

1# 19.249； 

2# 34.01*2； 

3# 14.647*2； 

4# 8.65*2； 

5# 9.463*2(左

右）； 

中 23.555； 

6# 41.847； 

7# 46.228*2； 

8# 3.091； 

9# 20.184； 

10# 10.248 

总共 347.3 立方 

人孔盖拆装、密封胶垫更换；水舱清洁，除锈，

补漆各 2 度。 
个  16.00     

29 淡水舱 
1# 8.954m3X2；

2# 42.877m3*2 

人孔盖拆装、密封胶垫换用食用密封胶垫；淡水

舱清洗，清洗后用淡水侵泡 3 次（淡水由厂方提

供） 

个  4.00     

30 燃油、污油、污水舱 清洁、吹干。 

燃油舱 4 个分别（ 53 m³)、（ 53 m³)、（28 m

³)、（28  m³)、油渣舱（ 4m³)、污油舱(11 m

³)、污水舱 1 个(7 m³)，需要驳油、清洁、测爆、

换舱口盖密封胶条、燃油回驳。 

个  7.00     

三 甲板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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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船各通风孔，25 个 锈腐严重 
拆、装，除锈涂漆，各两度，更换水密胶条和不

锈钢滤网，更换 2 个不锈钢排水过滤孔。 
个  25.00     

32 
厨房柜门弹簧合页，及导轨（22

个合页，2 个导轨） 
锈腐严重 

需更换成 304 不锈钢合页 22 个，更换 2 个 304

不锈钢导轨 
项  1.00     

33 

厨房 

厨房、抽烟机及水管  

1.抽油烟机及附属设备拆卸、安装、清洁维护保

养；                                       

2.更换外接塑料排水管（15m*42mm)；                                 

3. 全面清洁厨房污垢及对全船除鼠和蟑螂等害

虫 （以完全没有蟑螂等害虫为准）                                  

4.对厨房下水道进行疏通。 

项  1.00     

厨房冰箱（特博尔 TURBO AIR

冰箱   型号：KUR12-2(700)） 
 1.清洗冷凝器。   2.检查并修复。 台  1.00     

厨房电磁灶  
1、更换两个电位转换器。2.更换两个散热风扇。 

3、更换 1 台凹面电磁灶 5KW。4.检测并修复。 
项  1.00  

羚木电磁灶 90 型 220v

【6kw 单炒单尾】 

厨房蒸饭箱（9KW)  
1、更换全套加热管。 

2、检查、修复、清洁、更换已损坏件。 
台  1.00     

厨房壁式开水器:艾壹牌      

GD-FY-02(15L-30*18*58CM 
 

换新一台开水器（艾壹牌      

GD-FY-02(15L-30*18*58CM) 
台  1.00     

34 吊艇装置 保养 

1. 拆检活络上黄油，疏通注油嘴或更换，更换左

右艇两个蓄压瓶及油管，更换钢丝绳。                                                                    

2.落艇垫钢板加宽 7 厘米、加长 10 厘米（8 块

板）更换 8 个 15CM 厚胶垫。                                          

3.做负荷试验并出具报告。 

架  2.00     

35 驾驶台两旁的 LED 显示屏框架  
按原尺寸更换成铝合金框架，每个含 8 个门，尺

寸 680mm*105mm*20mm 
架  2.00     

36 VIP 房间沙发皮 长 3 米 沙发皮损坏，需换新与原颜色一致的真皮。 件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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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缆绳 
4 条磨损严重，

拉力下降 

更换成 4 条高分子船用缆绳(每条直径 36MM，

长度 100M)，并提供船检证书 
条  4.00     

38 全船舷窗 共 46 个 
舷窗拆卸、除锈见白，防锈漆及面漆各两度，更

换水密胶条. 
项  1.00     

39 
各层甲板油漆及上层建筑围壁

外表 
 

高压水冲洗，10%除锈打磨出白，补防锈漆和面

漆各 2 度，船舶出厂前对全船各层甲板涂环氧聚

氨酯面漆（艳绿）1 度。 

㎡  1,480.00     

40 

全船甲板以上舾装件，档浪板、

天线底座、栏杆及附加设备等

装置 

生锈 

10%除锈，补防锈漆 2 度和面漆各 1 度全面涂面

漆1度，船舶出厂前涂油环氧聚氨酯面漆 1度（白

色）。 

项  1.00     

41 冷藏机室、艏尖舱  
10%除锈打磨出白，补油环氧防锈漆 2 度、环氧

聚氨酯面漆 1 度，涂油环氧聚氨酯面漆 1 度 
项  1.00     

42 按照设备实际尺寸制做帆布罩  
分别为水纹机、强声、警铃、扫海灯、光电系统、

2 具救助艇及操纵台、锚机操纵台，2 门水炮。 
套  10.00     

43 甲板加装高压清洗机 清洗甲板 

加装 3 台船用高压清洗机  （德国.博赫尔牌子、

型号：PHR-360/额定电流：10.6A/额定电压

220V）每台配 50 米高压水管。 

台  3.00     

44 公用厕所 
脚踩水阀等无法

使用 

1.更换脚踩冲水阀 5 个。2、小便器冲水阀 2 个。 

3、小便器 U 型管更换 2 根/1 米；4.调试并修复。 
项  1.00     

45 绞缆车底座 锈腐严重 
绞缆车拆卸除锈、更换锈蚀严重的钢板（ 1 平方

米 ），涂防锈漆、面漆各 2 度。 
个  7.00     

46 风机滤网 保养 
拆装、清洗、保养、除锈涂漆各 2 度，更换不锈

钢螺丝。 
个  8.00     

47 固定 CO2 系统 检测并修复。 
做检测效用试验，发现损坏者换新或做相应的修

复并出具报告 
项  1.00     

48 
室外通风口，逃生孔、救生消

防及逃生路线的标识 
损坏 

室外通风口，逃生孔、救生消防具材及逃生路线

标识，按原样更换，满足船检要求。 
套  1.00     

49 117 房洗手盆排水管 下水管堵塞 117 房洗手盆排水管堵死，疏通。 项  1.00     

50 120 房间顶部 120 房间顶部漏 吊板拆除 10 平方米、查出漏水点并修复。 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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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51 驾驶甲板两边救生圈固定支架 锈腐 按原样更换支架 架  2.00     

52 两泡沫枪（直升机平台） 
锈腐、阀无法打

开 
活络、修复。 支  2.00     

四 轮机-主推进及辅助设备（注：所有项目由船厂购买配件更换） 

53 

舵系工程 

舵杆（340mm）  拆装、保养、测量、更换舵杆填料或密封圈。 台  2.00     

舵杆腐蚀严重 舵杆腐蚀严重 
舵杆轴承位锈蚀，满足规范强度要求情况下，轴

承位光车，嵌入铜套修复。 
台  2.00     

舵液压装置 舵液压装置 
更换：换向阀组  (型号：DFY-Z 100   3 型 

20MPa )南京福雷公司 。 
台  2.00     

舵液压装置 舵液压装置 
检查管系，更换锈蚀严重的管接头并处理渗漏问

题。 
台  2.00     

舵系试验 舵系试验 修复后按规范要求做转舵试验合格，出具报告。 台  2.00     

54 艏测推 固定螺距螺旋桨 
两侧格栅拆装、除锈油漆；桨叶抛光清洁、涂清

漆保养防护。 
台  1.00     

55 

主机（型号 9L27/38CMP-MAN 中船动力有限公司） 

主机温度传感器 损坏 

换新温度传感器 

TE1005 传感器(2 个） 

TE1224 传感器(2 个） 

TE1222 传感器（2 个） 

TE1102 传感器（2 个  ） 

排气温度传感器 9 个。 

个  17.00     

主机排气管连接垫片 
主机排气管连接

垫片损坏漏气 

1、更换缸头排烟出口垫片 18 片 、涡轮增压接

口垫片 4 片、排气总管（进入透平前端排烟管）

垫片 36 片。 

2、更换所有耐高温螺栓和螺帽、隔热棉（排烟

管直径 30 毫米/长 10 米）。 

项  1.00     

主机启动空气系统更换损坏件  1、更换启动空气减压阀（HAM1572947/IP 项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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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BAR  WP 16BAR)一个 

2、更换安全控制空气减压阀（型号：R114G1 

REL/PS50bar）1 个 

3、更换安全控制空气电池阀（E341L 01 

7341LDC1LNM8 直流 24V)2 个。 

4、更换启动空气电池线卷(型号：

TDI2-28821-006  24DV)2 个。 

燃油滤器盖 燃油滤器盖漏油 更换 4 个燃油滤器盖 个  4.00     

安全阀 漏气 
18 个安全阀送车间进行开启压力校验合格；更

换 5 个新安全阀 
个  18.00     

喷油定时 有误差 喷油定时修正 台  2.00     

喷油器  

18 个喷油器拆装运车间解体清洁、更换 9 个喷

油嘴、18 个弹簧 18 个定位销，回装、雾化测试、

校正。 

个  18.00     

左、右主机调速器 启动时速度不稳 主柴油机调速器、试航时专业人员现场校正。 台  2.00     

主机淡水泵（广州顺达  

125CLH-19A） 
 更换轴承、叶轮、轴封，并修复使用。 台  2.00     

主机海水泵（广州顺达  

125CLH-20A） 
 更换轴承、叶轮、轴封，并修复使用。 台  2.00     

右主机低温冷却器

（P100B-10-14.3-NTAI)，洛

阳双瑞精铸钛业有限公司） 

却效果差、胶条

使用年限已到 
拆装清洗，更换整套胶条。 台  1.00     

左主机高温水冷却器

（P100B-10-23.5-NTAI)，洛

阳双瑞精铸钛业有限公司） 

冷却效果差、胶

条使用年限已到 
拆装清洗，更换整套胶条。 台  1.00     

主机安全保护系统检修  

试验检查确认超速、滑油失压、冷却水高温、燃

油泄漏等安全保护装置灵敏可靠，发现损坏者换

新或做相应的修复，并出具报告。 

台  2.00     

56 齿轮箱（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 齿轮箱传感器， 1.更换温度传感器（型号 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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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型号：GWK6060P1L，配件由

船厂提供） 

工作不灵敏 DANFOSS/MBT5250/084Z8010)   3 个。 

2.更换液位传感器

（HYDAC/FSK-127-2.5/C/-/12) 2 个。 

3.更换遥测温度表（上海仪表集团

/WTZ-280/0-100℃)8 个 

4.更换压力传感器

DANFOSS/MBS3100/060G1372)5 个。 

5、更换压差继电器 4 个。（沪制 01130022 号

/AC220V/0.02-0.16MPa） 

6、更换液压电磁阀组 4 个（型号：

24SEY1-C10BW/DC24V) 

57 

防腐装置：（产品型号：

1036-015/上海船研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 

损坏 
更换所有电极（5 块铜 3 块铁）、更换电位器 4

个，回装后检验修复。 
项  1.00     

58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装置（厂家：

AZIENDA CHIMICA 

GENOVESE（100P100）） 

参比值不显示电

压 
检查、修复。 项  1.00     

59 

通海阀(机舱) 

灰水出海阀 
灰水出海阀腐蚀

严重 
更换灰水通海阀 DN100（3 个） 个  3.00     

船前黑水排水阀 
船前黑水排水阀

腐蚀严重 

1、更换两个防浪阀（DN125)，2、船头通海阀

前加装一个截止阀 DN125 
个  3.00     

生活污水通海阀 
生活污水通海阀

腐蚀严重 

1、船头污水通海阀 DN100（1 个） 

2、黑水通海阀 DN125 防浪阀 2 个 

3、DN32(1 个） 

个  4.00     

甲板泄水阀 
甲板泄水阀腐蚀

严重 

1.更换甲板泄水阀 DN65（6 个）                                  

2.更换 DN125（1 个）           3.更换 DN25

止回阀 4 个（减摇鳍） 

个  11.00     

其他通海阀 其他通海阀检修 所有通海阀拆检、研磨、发现有损坏部件并修复、 个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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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装密性测试。 

60 

空气压缩机（SPERRE X 型空压

机，进口机；型号：

XA060-00169；机油型号：

MOBIL RARU827 ） 

保养 

1、更换空气滤芯 6 个。 

2、更换滑油 18 升。 

3、更换高压阀总成 2 个、低压阀总成 2 个 （包

括维修包）。 

4、压力传感器 2 个（件号：64130)。 

5、检查缸套、曲轴磨损情况并更换损坏相关零

件和修复 

台  2.00     

61 

中央空调 

中央空调海水泵 （顺达水泵，

型号：125CLZ-16.5，耐腐蚀

材料  ） 

中央空调海水泵

阀体腐蚀严重、

轴封漏水。 

1、更换四个海水泵进出阀（单向阀）16/DN125、

海水总管进水阀一个 DN125。 

2、更换两台海水泵：轴、轴封、轴承和轴承座。 

3、更换叶轮 2 个 。 

项  1.00     

空调冷媒水泵/80CLH-11AZ/

广州顺达 

空调冷媒水泵轴

封损坏漏水 
更换机械轴封 2 套，并修复。 套  2.00     

空调淡水泵（广州顺达  

125CLH-19A） 

空调淡水泵，损

坏。 
换一台新水泵、电机做常规保养。 台  1.00     

空调冷板/南通旭日船用设备

有限公司 

空调板冷,冷却

效果不良、易损

坏、不便维修 

1、空调板式冷换成铜管式冷却器（ 换热面积

71.6 平方米) 并整改连接水管，焊支架。 

2、板冷海水出口水管破损需更换（2 米直径 22

厘米。 

台  2.00     

中央空调自动补水阀  中央空调自动补水阀，加一路旁通阀。 个  1.00     

空调淡水补水阀 
空调淡水补水阀

损坏 
更换止回阀 1 个（DN20） 个  1.00     

中央空调自动放气阀 

中央空调自动放

气阀，不能自动

放气 

更换 5 个新阀 个  5.00     

62 
独立空调（型号：CLD-7R  江

苏兆胜空调有限公司） 
检修 

两台无法开机、一台冰种泄露，需对三台机检查

并修复，加 R404A 制冷剂 6 瓶（一瓶 9.5KG）。 
台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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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间接式空调器(型号：TMU(W)-26    江苏兆胜空调有限公司) 

冷却器 冷却效果差 冷却器：拆装、清洗、修复。（5 台） 台  5.00     

温控器(霍尼韦尔牌，型号：

T9275A1002) 
损坏 更换 5 个温控器 个  5.00     

64 

冻库机组 

相序继电器(MWUA 

84873025) 
相序继电器烧坏 更换相序继电器 5 个（型号：MWUA 84873025） 个  5.00     

冰机海水阀 
冰机海水阀腐蚀

严重 

1.更换海水总管进水阀 DN32（1 个铜阀）、

DN40(一个）(并清洁通海管。 2.更换通气阀

DN20（1 个）。 3.冰机水泵进出口阀 4 个 。 

个  7.00     

冰机海水泵 

冰机海水泵：电

机烧坏、轴封磨

损严重漏水。 

1.海水泵电机更换 2 台（Y90L-2-H 德州恒力)                           

2.泵轴封、轴承、轴、叶轮，更换 2 台（顺达

50CLZ-4.5Z) 

项  1.00     

65 冷藏机组(江苏兆胜空调) 
冷藏一组冰机冰

种泄漏。 

1.冷藏一组冰机冰种泄露，查漏并修复，加

R404A 制冷剂 6 瓶（9.5kg/瓶）                                      

2.冷却器海水管道清洗，端盖密封胶圈、锌块更

换（2 组机）。 

项  1.00     

66 饮用水装置 到期更换 更换一级滤芯 20 个、二级滤芯 20 个。 个  40.00     

67 海水变频供水装置 

水泵磨损严重、

电机烧坏 

更换两台水泵及马达。 （calpeda/泵型号

BNG7/22/A  2900/min、功率 2.2KW) 
台  2.00     

腐蚀严重 

1.更换水阀 1 个（DN:50）；2.更换 4 个压力传

感器，型号 MPM489/509421；3.更换 4 个接

头； 4.更换破损水管（管径 8cm 长 4 米） 

项  1.00     

68 (发电机)海水管路 整改 

1、发电机海水管路增加水滤器 2 个（直径 25

厘米 、高 40 厘米）。 

2、更换海水进水阀 2 个。 

项  1.00     

69 

分油机（需生产厂家或授权供

应商人员保修）GEA 牌   型

号：OSE 5-91-037/4 

油泵损坏 
更换 2 台新齿轮泵（GEA 牌、型号 PUAG KG 

16-WS)、，件号 9085-2106-020 
台  2.00     

五年保养 1.拆装、清洗分离片、更换磨损严重的零部件及 台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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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件；2.在油泵出口加装进油压力表 3 个；3. 

更换开关电源 3 个（魏德米勒、型号：PROMAX 

120W 24V） 

70 热水电加热装置 损坏 
更换-加热棒 （RSF/12KW 安庆安力船务科技有

限公司） 
棒  4.00     

71 燃油冷却器 损坏 
1.海水进出口阀更换（4 个 DN32)；2.更换进水

管 2 根（一米长，直径 10 厘米）。 
项  1.00     

72 下水道总管 堵塞 生活排水、厕所排水总管道疏通管道。 项  1.00     

73 污油、污水通岸排放接头 
添加法兰快速接

头 

按照船级社要求装上法兰快速接头（法兰直径

21.5mm） 
个  5.00     

74 移动式消防泵 无法启动， 
检查、修复。（开普机械有限公司、发动机型号：

KM186FEM） 
台  1.00     

75 气笛 损坏 检查修复 台  1.00     

76 风闸 保养 

1.更换风闸电磁阀 2 个（IS9001/3V310-08/压

力：1.5-8kgf/c ㎡） 2. 烟囱手动关阀活络修复

2 个。 

项  1.00     

77 

救助艇 （发动机机体吊出拆

检，损坏件换新或做相应的修

复）   （4LHA-STP/ 

YANMAR） 

保养、检验 

1、更换所有软管、管路卡箍。 台  2.00     

2、2 台海水泵叶轮、2 台冷却水泵叶轮 。 台  2.00     

3、2 个启动器、1 台启动马达。 台  2.00     

4、2 个涡轮增压、2 个消音器、两个进气罩。 台  2.00     

5、更换 2 台抽水泵。 台  2.00     

6、更换锈蚀严重的螺丝。 台  2.00     

7、更换机油、液压油、燃油滤器 6 个和滑油滤

器 4 个。 
台  2.00     

8 检查转向机构、推动装置更换相关损坏部件并

修复。 
台  2.00     

9 救助艇添加快速固定绳（6 米钢丝绳带塑料保

护套 4 根；卸扣 8 个）。 
台  2.00     

10.艇机效用试验，更换相关损坏部件修复并出 台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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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报告。 

78 
机舱舱底--喷射泵（CP30-0.7T

广州顺达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损坏 1、更换喷嘴 1 个。2、更换出海阀 1 个（DN80） 台  1.00     

79 
沐浴喷淋（科勒牌 

KOHLER） 
损坏 更换恒温喷淋 5 套。 套  5.00     

80 
尾轴（尾轴直径：260mm/长：

15752mm）*2 根 

根据船舶规范：

为 5 年换证检验 

1、防绳罩拆装、除锈、油漆；鱼网刀清洁打磨 套  2.00     

2、测量艉轴前后轴承间隙及下沉量 根  2.00     

3、尾轴液压油抽样化验，根据滑油化验结果确

认是否需要抽尾轴。 
项  1.00     

4、中间轴及轴承：打开轴承上盖，检查轴承位

轴径表面以及与下轴瓦的接触情况 
根  2.00     

5、根据第 3 滑油结果，如果验船师确认需要拉

尾轴，需安排如下工作： 
     

1)、尾轴拉出、清洁检查 根  2.00  

备注：各参与厂家，此 8

项第三方评估价为

224876.00 元，如果船级

社检测合格，不用抽左右

尾轴出舱，作为减账。报

价时，各单位按此价格报

价。 

2)、检查轴承座、毛刺修拂、清洁 座  6.00  

3)、艉轴前后轴封（CWS SIZE 10 塞德瓦）换新

（轴封厂供） 
套  4.00  

4)、中间轴原地清洁、涂油。 根  2.00  

5)、中间轴承轴瓦清洁、检测。 座  2.00  

6)、艉轴清洁，接触海水部位按原始设计做环氧

包覆。 
根  2.00  

7)、压油检漏，校对零螺距，CPP 系统摆幅实验。 根  2.00  

8）、更换润滑油（牌号：Delo 1000 Marine 

SAE40、数量：2*2500L） 
升  5,000.00  

81 可变螺距装置（2 套） 

 1、桨叶清洁、抛光、上油。 只  2.00     

 2、桨叶叶边打磨，修顺。 只  2.00     

 3、桨叶如有变形或缺口，修补恢复。 只  2.00     

 4、桨叶进行着色探伤。 只  2.00     

 5、校对零螺距，CPP 系统摆幅实验。 套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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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检测密性。 套  2.00     

cpp 泵站（2 套） 

 
1、清洗油箱（2 个）并更换 cpp 泵站液压油（牌

号：长城 HF-2、数量：2*1000L） 
个  2.00     

 
2、清洗冷却器化学清洁，保养，更换密封件，

试压，回装。 
个  2.00     

 3、更换滤器 8 个(型号：G01315Q-Parker）。 个  8.00     

 4、更换压力传感器 2 个。 个  2.00     

 5、更换 2 个液位传感器。 个  2.00     

 
6、操控及液压系统检测，发现损坏者做相应的

修复。 
项  1.00     

82 

应急设备检验 

舱底水系统和污水井，包括舱

底泵和水位报警装置检验 
按规范要求 所有报警进行动作试验并修复。 项  1.00     

燃油、滑油舱柜的速闭阀；风

油切断装置；消防泵、应急消

防泵；应急发电机 检验 

按规范要求 

燃油、滑油舱柜的速闭阀；风油切断装置；消防

泵、应急消防泵；应急发电机；进行效用试验，

发现损坏者做相应的修复并出具报告。 

项  1.00     

水密门关闭机构和警报、指示

装置检验 
按规范要求 

试验（使用应急电源或临时应急电源）检查，发

现损坏者换新或做相应的修复并出具报告。 
台  4.00     

安全保护装置（康明斯 K19 发

电-原动机）检验 
按规范要求 

试验检查确认超速、滑油失压、冷却水高温等安

全保护装置灵敏可靠，发现损坏者换新或做相应

的修复。 

台  2.00     

舱室进水报警系统 按规范要求 
效用试验，发现损坏者换新或做相应的修复并出

具报告。 
全船  1.00     

油水分离装置及油份计检验 按规范要求 
效用试验，发现损坏者换新或做相应的修复并出

具报告。 
台  1.00     

83 

锚机工程 

锚链清洗海水管路 
锚链清洗海水管

路漏水 
锚链清洗海水管路法兰更换垫片。 个  4.00     

左右锚闸刀、锚链（DN32）  闸刀加焊 2-3CM 厚钢板，锚链拆装出舱，高压 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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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清洗、除锈、绑扎做标志涂漆 2 度。 

锚链舱  左右拆除木板更换，除锈涂漆 2 度。 项  1.00     

84 空气瓶 安全阀 

拆装运车间解体清洁检查研磨，床垫、填料、损

坏螺栓/螺母等易损件换新，注油活络，阀座和

阀盘过度磨损者光车修复，开启压力和关闭压力

调整校核合格，并出具报告。 

项  1.00     

85 舵机房 制作货架 
用钢板制作货架并涂漆。（宽 2.2 米；长 4.5 米，

高 1 米） 
个  1.00     

86 

减摇鳍（上海船舶设备研究所          

型号：HUNV22/1 产品编号：

16-005F-2） 

检修 

1、更换溢流阀 2 个（型号:DBW20 

B1-52/315-6EG24N9K4;24v，1.25A;牌子：

Rexroth）；2、控制箱内不间断电源更换 1 个

（型号：WDR-240-24、牌子：MEAN WELL)；

3、更换 PLC4 (1 块）；4、控制系统功能检测，

修复。 

项  1.00     

87 机舱冲洗水管 整改 添加快速接头，水管直径 5 厘米。 个  1.00     

五 轮机（电气和自动化） 

88 电球（主发） 电球常规检修 

1.电球清洗烤干，并测绝缘。                       

2.做负荷试验，测量记录检查相关数据，发现损

坏者换新或做相应的修复，并出具报告。 

台  2.00     

89 电球（轴发） 电球常规检修 

1.电球清洗烤干，并测绝缘。                       

2.做负荷试验，测量记录检查相关数据，发现损

坏者换新或做相应的修复，并出具报告。 

台  1.00     

90 

主配电板（主配电板型号：

PGH1-320X2+600X1/12 常

熟瑞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检修 

1、更换不间断电源 2 块

（QUINT-PS/3AC/24DC/20 菲尼克斯牌子、订

货号 2866792）。 

2、更换不间断电源 2 块（QUINT-PS/24DC/20

菲尼克斯牌子、订货号 2320238）。 

3、应急供电电池 2 块（12V7AH)。 

4、供电（开关器具、信号指示装置、电测指示

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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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过电流保护装置、绝缘电阻监测及报警装

置等）检查发现损坏者换新或做相应的修复，并

出具报告。 

91 应急发电机组及应急配电板 保养 

1.刚换燃油滤芯、滑油滤芯、水滤芯和滑油。                               

2.做负荷试验，测量记录检查相关数据，发现损

坏者换新或做相应的修复并出具报告。 

台  1.00     

92 

应急电源的蓄电池组和充放电

板以及临时应急电源蓄电池组

和充放电板 

维护保养 

1.更换电流表 1个；2.更换万能转换开关 1个； 3.

更换开关电源（菲尼克斯开关电源

2866802/QUNT-PS/3AC/24DC/40A）； 4.  

绝缘检测、效用试验，发现损坏者换新或做相应

的修复。 

项  1.00     

93 

蓄电池    使用年限已到期（换新电池要出具船检合格证件） 

蓄电池（湖北长海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型号：

6FM-200/ 

12V200Ah） 

 

需更换免维护蓄电池（湖北长海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型号：6FM-200/ 

12V200Ah） 

块  18.00     

电池（APC 牌 

型号：smart-ups 

1100/220V/50Hz） 

 
需更换电池（APC 牌 

型号：smart-ups 1100/220V/50Hz） 
块  2.00     

电池（APC 牌 

型号：smart-ups 

1500/220V/50Hz） 

 
需更换电池（APC 牌 

型号：smart-ups 1500/220V/50Hz） 
块  5.00     

电

（6-CQ-90(12V/90Ah/600A

)骆驼牌） 

 
更换 6 块电池（6-CQ-90(12V/90Ah/600A)骆

驼牌） 
块  6.00     

94 
单边带 24V 开关电源 （明伟

牌） 
烧坏 更换开关电源 24v60A 个  2.00     

95 
室外照明灯 

主甲板外部照明灯罩体（18瓦， 主甲板外部照明 室外所有，灯架和电线架除锈涂漆；灯罩体原样 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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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灯管型号：JCY23-2E） 灯罩体损坏 更换 10 个灯体。 

一路电线 一路电线短路 检测、更换相关损坏部件并修复。 处  1.00     

甲板照明大灯 
甲板照明大灯损

坏 

1.五个高压纳灯组换成海星海事 LED 投光灯型

号：TG12-L 400W（5 个灯）。                

2.灯架生锈卡死，需除锈活络涂漆 7 个。 

项  1.00     

96 

机舱海水管路-电动蝶阀（天津

市斯莱顿电子有限公司/型号：

DCL-20B+DN100） 

损坏 
左消防水管阀 2 个、压载水出水总阀 1 个、总用

泵出水阀 2 个。 
个  5.00     

97 

液位传感器（机舱压载舱和油

舱液位）（天津市斯莱顿电子

有限公司    型号：DLT-2 压

力变送器） 

损坏 
更换液位传感器：海水压载舱 10 个、柴油舱 5

个。（必须是原厂配件） 
个  15.00     

98 锚灯插头 
插头密封圈损坏

短路 
1.更换锚灯插排 8 个；2.更换电缆 2x1.5（52 米）。 项  1.00     

99 
更换部分开关电源   

(24v   )MEAN WELL 牌 
损坏 

1.SE-350-24(24V 14.6A)更换 7 个。     

2.SE-450-24(24V 14.6A)更换 5 个。 
个  12.00     

100 全船配电、电气系统或设备  绝缘测量并出具报告。 项  1.00     

101 
主开关（主配电板、应急配电

板） 
 

检查校核过载保护、逆功率保护、欠电压保护，

并出具报告。 
台  6.00     

六 航行设备（年度和换证检验）  试验检查，发现损坏者换新或做相应的修复。      

102 磁罗经 及陀螺罗经 检验 
对罗经进行消磁自差校正，出具自差表，磁罗经

边盖损坏需更换。 
项  1.00     

103 航空信标天线 一处脱落 重新接线并效用试验，如发现故障，修复。 项  1.00     

104 
双向甚高频无线电话

（TWO-WAY VHF） 

试验检查，发现

损坏者换新或做

相应的修复 

电池过期更换,SAILOR.type B3501:3 块，

SAILOR.type B3502:3 块， 
块  6.00     

105 应急示位标 检验 应急示位标年度检验并出具证书。 项  1.00     

106 救生服 检验 救生服标年度检验并出具报告。 项  1.00     

107 航行灯体（型号：CXH6-10S/   损坏 更换航行灯体。 套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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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V 海星海事电气集团有限

公司） 

七 其他 

108 会议室的海监标志 重装 
会议室的海监标志重装，去掉“与渔业”的字体

及字母。 
项  1.00     

109 探火警报系统 检验 
探火警报系统检查、效用试验，如发现故障，修

复并出具报告。 
项  1.00     

110 中标船厂配合总队进行换证（主要包括换证期间，船检发现的问题，船厂解决问题。（免费解决各种问题） 

111 会议室地板及地板胶 损坏 
对会议室的水泥地板及地板胶修复，地板胶的颜

色与以前一样。 
㎡  30.00     

112 室内照明灯具 损坏 

1.更换 LED 筒灯 5 个（HJXQ-5/5 瓦）；2.更换

驱动电源 5 个（LED 平板灯，WTF-E42600A/20

瓦）；3.更换嵌入式 LED 平板灯 5 盏

（JH-PL-A200/20 瓦）；4.更换 LED 控制置 5

块（CDZ-LED-08-350-QD/9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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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包-中国海监 2115船、中国海监 2132艇、中国海监 2133艇、中国海

监 2166船、中国海监 2168船） 

 

一、项目名称及概况 

项目名称：2022 年执法船舶维修 

二、采购清单 

包号 名称 项目内容 备注 

B包 

中国海监 2115船 

中国海监 2132艇 

中国海监 2133艇 

中国海监 2166船 

中国海监 2168船 

总队5艘执法船舶如发

生设备、器材等船舶故

障时，中标厂家及时到

船舶现场维修及保养，

恢复正常使用，保障船

舶处于良好状态。 

 

1、报价含税。 

2、本包的报价为 1150000.00 元，投

标人按项目预算价格报价。 

3、结算：本次采购（5 艘船艇）日常

抢修及维保费为 1150000.00 元，中标

单位在日常抢修及维保时，其报价标

准必须按照《国内民用船舶修理价格

表》1992 年黄本为最高限价或参考

1992 黄本补充本）进行报价，并经第

三方评估后，高于第三方评估价格，

按第三方评估的价格支付费用，低于

第三方评估的价格，按照中标单位的

报价支付费用。 

三、船舶修理原则和要求 

（一）船艇维修执行《中国修船质量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船舶与海上

设施法定检验规则》、《钢质船舶维修规范与质量检测标准实用手册》现行版本及其修正

或补充说明以及国内相关的船舶维修标准等现行版本及其修正或补充说明。船艇装备、

器材维修标准执行各装备、器材说明书中规定的技术标准。 

（二）所采用的零部件、配件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船舶维修相

关标准，成套设备及主要材料均须具有 CCS检验证书及产品合格证书，进口产品必须有

合法的进货、进口渠道，不得使用假冒伪劣产品或以次充好。经招标人同意，用替代件

或旧件的，承修厂家必须在材料清单中加以注明，否则不得使用旧件，承修厂家供应的

物件需经招标人验收，并在修理工程单确认单上签字确认。 

（三）维修中需更换零配件的，必须是同型号产品。如不能提供同型号产品，则需

经招标人书面同意后方可使用其他品牌的同类型产品替代，并需经船东验收确认。 

（四）原样修复定义 

经修理过的设备、构建、设施、器材等应与原设计规格、性能指标、功能、质量、

强度、外观等保持一致或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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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修理质量证书和产品证书 

修理完毕，承修厂家应提供船舶修理工程质量证书一式二份，质量证书至少应包含：

主要修理内容简述，三方（船厂、船东、监理）项目验收清单，主要设备检修测量数据

及试验或验收报告（业主监理等代表签字），主要配件或设备更换清单，以及工程项目

清单特别要求的其它内容。船用设备或器材安装或更新还应提供产品证书。 

（六）售后服务。保修范围应包括所有维修项目，从验收书签订之日算起，维修

中更换过的机械设备、配件，质量保证期为总成类为 1年，固定件 6个月，运动件 3个

月。在质量保证期内，因维修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由承修厂家负责。在质保

期内，因维修质量问题造成的船艇故障或损坏的，承修厂家应负责及时返修，由于维修

质量问题造成的船艇异常损坏或船艇装备事故的，由承修厂家负责。质量保证时间从验

收完成之日起计算。被修船艇达不到规定的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的，返修不得再计价收

费。 

四、详细需求书 

(中国海监2132艇、2133艇、2115船、2166船、2168船，总队5艘执法船舶如发生

设备、器材等船舶故障时，中标厂家及时到船舶现场维修及保养，恢复正常使用，

保障船舶处于良好状态) 

五、其他要求 

1、进厂维修工程项目完成时限（服务期）：合同签订后至 2022年 12 月 30日。 

2、船艇维保期时限：合同签订后 1年。 

3、更新的新件：全部由承修厂家提供。维保费中的维修项目及费用需经第三方评

估或审核后每季度结算一次。B包中国海监 2166、2168船发电机组维保，必须由原厂家

授权的单位进行维保。 

4、现场勘察：本项目招标采购单位不组织现场踏勘，投标人认为有必要，可以自

行前去踏勘了解现场概况，具体合同以双方实测为准；投标人现场踏勘所发生的一切费

用由投标人自己承担。 

5、中标人要保持同采购人的密切联系，遇有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和反馈信息，尊重

项目业主方的意见，接受项目业主方的提议、监督和指导。 

6、投标人必须根据所投产品的技术参数、资质资料编写投标文件。在中标结果公

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中标候选人所投产品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如发现与其投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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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7、投标人不得低于实际成本报价，如投标人报价低于预算价的 80%，则需出具详细

的人材机成本说明，由评标委员会进行评定，如不能说明价格成本，其符合性审查视为

不通过。 

8、维保费含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