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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背景：

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生产车间（一）一层交 A~E 轴的建筑面积约为

365m2区域内建设一个贮藏温度-5~15℃的猕猴桃保鲜冷藏库（其中冷藏间贮藏温度

0~1℃）。

本用户需求文件旨在从项目和系统的角度阐述具体需求标准，概括了对该项目的质

量要求，描述了对该设备的工作过程及功能的期望。主要包括相关法规符合性和具体需

求，这份文件是构建起项目和系统的文件体系的基础，同时也是系统设计和验证的可接

受标准的依据。

本用户需求（用户需求）及其附件是冷库的设计、制造、材料、运输、包装、安装、

检查、测试、调试、运行、操作、维护、验证、文件和交付的说明和最低要求。

2.目的：

提出用户对该冷库项目库在使用和功能方面的具体需求标准，以便于指导建造适用

的冷库，并作为确认时可接受标准制订的依据。供应商应将本文所有的需求在其投标技

术文件中注明满足本用户需求的配置是标准配置还是选项配置。

本文件的要求应作为冷库制造商对冷库的设计与制造相关规范的补充。若与冷库的

标准设计与制造中的技术参数矛盾，以最终双方认可具体条款为准。本要求目的是用户

提出所需冷库的使用条件和特定生产工艺的要求。

3.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一层建设一个贮藏温

度-5~15℃的猕猴桃保鲜冷藏库（其中冷藏间贮藏温度 0~1℃）的用户需求购置标准，生

产能力满足生产线对于冷库的需求。

4.责任：

需甲方负责本 URS 的编制和解释。

供方须严格按照本 URS 所明确的法规标准、技术要求、服务要求，提供相关设备

设施和服务，供方承诺对需方所提供的 URS 文件保密，并不得转给第三方。

5.系统及工艺综述：

本文件所要求的 0~1℃保鲜冷藏库是针对我公司的采购的猕猴桃贮藏使用，须符合

安发企业制定的冷库卫生标准要求。设备生产商负责设备的工厂验收（FAT）、运输、

安装（IQ）、试机，按运行报告（OQ及 PQ）试车合格后交付生产车间使用。

6.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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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解释

URS User Requirements Specifications/用户需求

EHS Environment, Health & Safety/环境、健康与安全

GDP Good Documentation Practices/良好的文件管理规范

PID Piping & Instrument Diagram/管路和仪表流程图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国际标准化组织

FAT Factory acceptance testing/工厂测试

SAT Site acceptance testing/现场验收测试

SOP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 /标准操作规程

-- 《工业产品检验指南》

7.法规要求和相关指南：

7.1本项目设计、制造、试验和检验发证应符合相关规范，包括：

7.1.1《GB 50072-2010冷库设计规范》

7.1.2《GB/T 28009-2011冷库安全规范》

7.1.3《JB/T 6527-2006组合冷库用隔热夹芯板》

7.1.4《GB/T 17791-2007空调与制冷设备用铜及铜合金无缝管》

7.1.5《GB/T 4272-2008设备及管道绝热技术通则》

7.1.6《GB/T 8175-2008设备及管道绝热设计导则》

7.1.7《GB/T 50217-2018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7.2电气标准规范。

7.2.1所有电气设备的电线和电缆必须依据 ICE标准。

7.2.2安全：达到国内相关标准及 CE标准要求 。

7.2.3防护等级：电机、电气、仪表及所有控制系统的部件的机械防护等级 IP55。

8.用户技术要求：

8.1设计要求：

8.1.1 0~1℃保鲜冷库

8.1.1.1设计目标：

a) 分拣/包装间一个，日处理量不超过库容的 20%，用于冷藏前的挑选、分级、包装。

b) 0~1℃预冷间 1个，用于将盛装于包装规格为 10kg/箱的塑料筐内的猕猴桃，入库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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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超过库容的 20%，预冷 2~3天，待果实温度接近库存温度后转移至冷藏库。

c) 冷藏库一个，库容量满足 100~150 吨猕猴桃储量，设计参数 0±0.5℃，相对湿度

90~95%，气体成分 O2浓度 2~3%，CO2浓度 5%，乙烯浓度<30μg/L。

d) 解冻室一个，处理量不超过库容的 20%，将果实经过 10~12h 缓慢升温，果温与外

界温度之差<6℃时出库。

URS
编号

具体需求
必需/
期望

偏差

说明

URS001

1. 贮藏温度-5~15℃的猕猴桃保鲜冷藏库，其中冷藏区设计温度

0±1℃，库容量 100~150吨，相对湿度 90~95%，预留气调设施

功能；主体框架材料和冷却设施满足最低温度-5℃使用要求。

2. 预冷间设计温度 0~1℃，用于将盛装于包装规格为 10kg/箱的

塑料筐内的猕猴桃，入库总量不超过库容的 20%，预冷 2~3天，

待果实温度接近库存温度后转移至冷藏库。

必需

URS002

结构：

主体架构：组合式冷库

1、地面要求：供方根据现场实地踏勘场地原有地面做法，提出

合理方案。地面承重均布活荷载不低于 15kN/m2。

2、材质

2.1冷藏室、预冷室

2.1.1内置（-10℃）防冻软门帘、透明。

2.1.2冷间地面需超平，土建地面，地面需做保温及隔汽隔潮处

理，2*50mm（XPS）冷酷地坪挤塑板保温层（抗压强度≥200 kPa）
地面承重均布活荷载不低于 15kN/m2。

2.1.3冷库主体采用 100mm厚聚氨酯夹芯板、聚氨酯夹芯板拼装

板缝应在拼装过程中现场发泡填充聚氨酯确保密封。拼装完毕，

应里外填充瓷白胶密封。采用阻燃型硬质聚氨酯为芯层，夹芯

面板为彩钢板，基板厚度不小于 0.4mm。阻燃等级可达到为 B2
级。双面彩钢 0.5mm，聚氨酯密度 40±5 kg /m³，硬质聚氨酯夹

芯板表面应平整，不应有明显的划伤、磕碰及泡沫飞边等缺陷。

表面洁净、色泽均匀，无胶痕、油污等。容重：42kg/m³（或厂

家推荐）

2.2缓冲室（解冻室）

2.2.1阻燃苯板、苯板面板防腐处理、厚度不小于 0.4mm彩板。

必需

URS003

制冷压缩机系统组成

1、采用全封闭式涡旋制冷压缩机。

2、品牌：比泽尔、艾默生(EMERSON)或同类同档次品牌。

3、型号、功率、制冷能力应由设备供应商依

据各冷间热负荷计算得出。制冷压缩机制冷能力能够满足需求。

4、电源：3Ph、380V、50Hz。

必需

URS004 制冷压缩机系统制冷剂（冷媒）选取环保型制冷剂

制冷剂（冷媒）为 R404A。 必需

URS005 制冷压缩机系统膨胀阀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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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阀品牌：比泽尔、艾默生(EMERSON)或同类同档次品牌

URS006 制冷压缩机系统电磁阀

电磁阀品牌：比泽尔、艾默生(EMERSON)或同类同档次品牌
必需

URS007
制冷压缩机系统干燥过滤器

型号：型号厂家提供，应与设备相匹配。

品牌：比泽尔、艾默生(EMERSON)或同类同档次品牌。

必需

URS008

制冷压缩机系统蒸发器

1、采用风冷蒸发形式。

2、主要参数：冷却面积、风机风量、融霜管功率、适用制冷剂

应符合本系统要求。

3、电动机电源：3Ph、380V、50Hz。
4、融霜管电源：1Ph、220V、50Hz。
5、品牌：比泽尔、艾默生(EMERSON)或同类同档次品牌。

必需

URS009

制冷压缩机系统冷凝器

1、采用风冷冷凝形式。

2、风冷冷凝器为铜管翅片式。散热能力需由

厂家提供计算依据，与制冷压缩机散热要求相拼配。

3、电动机电源：3Ph、380V、50Hz。
4、冷凝风机为外转子风机。

5、冷凝风机品牌：微光或同类同档次品牌。

必需

URS010

制冷压缩机系统压力控制器

制冷压缩机高压端排气、低压端吸气、风冷冷凝器、油压差应

具有压力保护装置。其中高压端排气、低压端吸气压力控制开

关为手动复位，风冷冷凝器为自动复位。高压端压力表不应低

于 1.5级。低压端压力表不应低于 2.5级。压力表的量程不得小

于工作压力的 1.5倍，不得大于工作压力的 3倍。

品牌：比泽尔、艾默生(EMERSON)或同类同档次品牌。

必需

URS011

其它配件

1、本制冷压缩机系统中所用到的其它阀门、仪表及测控原件都

应选用与本系统所用制冷剂相适应的专用元器件。

2、应优先采用比泽尔、艾默生(EMERSON)或同类同档次品牌。

必需

URS012

管道设计

1、本冷库管道设计应依据其工作压力、工作温度、输送制冷剂

的特性等工艺条件，并结合周围的环境和各种载荷条件进行。

2、所有管道及其连接件均为紫铜铜材质应符合

GB/T17791-2017。
3、管道穿过建筑物的墙体时应加套管，套管与管道间的空隙应

密封。

4、本系统应考虑从任何一个设备中将制冷剂抽走。

5、供液管路应避免形成气袋，回气管应避免形成液囊。

6、管道的走向及坡度应方便系统的回油。

7、本系统管道使用的弯头、异径管接头、三通、管帽等管件应

采用工厂制作件，其设计条件应与连接管道的设计条件相同，

其壁厚也应与其连接的管道相同。热弯加工的弯头其最小弯曲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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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应为管子外径的 3.5倍，冷弯加工的弯头，其最小弯曲半径

应为管子外径的 4倍。

8、本制冷压缩机系统凡制冷管道和设备能导致冷量损失的部

位、能产生凝露的部位和易形成冷桥的部位，应进行保冷。

9、本系统管道和设备保冷、保温结构所选用的黏结剂，保冷、

保温材料、防锈涂料的特性应相互匹配，不得有不良的物理、

化学反省，并应符合食品卫生的要求。

URS013

风幕机

1、冷间库门顶部应安装冷风风幕机。

2、冷风风幕机长度、风量应符合冷库保冷要求。

3、冷风风幕机电源：220V。
4、品牌：西奥多、金海越等同类品牌。

URS014

照明

1、冷间内、缓冲室照明灯具应选用符合食品卫生安全要求和冷

欢环境条件、可快速点亮的节能型照明灯具，不得采用白炽灯。

灯具应防潮，气密性良好。

2、照明灯具采用 AC220V单相配电，灯具的金属外壳应接专用

保护线（PE线），且耐低温，应明敷。

必需

URS015

自控系统

显示：采用人机界面触摸屏实现下属功能：电控箱控制面板具

有温度记录仪应能显示制冷压缩机运行情况，包括冷库实时温

度、制冷压缩机运行电流、报警显示、除霜等。电控箱面板具

有蒸发器风机、制冷压缩机启动与停止按钮，具有异常停机报

警功能。

设置：可对制冷压缩机制冷温度、除霜时间间隔进行设置，具

有手动化霜功能。

保护：制冷压缩机系统应具有电流、排气压力、吸气压力、油

压差、油温等保护功能。

冷库内置蒸发器。当冷库内库温低于设定温度，制冷压缩机启

动，蒸发器工作。符合温度制冷压缩机系统不工作。当低于设

定温度时，制冷压缩机系统开始工作。

必需

URS016

配电柜

1、本冷库涉及配电柜均为 2mm厚 304不锈钢材质。具有防潮、

密封良好的特性。具锁功能。开孔处应有橡胶护线套保护。

2、壳体防护等级 IP54级。

3、配电箱尺寸应满足电器元件安装要求，

4、配电箱内各种电气原件应安装牢固、导线排列整齐、压接牢

固。所用固定电器元件及导线材料应具有阻燃材料。

5、配电柜内所有电器元件均应为知名品牌，正泰、上海人民。

6、其它设计应符合相关设计规范。

必需

URS017

气调控制系统

1. 冷藏库内气体成分保持在 O2浓度 2~3%，CO2浓度 5%，乙烯

浓度<30μg/L。
2. 系统可实时监测库内气体成分的浓度。

3. 品牌：比泽尔、艾默生(EMERSON)或同类同档次品牌。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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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8.2.1材料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21
本冷库涉及所有电器元件、配件、线缆材质应确

保符合相关规范要求，不得以次充好，使用假冒

伪劣产品。

必需

8.3安装要求：

8.3.1安装：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22

1、厂家依据我公司提供的平面图尺寸进行现场

测绘及提供测绘后设备平面安装图。

2、安装应确保完全依据设备平面安装图进行施

工，如有修订需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进行施工，

甲方在施工过程中如与乙方存在技术问题，应协

商解决。

必需

8.4仪表要求：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23 仪器仪表（包含安全阀）应提出厂合格证。 必需

URS024 仪器仪表测量探头等易拆卸方便校验、更换。 必需

URS025 仪器仪表使用公制单位（制冷压缩机系统部分配

件可选用英制）。
必需

8.5公用系统要求：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26

一、电气施工范围

1、敷设主配电柜至冷库配电柜间的电缆。

2、冷库配置配电柜 1台。

3、所有涉及的电缆采取电缆桥架敷设。

二、敷设施工技术要求

2.1电缆敷设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380V，50Hz，
三项五线制），电缆规格应与制冷压缩机系统匹

配。

2.2 电缆在低压配电柜终端及成品库内配电柜终

端均需预留出足够长度。

2.3电缆敷设完毕后，需要对电缆进行固定整理，

电缆码放顺直整齐，严禁交叉、扭曲、混缠，电

缆弯曲半径不小于 10倍电缆直径。

2.4 每根电缆敷设完毕需要两端标记挂牌，标明

编号及电缆规格。

2.5施工方需现场勘查，提供本次电缆敷设方案，

施工流程及详细材料清单。

三、配电柜安装

3.1 冷库配电柜内相关电气元件安装需符合相关

国家标准。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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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成排电器元件安装应整齐美观，横平竖直，

接地完好。

3.3配电柜门上电器元件应由功能标牌，配电箱、

柜内的空气开关、指示灯、按钮、旋钮开关等操

作及控制和指示元器件下方必须有固定牢固的

标签。

3.4电气间隙、爬电距离符合相关规定。

3.5 接地装置完整，标志清晰，并按国家有关规

范安装。

3.6配电箱内应有专用接地螺丝。

3.7 配电箱内设置单独零线铜排和地线铜排，零

排、地排的容量必须经过计算且足够大，箱内零

排、地排严禁打孔，套口方式使用螺钉压接、零

线、地线箱门板装有电气元件的，门板用裸铜软

编织线可靠接地。

3.8 散热良好（依据室内面积、其它配电柜散热

情况进行配置，或者更换配电室排风机，需要工

作环境温度控制良好）

URS027 设备接口用电接口需符合国家统一标准。 必需

8.6检验要求：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28

设备全部到达现场后，设备生产厂家需按我方

（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排的时间

派人到我公司现场进行开箱验收，并对缺件、质

量损坏做出记录，设备生产厂家应认可并负责解

决。

必需

URS029
甲方对乙方所供配件及电器元件提出质量问题，

乙方需配合甲方，证明乙方所提供材料符合相关

规范，不存在质量问题。

8.7供应商要求：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30
设备供应商应具有合法注册证明、足够履约注册

资本、具有良好的质量保证体系、具有设计和制

造资质。三年内无不良记录。

必需

8.8文件要求：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31
1、乙方对所用主要电器元件均应提供出说明

书、合格证。

2、乙方需提供电气系统接线图。

必需

8.9设备转运要求：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32 供应商负责设备包装运输装卸至安发（福建）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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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033 供应商负责安装调试及调试记录，培训操作人

员和维修人员。
必需

8.10验证/确认要求：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34

系统调试完毕后，甲方经确认可满足生产需求，

满载状态下，可在规定时间内冻实物料，制冷

温度可达到设定温度，运行平稳，无异常，可

提供验收合格单。

必需

8.11服务与维修要求：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35 根据在以后的实际生产需要，若对设备进行改

造，厂家必须提供免费的改造技术服务。
必需

URS036
设备供应商负责所有技术指导、电话咨询及人员

培训，包括：图纸、工艺、操作、设备维护、设

备性能及问题解答。

必需

URS044 设备供应商应提供不少于 1年的质量保证期。 必需

8.12质量保证：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37 供方提供制冷压缩机系统应符合上述规定要求。 必需

URS038

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生质量问题，供方免费进行修

理、维护，包括更换设备部件，所发生的技术服

务费用由供方承担。（正常的易损件的更换以及

由需方自身错误操作所造成的损坏不包括在内）。

必需

URS039

由于需方原因造成的各项技术指标不能达到合

同规定的要求，不在质量保证范围之内。但供方

有义务帮助需方解决故障，恢复生产，所发生费

用由需方负责。

必需

URS040
整套设备的指导、安装、调试工作由供方的技术

人员负责，需方人员协助参与并提供必要的帮

助。该系统设备应达到合同规定的技术要求。

必需

8.13价格与交付：

URS编号 具体要求 必需/期望 偏差说明

URS041
根据市场价格进行对比，选择合理、经济、实用

的材料，比对设计方案，最终做到合理投资、造

价，得到可接受范围。

必需

URS042 明确技术和商务条款，签发合同内容说明交货日

期。
必需

9.综合说明

9.1投标人必须承诺招标文件中提出的全部技术规格与要求，如果以其中某些条款不响

应时，应在文件中逐条列出，未列出的视同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中如涉及品牌规格

及型号等，则均视为参考要求，可选择同等或更高档次产品投标，但须提供详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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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料支持文件。

9.2投标人需提供产品销售代理证明材料。

9.3投标人所投产品在市场上有一定占有率。

9.4 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是完成本次招标项目范围内的全部工

程量。投标报价汇总表中的价格包括完成该项目的材料的采购、产品制造、系统测

试、运输、设备安装、现场调试、有效可靠的试运行、系统完善、培训操作和维修

人员、提交竣工图纸、施工资料、售后服务、检测费等所有各项应有费用。

9.5验收标准：设备进场后，设备生产厂家需按我方（安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排的时间派人到我公司现场进行开箱验收，如设备生产厂家不能按时到达现场，

又无函电通知时，我方有权开箱检验，并对缺件、质量损坏做出记录，设备生产厂

家应认可并负责解决。设备调试结束后，按照合同与 URS文件中的要求进行验收。

9.6 交货时间：自中标之日起 30天内送货到位并安装调试完毕。

9.7 售后服务：设备提供两年的质保，质保期自货物经调试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在质

保期内，每年需提供一次免费维护，此后提供终身服务，保证零配件的供给。采购

人报修后，不论是否工作日，中标人均需在 24小时内安排维修人员到达现场，并

在 48小时内能排除故障，特殊情况双方协商解决（如更换零配件）。提供现场培

训服务，保证使用单位能正常使用设备。

9.8 凡涉及招标文件的补充说明和修改，均以招标机构书面通知为准。

10.改版信息

日期 版本号 修订人 修订原因

11.内容的偏差与变更

偏差和需要

修改的内容

变更和需要

修改的内容

12.附件（生产车间（一）一层建筑平面图及冷库施工图纸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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