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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宁县中医院病案室
密集架采购安装项目院内议标公告

寿宁县中医院拟通过院内议标方式筛选病案室密集架采购

安装项目供应商，现向社会公开项目信息，欢迎符合条件的供应

商前来报价，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

寿宁县中医院病案室密集架采购安装项目

二、采购方式

院内议标

三、项目内容及要求
名称 规格及型号（mm 为单位） 数量 产品技术参数

密集架
W2300×D700×H3000

（2 组 1 列 15 列）

72.45

立方米
详见附件 1

书梯 W450×D650×H1300 1 辆

采用优质冷轧钢板 1.2mm，热固性

粉末静电喷涂，高温固化；二轮

均为静音万向轮，采用螺丝固定。

在限定时间内对病案室密集架采购安装完成建设，产品质量

达到设计要求，符合病案室建设标准，达到使用要求。具体产品

技术要求见附件 1。

四、项目预算

总预算 10 万元（人民币），包含税费、运费等相关费用。

五、中标后 20 日按要求安装调试完毕、初验合格。

六、投标人需提供文件（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一）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

（二）法人及法人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联系电话；



- 2 -

（三）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

及授权代表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

（四）投标供应商及其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及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条件；

（五）投标报价一览表；

（六）售后服务承诺函（质保期至少十年）；

（七）提供产品材料样品（样品清单见附件 2）；

（八）所提供的资料加盖单位公章、密封。

七、报名方式及报名截止时间

（一）报名方式：根据当前疫情形势，暂不接受现场报名，

投标人纸质资料和样品密封邮寄到寿宁县鳌阳镇胜利街 124 号

县中医院行风办，并标明投标专用。

（二）报名截止时间：2022 年 11 月 1 日（周二）上午 11:30，

超过时间，采购人不予受理。

八、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周二）下午 15:00 在中医院

院区门诊楼七楼会议室举行，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

九、评标

开标方式以具备资质及投标文件符合要求的，按最低价中标

（如遇特殊情况变更将电话另行通知）。

十、联系方式

采购人：寿宁县中医院

地 址：寿宁县鳌阳镇胜利街 124 号

后勤保障科 联系电话：0593-7133601

十一、院内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寿宁县总医院纪委 寿宁县中医院行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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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593-733560

附件：1.产品技术要求

2.样品清单

寿宁县中医院

2022 年 10 月 26 日

附件 1

产品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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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构要求

（1）密集架主要由导轨（齿条式传动系统）、底盘、传动

机构和架体（包括立柱、挂板、搁板、顶板、门板及侧护板）等

零（部）件组合而成。

（2）架顶应设防尘装置，列与列之间应装有20mm厚特种抗

老化橡塑磁性密封条，门面列和中间移动列分别装有锁具和制动

装置，每组密集架闭合后可用总锁锁住，形成一个封闭的整体，

各列移开后可单独制动，确保人员安全，底部应设防鼠、防倾倒

装置。

（3）搁板、挂板应可沿立柱的垂直方向自由调整高度。

（4）轨道应焊接固定，轨道与地面齐平（预埋轨道按采购

人要求时间完成）

2.传动机构要求

（1）传动机构主要由精铸滚轮、齿条、凸台传动齿轮、传

动轴、连接管、调心轴承、机械式自脱超越离合摇手体、等零（部）

件组成。保持轻便、灵活、平稳，不得有失灵现象。

（2）摇手柄：采用镀锌摇柄式摇把，方便操作，摇动轻便，

密集架处于从动或不动状态时，摇柄自行停于垂直位置。

（3）传动部件要求：

①传动轴：材料使用Φ20，45#冷拉实心圆钢，加工精度为

3.2，经热处理调质，HB220-290。

②凸台传动齿轮：齿轮直径132mm(±1mm)，齿轮的齿厚为

20mm(±1mm)、凸台厚度15mm(±1mm),共42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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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投标人提供通过省级或省级以上检测机构出具抽样检测

的《凸台传动齿轮》检验报告，检测报告中规格型号应跟技术参

数相符且受检单位必须为投标人并提供网上截图查询真伪，检验

报告。（截标时提供原件核查，否则投标无效）。

③轴承：采用P204E级调心轴承。

④摇手体：采用自脱挂式摇手。

⑤紧固件为45#、Q235－A钢标准化零件。

⑥滚轮为HT200铸铁，经加工成型。

⑦连接管：采用优质钢管，表面镀锌防腐处理。

3.底盘要求

底盘采用分段焊接后整体组装式，连接牢固、运输、安装方

便，底盘各段连接采用M10螺栓紧固，纵梁上按节距冲有矩形槽，

以供立柱插入后用M10箍紧拧固。高度不小于12CM。滚轮横梁采

用四折成形，确保在外力作用下无任何变形情况发生。底梁下部

应装有防倒支架以防架体倾倒。底盘两端封头横梁与纵梁牢固焊

接，在直角处上平面均焊上三角形加强板，立柱与大梁链接保证

底盘架体不扭曲、错位和变形。

4.齿条式传动系统

齿条式传动系统由整体的20mm*40mm实心方钢加工成型。内

呈凹形，一侧为齿条状与凸台传动齿轮相啮合，一侧为平面轨道，

方便底盘承重轮行走，中间凹型槽是保证承重轮和凸台传动齿的

安全距离，即能保证了安全又能方便打扫卫生。（为保证传动系

统的稳定性，平面轨芯和传动齿条必须是由20mm*40mm实心方钢

一体加工成型，不能由单独的齿条和平面轨芯去焊接或用螺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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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底盘无链条链轮，同步性和稳定性强，行驶速度比传统链

条式至少快1/3，取缔了传统链轮容易损坏的缺点，避免了传统

链轮受力的不稳定因素，形成长轴受力，大幅提高密集架的载荷

能力和稳定性，且传动机构受力均匀，控制时更为省力。齿条式

传动路轨置于在钢盒上，分段连接栓紧固于凹槽地面，路轨分段

部分采用弹簧销，使得路轨间能精密连接，避免凸台传动齿轮行

走时卡住。此传动系统具有结构合理、载重能力强、摩擦力小且

不易发生打滑、脱落、空转的优点。（详见附图）

注：投标人提供通过省级或省级以上检测机构出具抽样检测

的《齿条式路轨传动密集架》及《传动齿条》检测报告，检测中

应体现可溶性铅、可溶性镉、可溶性汞均在合格范围。以上两个

检验报告受检单位必须为投标人并提供网上截图查询真伪，检验

报告。（截标时提供原件核查，否则投标无效）。

5.立柱要求

立柱：δ=1.5mm，采用优质冷轧钢板，成型尺寸50×39mm，

允许尺寸公差±1mm，整体采用七面六折边一次滚压成型工艺。

立柱正面及两侧各压2条加筋（通筋），侧面为V型加筋，尺寸3

×1mm,正面为梯形加筋，尺寸8×1.5mm，加筋允许尺寸公差±

0.5mm，侧面V型加筋之间设有一排挂钩孔，排孔上下孔距为50mm，

正面两端为小圆弧设计，圆弧半径1.75mm。多条通筋式设计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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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增强立柱承重力及稳固性，两端小圆弧设计使得整个立柱简

洁大方，外形新颖，结构独特；侧面冲孔均匀，层数和层距可按

需要自行调整。

注：投标人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需带CMA、

ilac-MRA、CNAS标识）出具抽样检测的《三面双压筋立柱》合格

检测报告。（提供原件核查，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6.搁板要求

搁板：δ=1.1mm，采用优质冷轧钢板，每块搁板采用七面六

折边一体成型工艺，正面设有两组压筋，每组2条通筋（一条V

型、一条梯形），V型压筋尺寸为3×1.2mm，梯形压筋尺寸6.5

×1.3mm，两侧面各有一条V型压筋尺寸为3×1.2mm，加筋允许尺

寸公差±0.5mm；压筋不得导致搁板变形。不影响搁板结构性能

且能使得搁板加强承重强度；外形美观，结构新颖，刚性足。表

面经过酸洗磷化后在进行喷塑处理，色泽靓丽，无颗粒，使基材

不会腐蚀生锈，经久耐用。

注：投标人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需带CMA、

ilac-MRA、CNAS标识）出具抽样检测的《三面六筋V型压筋搁板》

合格检测报告。（提供原件核查，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7.挂板要求

挂板：δ=1.1mm，采用模具一体冲压成型，两端共2排4挂钩

结构设计，中间冲压腰形拉伸翻边成型2个台阶加强孔，孔上2

公分位置设有一条通筋，上下端各有一条直角折弯边，上方冲有

两个挂接挡板的矩形方槽，下方冲有四个隔板固定槽，组装后平

整、牢固，承重性好，外观新颖，可防止搁板前后窜动，通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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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性好。表面经过酸洗磷化后在进行喷塑处理，色泽靓丽，无

颗粒，使基材不会腐蚀生锈，经久耐用。立柱与挂板采用4挂钩

扣接式，相对于传统挂板，强度高，连接更牢固。

注：投标人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需带CMA、

ilac-MRA、CNAS标识）出具抽样检测的《V型压筋挂板》合格检

测报告。（提供原件核查，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8.挡棒

挡棒：δ=1.0mm，采用优质冷轧板一体成型，成型14×14mm，

尺寸允许误差0.5mm，五面四折弯，插挂式挡棒，安放好后，两

端可钩住挂板，不易脱离，挡棒三面有通筋设计（V型通筋），

加筋尺寸5×1.2mm，外形美观，强度高，表面经过酸洗磷化后在

进行喷塑处理，使基材不会腐蚀生锈，经久耐用。

注：投标人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报告需带CMA、

ilac-MRA、CNAS标识）出具抽样检测的《三面V型压筋挡棒》合

格检测报告。（提供原件核查，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9.侧护板要求

侧板为优质冷轧钢板，厚度为1.0mm，整体双色区分视觉效

果更好。

10.门面

门框δ=1.0mm, 门板δ=1.0mm优质冷轧钢板； 门面平整，

款式新颖，表面亚光喷塑。

11.顶板

通过M6螺栓紧固于立柱上端，经双面二次折弯，四角对焊，

使其成框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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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技术、安装标准及制造公差要求

（1）每标准节组装后，外形尺寸的极限偏差为±2mm，立柱

与导轨的垂直度不大于2mm。侧面板和中腰带的对缝处的间隙不

大于2mm，门缝间隙均匀并在1～2mm之间。

（2）传动机构应运行平稳、不会晃动、同步性强、两侧不

会偏移。

（3）导轨安装平行度偏差不大于1mm/m，全长不大于2mm，

导轨对接处高低差不大于0.3mm。

（4）底梁必须平直，直线度不大于0.5mm/m，全长不大于2mm。

（5）架体安装垂直度偏差小于2mm，达到横平竖直。

（6）各零件、组合件表面光滑、平整，不得有尖角、突起。

（7）所有焊接件焊接牢固，焊痕打磨光滑平整。

（8）喷塑表面色泽一致，塑面均匀光滑，无划伤。

（9）产品各零件、组合件之间应能具有互换性。

（10）搁板上均匀载重400N，放置24h最大挠度小于4mm，卸

载后2h搁板不得有裂缝，残余变形量不大于0.3mm。

（11）每标准节在全负载的情况下，各结构件和架体没有明

显变形，架体不应产生倾斜现象。

（12）在全负载的情况下，各列密集架应运动自如，不得有

阻滞现象，单列密集架运行，手柄摇力不大于11.8N。

13.工艺要求

（1）投标人应该制定严格的产品企业标准，并有完善的质

量检验制度和控制手段。要有高精度的剪板机、折弯机、各种机

械加工设备及全自动高压静电喷塑设备，工艺装备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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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钣金件、机加工件加工后均打磨毛刺，无裂痕及

伤痕

（3）所有焊接件均焊接牢固，外表光滑平整

（4）每标准节组装后，质量符合技术标准要求

（5）产品的全部钣金件应经过严格的酸洗、除锈、磷化处

理。颜色按用户要求，表面喷涂粉末材料采用具有环保性质的高

强度树脂粉末。色泽应一致，喷涂无死角。漆面应均匀光滑、无

划痕。

（6）所有标准件及紧固件均经热浸处理。

（7）密集架架体外观应精美、线条流畅、操作应轻便灵活、

运行平稳，并应是组合装配，便于搬迁和拆卸。各零件、组合件

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得有尖角、凸起。

14.载重性能要求

（1）每标准节（六层双面搁板）在全负载（每块单面搁板

均布载重40kg）的情况下，架体、立柱无明显变形，架体无倾斜

现象。

（3）在受全部载荷1/20外力（沿X、Y轴两个方向的水平外

力）的作用反复100次后，取消外力，架体所产生的倾斜不大于

总高的1%，支架、立柱无明显的变形。

15.外观质量要求

（1）密集架架体外观应精美、线条流畅、操作应轻便灵活、

运行平稳，并应是组合装配，便于搬迁和拆卸。各零件、组合件

表面应光滑平整，不得有尖角、凸起。

（2）颜色按用户要求，表面经静电喷粉，高温塑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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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应一致，喷涂无死角，漆面应均匀光滑、无划痕。

附件 2

样品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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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名称 成型小样规格尺寸 数量 备注

1
齿条式

传动导轨
≥900mm 1 条

按照产品技术要求中齿条式传动系

统说明提供样品。

2 立柱 500mm(±10 mm) 1 根
按照产品要求中立柱说明提供样

品。

3 搁板 500*226mm(±10 mm) 1 块
按照产品技术要求中隔板说明提供

样品。

4 挂板 494*130mm(±10 mm) 1 块
按照产品技术要求中挂板说明提供

样品。

5 档棒 500mm(±10 mm) 1 根
按照产品技术要求中档棒说明提供

样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