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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 1 本条阐明编制本标准的宗旨 。 由于村镇供水工程与城市

供水工程相比，建设条件、管理条件、供水方式、用水条件和用

水习惯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因此制定本标准。

修订过程中，标准编制组汲取近结

和管理经验，同时征求有关科研、设计自噩噩工、管理等单位及专

验，完善了工

工程的提法，

为 100m3/ d,

本标准

供水工程参，

1. o. 4 对村镇

1 新农村

更高的要求，城乡日

－－帽’....... 』 E噩噩画面

高农村供水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王

证率 。

门审查定稿。

，本条结合实践经

工程为规模化供水

且 由 200m3 / d 修订

、，相协调 。

定，建议 I 型

2 可靠的水源是安全供水的保障。 按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开发、利用水资源，应当首先满足城乡

居民生活用水”，合理配置水资源 ， 优质水源优先用于生活饮

用水 。

5 村镇供水工程规划设计年限参考 GB 50013 、 CJJ 123 

《镇（乡）村给水工程技术规程》确定。 GB 50013 中规定近期设

计年限宜采用 5～ 1 0 年，远期规划设计年限宜采用 10～ 20 年。

CJJ 123 中规定近期设计年限宜采用 5～ 10 年，远期设计年限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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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10～ 15 年。本标准规定近期规划设计年限直采用 5～ 10 年，

远期规划设计年限宜采用 10～ 15 年。供水工程的规划设计年限

与设计使用年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供水工程的规划设计年限系

指满足某一水平年的用水量需求；设计使用年限系指工程在正常

使用、合理维护下的基本寿命保障，不同类型的设施寿命不同，

GB 50013 规定供水工程中构（建）筑物的设计使用年限直为 50

年，输配水管道宜为 30 年，设备受腐蚀、磨损、老化等影响寿

命相对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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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供水规划

3. 1 城乡供水总体规划

3. 1. 1 城乡供水一体化是村镇供水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通过实

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实现城乡供水同

网、同质、同服务，保障城乡居民饮用水安全。城乡供水总体规

划应由有相应资质的单位编制。

区域供水是将不同地区的水源、水厂、管网等进行合理配

置，形成大规模的统一供水系统，实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供水

设施的共建、共享，其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显著，是解决我国

目前饮用水供需不平衡矛盾、城乡供水发展不均衡、保障供水安

全的重要途径。

3.1. 3 本条规定了城乡供水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城乡供水总

体规划立足当地自然条件和水资源特点，充分利用已有的供水设

施和在建工程，优化水漉配置；坚持集中、连片、联网的原则，

新建和改扩建并举，水量与水质并重，建设与管理同步，建立完

善城乡供水安全保障体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城乡居民公共供

水安全的要求。

3. 1. 5 当采用外域水源或几个区域共用一个水源时，应进行区

域或流域范围的水资源综合规划，以满足整个区域或流域的用水

供需平衡。

3. 2 村镇供水工程规划

3. 2.1 县域村镇供水工程规划根据当地条件，从城乡一体化发

展角度提出县域村镇供水发展目标、原则、工程布局、技术路线

和措施等。村镇供水工程规划宜与城乡供水总体规划等协调

一致。

3.2.2 本条规定了村镇供水工程规划应遵循的原则。有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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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优先采取城镇水厂管网延伸，或建设跨村、跨乡镇联片集

中供水工程等方式，发展规模化集中供水；不具备条件的地方，

采取分散供水或分质供水。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合理确定

工程布局。按照建得戚、管得好、用得起、长受益的要求，加强

建设管理，完善运行管护机制，落实工程维修养护经费，建立健

全县级供水技术服务体系，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强化工程建

设和运行管理全过程安全措施，确保工程建设安全、水源安全、

水质安全和工程运行安全。配套计量设 少管网漏损率，推

节水

村，利用已有城

厂，延伸供水管

A 

镇
，乡

知』
Z

L

富
供

抖
的
村

凹
厂
农

E

水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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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解
点

L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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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

三
镇
网
的

氟超标和苦戚水1

地水源进行处理；

程沿线地下水氟超在

出的当地优质淡水， 何地圈酶肝、， 盟主度规模的联片集
中供水。 在非受水区域可采用特殊水处咀圈睡缸，兴建集中供水

站 ， 采取分质供水等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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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中供水工程设计基本要求

4. 1 设计供水规模和用水量

4. 1. 1 设计供水规模系指水厂的设计供水能力，不含水厂自用

水量。 本条中所列的各种用水量，应根据当地实际用水需求列

项，如确无企业和公共建筑的农村不应考虑企业用水量和公共建

筑用水量。 除本条中所列的各种用水噩噩瞄村镇用水尚包括建筑

施工用水量等。 建筑施画幅国时革且村

活用水、企业用z

列项 。

影响供水

对供水范围叫

水定额标准

近年来的用Z

的发展变化，

为合理确定总供水规

镇的用水量 。
『喃

吨水能力、当地用

据相关规划、

供水工程，供水范

质等用水条件不同，

统，应分别计算各村

4. 1. 2 向外迁移人口多的村庄，设计年限内人口的机械增长数

多为负值，且远超自然增长，因此，其设计用水人口不宜超过现

状户籍人口数。

4. 1. 3 公共建筑包括学校、机关、医院、饭店、旅馆、公共浴

室、商店等 。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对各种公共

建筑用水定额做了较详细的规定，但对村镇来说普遍偏高，取值

时适当折减 。

1 多数村庄的公共建筑用水主要是学校和幼儿园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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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做出本款规定 。

2 乡镇政府所在地公共建筑较多，且发展势头强劲，要充

分考虑其用水。

4. 1. 4 本条不含农户散养畜禽用水量。 根据我国畜禽发展现状，

规模化已成为发展趋势，但受技术条件、管理条件以及市场需求

的制约，就某一个村或镇进行预测较困难，为避免预测偏差过

大，集体或专业户饲养畜禽用水量应按照以近期为主适当考虑发

展的原则确定， 一般可考虑 5 年左右的发展计划 。

4. 1. 5 企业用水量包括生产用水量和工作人员的生活用水量。

企业的类型、规模、生产工艺不同，生产用水量不同；企业的车

间温度、劳动条件、卫生要求不同，工作人员的生活用水量不

同。为避免预测偏差较大，企业用水量应按照以近期为主适当考

虑发展的原则，根据企业现状用水量和近年来的变化情况确定。

4. 1. 6 浇洒道路和绿地用水量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确定，部分村

镇浇洒道路和绿地用水量较少，为非日常用水，且用水时一般能

避开高峰期，可不单独列项。

4.1. 7 管网漏失水量与管网长度、管道连接方式、管龄等有关，

未预见水量主要与村镇发展情况有关，直结合供水工程供水规模

等多个因素确定。

4. 1. 8 部分村庄可不进行消防用水量计算。

4. 1. 9 时变化系数是用来确定供水泵站和配水管网设计流量的重

要参数。表 4. 1. 9 中的数值，主要参考了 GB 11730-1989 《农村

生活饮用水量卫生标准》、 GB 50013 、 GB 50015 、 CJJ 123 ，根据村

镇用水特点综合分析确定。

4. 1. 10 日变化系数反映了年内的用水量变化情况，是制水成本

分析的重要参数。

4. 1. 11 采用常规净水工艺的水厂，自用水量主要包括水厂内沉

淀池或澄清池的排泥水、溶解药剂用水、滤池反冲洗用水、各类

净水构筑物的清洗用水等，低油度水源取低值，排泥周期短、冲

洗周期短取高值。

114 



4. 1. 12 水源取水量是确定水源和取水构筑物设计规模的重要

依据。

4. 1. 13 应急供水或分质供水中的饮用水量定额借鉴了世界卫生

组织关于人均日饮水量的相关建议。

4.2 供水水质和水压

4. 2.1 村镇供水的主要任务是保障村镇居民饮水安全，供水水

质应符合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由于水惊水

质的不断恶化，水处理难度增大、供水水质问题越来越多，因此

应加强集中供水水质管理。

4. 2. 2 配水管网中用户接管点的最小服务水头根据建筑物层数、

用水量大小、接管点到用户的距离、用户与接管点的地形高差等

确定，经济发达的村镇或用水量大、入户管长时取较高值；经济

条件较差、发展较慢的村庄取较低值。

4.2.4 用户水龙头的服务水头过高时，对管道及其阅门、水表、

水龙头等附件不利，且用水不方便，因此做出本条规定。

4. 3 防洪、抗震、结构和电气

4. 3.1 根据村镇供水工程规模和建筑物类型，合理选择设计和

校核洪水重现期 。 村镇供水工程的等级划分及防洪标准应符合

GB 50201-2014 《防洪标准》中的 11. 1 节、 11. 2 节、 11. 7 节

以及 SL 252 2017 《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中的

4. 7 节和 5. 5 节等的相关规定。承担县级市及以上城市主要供水

任务的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不宜低于 3 级，承担建制

镇主要供水任务的供水工程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不宜低于 4

级，向村庄供水的永久性水工建筑物级别可为 5 级。

由于 SL 310-2004 中 3. 5. 1 条关于“ I ～田型供水工程的

主要建（构）筑物应按 30～ 20a －遇洪水进行设计、 100～ 50a

一遇洪水进行校核；町、 V型供水工程的主要建 （构）筑物，应

按 20～lOa 一遇洪水进行设计、 50～30a 一遇洪水进行校核”的

115 



规定与 GB 50201一2014 和 SL 252-2017 的有关要求相矛盾，因

此本次修订时删除。

4. 3. 2 GB 50223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规定，给水建

筑工程中， 20 万人口以上城镇、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及以上的

县及县级市的主要取水设施和输水管线、水质净化处理厂的主要

水处理建（构）筑物、配水井、送水泵房、中控室、化验室等，

抗震设防类别应划为重点设防类，应按高于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

一度的要求加强其抗震措施。

GB 50032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蠕酣睡见范》规定，抗震

设防烈度为 6 度及高王道盟理噩噩脏蕴必给叶噩噩程设施，必须进行
抗震设计。对给水

等，宜按本地区

一度抗震计算）。

4. 3. 4 本条为新增，农

靠的供电线路供电，必要时配备急发电

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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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水源及取水构筑物设计

5. 1 水源选择与保护

5. 1. 1~ 5. 1. 4 关于水源选择的规定。可靠的水源是安全供水的

保障，选择水源时，应进行水质检测， JJ\.源水质状况是水处理工

艺设计的重要依据。

5. 1. 5 水源保护是实现优质供水的前

相、

日J 338- 2018 

供水人口大于

其中划分方J

适宜。 各地

细则。供水

保护区。

5. 2. 2 本条是关

开采含水层、构筑物探庄

村饮用水源规模小、

分中小水源地没有建

不够规范。虽然

L、规范 》 适用范围为

的划分和调整，但

法对农村水源不

护区划分相关

w全面划定水源

重，部分地区的地下水只能靠降雨补充，随着地下水开采量的增

加，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供水井报废现象严重，因此，确定井

深时应考虑枯水季节地下水位埋深及其近年来的下降情况以及相

邻井的影响 。

5. 2. 3 GB 50296 《供水管井技术规范》和 GB/T 50625 《机井

技术规范》已对管井、大口井、辐射井的设计做了较详细的规

定，因此，本标准不再进行具体规定。此外，自含有粉砂、细砂

的含水层取水，并直接向管网供水或水质需要特殊处理，出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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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上宜设除砂过滤器。

s. 2. 4 本条主要参考了 GB 50013。取地表渗透水时，主要由集

水管（渠）和集水井组成；截潜流时，除集水管（渠）和集水井

外，尚包括地下防渗墙、蓄水低坝、溢洪道等水工建筑物。

s. 2. 5 泉室布置不应破坏原地质构造，以免影响泉水通道；出

水量不足需要扩泉时，应根据地形和水文地质对泉水成因进行分

析确定扩泉措施。确定泉室容积时，泉水流量小的取较大值。与

清水池合建的泉室，应具有集水和调蓄的功能；与清水池分建的

泉室，主要起集水作用。为保证集水效果，布置在泉眼处的泉

室，进水侧应设反滤层，其厚度应根据进水方向和岩性确定；其

他侧应封闭，防止绕渗 0

5.3 地表水取水构筑物

s. 3. 2 地表水取水构筑物型式，一般可分为岸边式、河床式、

缆车式、浮船式、低坝式和底栏栅式等，其中，河床式只是将岸

边式的取水头部伸向河（库、湖）中心；按取水方式，又可分为

水泵取水和自流引水。

5.3.4 地表水取水构筑物最低运行水位的保证率与设计取水量

的保证率相对应。

5.3.5 为防止取水泵站或闸房内进水，影响正常工作和取水构

筑物安全，做出本条规定。

5. 3. 6 、 5. 3. 7 进水孔设计应保证进水不吸入空气和杂物，进水

孔不被堵塞。

5. 3.11 为降低水处理难度和戚本，原水泥砂含量较高时，直采

取预沉措施。由于村镇供水工程中输水管多为间歇工作，为防止

输水管淤堵，排泥和清淤方便，本条规定预沉池宜布置在取水构

筑物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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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泵站设计

6. 1 一般规定

6. 1. 3 取水泵站和加压泵站距离水厂较远时，为运行管理方便，

宜采用远程自动控制。

6.2 水泵机组

6. 2.1 供水工程中的取水泵站和供水泵站，一般可概括为向水

厂内净水构筑物或净水装置抽送原水的泵站、向调节构筑物抽送

清水的泵站（包括抽取水质良好地下水入清水池或水塔的泵站、

抽取清水池的水入高位水池或水塔的泵站）、直接向无调节构筑

物的配水管网供水的泵站（包括抽取水质良好地下水直接向无调

节构筑物的配水管网供水的泵站、抽取清水池的水直接向无调节

构筑物的配水管网供水的泵站）三种形式，向水厂内净水构筑物

或净水装置抽送原水的泵站和向调节构筑物抽送清水的泵站，工

作时流量变化较小；直接向无调节构筑物的配水管网供水的泵

站，工作时流量变化较大，本条是根据上述情况确定的。

6. 2. 3 变频调速设备与水塔相比，投资省、占地少、无二次污

染，但对电力条件要求高；与不调速直接供水相比，节能；变频

调速降低了启动负荷，有利于延长机组寿命，降低了对电网供电

容量的要求，因此做出本条规定。

6. 2. 4 气压水罐管理简单、投资省，但存在水泵启动频繁、寿

命短的缺点，因此建议采用气压水罐与变频调速相结合的供水方

式，气压水罐的设计要点可参照 CECS 76 《气压给水设计规范》

确定 。

6.2.6 卧式离心泵启动前，泵内应充满水。暖水管有底阀时，

可从出水管引水；吸水管无底阀时，可采用真空引水罐、密闭水

箱、水射器或水环式真空泵等充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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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7 本条是关于水泵进、出水管设计的基本要求。水泵进水

管过长、流速过大，水头损失大，需降低水泵的安装高程，增加

土建费用。为防止管道内积存空气，造成水泵气蚀，本条规定水

泵进水管的水平段应有向水泵方向上升的坡度。供水工程中的泵

站通常不允许出水管中的水倒流，因此本条规定水泵出水管上应

设防止水倒流的止因阀。

6.2.8 泵站内出水管上装设水锤消除装置，可减缓管道内流速

的急剧变化，降低管道内的水锤增压；泵站他出水管上的凸起点

系指局部最高点、上升坡度变小点和下降翻圃变大点，是易出现
负压破坏的不利点；适当属锺幽睡副主计流圈 可降低能耗，但增

6.2.9 无负压仁勘

的供水量应大于摆掩黠罐罐獗’略低于 0 川ilPa;
其水服务压力。

为了避免对供摇噩噩蝉挝握在主尘控目击毒品噩噩 L谩噩噩蘸取可靠的防

负压及防倒流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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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输配水管网设计

7. 1 一般规定

7. I. 2 输水管道系统运行中出现负压，容易造成管道和设备损

坏。因此规定在各种设计工况下，管道不得出现负压。

7. I. 5 

规定 。

7. 2.1 输配水马

水厂布置、调节构巩

较确定 。 输水线路的选择和布置应使1~

全、节能、降低工程投资、便于施工和t

开阀、关阀和流量调

而产生水锤，危及管

析计算，采取措施削

小于管道试验压

123 做出本条

、取水构筑物布置、

7. 2. 4 设置空气阀的目的是及时排除管道内的气体和降低水锤

产生的负压危害。

7. 2. 5 配水管网根据地形和地质条件、村镇有关建设规划、用

水大户分布确定选线和布置。 合理设置附属设施，满足供水安

全、节能、降低工程投资、消防、便于向用户配水和维护的

要求。

7. 2. 6 计量收费是保证工程良性运营的重要措施之一，水表设

置满足计量收费需要，鼓励使用远传水表或 IC 卡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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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7 室外输配水管道上附属设备除应设置在井内加以保护外，

还应便于操作和维护。

7.3 管材选择及水力计算

7. 3. 2 村镇水厂多为间歇工作，因此，水源到水厂的输水管设

计流量应根据水厂日工作时间和最高日取水量（包括水厂自用水

量）确定。向调节构筑物输水的管道，设计流量应根据水厂日工

作时间、调节构筑物调节能力和最高日用水量确定；向无调节构

筑物的配水管网输水的管道，设计流量应根据最高日用水量和时

变化系数确定。

7. 3. 4 配水管网各管段的设计流量应根据管网型式、最高日最

高时用水量、沿线出流量，通过水量分配计算确定 。 城市管网的

沿线出流量多采用沿线比流量法或面积比流量法计算，原因主要

在于城市规模大、用水人口难于统计，而村镇一般规模小、用水

人口明确且易统计，因此，本条规定村镇供水管网可采用人均用

水当量法计算其沿线出流量。

7. 3. 5 重力流管道的经济流速充分利用地形高差确定。①泵站

扬水系统中管道的经济流速应综合考虑管道工程造价和运行费通

过经济比较确定，并尽量降低水头损失耗能费占运行费的比率以

及事故停泵水锤的危害，直径小于 150mm，可为 o. 5~ l.Om/s; 

直径为 150 ～ 300mm，可为 0. 7 ~ 1. 2m/ s；直径大于 300mm,

可为 1. 0~ 1. 5m/s，管径小、管线长取较低值，塑料管道流速可

略高于金属管和提凝土管流速。②配水管网中各级支管的经济流

速，应根据其布置、地形高差、最小服务水头，按充分利用分水

点的压力水头确定。①根据有关资料，管道输水的不淤流速为

0. 5m/s，鉴于部分村镇供水工程定时供水，为避免淤积危害，

及时冲走管道内的少量淤积，因此，本条规定输送原水的管道设

计流速不宜小于 0. 6m/ s 。

7.3.6 消火栓的标准口径为 lOOmm，为满足消火栓的设置，本

条规定设置消火栓的管道直径不宜小于 lOOm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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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关于管道水头损失计算的规定：

1 本款中不同管材的单位管长沿程水头损失计算公式是参

照规范 GB 50013 、 GB 50015 和 GB/T 50085 《喷灌工程技术规

范》选定的 。

2 局部水头损失一般可不做详细计算，只进行估算。局部

水头损失估算系数应根据管线上弯头、 三通、附属设施等局部损

失点的数量确定，局部损失点多时取高值。

7.4 管道敷设

7. 4. 7 为防止非整体连接管道的接口脱离，做出本条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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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调节构筑物设计

8. 0. 1 调节构筑物主要包括清水池、高位水池和水塔。 合理设

置调节构筑物，可有效调节产水流量、供水流量与用水流量的不

平衡，提高供水保证率，但投资较高，其位置和型式应根据地形

和地质条件、净水工艺、供水规模、居民，主挠布和管理条件等通

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8. o. 2 调节构筑物的有也

位与最低设计水位

容积不盲目加兀,C. [t丛

变差。

物的最高设计水

寸只应根据产水曲

泊 ，调节构筑物

什咽过长水质

量的叫～川设~Q1i 位水池现辑酣水量的则～
30%设计（对旅游区 捕梅毒属抖黠配曾盘辙／（池或高位水池的
有效容积）；同时设置都锵躁前， 费解可按最高日用水
量的 20 %～30%设计 。 向净水设施提供 J嚼黠躏水的调节构筑物，

其有效容积尚应增加水厂自用水量，可按最高日用水量的 5 %～

10 %增加 。 取值时，规模较大的工程应取低值，规模较小的工程

宜取高值 。

未设备用泵、备用电源或单管长距离输水的工程，维修时不

能满足基本生活用水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加大调节构筑物，

其有效容积可按最高日用水量的 40 % ～ 60 %设计，供电保证率

低的V型工程不能超过 100% 。 取值时，企业用水比例高的工程

取低值，经常停电地区取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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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8 关于调节构筑物布置的规定：

7 方形检修孔对角线比边长大，井盖容易从洞口跌落，而
圆形井盖不易从洞口跌落，为保证安全，本条规定检修孔宜为

圆形。

8 清水池水中的消毒剂会腐蚀爬梯， 影响爬梯安全和水质

安全， 为保证安全便于人员检修，本条规定清水池中应设固定式

或移动式爬梯，固定爬梯应采取防腐措施。

8. 0. 9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水塔高度较 ，往往为周边最高的

建筑物，并且为重要的水厂工艺设施。 醋酣睡防雷的安全考虑，按

GB 50057 《建筑物防帚、

装》（图集号 1 5D

部防雷装置，

125 



9 净水工艺设计

9. 1 一般规定

9. 1. 1 净水工艺流程的选用及主要净水构筑物的组成是水厂设

计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净化效果、 工程投资、运行成本和工程管

理，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综合确定 。

9. 1. 2 水厂的自用水量是指水厂的沉淀池或澄清池的排泥水、

溶解药剂所需用水、滤池冲洗水以及各种处理构筑物的清洗用水

等。自用水量与构筑物类型、原水水质和处理方法等因素有关。

根据我国各地水厂运行经验， 一般采用常规处理工艺时，自用水

量为 5 %～ 10 % ， 原水浑浊度较高和排泥频繁的水厂取上限；原

水浑浊度较低和排泥不频繁的水厂取下限。

9. 1. 3 净水构筑物和设备常因清洗、检修而停运。通常清洗和

检修安排在一年中非高峰供水期进行，但净水构筑物和设备的供

水能力仍应满足此时的用户用水需要，不可因某一构筑物或设备

停止运行而影响供水，否则设置足够的备用构筑物或设备，以满

足水厂安全供水要求 。

9. 1. 4 为了满足环保要求，因型以上的地表水厂应结合工程实

际采取相应的污泥处理措施，其排泥水排入河道、沟渠等天然水

体的水质应符合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

9. 1. 5 对于铁、锤、氟、呻、硝酸盐、硬度等超标地下水及苦

咸水处理过程中排放的废水和泥渣符合 GB 8978 的规定。泥渣

运至垃坡填埋厂的符合 GB 16889 《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的规定，灌慨农田的符合 GB 4284 《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

准》的规定 。

9. 2 净水工艺选择

9. 2. 1 净水工艺选择的原则是针对当地原水水质特点，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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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建投资和运行费用，达到要求的出水水质。

9.2.4 常规净水工艺的处理对象主要是悬浮物和胶体杂质。

9. 2. 5 当原水含沙量很高，致使常规净水构筑物不能负担或者

药剂投加量很大，可在常规净水构筑物前增设预沉措施。

9.2.6~ 9. 2. 9 当常规处理工艺难以使微污染水达到饮用水卫生

标准时，可采取强化常规处理或深度处理等措施，以满足要求。

微污染水处理技术措施包括强化常规处理和深度处理。

强化常规处理，包括化学预处理和生物预处理。 化学预处

理：对于微污染原水，投加适量氧化剂如高锺酸饵等进行预氧

化、粉末活性炭进行吸附去除有机物，使絮凝、 沉淀、 过滤等构

筑物处于良好运行状态。生物预处理 ： 在常规净水工艺前增设生

物处理工艺，借助微生物群体的新陈代谢活动，去除水中的氨氮

和可生物降解有机物，从而改善常规处理的运行条件（如降低混

凝剂投加量，延长过滤周期，减少加氯量等），氨氮去除率 90%

以上。

深度处理指应用活性炭或臭氧活性炭组合工艺，使水中污染

物，尤其是有机污染物得以去除，以弥补常规处理的不足。主要

采取以下技术措施 ： ①颗粒活性炭 CGAC) 池 ， 可去除水中色、

嗅、昧的微污染物。②臭氧氧化、生物活性炭 CBAC）过滤 ，

可去除原水中的有毒有害有机污染物。

9.3 预沉

9. 3.1 高浊度水中含有较多细颗粒和土或胶质颗粒时 ， 自然沉

淀时间较长，沉淀池容积受限制不能满足要求时，可投加混凝剂

或聚丙烯眈肢加速沉淀。

9.4 混凝剂和助；疑剂的选择、投加与混合

9. 4.1 1昆凝剂和助凝剂品种的选择及其用量，直接影响混凝效

果，不同混凝剂在不同原水水质情况下 ， 适用范围、投加量、 成

本均会发生变化， 因此， 有条件时应通过原水理凝沉淀试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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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确定，无试验条件时可借鉴相似条件水厂的运行经验确定，当

多种I昆凝剂可供选择时应进行价格和投加量分析比较。原水混凝

沉淀试验可按 CECS 130 《棍凝沉淀烧杯试验方法》进行。

9. 4. 2 GB 50013 中规定混凝剂溶液浓度可采用 5%～20% （按

固体重量计算）。村镇水厂与城市水厂相比，规模小，相应的混

凝剂投加量少。实际运行过程中，当混凝剂溶液浓度大于 10%

时，易发生管道堵塞现象。对于规模越小的水厂浓度太高，投加

精度难以控制。为提高投加辙，降低其蘸聊起的腐蚀，药剂溶

液的配制浓度不宜太高，

用 5%～10% （按固喝

采用 1%～5% 。

9.4.3 药剂海解

确定。

9. 4. 4 混凝剂

9. 4. 6 常用的

流量计和计量泵

9.4.9 固定储

所必需的安全储

供应量。
飞

9. 4.10 混合系指药齐l
『‘画画画’

和原水应急剧、充分1昆合，但高分子聚

剧。结合各地实际运行经验，并参考 CJJ l'糊 1昆合时间不宜太

长，宜为 10～30so 混合设施与后续处理构筑物的距离不应超过

120m，以避免混合后水中形成的小絮凝体沉降下来。混合方式

有管道混合器1昆合、机械混合及水泵？昆合。管道混合器混合属于

水力混合，简单但对流量变化的适应性差，而村镇水厂的实际生

产水量变化较大，当流量小时，混合效果不好。机械1昆合能适应

各种流量的变化，效果较好。水泵混合介于两者之间。 1昆合方式

应与药剂投加点和投加方式相匹配，投加点到起始净水构筑物的

距离小于 120m 时，优先采用离心泵泪合，将药剂重力加注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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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吸水管中或吸水喇叭口处；当取水泵距离净水构筑物较远或重

力流输水时，可采用计量泵将药剂压力投加到絮凝前的进水管

中，利用管道？昆合器混合；或在絮凝前设混合池，将药剂重力投

加到1昆合池中，采用机械混合 0

9.5 絮；疑、沉淀和澄清

9. 5.1 絮凝池、沉淀池和澄清池的类型很多，适用范围也不同，

选择正确与否对出水水质、工程造价布扇子管理均有较大影响，

设计时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水率，结合实

光滑处理 。

7 为保证澄？

降比，因此澄清池d苦
8 絮凝油、沉淀池和澄清池设遮

池内滋生和减缓斜管因暴晒老化。

、时间长，不适宜

集水的措施确

。。，并对坡面进行

可有效防止藻类在

9. 5. 2~ 9. 5. 4 关于几种常见的水力絮凝池的设计规定。其中，

折板絮凝池、网格絮凝池均由隔板絮凝池通过改变直线段结构而

成，多采用竖向流设计，提高了对水质和水流变化的适应性及絮

凝效率，缩小了池体容积；规模较小的水厂不宜采用隔板絮凝

池。穿孔旋流絮凝池，虽然絮凝时间长，但结构简单，适用于规

模较小的农村水厂 。

本条是在总结国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结合各地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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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经验，适当延长絮凝时间，有利于提高絮凝效果，本次将穿

孔旋流絮凝时间修订为 20～25min，折板絮凝池絮凝时间修订为

12~ 20min 

9. 5. 5 上向流斜管沉淀池具有适用范围广、处理效率高、占地

面积小等优点，广泛应用于村镇水厂。 上向流斜管沉淀池，水在

池中停留时间短，故原水水质变化不宜太急剧；由于其处理效率

高，单位时间内沉泥量大，当原水浊度较高时，易造成出水水质

不稳定，因此该池型一般用于原水浑浊度长期低于 lOOONTU 的

原水。

1 斜管沉淀区液面负荷是主要设计指标，与原水水质、水

温、药剂品种、投药量、斜管直径、长度有关。 鉴于目前村镇供

水工程管理条件，可用较小的表面负荷以提高沉淀池出水水质，

故本条规定液面负荷可采用 5. 0~ 6. Om3 /(m2 • h），低温低浊水

取低值。

2 斜管直径越小，比表积越大，水力半径越小，雷诺数越

小，弗劳德数越大，絮凝效果越好。 各地水厂实际运行经验也证

实如此，为了提高絮凝效果，管径尽可能选择小管径斜管。故本

条规定斜管管径宜为 25～35mm。

9. 5. 6 平流沉淀池是应用最早的一种形式，具有处理效果稳定、

适应性强、操作方便等优点。

1 沉淀时间不仅影响造价，而且影响出水水质和投药量 ，

根据我国城市水厂的运行经验，沉淀时间大多低于血，出水水

质均能符合滤池的进水要求。近年来，由于出厂水质的进一步提

高，在平流沉淀池设计中，采用的停留时间一般都大于 1. 仙。

据此，条文中规定平流沉淀池沉淀时间宜为 1. 5～3.0h 。

2 虽然池内水平流速低有利于固液分离，但是往往会降低

水池的容积利用率与水流的稳定性，加大温差、异重流以及风力

等对水流的影响，因此在不造成底泥冲刷的前提下 ， 适当加快沉

淀池的水平流速，对提高沉淀效率有好处。 但水平流速过高，会

增加水的紊动，影响颗粒沉降，还易造成底泥冲刷。 设计大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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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沉淀池时，为满足长宽比的要求，水平流速可用高值。

3 沉淀池的形状对沉淀效果有很大影响， 一般做成狭长形 。

根据浅层沉淀原理，在相同沉淀时间的条件下，池子越深，沉淀

池截留悬浮物的效率越低。 但池子过浅，易使池内沉泥带起，并

给处理构筑物的高程布置带来困难，故需采用恰当 。 根据各地水

厂的实际情况及目前采用的设计数据，平流沉淀池地深一般均小

于 4m 。 据此，本条对沉淀池池深规定一般可采用 3.0～3. Sm 。

4 平流沉淀池进水与出水的均匀与否直接影响沉淀效果，

为使进水能达到在整个水流断面上配水均匀，宜采用穿孔墙，但

应避免絮体在通过穿孔墙处的破碎。 平流沉淀池出水一般采用溢

流堪，为不致因堪负荷的溢流率过高而使已沉降的絮体被出水水

流带出，故本条规定了准流率不宜大于 250旷 I < m • d ） 。

9. 5. 7 机械搅拌澄清池对水量、水质和水温变化的适应性强，

效果稳定，投药量少，适用于高浊度原水的净化，实践证明，当

原水浑浊度经常在 lOOONTU 以下时，处理效果稳定，运行

正常。

1 考虑到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提高，为保证出水水质，

减轻滤池负荷，做出此规定 。

4 机械搅拌澄清池是否设置机械刮泥装置，主要取决于池

径大小、底坡大小，原水量浮物含量及其颗粒组成等因素，设计

时应根据上述因素通过分析确定 。 当池径在 1 5 m 以内，原水含

沙量不太高，池底做成不小于 45。的斜坡时，可采用斗式排泥 。

当原水含沙量较高时，为确保排泥通畅，应设置机械刮泥装置。

原水含沙量虽不高，但因池径大，为降低池深一般将池底坡度减

小，并增设机械刮泥装置，以防止池底积泥，确保出水水质的稳

定性 。

9. s. 8 水力循环澄清池用于原水浑浊度在 lOOONTU 以下时，

处理效果较稳定。 高浊度原水使用时 ， 曾出现因底部积泥影响穿

孔配水管出水的事例 。 池子直径若过大，清水区上升流速不均匀

会影响净化效果。 若单池生产能力大于 7500m3 /d，处理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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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理想。多与无阀滤池配套使用，对于经常间歇运行的水厂设计

时不建议采用 。

1 水力循环澄清池的回流量，当原水浑浊度较高时，为减

少污泥量可取下限，可按进水量的 2～4 倍设计 。

2 清水区的上升流速是渣清池设计的主要指标，据各地水

厂经验，清水区上升流速大于 1. Omm/s 时，处理效果的稳定性

下降，考虑到生活饮用水标准的提高，故本条规定上升流速指标

降低为 0. 7~ O. 9mm/s，低温低1虫原水选用｛ ，值 。

7 多地水厂改造经验表明，在泥水躏醋缸增设斜管，可改

们配水

1. 5m，斜管上部ξ

9. 5. 9 本标准巧

水力循环渣清池

的新型澄清池 。

靠性强、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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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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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效

用
『切

除
回
去

ID沉淀区增加了斜

水浑浊度一般低

于 2. ONTU 。

1 旋流气浮澄清池宜用于浑浊度长期低于 lOOONTU 的原

水处理，对不同原水以及低温低浊度原水均有良好的适应性，抗

冲击负荷能力较强 。

2 为了在旋流气浮澄清池的第一絮凝室中形成溶气气浮，旋

流气浮澄清池的进水（跌水）分配水箱有效高度不低于 6. Om 。

3 旋流气浮澄清池的进水直接进入第一反应室， 因而需要

通过渐扩管进入澄清池内以逐渐降低流速，出口管中水流速度宜

小于 0. 4m/ s 以免对第一絮凝室内网格絮凝形成水力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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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旋流气浮澄清池的第一和第二絮凝室增设网格以强化絮凝

效果，网孔形成的紊流可有效增强絮体的密实度。 反应室中网孔

尺寸应逐渐增大，网孔从 30mm× 30mm 可增加至 50mm× 50mm,

每种网格网孔层数分为 3～6 层，随段数的提升 ， 放的网格层数相

应减少以在絮凝沿程逐渐降低水力梯度，避免破坏成形絮体。 第

一和第二絮凝室内水力总停留时间一般达到 5. 0～12min。

5 絮凝室内竖井水流上升流速 V井 为 o. oz ~ 0. 12m/ s ，网

孔内水流流速 V于L 为 0. 05 ~ 0.35m/ s , 

内网孔的面积 A孔 与反应井的面积 A

0. 4 。 在设计中一伊l

水力梯度 CG 值X

V井＝ 2～ 7 。 反应室

七值 A孔 ／A井二 0. 2~ 
网孔的面积以降低

水水质的变f

冲击负荷能

7 在泥

清水区高度不

对斜管负荷带

8 池的斜

旋流气浮澄清池底百

排出 。

9. 5.10 气浮池具有净水效率高、

低等优点 。

1 气浮池对处理低浊、含藻的原水尤为适用，对于浑浊度

超过 lOONTU 的含藻水， 气浮池可建在沉淀池后，也可与沉淀

池或普通快滤池合建。

2 气浮池接触室的上升流速应以接触室内水流稳定 ， 气泡

对絮粒有足够的捕捉时间为准。 上升流速大多采用 20mm/s，上

升流速过低 ， 也会因接触室面积过大而使释放器的作用范围受影

响，造成净水效果不好 ， 上升流速的下限以 lOmm/ s 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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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室的流速采用 2mm/ s 较多，本条规定一般可采用 1. 5 ~ 

2. 5mm/ s，上限用于易处理的水质，下限用于难处理的水质 。

3 气浮池的单格宽度不宜超过 lOm，是考虑刮渣机的安全

运行及水流稳定性，以减少风对渣面的干扰 。 气浮池的泥渣上浮

分离较快，一般在水平距离 lOm 内即可完成。 为防止池末端因

无气泡顶托池面浮渣而造成浮渣下落，影响水质，故规定池长不

宜超过 15m 。 各地水厂气浮池池深大多在 2. Om 左右，实际测定

池深 lm 处的水质己符合要求，但为安全考虑，有效水深可采用

2.0 ~ 2. 5m 。

6 气浮池采用刮泥机排泥，设备简单，便于操作，耗水量

少 。 但刮泥机行车速度不宜过大，以免浮渣因扰动剧烈而影响出

水水质，因此本条规定刮泥机行车速度不宜大于 5m/ min o

9.6 过滤

9. 6.1 过滤是使水流过人工滤层得以进一步净化的过程。 滤池

的出水水质，除细菌等指标外，其他指标均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

生标准要求 。 影响滤池选择的因素很多，主要取决于设计生产能

力、原水水质和工艺流程的高程布置。 对于生产能力较大的滤

池，不直选用单池面积受限制的池型；在滤池进水出现较高浊度

或含藻类较多的情况下，不宜选用翻砂抢修困难或滤池冲洗强度

受限制的池型 。 滤油可按正常滤速设计，即按水厂全部滤池均在

工作时的滤速设计；用强制滤速校核 ， 即全部滤池有一个或两个

滤池在冲洗或抢修时，其他工作的滤池所需要的滤速。

4 滤池的过滤效果主要取决于滤料层构成，滤料越细，要

求滤层厚度越小；滤料越粗，则要求滤层越厚。 因此，滤料粒径

与厚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组合关系 。 根据藤田贤二等的理论研

究，滤层厚度 L 与有效粒径d e 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美国认为，

常规细砂和双层滤料 L/de 应大于等于 1000 ； 三层滤料和深床单

层滤料（de= 1~ 1. 5mm), L/de 应大于等于 1250 。 英国认为：

Lide 应大于等于 1000 。 日本规定 Lide 的平均值大于等于 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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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参照上述规定，结合目前应用的滤料组成和出水水质要

求，对 Lide 做了规定：细砂及双层滤料过滤 Lide 大于 1000;

粗砂及三层滤料过滤 Lide 大于 1250 。

9. 6. 2 目前国内采用的普通快滤池以单层滤料滤池和双层滤池

为多。

1 根据国内水厂运行经验，单层、双层滤料过滤的水头损

失较大，可采用 2. 0 ~ 2. 5m，才能保证滤池在 12～ 24h 的工作

周期。为了保证滤池的正常运行及时了解过滤池的水头损失，条

文规定每个滤池应按设计要求安装水头损失量测计。

2 为保证快滤油有足够的工作周期，避免滤料层产生负压，

本条规定滤层表面以上水深宜采用 1. 5~ 2. Om 。

6 国内采用高位水箱（塔）冲洗的滤池，多为单水冲洗滤

池，冲洗水箱（塔）容积一般按单格滤池冲洗水量的 1. 5~ 2.0 

倍计算，但实际运行中，即使滤池格数较多的水厂也很少出现 2

格滤油同时冲洗，本条规定按单格滤池冲洗水量的 1. 5 倍计算，

己留一定的富裕度。当采用水泵直接冲洗时，由于水泵能力需与

冲洗强度相匹配，故水泵能力应按单格滤池冲洗水量设计。

9. 6. 3 重力式无阀滤池适用于中、小型水厂，特别是和水力循

环澄清池配套使用更为合适。 可自动反冲洗，操作方便，工作稳

定可靠。

1 重力无阀滤池冲洗水箱一般设于滤池上部，容积一般按

冲洗 1 次所需水量确定。通常每座无阀滤池都设计成数格合用 1

个冲洗水箱。实践证明，在一格滤池冲洗即将结束时，虹吸破坏

管口刚露出水面不久，由于其余各格滤池不断向冲洗水箱大量供

水，使管口又被上升水位所淹没，致使虹吸破坏不彻底，造成滤

池持续不停地冲洗。滤油格数越多，问题越突出，甚至虹破管口

不易外露，虹吸不被破坏而延续冲洗。为保证能使虹吸管口露出

水面，破坏虹吸及时停止冲洗，因此合用水箱的无阅滤池宜取

2 格。

2 重力式元阀滤池属于变水头、等滤速的过滤形式，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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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单独进水系统，势必造成各个滤池进水量的相互干扰，并会

发生滤池同时冲洗的现象，因此本条规定每个滤池应设单独的进

水系统。 滤池冲洗后投入运行的初期，由于滤层水头损失较小，

进水管中水位较低，易产生跌水将空气带人，因此本条规定进水

系统应有防止空气进入的措施。

3 重力无间滤池冲洗前的水头损失值将影响虹吸管的高度 、

过滤周期以及前道处理构筑物的高程。 因此，本条根据长期的设

计经验对重力无阀滤池冲洗前的水头损失i故王规定 。

4 重力无阀滤池为防止冲洗时滤料蹦蹦勘主室中流走，滤料
钉膨胀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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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力无间J

速发生。为避免吃

M使滤池能在未

应设强制冲

时，应采取

行时，仍能满足 1

2 虹吸滤池冲洗前的水头损失过大，不易确保出水水质，

且池深将增高，造价也将提高；冲洗前水头损失过低，则会缩短

过滤周期，增加冲洗水量，根据水厂运行经验，冲洗前的水头损

失采用 1. 5m 较为适宜。

3 虹吸滤池的冲洗水头，即虹吸滤池出水堪板标高与冲洗

排水管淹没水面的高程差，应根据水力计算确定，以满足要求的

冲洗水量，根据目前采用的虹吸滤池型式，为 1. 0~ 1. 2m 。

4 根据国内经验，对虹吸滤池的虹吸进水管和排水管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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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规定。

9. 6. 5 V 型滤池是一种重力式快滤池，具有恒水位等速过滤、

均粒滤料、 V形进水槽、承托层薄、气水反冲等特点。

1 V 型滤池滤料采用粗粒均匀级配滤料，孔隙率较一般细

砂级配滤料为大，结合国内设计和运行经验，做出本规定 。

2 为使滤池保持足够的过滤水头，避免滤层出现负压，根

据国内设计和运行经验，做出本规定 。

3 实际应用中， V 型滤池均采

统，使用效果良好，因此本条规定宜

系统。

水泵的能力和

设计，当两

应采用鼓风

机和多级离J、

5 V形进Z

滤格长度方向均匀

孔口出流推动力的作用减弱，将影响扫、

料和经验，宜在 3. 5m 以内，不得超过 5m。

水泵直接自滤池出

片／＜漂洗的冲洗水量

一备。 冲洗气源

用的有罗茨风

百之一，目的在于沿

！匀分配表面扫洗水的

6 为使 V形槽能达到均匀配水目的，应使所有孔眼的直径

和作用水头相等。 孔径相等易于做到。作用水头则由于槽外滤池

水位固定，而槽内水流为沿途非均匀流，水面不平，致使作用水

头改变。因此设计时应按均匀度尽可能大（例如 95 %）的要求，

对 V形槽按非均匀流计算其过水断面，以确定 V形槽的起始和

末端的水深。 V 形槽斜面一侧与池壁的倾斜度根据国内常用数

据规定宜采用 45。～50。 。 倾斜度小将导致过水断面小，增加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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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 。

7 由于进水总渠的起始端与末端水位不同，通过同一高程

堪板的过堪流量会有差异，因此为保证每格滤油的进水量相等，

应设置可调整高度的堪板，以便在实际运行中调整。

8 气水反冲洗惊池的反冲洗空气总管的高程应高出滤池的

最高水位，否则就有可能产生滤池水倒灌进入风机。

9 根据国内外资料和实践经验，在滤料层厚度为 1. 20m 左

右时，冲洗排水槽顶面多采用高于滤料层表面 500mm，因此做

出本条规定。

10 长柄滤头配气、配水系统的配气、配水均匀性取决于滤

头滤帽顶面是否水平一致。目前国内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滤

头安装在分块的滤板上，因此要求滤板本身平整，整个滤池滤板

的水平误差小于±5mm，以此来控制滤头滤帽顶面的水平；另

一种是采用塑料制模板，再在其上整体浇筑、温凝土滤板，并配有

可调整一定高度的长柄滤头，以控制滤柄顶面的水平。

9.6.6 本条主要借鉴了重庆、广东、云南、海南、广西等地已

建的农村饮水安全超滤膜净水工程经验。超滤膜为微孔物理过

滤，过滤孔径小、表面光滑的膜抗污染能力强、出水浊度低且稳

定，根据现有工程案例，内压式和浸没式中空纤维膜平均过滤孔

径小于 0. 02µm、旋转错流式平板膜平均过滤孔径小于 0. 04µm 

时，超滤膜组件的出水浑浊度均能稳定小于 0. 3NTU 。

内压式中空纤维膜超滤膜组件，具有可充分利用原水压力、

节能的特点，特别是山丘区可充分利用地形高差，运行能耗低一

般小于 0. lkW • h/m3 ，但抗污染能力相对较低 。 当水源到水厂

有 lOm 以上的富裕水头可利用时，可充分利用地形高差进行过

滤、正冲洗和反冲洗，地形高差超过 30m 时应有减压设施。

浸没式中空纤维膜超滤膜组件，由于采用低压过滤和气洗，

比内压式中空纤维膜超滤膜组件的抗污染能力强，但运行能耗也

略有提高， 一般为 0. 1~ 0. 15kW • h/m3 。

旋转错流式平板超滤膜组件，膜体转动、膜池中的水紊动、

138 



膜表面难于形成污染层 ， 大大提高了抗污染能力，但运行能耗也

相应增大， 一般为 0. 2~ 0. 3kW • h/m3 。

膜组件在过滤过程中，膜孔会受到水中硬度、微生物、藻

类、胶体等影响而导致不同程度的堵塞，膜通量降低 。 因此，化

学清洗条件或装置是必须有的，只是化学清洗周期长短不同。

9.7 生物慢滤

9. 7.1 生物慢滤池对原水的浑浊度要求较高，要求进入慢滤池

的水浑浊度低于 20NTU。当原水质浑油度长期大于 20NTU、小

于 60NTU 时，应在慢滤池前增设粗滤池；当原水浑油度大于

60NTU、原水含沙量常年较高或变化较大时，应通过预沉池、

渗渠或大口井过滤等预处理方法将浑浊度降至 60NTU 以下 。

9. 8 一体化净水装置

9. 8.1 目前部分一体化净水装置净水工艺不完整，导致混合絮

凝效果差、滤池出水浑浊度超标，因此做出本条规定。此外，鉴

于一体化净水装置目前在实际应用中存在较多问题，建议 I ～皿

型水厂的净水设施采用构筑物型式。

9. 8. 2 一体化净水装置与净水构筑物的净水工艺及设计参数要

求相同，目前实际应用中的一体化净水装置存在设计参数不合

理、运行效果达不到要求等问题，因此做出本条规定 。 建议混合

采用静态混合器，絮凝池采用折板或网格等高效絮凝池，滤池滤

速不超过 8m/h，微污染水可增加颗粒活性炭吸附罐 。

9.8.3 结合村级地表水厂运行管理水平，为降低一体化净水装

置的运行管理难度，使其规范化运行，做出本条规定 。

9.8.4 一体化净水装置多数为金属或高分子材质，为确保使用

寿命、不影响水质，做出本条规定 。

9.9 微污染地表水处理

9. 9. 2 粉末活性炭常在水源突发性污染时，作为应急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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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活性炭常投加于絮凝沉淀池或澄清池前，依靠水泵、管道、

接触装置充分地泪合，进行接触吸附。经接触吸附水中微污染物

后，依靠沉淀、澄清及过滤去除。 活性炭是一种能导电的可燃物

质，贮藏仓库采用耐火材料砌筑，设有防火防爆措施。

9.9.3 化学预氧化主要去除水中有机污染物和控制氧化消毒副

产物，兼有除藻、除嗅和昧、除铁链和氧化助凝等方面的作用。

目前部分地区以水库水为水源时，当水库水位下降，因湖库底泥

原因导致髓超标，并伴有氨氮、有机物、川晶晶’昧等问题，可采用

预氧化的方式处理，预氧化剂可采用高钮跚跚、 氯、二氧化氯、

臭氧。也可采用曝气罐躏险峰联
1 采用消毒齐｜

氯化可导致三卤

酸押快速？昆合譬酣睡醋圈圈圈野望屡有 3～5min
的间隔时间。高

究资料表明，控

约 0. 5~ 2. Omg／口

的致突变活性约 2.0 雹疆民ι 因此本氢4国留且圃伺投加量为 o. 5~ 

2. Omg/L。运行中控制嘀罐捆圈酣睡前量居噩圃脏 ，一般应通过烧

杯试验确定 。 投加量过高可能使滤后水瑾醒目颐色。在生产运行

中，可根据投加高钮酸押后沉淀或絮凝有F 的颜色变化鉴别

投加。

9. 9. 4' 9. 9. 5 生物预处理的工艺形式可采用生物接触氧化池或

颗粒填料生物预滤池。生物预处理设施设置生物接触填料和曝气

装置，进水水温高于 5。C ；生物预处理设施前不投加除臭氧之外

的其他氧化剂；生物预处理设施的设计参数通过试验（试验时间

宜经历冬夏两季）或参照相似条件下的经验确定，当无试验数据

或经验可参照时，也可按本条规定选取。

9. 9. 6 颗粒活性炭吸附工艺较简单，适用于村镇供水工程，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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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中的污染物是有选择性的，如水中的氨氮就不能单独用活性

炭吸附去除。氨氮超标的地表水源，可采用生物预处理工艺。关

于颗粒活性炭吸附池设计的要求：

1 净水用颗粒活性炭多采用煤质颗粒活性炭，采用煤质颗

粒活性炭时应符合 GB/T 7701 《煤质颗粒活性炭》和 GB/T

7702 《煤质颗粒活性炭试验方法》的要求。

2 颗粒活性炭净化水的目的不是为了截流悬浮固体，为避

的进水浑浊度应小于 lNTU。

3 活性炭吸附♂

机物含量多时，

有利。

规定活性炭吸附滤池

，采用升流式较为

的接触时间、进水

越好，但接触时

投资和运行费

流量、炭的吸附

、场地条件等综合

好时可为 3～6d／次。

7 承托层采用大 小划分层级跑道式可使承托层更为稳
定， 以防止输炭时带走小粒径的承托层。

9.10 劣质地下水处理

9.10. 2 铁锤含量高的地下水与空气接触后，水色会发黄，有异

昧、异臭， 在洗涤物及器具上留下斑痕，在管道面壁上和设备中

积累的铁锤沉淀物会降低输水能力并缩短使用寿命。

4 曝气是地下水除铁除锚的重要环节，原水水质不同， 采

用的工艺不同，曝气程度的要求也不同 ； 曝气的方法有多种，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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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曝气装置的复杂程度、运行成本、管理的难易程度、曝气效果

均有差异，因此本条规定曝气装置应根据原水水质、曝气程度的

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选定。

1）跌水曝气，适用于水中铁锤含量较低，对曝气要求不

高的工程；设计时，不应做最不利的数据组合，以免

影响曝气效果，若跌水级数或跌水高度选用较小值，

单宽流量也应较小。

3）射流曝气，适用于水中铁锤含量较低，对散除 C02 和

提高 pH 值要求不高的小型工程。

4） 压缩空气曝气， 一般由空气压缩机供气、 气水混合器

混合，适用于铁锤含量较高的大型工程。

5）叶轮式表面曝气，榕氧效率高、能充分散除 C02 和大

幅度提高 pH 值，适应性强；设计时，不应做不利的

数据组合，若要求曝气程度较高，曝气池容积和叶轮

外缘线速度宜取较高值、叶轮直径与池长边或直径之

比取较低值。曝气叶轮分平板型和泵型两种，平板型

叶轮构造简单、运行可靠，宜优先采用。

6）接触式曝气塔，为便于清理填料层，层间净距不宜小

于 600mm。

5 除铁（除锚）滤池滤料采用天然髓砂或石英砂均能有效

地除铁（除瞌）；关于滤料厚度，重力式除铁（或除钮）滤池一

般采用 800～lOOOmm，规模较小的压力式除铁（或除锚）设备

一般采用 1000～1200mm；同时除铁除锚的单级过滤滤池一般取

较高值，以加强处理效果。

关于滤速，应根据水质和处理工艺而定，铁（或组）含量较

高时采用较低值，采用接触氧化法除铁（或除幢）一般较直接过

滤取值低；除锺比除铁困难，除锺一般比除铁滤速低，同时除铁

除锚的单级过滤滤池一般取较低值。

关于冲洗参数，锤砂滤料较石英砂滤料密度大，冲洗强度

高、膨胀率低、冲洗时间长；接触氧化法除幢（或除铁），滤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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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形成的活性滤膜是除锚（或除铁）不可少的催化物质并使滤

料的相对密度减小，冲洗强度过大，滤料表面的活性滤膜易破

坏、滤料易流失，因此采用接触氧化法除锚（或除铁）滤池的冲

洗强度不宜过大。

9.10. 3 饮用水含氟量过低时易患踊齿，过高时易患氟斑牙、氟

骨症和其他疾病。由于饮用水中的氟 90%以上可以被人体吸收，

饮水型氟中毒是氟病的主要来源。除氟的方法很多，包括吸附

法、反渗透法、 1昆凝沉淀法、电渗析法、离子交换法等。各地的

实际运行经验表明，采用混凝沉淀法及电渗析法等处理工艺已经

不适应生产需求，本标准仅对目前应用较广泛的吸附法和反渗透

法做了有关技术规定。

9.10. 4 苦戚水在味觉上表现有苦、戚、涩等，长期饮用会导致

胃肠功能紊乱和免疫力下降等，苦戚水的处理建议采用反渗透或

纳滤处理工艺 。

9.10. 5 硝酸盐在人体内可以通过硝酸盐还原菌的反硝化反应变

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会引起人体高铁血红蛋白症，或形成致癌

物质亚硝基肢，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因此本标准增加了硝酸盐

超标水处理规定。

9. 11 消毒

9. 11. 1 饮用水消毒是确保供水安全和防止管网二次污染的重要

措施，结合 GB 5749 的要求，消毒剂投加后不仅应满足灭菌要

求，还应控制消毒副产物不超标。

9. 11. 2 常见的消毒方法包括氯、 二氧化氯、紫外线和臭氧。其

中氯消毒包括次氯酸纳、次氯酸钙、液氯消毒等，但出于运输、

储存和使用安全性考虑，不建议村镇供水工程采用液氯消毒。本

标准中的氯消毒主要指次氯酸铀和次氯酸钙消毒。紫外线和臭氧

消毒，由于没有持续的消毒效果，仅适用于小规模水厂 ； 氯的灭

菌能力随着 pH 值的增加而减弱， 二氧化氯的灭菌能力不受 pH

值影响 。 水质较差 、 需要氧化处理时， 可采用复合型二氧化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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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注：主要为氯和二氧化氯的复合），降低消毒副产物超标

风险 。

9.11.4 消毒剂投加点应使消毒剂与水充分接触，以满足 GB

5749 中接触时间的要求。但目前部分以地下水为水源的供水工

程无调节构筑物，消毒剂直接投加在供水管网中，不仅不能满足

接触时间要求，而且变量投加困难，所以供水工程应设调节构

筑物。

9. 11. 5 消毒剂投加后应与水有充足的接触吐间，从而达到消毒

效果。当采用紫外线消毒时，辐照剂量K

饮用水紫外线消毒器》

9. 11. 7 针对氯、 一

火、安全防护等

9. 11. 11 电解

通过近些年国家

歇式元隔膜电

量比值应不低于 0. 9' 

化氯发生器，出口溶液苦一
化氯收率应大于等于 70 % 。

『啕

、即通风、防腐、防

间管理。

工程可采用间

5%。高纯型二氧

等于 95% ，二氧

9. 11. 14 二氧化氯及其原料均属于易燃易爆的化工产品，由于

二氧化氯消毒的原料相互接触时会发生爆炸危险 ， 必须分类贮

存，确保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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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水厂总体布置

10.0.2 水厂厂址选择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整个供水系统布局和

水厂本身布置的合理性，对工程投资、水厂安全、建设周期和运

行管理等方面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水厂厂址的选择，与水源类

型、取水点位置、洪涝、供水范围、 做硝强盛模、净水工艺、输配

水管线布置、周边环境、地形、工程叫醒瞄水文地质、交通、电

源、村镇建设规划组酣噩噩阎向因蹦多，应按本条规定进

10.0.6 水厂的

！ 属建筑物、生活附

置，应便于生产和管理，并符合卫生

，避免清水池

高，因此本条规

水流程中的水头损

头损失。

产建筑物、生产附

、道路、绿化等布

内涝，保证供水安全，规定了水厂内应有喃水排放措施，雨水管

渠设计重现期宜采用 1～3 年。当水厂所在地形不利，适当提高

标准。

10.0.7 水厂内管道包括进厂水管道、出厂水管道、构筑物间的

连接管道、构筑物的排水排泥管道、生活污水管道、自用水管道

等，应根据需要和卫生要求进行布置，并便于检修。

10.0.9 供水工程的运行管理，应进行水质检测，以保障供水水

质，因此，水厂应具备一定的检测能力。对于 I ～田型的水厂，

参考《关于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水质检测能力建设的指导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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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设置水质化验室，配备水质化验设备。水质化验设备的配

备包括色度、浑油度、嗅和昧、肉眼可见物、 pH 值、耗氧量、

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消毒剂余量指标等出厂水日常指标检测

设备；微污染地表水和劣质地下水增加相应检测指标。规模较小

的水厂，受管理条件的制约，部分检测项目可委托有检测资质的

单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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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动化监控与供水管理信息系统

11.1 一般规定

11.1.2 本标准的供水管理信息系统，主要针对县域水行政主管

部门建立的供水信息管理系统。

11. 2 在线检测与控制

11. 2. 2~ 11. 2. 5 目前 I ～皿型供水工程自动化和在线检测与控

制处于起步阶段，为进一步加强工程运行管理，应结合实际’情况

按照适当超前的原则，并参照 T/CECS 493 2017 《村镇供水工

程自动化监控技术规程》有关内容确定在线检测与控制项目

内容。

11. 4 供水管理信息系统

11. 4. 1 供水管理信息系统是提升县域范围供水管理水平的重要

手段，供水信息系统应满足对整个县域供水系统的数据实时采集

整理、监控整个县域内村镇供水、合理和快速处理应急供水事故

的要求。

11. 4. 3 移动终端监控软件主要指手机 APP 端软件，支持安装

Android 和 iOS 等主流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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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工与验收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施工前应做好设计交底、施工图设计及审查、施工组织

设计及审查。 施工组织设计广泛听取设计、监理、质量监督、运

行管理、环境保护、安全等相关单位的意

盾，减少设计变更。

12. 1. 2 项目划分是

工单位提出、建设

SL 176 《水利水

《建筑工程施工

物工程施工及验

验收规范》中

部门的规定执行。

12. 1. 3 本条参考

12. 1. 4 参考了 GB 50将啕蹲酶院 0.

12. 1. 5 施工记录是施工质量监督和验收

场档案管理的重要工作，重要记录应有相

出工作， 一般由施

监督单位确认。

依据，是施工现

！位代表签字。

12.2 材料设备采购与存放

12.2. 1 材料设备质量是施工质量控制的首要环节，采购单位做

好水处理、消毒和自动化等产品质量考察；采购合同包括设备安

装、调试和培训等要求及费用。

12.2.2 本条是关于材料设备进场检验的基本规定。监理单位应

参与对管材、水处理和消毒设备、滤料、斜管等关键材料设备的

进场检验。塑料管道质量问题是输配水管道破坏的主要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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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加强对每批塑料管道的抽样检测 。

12.3 构｛建）筑物施工

12. 3. 2 允许偏差是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的重要指标，本条中的

允许偏差值参考了 12. 3. 1 条中的通风施工标准。

12.3.4 本条是关于地下水取水构筑物施工主控项目的规定 。

在高氟、苦戚、高铁锤、高硝酸盐等存在水质超标风险的地

区，不同含水层水质存在差异，因此， J日强不同含水层风险

指标的检测，做好不良含水层的封闭跚跚保水源水质符合设计

要求 。

目前管井出Z

等问题突出 。 军军

砂量（体积比

良好地下水陆

标时，宜重a

12.3.6 净

12. 4. 1 在大山区
、吨

题，将严重影响管道使得挥聘于’只能

腐措施的金属管道，也可采用有防止只

管道 。

相应水处理设施配套

、1要求： 管井出水含

于 l.ONTU 。 在有

硝酸盐等指标超

叩施。

应方法详见 GB

紫外线照射老化问

设的管段， 采用有防

照射老化措施的塑料

12. 4. 3 管道敷设达不到安全深度要求 ， 是导致管道遭受碾压、

冻坏和冲刷等破坏的主要原因，因此，应加强管道埋深的质量

控制 。

12.5 设备安装调试

12. s. 8 雷击是造成电气设备、自动化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的主要

原因之一，因此， 应加强避雷接地设施安装的质量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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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试运行

12. 6. 1 每个供水工程完建后，都应及时进行试运行，试运行合

格后可正式供水，尽早发挥效益。

12.7 验收

12. 7. 1 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应由建设单位主持，竣工验收

应由政府主管部门主持，竣工验收应请环保部门、卫生部门、质

量监督机构、运行管理单位和用水户代表参加 。

12.7.S 参考了 SL 223 2008 的 8. 1 节 。

12. 7. 8 参考了 SL 223-2008 的 9.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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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集中供水工程运行管理

13. 1 一般规定

13. 1. 2 取水许可证和卫生许可证是国家对村镇供水工程进行监

管的基本制度规定，规模较大的村镇供水工程，应逐步实现取水

许可和卫生许可全覆盖。

13. 1. 3 村镇供水工程应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各项运行管理制

度，使各项运行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可参照 CJJ

58 制定各项运行管理制度。

13. 1. 5 为进一步强化计量收费 ， 本条提出了加强对用水户进行

用水缴费知识宣传。

13. 1. 8 为加强供水用水管理，规范供水单位的经营管理，本条

规定供水单位宜与用水户签订供水用水协议。

13. 1. 9 本条对供水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做出了相应规定，包括

实行财务预算 、 决算管理，做好供水成本测算。

13.3 净水设施运行维护

13.3. 1 单独设立的生产构（建）筑物系指净水厂外的调节构筑

物、泵站等。 水厂生产区和单独设立的生产构（建）筑物的卫生

防护包括环境卫生、设施卫生和管理人员卫生，以保证供水水质

卫生。

13.3.3 新建供水工程投产前或现有供水设备设施维修改造后 ，

先打开排泥阀或排水阀， 采用高压水枪对水池内壁、池底、排泥

管、斜管等进行冲洗； 冲洗完成后，并闭排泥阀或排水阀，采用

含氯量 30mg/L 以上的水中浸泡 24h 消毒 ； 消毒完毕后，打开排

泥阀或排水阀，将池内水体放空，再用清水冲洗。清洗清水池时做

好池内通风，可采用空压机向池内持续送风，以保证工作作业安全。

13.3.S 药剂管理重点做好药剂质量 、 药剂仓库和加药间、 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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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配和投加量、投加设备等管理。

13.3.7~ 13.3.9 及时排泥是絮凝池、沉淀池或澄清池运行管理

的重要内容之一，絮凝池应保证絮凝效果 ， 沉淀池或澄清池应保

证进入滤池的水质，澄清池的初始运行应尽快形成活性泥渣 。 其

中 13. 3. 9 条仅适用机械搅拌澄清池和水力循环澄清池 。

13. 3. 10 及时冲洗是滤池运行管理的重要内容，以保证滤池出

水水质 。

13. 3. 13 超滤膜日常运行过程中应重视

13.3. 14 

6 本款中提到

活性炭就需要更主

13.4.2 空气阅、

做出本条规定 。
『『崎画面圃，，F

13.4.3 、 13.4.4 输水管网的运行和维护

流失或被占压将影响安全，附属设施失灵唰响正常供水、安全
和检修。②管道非正常漏水将影响正常供水并造成经济损失 。

③沉积于管道的泥沙不及时排除，将影响管道水质和正常工作 。

④水压是重要的管道运行指标之一，应通过定期测压判断管网运

行是否正常，是否满足用户要求。⑤为了保证金属管道及其附属

设施的使用寿命，应认真做好防腐除锈维护工作 。

13.5 调节构筑物运行维护

13.5. 1 高位水池或水塔内的水位，超过最高设计水位时影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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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水池或水塔的安全，低于最低设计水位时，管道易于进入空气

影响正常运行和管理安全，敞开的人孔、气孔和溢流管口易于进

入动物，影响供水水质，因此做出本条规定。

13.5.2 应确保高位水池的防雷接地装置安全可靠，以避免遭受

雷击。

13.6 泵站运行维护

13.6.3 为利于排气或避免水锤危害，

13.6.4 为防止出现

护设施。

13.6.7 为、问

害，做出本

13.8.5 表 13.

理规程》，明确J
飞

检验项目和频次不低

回阅外，其他各类阀

镇供水工程运行管

上供水工程出厂水

供水规模 1000m3 / d 

以下的供水工程检验项目和频次在确件将安全的前提下结合当
地实际情况确定 。 根据卫生部门监测数据，村镇供水工程 80%

以上的水质不达标项目是微生物指标。鉴于我国有喝开水的习

惯，除微生物指标外，确保没有超标或有超标风险的其他指标情

况下，供水规模 1000m3 /d 以下的供水工程检测项目和频次可适

当放宽。采用劣质地下水处理工艺如除氟、除肺、除铁锤、除硝

酸盐等供水工程，宜每日检测出厂水中氟化物、 碑、铁、锤、 硝

酸盐等特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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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安全生产管理

13. 9.1 村镇供水工程涉及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化学品的采

购、存贮和使用，应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严防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的发生。村镇供水工程的主要负责人应为村镇供水工程安全

生产的第一责任人。

13.10 突发事件管理

13. 10. 1 突发事件管理重点做好供水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物

资的保障和通信畅通。规模较大的供水工程在应对突发供水事件

时有一定能力，对于规模较小的集中供水和分散供水工程，通常

不具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因此，需要依靠适度规模的供水单

位或供水服务单位，建立一定区域内的应急保障体系。本条关于

物资储备方面的规定参照了《南方低温冰冻损坏村镇供水工程修

复重建技术要点》（办农水〔2008〕 64 号）中 4. 0. 1 的规定 。

供水应急预案包括下列主要内容：①应急突发事件的分级、

分类。②不同类别、级别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措施。③应急组织

结构。④运行机制：监测预警、预案启动、应急响应、应急处

置、应急终止等程序和内容。⑤应急保障和监督管理机制。

13. 10. 2 本条主要参考 SL 459 《城市供水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和 DBll/T 468 《村镇集中式供水工程运行管理规程》的相关规

定。应急保障包括建立抢修服务队伍，储备拉水车、抢修车辆、

柴油发电机、水泵机组、管材、管件、消毒剂、粉末活性炭或颗

粒活性炭等。有条件时，可配备移动式水处理、便携式水质检

验、管道检漏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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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分散供水工程建设与管理

14. 1 一般规定

14. 1. 1 新建供水工程，只要有条件建集中就不要选择分散；只

有在水源匮乏、用户少、居住分散、地形复杂、电力不保障等情

况下，才考虑建造分散供水工程。 分散供水工程形式多样，应根

据当地具体条件选择。

14.2 两水集蓄供水工程

14. 2. 1 雨水集蓄供水工程可分为单户集雨和公共集雨两种形

式，根据当地条件确定。单户集雨，规模小、适应性强，管理简

单、使用方便，应用广泛；公共集雨，规模较大，需要有适宜的

地形才能建造，供居民生活饮用水时应建在村外便于卫生防护的

地段，供牲畜饮水时可建在村内或村附近。牧区储水害参考

执行 。

14. 2. 2 雨水集蓄供水工程为年调节工程，因此设计供水规模应

根据平均日用水量确定，与集中供水工程采用最高日用水量计算

不同。本条规定集流面的集流能力应与蓄水构筑物的有效容积相

配套，不应布置集流量不足的工程。

集流面设计时采用保证率为 90% 时的年降雨量计算集流面

的水平投影面积，然后根据集流面坡度将水平投影面积换算成实

际需要的面积。不采用平水年降雨量计算集流面，平水年降雨量

的保证率只有 50% ～ 75% ，供水保证率太低；不将水平投影面

积直接作为集流面积采用，易造成集流面太小 。

蓄水构筑物的有效容积，系指设计水位以下的容积，蓄水构

筑物设计时，不应将有效容积与总容积混淆，总容积应根据有效

容积和蓄水构筑物的结构形式确定。

14.2.3 单户集雨工程的集流面形式多样，应根据蓄水构筑物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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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居住环境、地形地貌和地质等条件确定。屋顶集流面和人工

硬化集流面，集雨水质好、集雨效率高，因此，本条规定单户集

雨工程应优先选择屋顶集流面和人工硬化集流面。 根据调查，也

有采用裸露塑料膜集雨的，集雨水质好、集雨效率高，但管理难

度大。

保障蓄水构筑物安全的关键是防渗和衬砌， 蓄水构筑物设计

时，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浆砌石、混凝土、水泥砂浆或胶泥等防

渗衬砌结构。

量，因此，蓄水构筑物前

滤池。

单户集雨工程

格，以保证检修

14.2.S 慢滤是

单、管理方便，

集雨工程可采

的慢滤净水装置

14. 2. 6 蓄水构

物，水泥残留物d

14.3 

筑物，提高蓄水质

栅、沉淀池和粗

慢滤技术。

衬砌的蓄水构筑

14. 3. 1 引泉供水系统主要由季节性客水（泉水）、引水管（渠）

和蓄水构筑物组成。

14.3.2 引泉供水工程的蓄水构筑物建设、管理和水净化要求与

雨水集蓄供水工程的蓄水构筑物基本相同 。

14.4 供水井

14. 4. 1 供水井应根据水文地质、需水量、施工、管理等条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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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设计，合理选择井位、井型和井深。

14. 4. 2 提水设备主要包括微型潜水电泵、真空手压泵和深井手

动泵等，应根据具体情况选用。

14.4.3 为防止洗涤废水渗入水源井内，污染水质，因此做出本

条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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