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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建标协字第 号文 关于

下达 年推荐性标准编制计划的函 的要求 编制本规程

本规程是在总结国内大量的低温低浊水处理试验研究成果和

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参照国内外有关技术文献 并广泛征求了

全国有关设计 科研 生产单位的意见后定稿的

现批准协会标准 低温低浊水给水处理设计规程 编号为

推荐给工程建设设计 施工单位采用 本规程由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城市给水排水委员会归口管理 由中国

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 长春市工农大路 号 邮编 负

责解释 在使用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资料

径寄解释单位

主 编 单 位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 吉林市自来水公司

主要起草人 陈树勤 穆瑞林 张 杰 陈立学

苏福文 李冬松 魏文章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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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提高低温低浊水给水处理设计水平 促进低温低浊水给

水处理技术进步 推动我国给水建设事业的发展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以低温低浊水质特征为主的给水处理设计

也适用于年度内非低温低浊期的给水处理工艺设计

低温低浊水给水处理设计 除执行本规程外 尚应按 室外

给水设计规范 及国家现行有关设计规范的规定执行



 

 

术 语

低温低浊水

水温在 以下 浊度在 度以下的地面水

活化硅酸

在硅酸钠 浴称水玻璃 溶液中加酸调制而成的聚硅酸 硅酸

钠 溶液加酸后 游离出的各种形态的硅酸将

聚合 聚合过程的中间产物为聚硅酸 可作助凝剂或助滤剂

助滤剂

直接过滤中采用的高分子物质 如活化硅酸等 这些高分子

助滤剂可改善滤料表面的化学性质 增加水中杂质与滤料的碰撞

次数 提高有效碰撞机率 以改善滤料的截污能力

浮沉池

一种新型的兼有气浮池和斜板 管 沉淀池双重功能的综合净

水构筑物 根据原水水质的变化 可分别按沉淀或气浮工况运行

微絮凝过滤

在原水中加入凝聚剂和助滤剂并快速混合的直接过滤

剩余碱度

硅酸钠溶液加酸活化后所残余的碱度 硅酸钠溶液具有较高

的碱度 当加酸活化时 在不断析出 的同时 原有碱度因不断

被中和而下降 但在酸量不过量的情况下最终还残余一部分碱度

活化时间

硅酸钠溶液加酸后 析出大量 单体 并开始聚合 逐渐生

成具有良好净水效能的中间产物 聚硅酸 活化硅酸 所经历的时

间



 

 

药 剂

处理低温低浊水时 除投加凝聚剂外 宜加投助凝剂 直

接过滤时应投加助滤剂

凝聚剂 助凝剂品种的选择及用量 应通过试验或参照相

似水质条件下的水厂运行经验确定

凝聚剂可采用聚合氯化铝 聚合氯化铁 硫酸铝 硫酸亚铁或

三氯化铁 助凝剂可采用活化硅酸

助滤剂可采用活化硅酸 其投量一般为

凝聚剂与助凝剂的投加比例宜通过试验或参照相似水质

条件下的水厂运行经验确定

凝聚剂与助凝剂的湿式投加浓度 按固体重量计算 宜按

下列规定采用

聚合氯化铝

硫酸铝

硫酸亚铁 三氯化铁

活化硅酸

助凝剂 活化硅酸的配制和使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硅酸钠原液浓度 酸化前浓度 应控制在

应根据原水水质 通过实验确定剩余碱度的最佳值 以

计

活化时间可取

稀释倍数以 倍为宜

配制好的活化硅酸 工作溶液 宜在 之内使用完毕



原水

(助凝剂)

絮凝混合

凝聚剂

沉淀 过滤

消毒剂

原水 絮凝混合

凝聚剂

助凝剂

浮沉 过滤

消毒剂

原水 絮凝混合 沉淀 直接 过滤

(助滤剂)

凝聚剂

消毒剂助凝剂

(超越管)

 

 

水处理

工艺流程

低温低浊水处理工艺流程的选择及构筑物的组合 应根据

原水条件 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宜采用下列工艺流程

原水常年浊度较高 只在冬季短期内出现低温低浊水质

其处理工艺可采用图 流程

原水常年浊度小于 度 而在暴雨季节可能大于 度

或更高 其处理工艺可采用图 流程 或图 流程

图 流程

注 在原水低温低浊时加助凝剂

图 流程

图 流程

注 当原水浊度小于 度 水厂规模较小时 可不设絮凝 沉淀池 采用微

絮凝过滤

如按微絮凝过滤工艺运行时 需加助滤剂 此时投加凝聚剂的原水经快



 

 

速混合直接超越至滤池 且不加助凝剂

助滤剂投加点应靠近滤池进口处

凝聚剂 助凝剂的投加顺序和间隔宜通过实验或参照相似

水厂的运行经验确定

对所有水处理构筑物及其管道铺设 均应根据气候条件考

虑防冰冻措施

絮凝

絮凝池型式的选择和絮凝时间的采用 应根据原水水质

设计产水量和相似条件下的水厂运行经验或通过试验确定

设计絮凝池时 絮凝时间宜采用

沉淀

平流沉淀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平流沉淀池的沉淀时间应根据原水水质 水温等因素并参

照相似条件下的水厂运行经验确定 宜采用

平流沉淀池的设计水平流速可采用

排泥方式可采用斗底或穿孔管排泥 池底必须有坡向泥斗

的坡度

异向流斜管沉淀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异向注斜管沉淀池的上升流速应按相似条件下的水厂运

行经验确定 可采用

斜管口径宜为

侧向流斜板沉淀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侧向流斜板沉淀池沉淀区的颗粒沉降速度应按相似条件

下的水厂运行经验确定 可采用

斜板设计可采用下列数据

板距为 倾角为 单层板长不宜大于

浮沉池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当原水浑浊度小于 度及含有大量藻类等密度小的悬

浮物质时 浮沉池应以气浮方式运行 当原水浑浊度大于 度

时 浮沉池应以沉淀方式运行

设计浮沉池时 其池体结构 设计参数及其设备 应满足气

浮池和沉淀池的要求

当设计规模 不大于 时 宜采用异向流斜管浮

沉池 当 大于 时 宜采用侧向流斜板浮沉池

浮沉池池长不宜超过 单格宽度不宜超过 有效

水深一般不超过

接触室上升流速 可采用

斜板 管 沉淀区液面负荷可采用

溶气压力可采用 回流比可采用

设计规模 不大于 时 可采用穿孔管或多斗式

排泥方式 当 大于 时 宜采用侧向机械刮泥

过滤

滤池的滤速及滤料组成 可根据需要按表 选用

表 滤池的滤速及滤料组成

序

号
类 别

滤 料 组 成

粒径 不均匀系数 厚度

正常滤速 强制滤速

石英砂滤料

滤池

双层滤料

滤池

无烟煤

石英砂

均质石英砂

滤料滤池

注 采用微絮凝过滤时 滤速宜采用表中下限值



 

 

滤池设计应优先选用气水联合反冲洗 气水冲洗的有关规

定应按 滤池气水冲洗设计规程 的有关规定执行

水冲洗滤池的冲洗强度及冲洗时间 宜按表 采用

表 水冲洗滤池的冲洗强度及冲洗时间

序

号
类 别

冲洗强度 冲洗时间 膨胀率

石英砂滤料滤池

双层滤料滤池

注 若设有表面冲洗 可采用表中下限值 表面冲洗强度一般可采用

冲洗时间为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允许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二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