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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则

!"#"! 为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设备管理$工艺管理和水质管

理%保证污水处理厂安全正常运行%达到污水处理厂净化水质$处

理和处置污泥$保护环境的目的%制定本规程&
!"#"’ 本规程适用于城市污水处理厂&工矿企业废水处理厂$
站可参照执行&
!"#"(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行$维护及其安全除应符合本规程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 一般要求

!"# 运行管理

!"#"# 运行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本厂处理工艺和设施$设备的运

行要求与技术指标%
!"#"! 操作人员必须了解本厂处理工艺&熟悉本岗位设施$设

备的运行要求和技术指标%
!"#"’ 各岗位应有工艺系统网络图$安全操作规程等&并应示

于明显部位%
!"#"( 运行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应按要求巡视检查构筑物$设

备$电器和仪表的运行情况%
!"#") 城市污水处理厂必须加强水质和污泥管理%
!"#"* 城市污水处理厂应对各项生产指标$能源和材料消耗等

准确计量&至少应达到国家三级计量合格单位%
!"#"+ 各岗位的操作人员应按时做好运行记录%数据应准确无

误%
!"#", 操作人员发现运行不正常时&应及时处理或上报主管部

门%
!"#"- 各种机械设备应保持清洁&无漏水$漏气等%
!"#"#. 水处理构筑物堰口$池壁应保持清洁$完好%
!"#"## 根据不同机电设备要求&应定时检查&添加或更换润

滑油或润滑脂%
!"#"#! 各种闸井内应保持无积水%

!"! 安全操作

!"!"# 各岗位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必须经过技术培训和生产实

/



践!并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 启动设备应在做好启动准备工作后进行"
#$#$% 电源电压大于或小于额定电压 &’时!不宜启动电机"
#$#$( 操作人员在启闭电器开关时!应按电工操作规程进行"
#$#$) 污泥处理区域*沼气鼓风机房*沼气锅炉房等地严禁烟

火!并严禁违章明火作业"
#$#$+ 各种设备维修时必须断电!并应在开关处悬挂维修标牌

后!方可操作"
#$#$, 雨天或冰雪天气!操作人员在构筑物上巡视或操作时!
应注意防滑"
#$#$- 凡在对具有有害气体或可燃性气体的构筑物或容器进行

放 空清理和维修时!应将甲烷含量 控 制 在 &’以 下!./0含 量*
.12和 13的含量应分别控制在 4$5’*&$6’和 7/$&’以下!
同时!含氧量不得低于 78’"
#$#$9 清理机电设备及周围环境卫生时!严禁擦拭设备运转部

位!冲洗水不得溅到电缆头和电机带电部位及润滑部位"
#$#$:; 各岗位操作人员应穿戴齐全劳保用品!做好安全防范

工作"
#$#$:: 起重设备应有专人负责操作"吊物下方严禁站人"
#$#$:# 应在构筑物的明显位置配备防护救生设施及用品"
#$#$:% 严禁非岗位人员启闭本岗位的机电设备"
#$#$:( 具有有害气体*易燃气体*异味*粉尘和环境潮湿的

车间!必须通风"
#$#$:) 有电气设备的车间和易燃易爆的场所!应按消防部门

的有关规定设置消防器材"

#$% 维护保养

#$%$: 运行管理人员和维修人员应熟悉机电设备的维修规定"
#$%$# 应对构筑物的结构及各种闸阀*护栏*爬梯*管道*支

架和盖板等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及防腐处理!并及时更换被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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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明设备!
"#$#$ 应经常检查和紧固各种设备连接件%定期更换联轴器的

易损件!
"#$#& 各种管道闸阀应定期做启闭试验%丝杠应经常加注润滑

油脂!
"#$#’ 应定期检查(清扫电器控制柜%并测试其各种技术性能!
"#$#) 应定期检查电动闸阀的限位开关(手动与电动的联锁装

置!
"#$#* 在每次停泵后%应检查填料或油封处的密封情况%进行

必要的处理!并根据需要填加或更换填料(润滑油(润滑脂!
"#$#+ 凡设有钢丝绳的装置%绳的磨损量大于原直径的 ,-.%
或其中的一股已经断裂时%必须更换!
"#$#/ 各种机械设备除应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外%还应按设计要

求或制造厂的要求进行大(中(小修!
"#$#01 构筑物之间的连接管道(明渠等应每年清理一次!
"#$#00 锅炉(压力容器等设备重点部件的检修%应由安全劳

动部门认可的维修单位负责!
"#$#0" 检修各类机械设备时%应根据设备的要求%必须保证

其同轴度(静平衡或动平衡等技术要求!
"#$#0$ 可燃性气体报警器应每年检修一次!
"#$#0& 各种工艺管线应按要求定期涂饰不同颜色的油漆或涂

料!
"#$#0’ 不得将维修设备更换出的润滑油(润滑脂及其他杂物

丢入污水处理设施内!
"#$#0) 维修机械设备时%不得随意搭接临时动力线!
"#$#0* 建筑物(构筑物等的避雷(防爆装置的测试(维修及

其周期应符合电业和消防部门的规定!
"#$#0+ 应定期检查和更换救生衣(救生圈(消防设施等防护

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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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指标

!"#"$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年处理水量应完成计划指标的 %&’以

上(
!"#"! 城市污水处理厂对进水)出水水质以及处理效率的要求

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和 *城市污

水处理厂污水污泥排放标准+的规

定执行(
!"#", 污泥处理中-有机物分解率应为 ./’以上-达到稳定化

程度(
!"#"# 本规程涉及的设备)设施的完好率均应达 %&’以上(

&



! 格 栅 间

!"# 运行管理

!"#"# 栅筛所截栅渣应定时清除$汛期应加强巡视%增加清污

次数$
!"#"& 栅筛除污机械工作时%应监视机电设备的运转情况%发

现故障应立即停车检修$
!"#"! 清捞出的栅渣%应妥善处理和处置$

!"& 安全操作

!"&"# 除污机开启前%应检查机电设备是否具备开机条件$
!"&"& 检修除污机或人工清捞栅渣时%应注意安全%并有有效

的监护$

!"! 维护保养

!"!"# 发现链条式除污机的链瓣有断裂现象等%应立即更换$
!"!"& 格栅间应保持清洁$

!"’ 技术指标

!"’"# 污水通过栅筛的前后水位差宜小于 (")*$

+



! 进 水 泵 房

!"# 运行管理

!"#"# 根据进水量的变化和工艺运行情况$应调节水量$保证

处理效果%
!"#"& 水泵在运行中$必须严格执行巡回检查制度$并符合下

列规定’
!"#"&"# 应注意观察各种仪表显示是否正常(稳定%
!"#"&"& 轴承温升不得超过环境温度 )*+$总和温度最高不

得超过 ,*+%
!"#"&"- 应检查水泵填料压盖处是否发热$滴水是否正常%
!"#"&"! 水泵机组不得有异常的噪音或振动%
!"#"&". 集水池水位应保持正常%
!"#"- 应使泵房的机电设备保持良好状态%
!"#"! 操作人员应保持泵站的清洁卫生$各种器具应摆放整齐%
!"#". 应及时清除叶轮(闸阀(管道的堵塞物%
!"#"/ 泵房的集水池应每年至少清洗一次$同时对有空气搅拌

装置的$应进行检修%
!"#"0 变配电站与泵房合建时$对变压器及其他附属设备的运

行管理等可按本规程第 12章内容执行%

!"& 安全操作

!"&"# 水泵启动和运行时$操作人员不得接触转动部位%
!"&"& 当泵房突然断电或设备发生重大事故时$应打开事故排

放口闸阀$将进水口处闸阀全部关闭$并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不

得擅自接通电源或修理设备%
,



!"#"$ 清洗泵房集水池时%应根据实际情况%事先制定操作程

序%并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的规定(
!"#"! 操作人员在水泵开启至运行稳定后%方可离开(
!"#") 严禁频繁启动水泵(
!"#"* 水泵运行中发现下列情况时%应立即停机+

,-.水泵发生断轴故障/
,&.突然发生异常声响/
,0.轴承温度过高/
,1.压力表2电流表的显示值过低或过高/
,3.机房管线2闸阀发生大量漏水/
,4.电机发生严重故障(

!"$ 维护保养

!"$"5 水泵的日常保养应符合本规程第 &"0节中的有关规定(
!"$"# 应至少半年检查2调整2更换水泵进出水闸阀填料一次(
!"$"$ 应定期检修集水池水标尺或液位计及其转换装置(
!"$"! 备用泵应每月至少进行一次试运转(环境温度低于 67
时%必须放掉泵壳内的存水(

!"! 技术指标

!"!"5 集水池的水位合格率应达到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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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 砂 池

!"# 运行管理

!"#"# 操作人员根据池组的设置与水量变化$应调节沉砂池进

水闸阀%宜保持沉砂池污水设计流速%
!"#"& 曝气沉砂池的空气量$应根据水量的变化进行调节%
!"#"’ 各种类型的沉砂池均应定时排砂或连续排砂%
!"#"( 机械除砂应符合下列规定)
!"#"("# 除砂机械应每日至少运行一次%操作人员应现场监

视$发现故障应采取处理措施%
!"#"("& 除砂机械工作完毕$应将其恢复到待工作状态%
!"#"! 沉砂池排出的沉砂应及时外运$不宜长期存放%
!"#"* 清捞出的浮渣应集中堆放在指定地点$并及时清除%
!"#"+ 沉砂池上的电气设备应做好防潮湿,抗腐蚀处理%
!"#"- 宜每年对沉砂颗粒进行化验分析一次$并对沉砂量进行

统计%
!"#". 沉砂池每运行 /年$应彻底清池检修一次%

!"& 安全操作

!"&"# 操作人员应在工作台上清捞浮渣%
!"&"& 曝气沉砂池在运行中$不得随意停止供气%
!"&"’ 吊抓式除砂设备工作时$下面严禁站人%工作结束时$
应将抓斗放在指定位置%
!"&"( 除砂机工作完毕$必须切断现场电源%

0



!"# 维护保养

!"#"$ 除砂机的限位装置应每月检修一次%
!"#"& 应保持排砂管通畅%
!"#"# 应保持沉砂池及贮砂场的环境卫生%

!"’ 技术指标

!"’"$ 各类沉砂池正常运行参数应符合表 (")"*的规定%
各类沉砂池正常运行参数 表 (")"*

序号 池 型
停留时间

+,-

流 速

+./,-

曝气强度

+.0气/.0水-

* 平流沉砂池 01231 1"*(21"01 4

5 竖流沉砂池 01231 1"1(21"*1 4

0 曝气沉砂池 *5125)1 1"5(21"016 1"5

6曝气沉砂池流速为旋流速度%

!"’"& 沉砂池内积砂量应小于每日沉砂量的两倍%
!"’"# 砂粒中的有机物的含量宜小于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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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沉淀池

"#$ 运行管理

!#$#$ 操作人员根据池组设置%进水量的变化&应调节各池进

水量&使各池均匀配水’
!#$#( 初次沉淀池应及时排泥&并宜间歇进行’
!#$#) 操作人员应经常检查初次沉淀池浮渣斗和排渣管道的排

渣情况&并及时清除浮渣’清捞出的浮渣应妥善处理’
!#$#* 刮泥机待修或长期停机时&应将池内污泥放空’
!#$#" 采用泵房排泥工艺时&可按本规程第 +章的有关规定执

行’
!#$#! 当剩余活性污泥排入初次沉淀池时&在正常运转情况下&
应控制其回流比小于 ,-’

!#( 安全操作

!#(#$ 清捞浮渣%清扫堰口时&应采取安全及监护措施’
!#(#( 与排泥管道联接的闸井%廊道等&应保持良好通风’
!#(#) 刮泥机在运行时&不得多人同时上刮泥机’

!#) 维护保养

!#)#$ 应定期检修刮泥机电刷%橡胶板等易磨损件’
!#)#( 应每年对斜板沉淀池的斜板进行检修’
!#)#) 应定期检修行走机构%电器设备&并测试其各项技术性能’

!#* 技术指标

!#*#$ 各类初次沉淀池正常运行参数应符合表 .#+#/的规定’
//



各类初次沉淀池正常运行参数 表 !"#"$

序号 池 型
表面负荷率 %&’(&)*+, 停留时间 %+,

单独沉淀法 二级处理前 单独处理法 二级处理前

$ 平流式 $"-.)"- $"-.’"/ $"-.)"/ $"/.)"/

) 竖流式 $"-.)"- $"-.’"/ $"-.)"/ $"/.)"/

’ 辐流式 ).’ )"/.’"/ $"/.)"/

0"1"2 出水 345-677的去除率应分别大于 )-8和 #/89进

水浓度低于现行的行业标准 :;$<中的规定时例外=
0"1"> 初次沉淀池排放污泥的含水率不得大于 ?<8=

)$



! 曝 气 池

"#$ 运行管理

!#$#$ 按曝气池池组设置情况及运行方式%应调节各池进水量%
使各池均匀配水&
!#$#’ 曝气池无论采用何种运行方式%应通过调整污泥负荷(
污泥泥龄或污泥浓度等方式进行工艺控制&
!#$#) 曝气池出口处的溶解氧宜为 *+,-.&
!#$#/ 二次沉淀池污泥排放量可根据污泥沉降比(混合液污泥

浓度及二次沉淀池泥面高度确定&
!#$#" 应经常观察活性污泥生物相(上清液透明度(污泥颜色(
状态(气味等%并定时测试和计算反映污泥特性的有关项目&
!#$#0 因水温(水质或曝气池运行方式的变化而在二次沉淀池

引起的污泥膨胀(污泥上浮等不正常现象%应分析原因%并针对

具体情况%调整系统运行工况%采取适当措施恢复正常&
!#$#! 当曝气池水温低时%应采取适当延长曝气时间(提高污

泥浓度(增加泥龄或其他方法%保证污水的处理效果&
!#$#1 合建式的完全混合式曝气池的回流量%可通过调节回流

闸板进行控制&
!#$#2 操作人员应经常排放曝气器空气管路中的存水%待放完

后%应立即关闭放水闸阀&
!#$#$3 曝气池产生泡沫和浮渣时%应根据泡沫颜色分析原因%
采取相应措施恢复正常&

!#’ 安全操作

!#’#$ 机械曝气叶轮不得脱离水面%叶片不得被异物堵塞&
45



!"#"# 遇雨$雪天气%应及时清除池走道上的积水或冰雪&
!"#"’ 曝气池产生泡沫和浮渣溢到走廊时%上池工作应注意防

滑&

!"’ 维护保养

!"’"( 应每年放空$清理曝气池一次%清通曝气头%检修曝气

装置&
!"’"# 表面曝气机$射流曝气器等曝气设备%应定期进行维修&

!") 技术指标

!")"( 各类曝气池正常运行参数应符合表 *"+",的规定&
各类曝气池正常运行参数 表 *"+",

序

号
运行方式

曝气时间

-./

污泥负荷

-0123456

017899:;/

混合液污泥

浓 度

-16</

泥 龄

-;/

回流比

-=/

, 普通曝气池 +>,? @"?>@"+ ,"5>A"@ 5>,5 ?5>5@

? 吸附再生

-吸附段/

,>A

-再生段/

+>B

@"?>@"B
-吸附段/

,"5>A"@
A>,@ 5@>,@@

A 附段曝气 A>C @"?>@"5
-进水段以后/

,"5>A"@
5>,5 ?5>*5

+ 合建式表面曝气 A>5 @"?>@"B A>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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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风机房

"#$ 运行管理

!#$#$ 根据曝气池氧的需要量%应调节鼓风机的风量&
!#$#’ 风机及水(油冷却系统发生突然断电等不正常现象时%
应立即采取措施%确保风机不发生故障&
!#$#) 长期不使用的风机%应关闭进(出气闸阀和水冷却系统%
将系统内存水放空&
!#$#* 鼓风机的通风廊道内应保持清洁%严禁有任何物品&
!#$#" 离心风机工作时%应有适当措施%防止风机产生湍振&
!#$#+ 风机在运行中%操作人员应注意观察风机及电机的油温(
油压(风量(电流(电压等%并每小时记录一次&遇到异常情况

不能排除时%应立即停机&

!#’ 安全操作

!#’#$ 必须在供给润滑油的情况下盘动联轴器&
!#’#’ 清扫通风廊道(调换空气过滤器的滤网和滤袋时%必须

在停机的情况下进行%并采取相应的防尘措施&
!#’#) 操作人员在机器间巡视或工作时%应偏离联轴器&
!#’#* 对使用沼气做为动力的鼓风机%应每班检查一次沼气管

道和闸阀是否漏气&
!#’#" 应经常检查冷却(润滑系统是否通畅%温度(压力(流

量是否满足要求&
!#’#+ 停电后%应关闭进(出气闸阀&

,-



!"# 维护保养

!"#"$ 通风廊道%应每月检修一次&
!"#"’ 帘式过滤器的滤布应每月更换一次&滤袋应三个月更换

一次&静电除尘过滤装置应定期清洗(检修&
!"#"# 备用的转子或风机轴应每周旋转 )*+,或 )-+,&
!"#". 冷却(润滑系统的机械设备及设施应定期检修与清洗&

!". 技术指标

!"."$ 中(微孔曝气装置%应将空气过滤/微孔曝气器%空气

含尘量应小于 )0123)+++14&

5)



! 二次沉淀池

"#$ 运行管理

!#$#$ 操作人员根据池组设置%进水量的变化&应调节各池进

水量&使之均匀配水’
!#$#( 二次沉淀池的污泥必须连续排放’
!#$#) 二次沉淀池刮吸泥机的排泥闸阀&应经常检查和调整&
保持吸泥管路畅通&使池内污泥面不得超过设计泥面 *#+,’
!#$#- 刮吸泥机集泥槽内的污物应每月清除一次’

!#( 安全操作

!#(#$ 非操作人员未经允许不得上刮吸泥机’

!#) 维护保养

!#)#$ 刮吸泥机设备长期停置不用时&应将主梁两端加支墩’
!#)#( 气提装置应定期检修’
!#)#) 刮吸泥机的行走机构应定期检修’

!#- 技术指标

!#-#$ 二次沉淀池的正常运行参数应符合表 .#/#0的规定’
二次沉淀池正常运行参数 表 .#/#0

表面负荷 1,23,4567 停留时间 167 污泥含水率 187

0#*90#: 0#:94#: ..#49..#;

+0



!" 回流污泥泵房

#$! 运行管理

!"$!$! 根据曝气池的运行方式和工况%应相应调整回流量&
!"$!$’ 回流泵房集泥池中的杂物%应及时清捞&
!"$!$( 设置剩余污泥泵房的%可按本节的运行管理方法执行&

!"$’ 安全操作

!"$’$! 各类回流泵均严禁频繁启动&
!"$’$’ 当螺旋泵停机后再启动时%必须待螺旋泵泵体中的活

性污泥泄空后方可开机&

!"$( 维护保养

!"$($! 长期停用的螺旋泵%应每周将泵体的位置旋转 )*+,&每

月至少试车一次&

!"$- 技术指标

!"$-$! 回流泵的机械效率应大于额定值的 ./0&

*)



!! 加 氯 间

"#! 运行管理

!!#!#! 污水处理后采用加氯消毒时$其加氧量可根据实际情

况按需确定%当污水排至水源上游等处时$应连续加氯%
!!#!#& 当二次沉淀池出水水质中 ’(值)水温)水量等变化时$
应及时调整加氯量%
!!#!#* 加氯间室内温度宜保持在 +,-.,/%室外使用氯气瓶

时$必须有遮阳措施%
!!#!#0 加氯操作必须符合现行的国家标准 1氯气安全规程2的

规定%开泵前应检查加氯设备$做好各项准备工作3加氯应按各

种加氯设备的操作程序进行3停泵前 .-4567应关闭出氯总阀%
!!#!#" 长期不使用的加氯间$应将氯瓶妥善处置%需重新启用时$
应按加氯间投产运行前的检查和验收方案重新做好准备工作%

!!#& 安全操作

!!#&#! 应按时用 +89的氨水检查可能漏氯的部位%出现漏氯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及时修复$确保安全%
!!#&#& 氯瓶使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 使用中的氯瓶应挂上 ;正常使用<的标记%用完的

氯瓶应挂上 ;空瓶<的标记%未使用的氯瓶应挂上 ;满瓶<的标

记%
!!#&#&#& 使用起重机吊卸氯瓶时$必须遵守起重安全操作的

有关规定%
!!#&#&#* 开)关阀门时$应使用专用扳手%开启时用力要均

匀$严禁用力过猛或用锤击%
=+



!!"#"#"$ 使用中%输氯气管结霜%应用自来水喷淋氯瓶的外

壳%并应注意防止出氯总阀淋水受腐蚀等&不得用热水或其他烘

烤方式加温&
!!"#"#"’ 氯瓶中液氯不得用尽%应留有 ("()*("+(,-.
压力的氯量&
!!"#"/ 加氯间应配有合格的隔离式防毒面具0抢修材料0工

具箱0检漏氨水等&所有工具应放置在氯库以外的固定地点&
!!"#"$ 加氯间内部应设置排风地沟%在工作前应通风 )*+(
123%并应安装报警装置&
!!"#"’ 发现氯瓶漏气严重%应立即将其推入事故池&
!!"#"4 加氯间保养和维护时%严禁违章明火和撞击火花%以

防爆炸&

!!"/ 维护保养

!!"/"! 加氯机的维护保养应由专人负责&
!!"/"# 氯瓶入库贮存前应对其仔细检查%发现有漏氯的可疑

部位应妥善处理后%方可入库&
!!"/"/ 入库的氯瓶应放置整齐%留有通道%并做到先入库先

使用&
!!"/"$ 氯瓶应每两年进行技术鉴定一次&
!!"/"’ 使用完毕的隔离式防毒面具应清洗0消毒0晾干%放

回原处%并对使用情况详细记录&
!!"/"4 加氯间的所有金属部件都应定期做防腐处理&
!!"/"5 对加氯间的各种管道闸阀%应有专人维护%发现漏气

应及时更换&
!!"/"6 余氯检测仪除应做好防腐0防晒和干燥处理外%日常

维护中还应对稳压电源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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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浓 缩 池

#$! 运行管理

!"$!$! 重力浓缩池宜连续运行%也可间歇运行&
!"$!$" 重力浓缩池采用间歇排泥时%其间歇时间可为 ’()*&
!"$!$+ 浓缩池刮泥机不得长时间停机和超负荷运行&
!"$!$, 应及时清捞浓缩池的浮渣%清除刮吸泥机走道上的杂

物&

!"$" 安全操作

!"$"$! 重力浓缩池刮泥机在长时间停机后再开启时%应先点

动%后启动&冬季有结冰时%应先破坏冰层%再启动&
!"$"$" 重力浓缩池排泥时%应观察贮泥池液位%以防漫溢&
!"$"$+ 气浮浓缩池的加压溶汽罐的压力表应半年校验-检查

一次&

!"$+ 维护保养

!"$+$! 机械-电气设备的维护保养应符合本规程第 .$/节的

有关规定&
!"$+$" 操作人员应经常清理浓缩池三角堰和刮泥机搅拌栅上

的杂物&

!"$, 技术指标

!"$,$! 重力浓缩池正常运行的参数应符合表 0.$1$0的规定&

0.



重力浓缩池正常运行参数 表 !"#$#!

污 泥 类 型
污泥固体负荷

%&’()"*+,

污泥含水率%-,

浓 缩 前 浓 缩 后
停留时间%.,

初沉污泥 /01!"0 2312/ 24125 31/

剩余活性污泥 "0160 22#"122#3 25#412/ 31/

初沉污泥与剩余活

性污泥的混合污泥
40154 23#4 2412/ !01!"

""



!" 污泥厌氧消化池

#$! 运行管理

!"$!$! 消化池内%应按一定投配率投加新鲜污泥%并定时排

放消化污泥&
!"$!$’ 池外加温且为循环搅拌的消化池%投泥和循环搅拌应

同时进行&
!"$!$" 新鲜污泥投到消化池%应充分搅拌%并应保持消化温

度恒定&
!"$!$( 用沼气搅拌污泥宜采用单池进行&在产气量不足或在

启动期间搅拌无法充分进行时%应采用辅助措施搅拌&
!"$!$# 消化池污泥必须在 )*+,之内充分混合一次&
!"$!$- 消化池中的搅拌不得与排泥同时进行&
!"$!$. 应监测产气量/01值/脂肪酸/总碱度和沼气成分等

数据%并根据监测数据调整消化池运行工况&
!"$!$2 热交换器长期停止使用时%必须关闭通往消化池的进

泥闸阀%并将热交换器中的污泥放空&
!"$!$3 二级消化池的上清液应按设计要求定时排放&
!"$!$!4 消化池前栅筛上的杂物%必须及时清捞并外运&
!"$!$!! 消化池溢流管必须通畅%并保持其水封高度&环境温

度低于 56时%应防止水封结冰&
!"$!$!’ 消化池启动初期%搅拌时间和次数可适当减少&运行

数年的消化池的搅拌次数和时间可适当增多和延长&

!"$’ 安全操作

!"$’$! 在投配污泥/搅拌/加热及排放等项操作前%应首先

7)



检查各种工艺管路闸阀的启闭是否正确!严禁跑泥"漏气"漏水#
$%&’&’ 每次蒸汽加热前!应排放蒸汽管道内的冷凝水#
$%&’&% 沼气管道内的冷凝水应定期排放#
$%&’&( 消化池排泥时!应将沼气管道与贮气柜联通#
$%&’&) 消化池内压力超过设计值时!应停止搅拌#
$%&’&* 消化池放空清理应采取防护措施!池内有害气体和可

燃气体含量应符合本规程第 +&+&,节的规定#
$%&’&- 操作人员检修和维护加热"搅拌等设施时!应采取安

全防护措施#
$%&’&. 应每班检查一次消化池和沼气管道闸阀是否漏气#

$%&% 维护保养

$%&%&$ 消化池的各种加热设施均应定期除垢"检修"更换#
$%&%&’ 消化池池体"沼气管道"蒸气管道和热水管道"热交

换器及闸阀等设施"设备应每年进行保温检查和维修#
$%&%&% 寒冷季节应做好设备和管道的保温防冻工作#
$%&%&( 热交换器管路和闸阀处的密封材料应及时更换#
$%&%&) 正常运行的消化池!宜 /年彻底清理"检修一次#

$%&( 技术指标

$%&(&$ 污泥厌氧中温消化正常运行参数应符合表 01&2&0的

规定#
污泥厌氧中温消化正常运行参数 表 01&2&0

序
号

项 目 运 行 参 数

0 温度 345 1260

+ 投配率 375 28,

1 污泥含水率 375
进 泥 9/89,
出 泥 9/左右

2 :;值 <8,

2+



续表

序
号

项 目 运 行 参 数

! 有机物分解率 "#$ 大于 %&

’ 污泥沼气搅伴供气量
(%)(%)*+ &,-

(%)(圆周长*+ .&

/ 沼气搅拌方法
次)0 12!

(34)次 %&

- 沼气中主要气体成分 "#$

5617!!

589:%-

69:9

69;:&,&.

<9:’

= 产气率 (%气)(%泥 7!

!9



!" 污泥脱水机房

#$! 运行管理

!"$!$! 用机械设备进行污泥脱水时%应选用合适的化学调节

剂&
!"$!$’ 化学调节剂的投加量应根据污泥的性质(消化程度(固

体浓度等因素%通过试验确定&
!"$!$) 应按照化学调节剂的种类(有效期(贮存条件来确定

贮备量和贮存方式&化学调节剂先存的应先用

!"$!$" 药剂量的配制应符合脱水工艺的要求&
!"$!$# 污泥脱水完毕%应立即将设备和滤布冲洗干净&
!"$!$* 用干化场进行污泥脱水时%污泥应依次投放在干化床

上%并根据污泥干化周期晾晒(起运干污泥&
!"$!$+ 污泥干化场在雨季应减少使用次数&
!"$!$, 干化场的滤料应每年补充或更换&

!"$’ 安全操作

!"$’$! 污泥脱水机械带负荷运行前%应空车运转数分钟&
!"$’$’ 污泥脱水机在运行中%随污泥变化应及时调整控制装置&
!"$’$) 在溶药池边工作时%应注意防滑&
!"$’$" 在污泥干化场操作时%应采取防滑等安全措施&
!"$’$# 操作人员应做好机房内的通风工作&
!"$’$* 严禁重载车进入干化场&

!"$) 维护保养

!"$)$! 投泥泵(投药泵和溶药池停用后%必须用清水冲洗&
-.



!"#$#% 冲洗滤布的喷嘴和集水槽应经常清洗或疏通&
!"#$#$ 皮带运输机应定期检查和维修&
!"#$#" 干化场的围墙与围堤应定期进行加固维修’并清通排

水管道’检查(维修输泥管道和闸阀&
!"#$#) 压缩机和液压系统应定期检修&

!"#" 技术指标

!"#"#! 用于消化污泥脱水的各种类型脱水机的能力和运转参

数应符合表 *+#+#*的规定&
各种类型脱水机运转参数 表 *+#*#*

脱水机

类 型

进 泥

含水率

,-.

泥饼含水

率 小 于

,-.

投加化学调节

剂占污泥干重

,-.

生产能力

,/0干泥12345.

回收率

,-.

带 式

压滤机
67869 :;

有机高分子絮凝剂;#3

8;#+

*3;8<7;

,/0干泥1245.
9;8:;

真 空

过滤机
67869 :;

三氯化铁 *;8*7
碱式氯化铝加石灰:8

*;

:8*7 9;

离 心

脱水机
67869 97

有 机 高 分 子 絮 凝 剂

;#;+8;#*;

*;83;

,/0干泥15.
:;86;

板 框

压滤机
67869 =7

三氯化铁 +89
氧化钙 **#;833#7

38*; :;

!"#"#% 露天干化场污泥脱水运行参数应符合表 *+#+#3的规

定&
露天干化场污泥脱水运行参数 表 *+#*#3

干化周期

,>.

开始时污泥厚度

,?2.

开始时污泥含水率

,-.

最终污泥含水率

,-.

*;8+; <;87; 69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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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 炉 房

"#! 运行管理

!"#!#! 锅炉运行前必须具有劳动部门当年颁发的锅炉使用登

记证$
!"#!#% 司炉工必须持有与使用锅炉类别相符的操作证方能上

岗$
!"#!#& 锅炉点火前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查和充分的准备工作$
!"#!#’ 锅炉运行中(应对锅炉水质)水位)汽压)汽温等进

行监视和调整$
!"#!#" 锅炉运行中(必须进行连续或定期排污$
!"#!#* 锅炉运行中(必须进行定时吹灰或定期除灰$
!"#!#+ 采用沼气锅炉时(应严格控制供气系统的气量$
!"#!#, 沼气锅炉停止使用前(应关闭气路闸阀$
!"#!#- 沼气管内的冷凝水应经常排放$

!"#% 安全操作

!"#%#! 锅炉房内所有管路闸阀的开)闭应有标示$当闸阀开

满后(应回转半圈$
!"#%#% 采用火焰烘炉法烘炉(必须按锅炉类型)炉墙结构等

决定烘炉时间和温升速度$
!"#%#& 冲洗锅炉水位表时(应穿戴好防护用品(侧身操作(动

作缓慢$
!"#%#’ 上煤前应将原煤过筛(煤块不宜大于 ./00(而且应

清除煤中异物$
!"#%#" 停炉 1.2以后(在炉水温度小于 3/4时(方可将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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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尽!同时"应打开放空阀"通入空气!
#$%&%’ 燃煤的加水处理应提前数小时进行"层燃炉燃煤的水

分控制宜为 ()*+,)!
#$%&%- 运行中"应根据煤质和负荷"调整煤层厚度和鼓风量"
并应根据炉膛负压调整引风量!
#$%&%. 停炉 /*01内"应紧闭所有的门孔和烟道挡板"防止

锅炉冷却太快!
#$%&%2 事故停炉前"必须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制止事故扩大!
#$%&%#3 沼气锅炉点炉时"应先点火"后供气!

#$%4 维护保养

#$%4%# 锅炉本体5安全附件和附属机电设备的维护保养应分

日常维护5定期保养和停炉保养几个环节进行!
#$%4%& 水位表和压力表的存水弯管应定期进行冲洗!
#$%4%4 各种计量仪表和安全附件应定期进行检修5校验和检定!
#$%4%6 使用离子交换法进行水软化处理及其炉外处理方法的"
除应及时对离子交换剂进行清洗和再生等项工作外"还应定期或

根据化验结果"更换填料!
#$%4%$ 各类除尘器应做好日常保养和定期检修!
#$%4%’ 沼气锅炉"应经常对沼气喷嘴进行清通!
#$%4%- 炉内的水垢应及时清除!
#$%4%. 每台锅炉的安全附件和连锁保护装置应定期试验!
#$%4%2 锅炉进行加药水处理时"应按时5定量5准确地加药"
并应定期排污"定期停炉检查处理效果!
#$%4%#3 烟风系统中吹灰设备及其管道应定期检查"清除泄漏"
并检查和校正烟风挡板及传动机构!
#$%4%## 上煤机和出渣机齿轮箱油位与轴承应定期检查"及时

加注润滑油"并做好加煤计量设施的定期校验和检定工作!
#$%4%#& 应按不同的煤种特性和不同的燃烧设备做好煤的储存

和运送工作!多雨地区应建防雨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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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汽%水管道及闸阀的保温设施应定期检修&
!"#$#!’ 夏季%锅炉应进行停炉保养&锅炉房所有的主%附属

机电设备都应进行全面检修%维护和保养&
!"#$#!" 除氧器应定期检修(及时填加除氧药剂 )*+,-./0&

!"#’ 技术指标

!"#’#! 炉渣的含碳量应小于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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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 气 柜

#$! 运行管理

!"$!$! 低压浮盖式沼气柜的水封应保持水封高度%寒冷地区

应有防冻措施&
!"$!$’ 沼气应充分利用&需排放的沼气应用火炬燃烧&
!"$!$( 操作人员应按时对沼气柜的贮气量和压力做检查记录&
!"$!$) 与沼气柜相连的蒸汽管道*沼气管道内的冷凝水应定

期排放&
!"$!$# 脱硫装置中的脱硫剂应定期再生或更换&
!"$!$" 沼气柜水封槽内水的 +,值应定期测定%当 +,值小于

-时%应换水&

!"$’ 安全操作

!"$’$! 操作人员上下气柜巡视或操作时%必须穿防静电的工

作服和工作鞋&
!"$’$’ 维修沼气柜必须采取安全措施%制定维修方案&
!"$’$( 气柜低位时%严禁排水&
!"$’$) 操作人员上气柜检修或操作时%严禁在柜顶板上走动&

!"$( 维护保养

!"$($! 沼气柜的柜顶和外侧应涂饰反射性色彩的涂料&
!"$($’ 沼气柜运行 ./01年应进行一次维修&
!"$($( 气柜升降的螺旋钢轨滚动轴和润滑部位应定时加油润

滑&
!"$($) 在寒冷地区%沼气柜水封的加热与保温设施应在冬季

02



前进行检修!

"#$% 技术指标

"#$%$" 沼气柜压力宜为 &’(()*(((+,!

&-



!" 沼气发电机房

#$! 运行管理

!"$!$! 操作人员应每小时巡视一次%检查发电机组的运行情

况&并做运行记录分析运行状态&发现问题应及时调整或上报主

管部门’
!"$!$( 发动机在运行中&操作人员应随时掌握负载的变化情

况&并应对发动机的最大负荷进行限制’
!"$!$) 沼气过滤装置应定期清洗’
!"$!$* 操作人员必须经常检查沼气发电机进气管路&防止漏

气及冷凝水过多而影响供气’

!"$( 安全操作

!"$($! 发电机系统运行中&遇有紧急情况可采用紧急停车保护’
!"$($( 在发电%供电等各项操作中&必须执行有关电器设备

操作票制度’
!"$($) 发电机组备用或待修时&应将循环水的进%出闸阀关

闭&放空主机及附属设备内的存水’
!"$($* 发电机系统的冷却用水必须使用合格的软化水或在循

环水中加入阻垢剂’必要时&应对循环水进行更换’
!"$($# 调速装置与发动机断开时&不得启动发动机’

!"$) 维护保养

!"$)$! 发电机房内的电气设备应每年进行调整和检测一次’
!"$)$( 沼气发电机系统必须每周检查一次’
!"$)$) 发动机及调速器必须使用规定型号的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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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沼气发动机系统宜分日保养&周保养&运转额定小时

保养’每次保养必须填写保养记录’
!"#$#( 发电机余热利用系统的管道&换热器和保温设施应定

期进行检修’
!"#$#) 沼气进气管路上的电磁阀应定期检修’
!"#$#" 油温&水温等降到常温时*方可维修发电机’
!"#$#+ 沼气稳压罐&启动气瓶应定期进行检测’
!"#$#, 主机和附属设备内的水垢应及时消除’
!"#$#!- 发电机的启动系统应定期进行检修’

!"#% 技术指标

!"#%#! 沼气发电机的沼气进气压力不得小于 ./0012’
!"#%#3 每立方米沼气的发电量宜大于 .#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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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控仪表室

#$! 运行管理

!"$!$! 仪表监控室宜采用微机系统进行运行管理%
!"$!$& 现场仪表的检测点应按工艺要求布设’不得随意变动%
!"$!$( 各类检测仪表的一次传感器均应按要求清污除垢%
!"$!$) 室外的检测仪表应设有防水*防晒的装置%
!"$!$# 操作人员应定时对显示记录仪表进行现场巡视和记录’
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
!"$!$+ 非厂内用于运行的计算机软件’严禁在中心计算机上

运行%

!"$& 安全操作

!"$&$! 操作管理人员应熟悉各种仪表的检测点和检测项目%
!"$&$& 检测仪表出现故障’不得随意拆卸变送器和转换器%
!"$&$( 检修现场的检测仪表’应采取防护措施%
!"$&$) 长期不用或因使用不当被水淹泡的各种仪表’启用前

应进行干燥处理%
!"$&$# 在阴雨天气到现场巡视检查仪表时’操作人员应注意

防触电%

!"$( 维护保养

!"$($! 各部件应完整*清洁*无锈蚀’表盘标尺刻度清晰’铭

牌*标记*铅封完好,中央控制室应整洁,微机系统工作应正常,
仪表井应清洁’无积水%
!"$($& 长期不用的传感器*变送器应妥善管理和保存%

-.



!"#$#$ 应定期检修仪表中各种元器件%探头%转换器%计算

器%传导电视和二次仪表等&
!"#$#’ 仪器仪表的维修工作应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引进的

精密仪器出现故障无把握排除的(不得自行拆卸&
!"#$#) 列入国家强检范围的仪器仪表(应按周期送技术监督

部门检定修理&非强制检定的仪器仪表(应根据使用情况(进行

周期检定&
!"#$#* 仪表经检定超过允许误差时应修理&现场检定发现问

题后应换用合格仪表&
!"#$#+ 微机系统的打印机械部位应定期润滑&

!"#’ 技术指标

!"#’#! 仪表的完好率不应小于 ,-.&
!"#’#/ 仪表的运转率不应小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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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配 电 室

#$! 运行管理

!"$!$! 变%配电装置的工作电压%工作负荷和控制温度应在

额定值的允许变化范围内运行&
!"$!$’ 操作人员应对变配电室内的主要电气设备每班巡视检

查两次(并做好运行日志&
!"$!$) 变%配电装置在运行中(发生因气体继电器动作或继

电保护动作跳闸%电容器或电力电缆的断路器跳闸时(在未查明

原因前不得重新合闸运行&
!"$!$* 变%配电设备及其周围环境应保持整洁%卫生

!"$!$# 操作人员应按时记录电气设备的运行参数(并记录有

关的命令指示%调度安排&严禁漏记%编造和涂改&

!"$’ 安全操作

!"$’$! 在 电 气 设 备 上 进 行 倒 闸 操 作 时(应 遵 守 +倒 闸 操 作

票,制度及有关的安全规定(并应严格按程序操作&
!"$’$’ 变压器%电容器等变%配电装置在运行中发生异常情

况不能排除时(应立即停止运行&
!"$’$) 电容器在重新合闸前(必须使断路器断开(将电容器

放电&
!"$’$* 隔离开关接触部分过热(应断开断路器(切断电源&不

允许断电时(则应降低负荷并加强监视&
!"$’$# 在变压器台上停电检修时(应使用工作票&如高压侧

不停电(则工作负责人应向全体工作人员说明线路有电(并加强

监护&
-.



!"#$#% 所有的高压电气设备&应根据具体情况和要求&选用

含义相符的标示牌&并悬挂在适当的位置上’

!"#( 维护保养

!"#(#! 变压器吸潮剂失效)防爆管隔膜有裂纹&应及时更换’
渗漏油应及时处理’
!"#(#$ 有载调压变压器的切换开关动作次数达到规定时&应

进行检修’
!"#(#( 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各种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应

按电业部门的有关规定&定期测定并应对安全用具)变压器油及

其他保护电器进行检查或做耐压实验’
!"#(#* 变压器的保养)检修&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
!"#(#+ 高)低压变)配电装置应在每年春)秋两季各进行一

次停电)清扫)检修工作’
!"#(#% 高压架空线路&宜 ,-.年大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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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验 室

#$% 运行管理

!"$%$% 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泥处理正常运行检测的项目

与周期’应符合表 ()$*$*+*和 ()$*$*+(的规定,
污水处理检测的项目与周期 表 ()$*$*+*

序号 项 目 周期 序号 项 目 周期

*
(
-
.
/
0
1
2
3
*)
**
*(
*-
*.
*/
*0
*1
*2
*3
()

45值

66
789/
:89;<
6=>
?@66
?@=66
98
氯化物

氨 氮

硝酸盐氮

亚硝酸盐氮

总 氮

有机氮

磷酸盐

脱
氮
除
磷
工
艺
每
日
一
次

总固体

溶解性固体

总有机碳

细菌总数

大肠菌群

每

日

一

次

每

周

一

次

(*
((
(-
(.
(/
(0
(1
(2
(3
-)
-*
-(
--
-.
-/
-0
-1
-2
-3
.)

蛔虫卵

烷基苯磺酸钠

醛 类

氰化物

硫化物

氟化物

油 类

苯 胺

挥发酸

氢化物

铜及其化合物

锌及其化合物

铅及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物

六价铬

总 铬

总 镍

总 镉

总 砷

有机磷

每周

一次

每

月

一

次

每

半

年

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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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处理检测的项目与周期 表 !"#$#$%!

序号 项 目 周期 序号 项 目 周期

$
!
&
’
(
)
*
+
,
$"
$$
$!
$&

有机物含量

含水率

-.
脂肪酸

总碱度

沼气成分

酚 类

氰化

物矿物

油苯并 /01芘

细菌总数

大肠菌群

蛔虫卵

每

日

一

次

每周一次

每
月
一
次

$’
$(
$)
$*
$+
$,
!"
!$
!!
!&
!’
!(

锌及其化合物

铜及其化合物

铅及其化合物

铬及其化合物

镍及其化合物

镉及其化合物

汞及其化合物

砷及其化合物

硼及其化合物

总 氮

总 磷

总 钾

每

季

一

次

23#4#2 化验检测方法应符合现行的行业标准 5城市污水水质

检验方法标准6的规定7
23#4#8 化验室内部应建立健全水质分析质量保证体系7
23#4#9 化验监测人员应经培训后:持证上岗:并应定期进行

考核和抽验7
23#4#; 化验室应设专人对检测的 <水=泥=气>样品进行编

号=登记和验收7
23#4#? 当日的样品应在当日内完成测试 /@AB(除外1:并认

真填写检测原始数据7
23#4#C 化验室的各种仪器=设备=标准药品及检测样品应按

产品的特性及使用要求固定摆放整齐:并应有明显的标志7
23#4#D 化验室报表应由化验室质量保证人员负责填报:并应

按日=旬=月=年逐一整理=报送和存档7
23#4#E 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化验数据宜采用微机处理和管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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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验室必须使用带有 %&’&(标志的计量器具)

!"#! 安全操作

!"#!#$ 应做好化验室的各种安全防护工作)
!"#!#! 各种精密仪器应专人专管*使用前应认真填写使用登

记表*必须按规定认真操作)
!"#!#+ 化验过程中的蒸干,消解,回流以及带刺激气味的化

验操作必须在通风橱内进行)
!"#!#- 易燃易爆物,剧毒物及贵重器具必须由专门部门负责

保管*领用时应有严格手续)
!"#!#. 化验检测完毕*应对仪器开关,水,电,气源等进行

关闭检查)

!"#+ 维护保养

!"#+#$ 化验室的仪器设备应进行维护和定期检验)
!"#+#! 精密计量仪器的检修和检定应由技术监督部门负责)
!"#+#+ 监测分析人员发现仪器出现故障时*应立即检修或上报)
!"#+#- 仪器的附属设备应妥善保管*并应经常进行安全检查)
!"#+#. 贵重精密仪器使用的电源应安装电子稳压器)
!"#+#/ 大型检测分析仪器不宜随意搬动*必须搬动时*除做

好记录外*搬动后*应经国家法定计量部门检定通过后方可使用)
!"#+#0 分光光谱仪 1含红外,紫外,可见光,原子吸收,荧

光等2的操作人员对仪器的维护保养应严格限于如下范围3
142定期擦拭外部镜片5
162易损部件随着仪器灵敏度,重现性,回收率等指标的降

低进行更换5
172定期更换冷却循环水5
182定期润滑打印机械部位5
192原子吸收分光光谱仪用元素灯的调整与更换5
1:2附属设备的除尘擦拭与通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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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仪器 &含气相’液相色谱’质谱等(的维护保养

应符合下列规定)
!"#$#%#* 传感器系统应定期进行清洗或更换检测器+
!"#$#%#! 加热系统’去氢器’气体过滤装置应定期检查,更

换过滤材料+
!"#$#%#$ 终端显示系统的打印机’记录仪应定期润滑,并检

查色带或针头是否磨损,应否更换+

!"#- 技术指标

!"#-#* 化验室应每月完成总化验项目任务的 ./0以上+
!"#-#! 化验检测的精度范围’回收率及重现性应符合国家现

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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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本规程用词说明

!"#"$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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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可+,反面词采用 *不宜+-
!"#"0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11的规定+或 *应按11执行+-
非 必须按所指定的 标 准 执 行 的 写 法 为 *可 参 照11的 要 求

’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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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程主编单位!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 编 单 位"天津市纪庄子污水处理厂

参 加 单 位"上海市城市排水管理处

建设部城市建设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朱雁伯 吕士健 李从华

石凤林 林文波 王福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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