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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加强城镇排水设施的维护工作 统一技术标准 保证设

施安全运行 发挥设施的功能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市政排水管渠与泵站的维护

城镇市政排水管渠与泵站的维护 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术 语

雨水口

置于路边 用于收集地面雨水的设施

雨水箅

一种安装在雨水口顶部的格栅 它既能拦截垃圾 防止坠落

又能让雨水通过

连管

埋设在道路两侧 连接市政管渠与雨水口或用户的管道

接户管

连接市政管渠与用户的连管

检查井

排水管渠上连接其他管渠以及供维护工人检查 清通和出入

管渠的构筑物

接户井

用户排水管通向市政管渠的最后一座检查井 该井及上游管

道属用户专用 该井以下管渠属市政公有

沉泥槽

雨水口和检查井的管口以下槽形部分 用于集中管道中的积

泥

排放口

将雨水 处理后的污水或合流污水 经管道输送后排放至水

体的设施

通沟牛

在钢索的牵引下 清除管渠积泥的铲形 桶形 圆刷形等的

铲泥工具

绞车疏通



  

  

采用绞车牵引通沟牛 以清除管渠内积泥

转杆疏通

采用人工或电动机驱动装在软轴转杆头部的钻头 清除管渠

内的积泥

沟棍疏通

采用短棍接长和装在前端的钻头或耙子清除管渠内的积泥

水力疏通

通过加大管渠上下游水位差 形成大流速 清通管渠内的积

泥

射水疏通

用高压泵射出的水束清除管渠内积泥

染色检查

通过染色剂在水中的行踪来显示管道走向 找出管道运行中

存在问题的检查方法

水力检测

通过对管渠流速 流量和水力坡降线的测定 分析 找出管

渠运行中存在问题的检查方法

出水活门

在排水管渠出水口或通向水体的水泵出水管段上设置的单向

启闭阀 其可用来防止水流倒灌

惰走时间

旋转运动的机械 失去驱动力后至静止的这段惯性行走时间

盘车

旋转机械在无驱动力情况下 用人力或借助专用工具将转子

低速转动的动作过程



  

  

排 水 管 渠

管 渠 维 护

排水设施管理单位应按现行行业标准 污水排入城市下水

道水质标准 的要求 对排放污水的用户定期进行排放水

质的抽样检测 并建立管理档案

在分流制地区 严禁雨污水混接

管渠检查可采用地面检查 下井检查 潜水检查 染色检

查 水力检测等方法 各类管渠及附属构筑物的检查要求宜符合

表 的规定

管渠及附属构筑物的检查要求 表

设施种类 检查方法 检 查 内 容
检查周期

间隔时间 次

雨不口与

检查井

地面检查 违章占压 违章接管 井盖井座 雨水箅 梯

蹬 井壁结垢 井底积泥 井身结构等
月

管 道
地面检查 违章占压 地面塌陷 水位水流 淤积情况等 月

进管检查 变形 腐蚀 渗漏 接口 树根 结垢等 月

渠 道
地面检查 违章占压 违章接管 边坡稳定 渠边种植 水

位水流 淤积 盖板缺损 墙体结构等
月

倒虹管
地面检查 标志牌 两端水位差 检查井 闸门等 月

潜水检查 淤积 腐蚀 接口渗漏 河床冲刷 管顶复土等 月

排放口
地面检查 违章占压 标志牌 挡土墙 淤积情况 底坡冲刷 月

潜水检查 淤塞 腐蚀 接口 河床冲刷 软体动物生长情况 月

潮闸门
地面检查 闸门井淤积 机构腐蚀 缺损 启闭灵活性 密封性 月

潜水检查 闸门井淤积 机构腐蚀 缺损 启闭灵活性 密封性 年



  

  

管道维护和检查的安全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排水管

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的规定

管道 雨水口和检查井的最大积泥深度应符合表 的

规定

管道 雨水口和检查井的最大积泥深度 表

类 别 最大积泥深度

雨 水 管 或 合 流 管
以下 管径的

以上 管径的

污 水 管 任意管径 管径的

雨 水 口
有沉泥槽 管底以下

无沉泥槽 管底以上

检 查 井
有沉泥槽 管底以下

无沉泥槽 与管道积泥深度相同

雨水口与检查井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雨水口与检查井维护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清掏积泥

洗刷井壁 配齐或更换井盖 井座及踏步

使用的铸铁井盖的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铸铁检

查井盖 的规定

管道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采用转杆疏通或沟棍疏通时 应先检查电动机或钻

头

当采用绞车疏通时 在井口和管口转角处 应使用转

向滑轮 不得使钢索与井口和管口直接摩擦

当采用绞车疏通时 最后一次通过的通沟牛 其直径

应比该管径小一档

当水力疏通的水量不足时 宜采用闸门或管塞积蓄水

量 抬高上游水位后 放水冲洗

采用水力冲洗不能完全清除管道积泥时 宜同时采用



  

  

水力通沟浮球 或者采用射水疏通

倒虹管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河床受冲刷的地区 每年应检查一次过河倒虹管的

复土情况 复土未能达到设计要求时 应采取加固措施

当疏通双道倒虹管时 可采用关闭其中一道 放水疏

通另一道的方法 疏通直径小于或等于 的倒虹管直线段

时 也可采用绞车疏通

在通航河道上设置的倒虹管保护标志牌应定期油漆

维护 保持清晰完好

过河倒虹管 因检修需要抽空管道前 应进行抗浮验

算

渠道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明渠应定期进行整修边坡 清除污泥等维护

应定期检查无铺砌明渠直线段 转弯处 变坡点的断

面状况 发现损坏应用砖石砌成标准沟形断面 以控制沟底标高

和断面尺寸 并应符合原设计要求

盖板渠应保持盖板无缺损 不断裂 不露筋 安放平

稳 缝隙紧密 相邻盖板之间的高差不应大于

排放口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经常巡视 及时制止向排放口倾倒垃圾和在其附

近堆物占压

排放口标志牌应定期油漆 保持清晰完好

因河床淤积而导致水流受阻的排放口应定期输浚

保持水流畅通

岸边式排放口的挡土墙或护坡应保持结构完好 当

出现倾斜 沉陷 裂缝等损坏现象时 应及时维修

江心式排放口应经常巡视 防止捕渔作业 航行或

其他工程作业造成的损坏

江心式排放口应定期进行水力冲洗 保持排放管及

喷射口畅通



 

  

江心式排放口宜采用潜水检查的方法 检查河床或

海床的变化 管道淤寒 构件腐蚀和水下生物附着生长等情况

管道的防冻应符合下列规定

冰冻前 应对雨水口采用麻袋 木屑 盖堵等防冻

措施

冰冻期内 应对因冰冻而堵塞的管道化冻 其方法

可采用蒸汽化冻

融冻后 应及时清除用于盖堵雨水口的保温材料 并

清除随融雪流入管道的砂土

管 渠 修 理

当需断水作业修理暂时封堵现有排水管渠时 应采取临时

排水措施 工程竣工后 应及时清理所有留在管渠内的管塞 砖

块等杂物

管渠改建 修理工程的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市政排

水管渠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的规定

管道裂缝修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细裂缝和网状裂缝可采用压抹或喷涂方法更换旧面

层 也可采用加罩新面层 加罩面层前 原壁面应洗刷干净

嵌填裂缝前 应先将裂缝或管道接口凿成深度不小于

宽度不小于 的 形槽 清理干净后 应用水泥胶浆

等速凝材料或石棉膨胀水泥填实 厚度为 经检查无漏后

应再用抗渗水泥砂浆填平余下的 抗渗水泥砂浆采用的外

加剂应包括防水剂 减水剂 膨胀剂中的一种

当有严重的渗漏时 宜采用灌浆堵漏 采用灌浆堵漏

时 钻孔应钻至裂缝深处或钻至管道外壁 然后向孔内注入堵漏

浆

直径 以上的管道接口修理可采用内套环

法 套环可用钢板或塑料预制 套环与混凝土管之间应衬有橡胶

密封圈 密封圈不应有接头 钢套环应采取防腐措施



  

  

腐蚀性损坏的修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加罩面罩或更新防腐面层前 原混凝土表面应洗刷干

净

宜采用抹压或喷涂方法加罩防腐砂浆层 其厚度不应

小于

防腐涂层宜采用刮涂或刷涂的方法修理 其厚度不应

小于 受硫化氢腐蚀严重的污水管在进行维护时 应采取

通风 防毒等安全措施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排水管道维护

安全技术规程 的规定

沉降缝止水带的修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更换的止水带的规格 尺寸 伸长率 回弹率 老化

系数等理化性能指标均应满足设计要求

止水带埋设位置应准确 止水带中间的空心圆应位于

变形缝中间

新浇混凝土的强度不应低于原有混凝土强度 新旧混

凝土之间以及混凝土与止水带之间的接合处应密实 牢固

止水带的接头不得留在转角处 止水带在转角处的曲

率半径应大于

旧管上加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加井的荷重不得全部由旧管承受 直径为 以

下的小型管 加井时应挖深至管底 直径为 以上的管道

加井时可挖至半管 加井底部均应做基础

加井时在旧管上凿孔 不应损坏凿孔以外的管道 凿

孔的周边应与井壁对齐并用水泥砂浆抹平 贴近管道上半圆部位

的砖墙应砌成拱形

接纳连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各类连管均应在检查井内接通 不应在管道上凿孔暗

接

连管接入检查井后 连管与墙孔间的空隙应用水泥砂

浆填实 并内外抹光



 

  

连管与上游管道的夹角宜小于

雨水接户管在接入管道前 宜加设沉泥井

井框升降应符合下列规定

井框与井身的连接应平稳 牢固 不得翘动 顶面与

路面的高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规范

的规定

井框与井身之间的衬垫材料 在机动车道下 应采用

混凝土 其强度不应小于 在其他车道下 可采用砌砖衬垫

其砌筑砂浆的灰砂比不应小于

井框升降时 混凝土宜采用早强水泥或在普通水泥中

添加早强剂 混凝土养护期间应采用护栏围护

排水明渠修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修理土渠的滑坡 冲刷 渗漏和洞穴等以前 应先对

损坏部分采取清除松土和淤泥 将破坏面削成稳定的斜坡等预处

理 洞穴应作扩孔清理 裂缝应作扩缝清理

对土渠的滑坡 冲刷和一般渗漏施行原状土修复时

应分层夯实 分层的厚度不应大于 修复后的断面形状应

与原设计一致 不得缩小

严重渗漏的土渠宜选用下列工程措施之一进行修理

在迎水面做 厚的粘土防渗墙

修筑混凝土或浆砌块石防渗护面

采用压力注浆

浆砌石渠的裂缝 渗漏或腐蚀性损坏的修理应符合本

规程第 和 条的有关规定

挡土墙 浆砌石渠 溢流堰 消力坎等构筑物出现严

重结构性损坏时 应拆除重建 新建的构筑物应进行水力计算和

结构计算

污 泥 运 输

通沟污泥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采用机械吸泥或抓泥时 污泥宜直接由罐车装运

采用人工掏挖时 宜采用自卸卡车污泥拖斗或污泥集

装箱装运 当水运条件许可时 也可采用水陆联运

在管渠疏通或污泥运输过程中 应做到污泥不落地 沿途

不洒落

污泥盛器和运输车辆应定期清洗 保持清洁 并宜加装盖

子

疏通作业完毕后 污泥盛器应及时撤离现场 在街道上停

放的时间 不宜超过一昼夜 污泥盛器和车辆在街道上停放过夜

时 应悬挂安全红灯



  

  

排 水 泵 站

一 般 规 定

水泵经维修后 其流量不应低于设计流量的 其机组

效率不应低于原机组效率的 泵站机组的完好率应达到

以上 汛期雨水泵站机组的可运行率应达到 以上

排水泵站内的机电设备 管配件每二年应进行一次除锈

油漆等处理

排水泵站内的水位仪 雨量器 开车积时仪 每年应校验

一次 当仪器仪表失灵时应立即更换 防毒用具使用前必须校验

合格后方可使用

排水泵站的围墙 道路 泵房及附属设施应经常进行清洁

保养 出现损坏 应立即修复 每隔 年应刷新一次

每年汛期 排水泵站的自身防汛设施 应进行检查与维护

排水泵站应经常做好卫生 绿化与除害灭虫工作

排水泵站应有完整的运行与维护记录

排 水 泵

水泵运行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泵运行前的例行检查

盘车时 水泵 电机不得有碰擦和轻重不匀现象

弹性圆柱销联轴器轴向间隙和同轴度应符合规定

水泵各部轴承应处于正常润滑状态

水泵轴封机构的密封性能应良好

离心泵和卧式混流泵运行前 应将泵体内的空气排尽

轴流泵和立式混流泵运行前 应检查冷却水系统 润滑



  

 

水系统和抽真空系统

螺旋泵应在第一个叶轮浸没水中达 以上才能启动

水泵运行中的巡视检查

水泵机组转向应正确 运行应平稳 并无异常振动和异

声

水泵机组应在规定的电压 电流 转速 扬程范围内运

行

水泵轴承温度应正常 滑动轴承不应超过 滚动轴

承不得超过 温升不应大于

橡胶轴承供水压力应正常

轴封机构密封不应滴水成线 并不得发热

泵体联接管道和泵机座螺栓应紧固 不得渗漏水

潜水泵运行时应保持淹没深度

运行中 应执行勤看 勤听 勤摸 勤嗅 勤捞 勤动

手的 六勤 工作法

水泵停止运行时的检查

轴封机构不得渗水

止回阀门或出水活门关闭时的响声应正常

应观察泵轴惰走时间及停止情况

水泵机组应保持整洁

水泵的日常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各类轴承应定期加注规定的润滑油或润滑脂

应检查联轴器间隙

轴封机构的填料应定期检查和更换 并清除积水和污

垢

应检查泵体各部联接螺栓的紧固程度

不常开的水泵每周应用工具盘动一次 试运行时间不

得小于

水泵机组不应有灰尘 油垢和锈迹

离心泵停止使用时 应将水泵 管道 闸阀等的积水



  

  

放尽

应经常打开离心泵的手孔盖 并及时清除泵内垃圾

但当离心泵运转时 严禁做此工作

轴流泵 立式混流泵的冷却水系统 润滑水系统及抽

真空系统应定期检查

螺旋泵应定期检查齿轮减速机油箱内的油质与油

量 油质不符合规定时应立即换油 油量不足时应及时加油

螺旋泵在长期停用时 叶轮应每周盘动一次 并变

换位置

水泵的定期维修应符合下列规定

水泵定期维修

轴流泵累计运行 离心泵累计运行 混流

泵及潜水泵累计运行 不经常运行的水泵每隔 年 均应解

体维修

水泵定期维修前 应制定维修技术方案和安全措施

水泵维修后的技术性能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的规定

水泵定期维修应具有完整的维修记录及验收资料

离心泵的定期维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检查轴封机构 发现损坏应修理或更换

当叶轮与密封环间隙超过规定值时 应进行修补或更换

叶轮轮叶和盖板上有破裂 残缺和透孔等损坏 应及时

更换

当叶轮流道 导水轮被冲蚀的麻窝深度大于 时 应

及时修补 剩余壁厚小于原厚度的 时 应及时更换

轴承磨损间隙超过规定值时应更换

离心泵采取 变速变径调节 的 应进行计算

轴流泵 混流泵的定期维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检查轴封机构 发现损坏 应修理或更换

检查泵轴 运动副及轴承的磨损程度 发现磨损 应修

理或更换



  

 

检查叶片外缘的磨损量 超过规定值时 应进行修补或

更换

导叶体喇叭管的球面磨损量大于 时 应修理或更

换

应校核机组的同轴度

潜水泵的定期维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检查轴承磨损量 超过规定值时 应更换

潜水泵的叶轮与泵盖间的间隙过大 叶片破损 泵体泵

盖磨损 裂缝或损坏 应进行修理或更换

检查泵机的密封和绝缘

螺旋泵的定期维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检查上下轴承的磨损程度 发现磨损 应更换

检查联轴器的弹性柱销 发现磨损 应更换

齿轮减速箱应解体检查

检查叶片 发现变形应修理或更换

电 气 设 备

电气设备检查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气设备的定期清扫 检查及运行中的巡视应符合下

列规定

电气设备应定期清扫 检查 每年不应少于两次

电气设备运行中 每班应巡视一次 夜间关灯巡视每周

不应少于一次

电气设备的检修除进行定期维修外 还应根据试验及

检查结果 及时检修

电气设备的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高压电器设备应按期作预防性试验 预防性试验项目

周期和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的

规定

高 低压电气设备在定期维修后的试验项目和要求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 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的规定

高 低压电气设备更新改造完成后并投入运行前 必须

做交接试验 交接试验的项目和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气

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的规定

电力电缆定期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缆终端应清洁 无漏油或渗油

电缆的绝缘必须满足运行要求

电缆沟内应无积水 无渗水

电缆沿线应无打桩 种植树木或可能伤及电缆的其他

情况

避雷器和避雷针的检查每年不应少于一次 雷雨季节前

必须进行检查

变压器的检查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变压器投入运行后 在正常情况下 每十年应至少维

护一次

变压器发生下列故障之一时 应立即停电检修

安全气道膜破坏或储油柜冒油

重瓦斯断电器动作

瓷套管有严重放电和损伤

变压器内噪声增高 且不匀 有爆裂声

在正常冷却条件下 油温不正常或不断上升

发现严重漏油 储油柜无油

预防性试验时 变压器不符合标准

变压器油严重变色

高压开关的检查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高压隔离开关 高压负荷开关检查每年不应少于一

次

高压油开关的维护周期

控制电动机启动的高压油开关定期维护应每年一次 频

繁启动的高压油开关应每年不少于两次



  

  

控制变配电的高压油开关定期维护应每年一次

切断两次短路电流后 即应维护高压油开关

高压油开关维护后的检查应包括下列各项内容

测定导电杆的总行程 超行程和连杆转动角度

检测缓冲器

测定三相合闸同时性

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规定的电气试验项目

低压开关的检查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低压开关定期维护每年不应少于一次 控制电动机的

开关应每月进行内部清扫和检查

低压开关定期维护后 应测量开关绝缘电阻和接触电

阻

电动机启动设备必须经常检查和维护 其内容应包括动静

触头 灭弧部件 电磁吸铁主回路和控制回路接线等 维护后 应

检查三相合闸同时性 测量绝缘电阻 测定触头的压力等

电流 电压互感器和电容器的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流 电压互感器的定期检查每年不应少于一次

无功补偿电容器在运行中的检查

应观察三相电流表的读数

电容器外观检查每周不应少于两次 当箱壳膨胀漏液时

其电容器应退出运行

直流设备的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硅整流设备的检查

仪表针指示 继电器动作应正常

交直流回路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 在较潮湿的

地方不应低于

电阻 电容器 硅整流器等元器件应接触良好 并无放

电 损坏 过热等现象

硅整流设备应清洁无尘垢

蓄电池直流设备的定期检查



  

  

工作电源和备用电源之间的自动切换装置必须保持良好

工作电源和备用电源的电压 充电电流应正常

蓄电池组自行投入装置必须保持良好

继电保护装置和自动切换装置的检查每年不应少于一

次

母线 指示电表 电度表等其他电气设备的检查宜结合

开关设备的检查同时进行

通用电动机的检查和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电动机启动前的检查

电动机绕组对绝缘电阻应符合安全运行要求

开启式电动机内部应无杂物

绕线式电动机滑环与电刷应接触良好 电刷的压力应正

常

电动机引出线接头处应紧固

轴承润滑油 脂 应满足润滑要求

接地装置必须可靠

电动机除湿装置电源应断开

电动机运行中的检查

应保持清洁 不得有水滴 油污进入电动机

运行电流和电压不宜超过额定值

应检查轴承发热 漏油等情况

电动机温升不应超过允许值

电动机在运行中不应有碰擦等杂声

对绕线式电动机 应检查电刷与滑环的接触磨损情况

电动机的通风应良好

电动机的转向应正确

绕线式电动机的短路接触器应在短接位置

电动机累计运行达 应维护一次 不经

常运行的电动机每四年应维护一次

电动机的维护



  

  

应清除电动机内部灰尘 绕组绝缘应良好

铁芯硅钢片应整齐 且无松动

定子 转子绕组槽楔应无松动 绕组引出线端焊接应良

好 相位 标号应正确 清晰

鼠笼式电动机转子端接环应无松动

绕线式电动机转子线端的绑线应牢固完整

散热风扇及其紧固情况应良好

清洗轴承 磨损严重时应更换 并应检查定子与转子的

间隙

电动机外壳应完好

电动机维护后应作试验

进水与出水设施

闸阀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闸阀的日常维护

应经常清除垃圾及油污 并应加注润滑脂 油 保持

启闭灵活

闸阀的全开 全闭 转向 转数等标记应清晰完整

暗杆式闸阀 应及时调整填料的松紧

电动闸阀 应经常检查机械传动部件及齿轮箱

闸阀启闭 出现卡位 突跳等现象时 应停止操作 并

进行检查

应保持闸阀零部件完整 发现缺损应及时修配

不常开的闸阀应每周启闭一次 并保持启闭灵活

闸阀的定期维护

应检查闸阀的密闭性和阀杆垂直度 调整闸板的位移余

量 进行整修或更换

应更换闸阀的填料 检查阀杆等零部件腐蚀 磨损程度

进行整修或更换

电动闸阀的限位开关 联锁装置应可靠 当限位开关产



  

  

生移位 失灵或联锁装置失效时 应及时调整修复

沉砂池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沉砂池每半年应清砂一次 池底积砂高度达到进水管

管底时 应及时清砂

沉砂池池壁的混凝土保护层出现剥落 裂缝 腐蚀时

应按设计要求修复

清捞出的沉砂可与通沟污泥合并处理

格栅及除污机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格栅的维护

应及时清除格栅上的污物 并清洗操作平台

栅片松动 变形 缺档或断裂时 应及时修理或更换

应定期除锈和油漆

除污机的运行和维护

运行前 应检查机械机构 电气设备

运行时 经常巡视检查 发现异常应停机检查

停机后 应及时做好清洁保养 并进行加注润滑油等工

作

与除污机配套的皮带输送机 应经常除污 清洗和加注

润滑油

除污机停用期间应每周运行一次

应按产品标准的要求进行定期维护

集水池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集水池池面的浮渣应及时清捞 并应定期抽低水位

冲洗池壁

集水池内的水位标尺和水位计应经常清洗 定期校

验

集水池应定期清除池底泥砂等沉积物 并应检查管道

及闸阀的腐蚀情况

集水池池壁的混凝土保护层出现剥落 裂缝 腐蚀时

应修复



  

  

集水池周围的扶梯 栏杆应定期除锈 刷油漆

集水池前的闸门维护应符合本规程第 条的规

定

出水井的维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高架出水井不得出现渗漏 混凝土保护层出现剥落

裂缝 腐蚀时 应及时修复

出水压力井不得有渗漏水和漏气现象 当密封橡胶衬

垫 钢板 螺栓出现老化和腐蚀时 应及时修复

压力井的透气孔不得堵塞

相 关 设 施

排水泵站内起重设备应定期检查和维护

排水泵站内的剩水泵 真空泵 通风机 供水设施等相关

设施应每年检查和维护

水锤装置应设在室内或专用井内 并应定期检查 维修

校验 冬季应采取防冻措施

自动控制与计算机控制

自动化装置必须经试运行后才能投入运行 并应每周检

查 定期维护

计算机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排水泵站的计算机控制系统的运行管理应严格执行

规章制度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维护应按制造厂的要求执行



  

  

排水设施维护技术资料

排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建立健全排水设施的技术资料和设

备档案

新建排水设施 应有完整 准确 清晰的竣工技术资料

竣工技术资料应包括工程建设文本 技术设计资料 竣工验收资

料

排水设施的维护资料应正确 及时 清晰

排水设施的更新改造 补缺配套的资料应及时归档保存

实行计算机管理的维护资料应有备份

对排水设施的突发事故或设施严重损坏情况 必须及时做

好记录 并应连同分析 处理资料一起归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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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条件允许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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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城市排水管理处

参 加 单 位 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哈尔滨市排水管理处

武汉市市政局市政维修处

武汉市排水泵站管理处

天津市排水管理处

西安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重庆市市政养护管理处

南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主要起草人 王翌娥 吴菊如 朱保罗 王福南

韩志洁 吴士柏 李燮琮 王 峰

钮建强 胡晓延 范承亮 吴增奎

张东康 李锦华 韩宇超 王绍文

汤志华 郑卫军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术规程
	目次
	1 总则
	2 术语
	3 排水管渠
	3.1 管渠维护
	3.2 管渠修理
	3.3 污泥运输

	4 排水泵站
	4.1 一般规定
	4.2 排水泵
	4.3 电气设备
	4.4 进水与出水设施
	4.5 相关设施
	4.6 自动控制与计算机控制

	5 排水设施维护技术资料
	附录A 本规程用词说明
	附加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