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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处理臭氧系统应用规程

1 范围

1.1 为提高给水处理臭氧系统应用水平，保障给水处理中臭氧系统的工程设计、安装调试与验收、

运行与维护质量，保证臭氧系统应用效果，制定本规程。

1.2 本规程规定了给水处理臭氧系统的基本要求、臭氧发生器、气源装置、接触反应装置、尾气处

理装置、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安装调试与验收、运行与维护等。

1.3 本规程适用于给水处理中采用介质阻挡放电方式产生臭氧的臭氧系统。

1.4 给水处理臭氧系统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设计文件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50（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

GB/T 151 热交换器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5083 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4050 系统接地的型式及安全技术要求

GB/T 17248.3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采用近似环境修正测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

射声压级

GB 19517 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GB/T 20801 压力管道规范-工业管道

GB/T 37894 水处理用臭氧发生器技术要求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29 压缩空气站设计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Z 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

CJJ 58 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HG 20202 脱脂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B/T 6427 变压吸附制氧、制氮设备

TSG 07 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

TSG D0001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

3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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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术语和定义

3.1.1

臭氧系统 ozone system
臭氧发生器、气源装置、接触反应装置、尾气处理装置、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等组合成的系统。

3.1.2

标准状态 normal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在温度T=273.15K（0℃），压力P=101.325 kPa（标准大气压）时的气体状态。

注：除非特别指明，本标准中提到的气体体积、气体流量以及臭氧浓度均为标准状态下的值。

3.1.3

臭氧发生器 ozone generator
氧气或空气通过介质阻挡放电方式产生臭氧的装置。

3.1.4

气源装置 feed gas device
为臭氧发生器提供合格原料气体的装置或成套设备。

3.1.5

接触反应装置 ozone contactor
臭氧投加到水中并和水中还原性物质进行反应的装置。

3.1.6

尾气处理装置 vent ozone destructor
将接触反应残留的臭氧气体经过处理降低到臭氧浓度允许排放限值的装置。

3.2 缩略语

PSA——变压吸附（Pressure Swing Adsorption）。

VPSA——真空变压吸附（Vacuum Pressure Swing Adsorption）。

4 基本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应根据给水处理整体要求，按 GB50013完成臭氧系统工艺流程设计，并结合臭氧系统投资及

运行费用确定臭氧系统总体设计方案，主要包括：

a) 臭氧发生器规格、台数及备用方案；

b) 气源装置类型、各装置选型；

c) 臭氧接触装置的布置方式和尺寸，臭氧一点投加或多点投加；

d) 尾气处理装置的规格、台数及备用方案；

e) 臭氧系统控制方式。

4.1.2 臭氧系统各设备及装置应根据臭氧发生和投加的工艺操作顺序，按相关图纸资料、安装要求

及说明、运行维护说明、检修所需空间等资料进行布置。臭氧发生器应尽量靠近接触反应装置。

4.1.3 臭氧系统各设备及装置应符合 GB 5083的规定。

4.1.4 臭氧发生器、臭氧接触池、尾气处理装置的设置与配置应符合 GB 50013的规定。

4.1.5 臭氧系统机电设备及装置正常工作环境条件应符合 GB/T 37894的要求。

4.1.6 臭氧系统工作时的噪声值按 GB/T 17248.3的方法检测不应高于 85dB（A）。

4.2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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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臭氧系统应用应符合有关的臭氧浓度和安全性要求。常用臭氧浓度和安全性等资料见附录 A。
4.2.2 臭氧系统中属于压力容器的相关装置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应符合 TSG 07、GB/T
150（所有部分）及 GB/T 151的规定。

4.2.3 臭氧系统中所有管道应按照 GB 50235进行气密性试验或压力试验，属于压力管道的相关管道

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应符合 TSG 07、TSG D0001及 GB/T 20801的规定。

4.2.4 臭氧系统中接触生活饮用水的部分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4.2.5 电气设备的设计应符合 GB 19517的规定。

4.2.6 电气设备防护等级应符合 GB 4208的规定，不应低于 IP44。
4.2.7 臭氧系统均应可靠接地，接地应符合 GB 14050的规定。

4.2.8 电气设备应采用防止电击危险的绝缘保护措施，装置内任何带电部件只有在通过联锁开关断

开电源后才能被触及。

4.2.9 采用氧气源的臭氧系统，电气设备设计布置应符合 GB 50016的规定。

4.2.10 臭氧系统中的设备、管道、阀门、仪表等所有接触氧气、富氧气及臭氧化气的零部件应进行

脱脂处理，脱脂处理应符合 HG 20202的规定。

4.2.11 应按设备或管道等级设置相应的安全阀等压力卸放装置，氧气、臭氧的压力安全卸放装置，

卸放口应通过管道连接到室外安全处。

4.2.12 臭氧系统设备间内的泄漏臭氧浓度应符合 GBZ 2的规定。

4.2.13 臭氧发生器设备间应按 GB 50013的规定设置臭氧泄漏报警仪，氧气源型臭氧系统还应设置

氧气泄漏报警仪。

4.2.14 臭氧发生器设备间应按 GB 50013的规定设置机械通风设备、防护器具、照明及开关装置。

4.3 材料

4.3.1 臭氧系统中接触生活饮用水的装置，其材料及施工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的相关要求。

4.3.2 臭氧系统中一些部件、管道等应使用不锈钢材料，并不应低于表 1的规定。

表 1 臭氧系统中使用不锈钢材料要求

序号 范围 材质

1 接触干燥臭氧气体的金属材料 06Cr19Ni10（S30408）不锈钢

2 潮湿臭氧气体、臭氧水的金属材料 022Cr17Ni12Mo2（S31603）不锈钢

3 氯离子浓度较高的臭氧水 022Cr22Ni5Mo3N（S32205）双相不锈钢

4 液氧管道 022Cr19Ni10（S30403）不锈钢

5

氧气管道、PSA富氧气管道（产品氧气缓冲罐

后）、VPSA富氧气管道（氧气增压后）、空

气管道（吸附式干燥机之后）、臭氧发生器内

循环冷却水管道

06Cr19Ni10（S30408）不锈钢

4.3.3 接触臭氧气体、臭氧水、尾气臭氧的密封圈、垫片、塑料管道等应使用耐臭氧氧化材料。

4.3.4 臭氧系统中主体材料使用时间应大于 15年。

5 臭氧发生器

5.1 一般规定

5.1.1 臭氧发生器应符合 GB/T 37894的规定。

5.1.2 臭氧发生器技术资料中应有“臭氧产量——冷却水温度特性曲线”等选型技术参数修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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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臭氧发生器应根据可靠性、稳定性、技术指标先进综合选型。

5.1.4 臭氧发生器宜集成后成套供应，集成设计选择参见附录 B。
5.1.5 臭氧发生器用于生活饮用水消毒的，应具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卫生许可批件》。

5.2 设备应用

5.2.1 应根据臭氧系统的总臭氧量、技术参数要求、场地条件、臭氧发生器运行及备用套数、设备

投资、运行费用、建设费用、管理费用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选择确定臭氧发生器选型方案。

5.2.2 按现场实际气源、电源、冷却水等条件设计的臭氧发生器，其控制装置及有关的报警及连锁

设置应能适合现场工作条件，在工况参数正常的波动范围内不应导致频繁报警及保护停机。

5.2.3 臭氧系统中臭氧发生器的工作压力宜小于 0.1 MPa。
5.2.4 臭氧发生器的产量应结合工艺最大臭氧需求量、工艺正常臭氧需求量的要求综合配置。

5.2.5 臭氧发生器应考虑备用设计，备用方式可采用软备用或硬备用，备用设计方案宜按照 GB
50013的要求。当有液氧源（设计液氧源或有备用液氧）、臭氧发生器的台数只设计 2台时，单台臭

氧发生器的最大产量（此时臭氧产量高于额定臭氧产量，通过增大气量等调整运行参数实现）应满足

臭氧系统最大臭氧需求量。

5.2.6 臭氧发生器首次开机或停机较长时间后再开机时，应对臭氧发生器气路进行吹扫，吹扫应采

用符合 GB/T 37894要求的原料气体，流量应不低于额定气量的 20%，吹扫时间应不低于 4 h。短期停

机的吹扫时间大致可按停机一天吹扫 1 h计。

5.2.7 臭氧系统应设置冷却装置，冷却装置应有必要的温度、压力等检测仪表，并应根据具体应用

条件设置保护或报警值进行连锁控制。

5.2.8 大型臭氧系统宜采用纯水闭式循环冷却，循环水量、水压、热交换器等应按臭氧发生器容量

与环境条件匹配选择。

5.2.9 臭氧电源装置可采用直接风冷却和空调冷却，冷却装置选型应结合当地环境条件。

6 气源装置

6.1 一般规定

6.1.1 气源装置分为空气源装置、氧气源装置、富氧源装置，各类型气源装置的组成及要求参见附

录 C。
6.1.2 各类型气源装置提供的气源质量应符合 GB/T 37894的规定。

6.1.3 气源装置提供的气量应能满足臭氧发生器所需臭氧化气流量（即臭氧出气流量）要求，臭氧

化气流量为臭氧发生器的臭氧产量与臭氧浓度的比值，计算公式为式（1）：

�  �
�

………………………(1)

式中：

D —— 臭氧产量，单位为克每小时（g/h）；

C —— 臭氧浓度（质量浓度），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m3）；

Q —— 臭氧化气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或式中：

D —— 臭氧产量，单位为克每小时（kg/h）；

C —— 臭氧浓度（质量分数），单位为百分比（%）（wt）；

Q —— 臭氧化气流量，单位为千克每小时（kg/h）。

6.1.4 当臭氧浓度采用质量浓度时，精确计算气源装置提供的气量时还应通过臭氧出气流量（即臭

氧化气体积流量）换算得出，计算公式为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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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  ��th �（
�������������

����
） ……………………(2)

式中：

Qin —— 气源装置提供的气体体积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Qout —— 臭氧化气体积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C —— 臭氧浓度，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m3）。

6.1.5 气源装置应能与臭氧系统实现联动控制工作。

6.1.6 富氧源装置应符合 JB/T 6427的规定。

6.2 装置应用

6.2.1 气源装置的总体设计和选型应根据设备投资、运行费用、运输等综合成本及便利条件。有关

设备配置、系统运行条件、运行成本对比等具体选型及计算可参见附录 C。
6.2.2 应按空气、氧气的不同处理要求分级配置过滤器。

6.2.3 采用富氧源装置时，应结合富氧源装置的电耗与臭氧发生器的电耗综合确定节能运行方式。

6.2.4 VPSA 现场制氧按额定产氧量运行才能达到经济电耗指标。气源装置按“富氧装置额定运行+
液氧调峰”的运行方式，具有较低的运行费用。

7 接触反应装置

7.1 一般规定

7.1.1 接触反应装置包括臭氧接触池、扩散导管、臭氧扩散器、射流器、臭氧混合器、满足工艺及

测量控制必要的辅助装置等，实现臭氧与水体充分接触，并达到设计的臭氧吸收效率。

7.1.2 应按臭氧系统的工艺设计要求确定臭氧需求量、臭氧浓度、接触时间，再结合臭氧投加点的

现有条件，选择确定可采用的臭氧接触方法。

7.1.3 臭氧需求量为需处理的水流量与水中臭氧投加浓度的乘积，计算公式为式：

�  ��� …………………………(3)
式中：

D —— 臭氧需求量，单位为克每小时（g/h）；

Q —— 需处理的水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C —— 臭氧投加浓度，单位为克每立方米（g/m3）。

7.1.4 接触反应装置的容积为需处理的水流量与水和臭氧接触反应时间的乘积，计算公式为式（4）：

�  ��h …………………………(4)
式中：

V —— 臭氧接触反应装置的容积，单位立方米（m3）；

Q —— 需处理的水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3/h）；

t —— 水和臭氧接触反应时间，单位为小时（h）。

7.1.5 臭氧投加位置及臭氧设计投加量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一般分为预臭氧处理与后臭氧处

理，水中溶解臭氧浓度及接触时间应符合 GB 5749及 GB 50013的要求，具体应用中的臭氧投加量、

臭氧接触时间、水中溶解臭氧浓度等参见附录 D给出的建议值。

7.1.6 臭氧投加管路应设计高于液位的臭氧气管路、止回阀、防倒流罐、连锁切断气路等一种或组

合方式，避免工况异常或操作异常时有水倒灌入臭氧输送管道甚至倒灌入臭氧发生器。

7.2 装置应用

7.2.1 接触反应装置可根据规模采用臭氧接触池或臭氧接触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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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臭氧接触池采用扩散器底部曝气，应按扩散器的技术参数为各级臭氧投加设计扩散器的类型

及数量，使曝气区域覆盖全部的接触工作截面。

7.2.3 扩散器的设计及布置应符合 GB 50013的规定。

7.2.4 接触池或接触塔底部的曝气扩散导管的最低位应设计排水装置。

7.2.5 臭氧投加的接触室，池顶部应设置人孔，池壁上宜设置爬梯，爬梯应避免臭氧腐蚀。

7.2.6 臭氧接触池出水口应设置水样取样口。臭氧投加的接触室宜设置水样取样口，取样口可设置

在池顶或池壁，并能实现从接触室中心取样。

7.2.7 预臭氧接触时间及预臭氧射流投加应符合 GB 50013的规定，宜按每台射流器配一台水泵，水

泵应有备用。

7.2.8 预臭氧采用射流投加时，宜把射流混合后的水导入反应装置的底部，并宜采用转流扩散器、

混流喷嘴或喷管等增加二次混合效果。

8 尾气处理装置

8.1 一般规定

8.1.1 尾气处理装置可采用加热分解型装置、催化分解型装置等方式，使尾气臭氧浓度降低到相关

标准规范或环保部门规定的允许排放的浓度限值。

8.1.2 加热分解型装置应由电加热器、热交换器、风机、控制装置与仪表等组成，催化分解型装置

应由催化反应室、加热装置、风机、控制装置与仪表等组成，装置的工作原理、运行特点见表 2。
表 2 尾气处理装置工作原理、运行特点

装置类型 工作原理 运行特点

加热分

解型

单加热、不回

收热能

用加热器将尾气臭氧加热到 350℃以上

彻底分解。一般加热温度高于 370℃、

反应时间 2.5 s

彻底分解、运行可靠，设备简单，易实现自动化监

控。排出的气体温度达到 250~300℃，运行能耗高

带热交换器

进行热回收

在单加热的基础上使用热交换器回收

部分热能对尾气预加热

彻底分解、运行可靠，易实现自动化监控，能耗显

著降低。配置多级换热器，结构复杂，造价及占地

大

催化分解型

尾气中的臭氧在一定的温度、湿度等条

件下，通过触媒催化剂作用快速有效分

解为氧气

分解效率高、设备紧凑自动化运行程度高。尾气中

含有杂质及潮气时有催化剂中毒危险

8.1.3 尾气处理装置结构应满足不同应用条件的外接臭氧系统连接要求，并应根据运行要求和工艺

控制条件，设置有关的阀门、仪表等实现必要的控制、调节、保护、报警等。

8.1.4 尾气处理装置的额定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尾气处理装置额定技术指标

额定进气流量m3/h 额定进气臭氧浓度 g/m3 排气臭氧浓度 mg/m3

（按臭氧系统气量选定） 7 ≤0.16

注：1、当进气臭氧浓度高于额定进气臭氧浓度，此时实际处理臭氧量或气量会比额定处理指标相应减小。

2、设备应用时，额定进气流量、额定进气臭氧浓度不一定会同时达到。

8.1.5 尾气处理装置中的电加热器应设计防护罩等措施防止因锈蚀、运行高温等造成操作安全影响。

8.2 装置应用

8.2.1 应根据臭氧应用中尾气臭氧浓度及其变化、工作气量及其变化、尾气破坏器的工作方式、催

化剂（如有）效率及设计更换时间、设计余量等需要进行设计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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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尾气处理装置一般为整体组装设计，通过自带控制装置实现现场手动控制及 PLC 自动控制。

8.2.3 催化分解型装置运行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潮气等造成的催化剂中毒，在进气端配置相应

的尾气除湿装置。

8.2.4 装置运行中的流量参数应按 GB/T 37894规定的标准状态及实际工况等因素进行修正。

8.2.5 尾气处理装置可设置在臭氧接触池池顶或设备间，设置在接触池顶时应有防雨设施。

8.2.6 多个或多分格的臭氧接触池、臭氧接触塔的系统，可采用汇总尾气管后多台尾气处理装置互

为备用的方式，或采用独立尾气管后单台尾气处理装置上引风机备用的方式。

9 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

9.1 一般规定

9.1.1 控制装置分为总控制与单机控制，各级控制分为手动、全自动等操作方式对各运行参数进行

设定、修改、调节，并可对故障实现智能识别。

9.1.2 臭氧系统的检测、监测仪器仪表应包括各类臭氧浓度检测仪、流量检测仪、压力及温度检测

仪、露点仪、臭氧泄漏报警仪、氧气泄漏报警仪等、臭氧气体流量计等，臭氧发生器电源装置应有相

应的电量检测仪表。

9.1.3 臭氧系统采用 PLC 控制时，各种在线仪器仪表应有与 PLC联机的模拟量、数字量或通讯功能

接口。

9.1.4 控制装置应实现对臭氧系统参数及操作状态的显示和监控，根据控制和报警要求制定人机对

话界面，并可通过相关协议与上位系统连接。

9.1.5 装置的运行、停止等工作状态及操作画面应可读性强、操作便捷，并不能因误操作带来故障。

9.2 配置功能及要求

9.2.1 装置通过控制处理水量、臭氧投加量、水中溶解臭氧浓度、臭氧气体浓度等的一个指标或几

个指标来控制臭氧的发生量及投加量。

9.2.2 各位置臭氧浓度检测仪器应符合表 4的要求。

表 4 各位置臭氧浓度检测仪器要求

检测位置
臭氧发生器出口

臭氧浓度

水中溶解

臭氧浓度

臭氧接触后

臭氧浓度

尾气处理后

臭氧浓度
环境臭氧浓度

检测要求 在线检测 在线检测 定期检测 在线或定期检测 在线检测

仪器类型 紫外吸收式
极谱化膜电极式

或紫外吸收式
紫外吸收式

紫外吸收式、电化

学传感器式或

MOS传感器式

电化学传感器式

或MOS传感器式

测量范围 0～200 g/m3 0～2 g/m3 0～50 g/m3 0～20 mg/m3 0～10 mg/m3

分辨率 0.1 g/m3 0.01 g/m3 0.1 g/m3 0.02 mg/m3 0.02 mg/m3

环境补偿 温度、气压 温度 温度、气压 温度、气压 温度、气压

其他

有信号输出，排气

口装设臭氧分解

器

可根据具体水中

溶解臭氧浓度要

求选择量程

仪器进气口的干

燥装置应不吸收

和分解臭氧

有声光报警功能

或信号输出

有声光报警功能

或信号输出

注：各臭氧浓度检测仪器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量程，量程应覆盖测量范围。

9.2.3 臭氧发生器出口臭氧浓度、水中溶解臭氧浓度等也可采用符合相应标准规定的化学法或采样

法等方法检测。

9.2.4 其他主要仪器仪表应符合表 5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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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其他主要仪器仪表要求

仪器名称 氧气泄漏报警器 露点仪 臭氧气体流量计 压力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检测位置
臭氧发生器

设备间

臭氧发生器

进气总管

臭氧发生室

进气端或出气端

气路、水路

关键点

气路、水路

关键点

检测要求 在线检测 在线或定期检测 在线检测 在线检测 在线检测

测量范围 0～25% vol -80～+20℃ 按需选定 按需选定 0～100℃

分辨率 0.1 % 0.1℃ 2.5 % 2.5 % 0.1℃

其他
有声光报警功能

或信号输出

流量计应符合

GB/T 37894

9.2.5 装置对臭氧系统进行在线检测、监测、控制及处理的主要内容如下：

a) 实现系统各设备本地及远程自动开关机；

b) 通过调节每台臭氧发生器的功率和供气量来调节臭氧产量，满足臭氧投加量需要；

c) 实现臭氧发生器开机前吹扫及关机后续吹功能；

d) 臭氧系统各运行条件参数在线检测及调节，按系统设定参数进行保护；

e) 发生器出气臭氧浓度异常时，对臭氧发生器采取保护措施，并报警；

f) 当有臭氧或氧气排放浓度超过安全容许值时，将检测信号就地及远传显示，启动声光报警，

启动排风装置，延时之后仍然报警则根据设定降低运行负荷或停机；

g) 根据水中溶解臭氧浓度调整臭氧产量和投加量设定，使出水的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保持在设定

范围内，并可在处理水量和水质波动时通过设定的方式智能化调整设备。

9.3 装置应用

9.3.1 参与控制的仪器仪表应选择在线仪表。当各臭氧仪表不参与控制时，臭氧接触后的臭氧浓度

仪可选配，尾气处理装置后臭氧浓度仪、水中臭氧浓度检测仪可选择便携式。

9.3.2 各类仪器仪表在现场安装前，应有出厂检验合格证，安装、使用说明书及备件清单。

9.3.3 应对各类仪器仪表根据种类定期校验，校验合格应记录备案。

9.3.4 部分仪器仪表可集成在臭氧发生器或其他装置上。

9.3.5 控制方式应按实际应用的需求设置各设备开机、停机流程，并在不影响应用的前提下采用便

捷直接的控制方式。

9.3.6 装置应在检测各运行条件满足后才允许臭氧系统启动，在不满足条件时输出检查及报警提示。

9.3.7 臭氧系统中基本的控制方式有“恒定臭氧浓度，调节氧气流量”和“根据水中余臭氧浓度自动调

节臭氧产量”两种，应用中可参考附录 D针对性选择。

9.3.8 控制装置应实现臭氧系统中各设备及装置与臭氧发生器的联动控制功能，在臭氧发生器开启

之前按次序开启，在臭氧发生器关闭之后按次序关闭。

9.3.9 尾气处理装置风机的运行信号应反馈给控制装置，风机不运行或故障时进行报警、提示故障，

并停机切换到备用机。

10 安装调试与验收

10.1 综述

10.1.1 安装调试与验收前应编制方案与计划大纲，包括准备工作（含安全文明施工）、调试内容与

步骤、时间安排、操作步骤及方式、人员及岗位配置、施工设备、图纸及现场条件配合、必要的应急

措施、验收大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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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安装调试前应熟悉臭氧系统设计文件和设备安装调试要求，进行施工图和安装调试技术交

底。

10.1.3 安装应在土建合格性验收之后进行，并应在安装前将臭氧系统设计文件、设备安装调试要求、

现场条件情况等进行核对，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或反馈。

10.1.4 各设备及装置安装前应对照清单进行开箱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或反馈。

10.1.5 安装、调试及试运行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过程及结果应记录备案。

10.1.6 安装、调试及试运行过程中宜结合工作进度同时进行岗位培训。

10.1.7 试运行达到约定的要求时应进行臭氧系统验收，签署相应验收文件。

10.2 安装

10.2.1 安装工作包括臭氧系统各设备的就位、固定，设备之间的管线及线缆连接。

10.2.2 安装应根据臭氧系统的安装图纸及要求，按照安装方案并按相应国家标准及规范进行。

10.2.3 设备就位时应按照平面布置图位置摆放、找平找正，横向纵向水平度应不大于 2.5 mm/m。

10.2.4 臭氧系统设备间地面应坚固、平整，安装应考虑地面要铺设瓷砖等处理时的应对调整。

10.2.5 设备包装在就位安装时应暂时保留。除底座、设备接口处包装外，其余部分包装应到安装结

束、开始调试前拆除。

10.2.6 设备安装在室外的，应安装在一个水平的基础上，并应设置防雨的构筑物。

10.2.7 安装结束后，应对所完成的安装内容及安装质量进行系统检查，检查主要包括：

a) 所有设备、仪器仪表、阀门、管道、线缆等的安装、连接正确、可靠并符合设计要求；

b) 设备内部及连接管道已经做了清洁；

c) 供电开关、配电设备和高压装置的安装与电试验符合设计文件及当地供电部门的要求。

10.3 调试

10.3.1 调试前应准备好所需的工具、材料、辅料及可能要更换的零部件，确保安全防护装置齐全可

靠，并检查水、气、电等运行条件。

10.3.2 应按调试大纲要求先辅机后主机，先部件后整机，先空载后带载，先单机后联动等方式及步

骤进行。

10.3.3 各装置应先用不含臭氧的原料气进行模拟调试，管路连接应密封可靠。

10.3.4 气源装置的空气压缩机、罗茨鼓风机等各设备应能正常启停，液氧储罐、气化器、减压装置、

补氮装置、供气管道的阀门等应工作正常，可按要求调整供气压力、流量。检测供气压力、露点、氧

含量（富氧源时）等应符合设计要求，温度、压力、流量等仪表应正常工作，气路安全保护装置动作

应准确可靠。

10.3.5 接触反应装置扩散器气泡应均匀、射流器吸气口真空度应正常，调节符合设计要求。

10.3.6 尾气处理装置设备及仪器仪表工作正常，加热、保护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10.3.7 臭氧发生器的调试过程如下：

a) 臭氧发生室、电源装置、控制装置等检查，确认电、气、水各部分连接正确；

b) 进行通气、通冷却水、控制装置通电试验，验证操作及调节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c) 在气源装置、冷却装置、接触混合装置、尾气处理装置调试工作正常且所产臭氧气体能被破

坏时，通电调试验证各项技术性能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10.3.8 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的调试时，单机与总控在本地及远程数据显示传输与操控功能应正确通

畅，系统应能按设计流程及程序运行及调节，并能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设置调整。

10.3.9 按操作顺序开启臭氧系统与对应的给水处理系统，按设计文件调节臭氧参数，检查、记录臭

氧系统各部分参数值，应达到性能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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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 调试完毕后应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时间宜按 48 h。如臭氧系统因故障停机或需要停机进行

调整，应重新计算试运行时间。

10.3.11 试运行期间应对臭氧系统运行参数进行全面检测，各参数均应达到设计指标要求。

10.4 验收

10.4.1 应按验收大纲要求对设备、资料、安装、调试等各过程进行验收。

10.4.2 设备、仪器与备件清单，各类图纸、说明书、合格证、检测报告、系统操作与维护的运行规

程（手册），培训教材、操作规程等资料均应验收、存档。

10.4.3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有对以上资料调整的，应按照最新调整后进行验收。

10.4.4 臭氧发生器技术性能指标应按设计指标要求进行验收，无设计指标要求的应按 GB/T 37894
的规定进行验收，可就主要技术指标进行重点验收。

10.4.5 气源装置提供的原料气成分、温度、压力、流量、露点等应符合 6.1的规定。

10.4.6 尾气处理装置性能验收应在最大水量负荷、最大臭氧投加量时进行，尾气处理装置应符合

8.1的规定。

10.4.7 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验收应检查各仪表合格证、校验记录等，并验证单机与总控系统的显示

及通讯功能和操作调节功能、设置功能。有与上位机通讯要求的应进行验证。

10.4.8 安全及连锁装置验收应确认如下装置动作及功能可靠：

a) 接触反应装置双向透气阀（如果有）正、负压动作可靠；

b) 臭氧发生器工作间臭氧泄漏、氧气泄漏监测仪报警及连锁动作可靠。

11 运行与维护

11.1 综述

11.1.1 臭氧系统运行与维护应按 CJJ 58的规定。

11.1.2 接触生活饮用水的设备，在运行维护时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11.1.3 臭氧系统操作运行与维护的说明书、操作手册或规程等资料中应有各单体设备、装置和臭氧

系统的相关资料，主要包括空间布置图、功能描述、工艺流程图、操作说明、维护说明等。

11.1.4 工作人员应通读所有的操作手册及规程，并应经过专门培训，按手册的规定进行臭氧系统的

运行与维护工作。

11.1.5 应配备防臭氧面具以及装有臭氧过滤吸附的呼吸装备，并保证工作人员能熟练使用呼吸装

备。

11.1.6 进入有较高浓度臭氧的场所以及进入运行过的臭氧接触反应室的工作人员应佩戴呼吸装备。

11.1.7 应定期对臭氧设备间及尾气处理装置构筑物的环境臭氧浓度进行检测。

11.1.8 应建立臭氧泄漏的常规处理方案、应急处理方案，并张贴在臭氧系统设备间显著位置。

11.1.9 臭氧系统各项运行与维护还应符合国家、地方政府各项标准及法规的要求。

11.1.10 运行及维护中应对性能数据、运行条件、工作参数等应建立相应的记录及保管制度，参数

记录参见附录 E。

11.2 运行与维护

11.2.1 应按臭氧系统操作手册或规程等进行臭氧系统日常运行操作。

11.2.2 臭氧系统大修维护应根据设备情况、气源类型、实际运行时间并结合现场的大修维护计划合

理安排，气源质量差时维护周期要缩短。

11.2.3 臭氧系统应提供安装调试及检修维护、操作运行所需的备品备件、易损件。

11.2.4 设备维护时，应确认电源已经切断，并在供电开关处悬挂“禁止合闸”类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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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在打开臭氧发生室之前，应对臭氧发生室进行吹扫，清除残留臭氧等气体，并应保证氧气安

全排放。

11.2.6 检查维护臭氧发生器时，如需接触放电管（板）、电感、电容等储能器件时，应先进行放电，

防止可能的电击危险。

11.2.7 臭氧发生器的维护中应检查和更换失效或损坏的放电管，检查损坏比例是否在预计的范围以

内。如果放电管损坏比例超出范围，应检查原因并及时处理。

11.2.8 应定期检查接触反应装置的运行情况，发现异常时应进行检查。有观察窗的接触反应装置可

通过观察窗检查臭氧扩散情况。

11.2.9 尾气处理装置的运行及维护中应检查或更换失效的催化剂，检查、判断催化剂是否可有效工

作到下一个维护周期，检查加热器、风机的工作状态。



T/CAMIE 02-2020

12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臭氧浓度与安全、臭氧基础知识

A.1 概述

A.1.1 本附录规定了常用的臭氧基础知识、臭氧浓度限值及有关生理安全影响。

A.1.2 臭氧系统工程设计中应对排放臭氧或可能接触臭氧的环节采取安全措施。

A.2 臭氧浓度限值

A.2.1 臭氧系统设备间内的泄漏臭氧浓度应符合GBZ 2的规定，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接触最高容

许浓度不超过0.3 mg/m3。

A.2.2 环境空气中臭氧浓度限值应符合GB 3095规定，日最大8 h均值二级标准为160 μg/m3、日最大8
h均值一级标准为100 μg/m3，1小时均值二级标准为0.200 μg/m3、1小时均值一级标准为0.160 μg/m3。

A.3 臭氧的毒性及安全性

A.3.1 臭氧对眼、鼻、喉有刺激的感觉，接触后会出现头疼及呼吸器官局部麻痹等症，其毒性与浓度

和接触时间有关。

A.3.2 人身暴露于臭氧中的早期症状为对鼻腔及咽喉刺激、咳嗽、头痛、疲劳感、慢性支气管炎、胸

痛，并可出现呼吸困难症状。

A.3.3 人能感知到气味的臭氧浓度为0.01～0.02 ppm，长期接触4 ppm以下的臭氧会引起永久性心脏

障碍，但接触20 ppm以下的臭氧不超过2 h，对人体无永久性危害。

A.3.4 臭氧浓度为0.1 ppm时人们就明显感觉到并及时采取避害措施，相对于氯气、甲醛、一氧化碳等

气体，臭氧属于比较安全的气体。

A.4 暴露于各级别臭氧浓度及生理影响

暴露于各级别的臭氧浓度时带来的有关生理影响见表A.1。
表 A.1 暴露于各级别臭氧浓度下的生理影响

臭氧浓度/ppm 生理影响

0.01～0.02 多少会有些可感知的气味（但不久后会适应）

0.1 厌恶的气味，鼻腔和咽喉会感受到刺激

0.2～0.5 3 h～6 h的暴露可使视力降低

0.5 上呼吸道会有明显的刺激感觉

1～2 2 h的暴露会引起头痛、胸痛、咳嗽，上呼吸道会感觉干燥，反复暴露会引起慢性中毒的发生

5～10 脉搏增加、身体疼痛，出现麻痹症状，如继续暴露会导致肺水肿的发生

15～20 小动物会在 2 h内死亡

50 会使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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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常用臭氧物理性质

臭氧是一种具有腥臭气味的不稳定气体，与氧气比较臭氧比重大、有腥臭味、较氧气易溶于水。臭

氧与氧气的常用物理性质对比见表 A.2。
表 A.2 氧气和臭氧的常用物理性质

A.6 臭氧的不稳定性

A.6.1 臭氧在空气和水中都会慢慢分解成氧气，臭氧分解时放出大量热量，反应式为式A.1：
��� � ��� � ��㿱�㺘 ………………………………(A.1)

A.6.2 当臭氧含量在25%以上时，在急剧压缩时容易爆炸，可通过在冷却条件下缓慢加压的方式获得

更高压力的臭氧气体。

注：一般臭氧化气中，氧气源臭氧的含量一般在10%左右，很难超过20%，在臭氧应用历史过程中还没有发生臭氧爆炸

的事例。

A.6.3 含量为1%以下的臭氧，在常温常压的空气中分解半衰期为16 h左右。随着温度的升高分解速度

加快，温度超过100℃时，分解非常剧烈，达到350℃时瞬间分解为氧气。

A.7 臭氧的强氧化性

A.7.1 臭氧具有高的标准电极电位，常见的氧化剂与臭氧的标准电极电位比较见表A.3。
表 A.3 常见的氧化剂与臭氧的标准电极电位比较

名称 分子式 标准电极电位/V
氟气 F2 2.87

羟基自由基 •OH 2.80
原子态氧 O 2.42
臭氧 O3 2.08

过氧化氢 H2O2 1.78
高锰酸钾 KMnO4 1.67
二氧化氯 ClO2 1.50
氯气 Cl2 1.36
氧气 O2 1.23

A.7.2 臭氧可与F2+、Mn2+、硫化物、硫氰化物、氰化物、氯、NOX等无机物发生氧化反应。除了金和

铂外，臭氧几乎对所有的金属都有腐蚀作用。铝、锌、铅与臭氧接触会被强烈氧化。

A.7.3 臭氧可与烯烃类化合物、芳香族化合物、核蛋白（氨基酸）系、有机氨等发生氧化反应。

A.7.4 臭氧和芳香族化合物的反应较慢，反应速度常数按苯＜萘＜菲＜嵌二萘＜蒽的顺序逐渐增大。

A.7.5 臭氧在下列混合物的氧化顺序为：链烯烃＞胺＞酚＞多环芳香烃＞醇＞醛＞链烷烃。

项目 氧气 臭氧

分子式 O2 O3

相对分子质量 32 48

一般情况下的形态 气态 气态

气味 无 腥臭味

气体颜色 无色 淡蓝色

液体颜色 淡蓝色 暗蓝色

1个大气压，0℃时的溶解度（mg/L） 49.1 640

1个大气压，0℃时的密度（g/L） 1.429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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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臭氧发生器集成设计选择

B.1 概述

B.1.1 本附录提出了臭氧发生器集成设计与选择，以及臭氧发生器资料与质保要求。

B.1.2 选定臭氧发生器的规格后，应按B.2的要求综合臭氧发生器集成设计选则。

B.1.3 对于选定的臭氧发生器，应有按B.3的要求的资料与质保。

B.2 臭氧发生器集成设计选择

B.2.1 臭氧发生器集成设计选择应注意以下条件要求：

a) 臭氧水处理工艺设计与臭氧系统设计、安装、调试与运行管理的能力，臭氧水处理系统的设计

和配套设备、仪器优化选型的能力；

b) 良好的加工条件和丰富的生产、应用经验，具有加工、装配、调试、检验与试验的厂房、动力、

原料气体、冷却设备、尾气处理等基础条件；

c) 检测各项技术指标的仪器、方法及专门的检验人员，相关仪器应在有效的校验期内；

d) 规范的技术管理、生产管理规程，具有三年以上生产同规格臭氧设备的历史和 ISO9000 等认

证；

e) 能够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和技术培训，具有三年以上同类型设备服务经验的技术服务工程师。

B.2.2 同规格或相近规格应通过省部级产品鉴定或成果评估，具有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应用案例。

B.3 设计图纸与说明书

B.3.1 臭氧系统集成设计所需的相关技术资料如下：

a) 系统工艺与臭氧系统相关的流程设计及相关参数；

b) 工程所处地理位置、海拔高程、气候条件、冷却水条件、气源供应条件、地质状况（地震烈度）

等；

c) 臭氧系统配套的工程及土建等方面的工程界面资料。

B.3.2 设计文件主要包括如下：

a) 臭氧系统工艺流程图、系统控制流程图，并标明各设备规格、性能、参数等；

b) 带控制点及连锁的管道和仪表流程图（P&ID）及说明控制方式的文件；

c) 臭氧系统各设备图、设备基础图、设备布置图、管道和管件布置图、电缆电线敷设图；

d) 接触反应装置的工艺图、管道及扩散器布置图；

e) 电气及控制系统的原理图、接线图及 PLC 控制系统程序；

f) 土建负荷资料；

g) 臭氧系统所需配套的水、电、气等公用工程设计条件及消耗资料。

B.3.3 臭氧系统的随机资料应包括如下：

a) 臭氧系统描述及各设备描述，设备清单（注明设备名称、规格型号、制造商、原产地、数量，

并附有相关技术指标、说明书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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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臭氧发生器的操作说明书，内容包括工作方式及性能描述、臭氧产量、臭氧浓度、臭氧电耗、

放电电压、频率等技术参数，性能曲线，电源装置的工作方式及性能描述等，以及臭氧发生

器的维护、保养、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放电管更换方法等；

c) 尾气处理装置的操作说明书，内容包括工作方式、性能描述、技术参数等，结构简图与使用、

维护、检修说明资料，触媒催化剂的名称、型号、生产厂与更换周期、用量等；

d) 接触反应装置的投加方式说明、接触时间、技术参数等；

e) 气源装置的操作说明书，内容包括工作方式及性能描述、维护与修理、运行的操作等，干燥机、

制氧机的操作使用说明书中应准确提供吸附剂、制氧分子筛等的品牌、型号、用量、更换时

间及用量等；

f) 设备出厂的检验测试报告、设备检验合格证书等；

g) 臭氧系统操作说明书，包括系统的操作、使用、维护以及异常现象和事故处理的技术文件。

B.3.4 上述文件资料应以文字、图纸、表格相结合的形式出现，并应有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可配合

工程执行过程分阶段提供。

B.4 质保与服务

B.4.1 臭氧系统质保期应不少于12个月，其中单体设备、仪器仪表等的质保期按具体规定。出现臭氧

系统不能按期进行安装、调试及验收的，可另约定臭氧系统的质保期。

B.4.2 臭氧系统的臭氧发生器等主要设备的质保期自验收合格、签署验收文件之日开始计算，配套的

单体设备、仪器仪表等的质保期应按设备到达现场、现场签署接收文件之日开始计算。

B.4.3 单体设备、仪器仪表等在质保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而更换的，该单体设备、仪器仪表质保期应

从更换后重新开始计算。

B.4.4 在质保期临近结束时应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质量检查。

B.4.5 应保证臭氧系统在整个使用寿命期内有正常使用所需的售后服务与配件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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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气源装置介绍及选型对比计算

C.1 空气源装置

C.1.1 空气源装置应由空气压缩机、储气缓冲罐、冷冻式干燥机、吸附式干燥机、空气过滤器等组成。

C.1.2 应根据空气压缩机设备类型、效率、管路损漏系数、备用系数、干燥设备的工作原理及气量损

耗等确定选型，并按当地环境条件、海拔高程等对空压机排气量进行修正。空气压缩机宜选用最高排气

压力为0.7 MPa型。

C.1.3 应根据吸附式干燥机的再生原理确定吸附式干燥机的再生耗气量，并按进气压力、进气温度等

进行实际处理气量修正，选择适应空气处理要求的吸附式干燥机。

C.1.4 冷冻式干燥机的选型应根据气源的进气压力、进气温度等参数来选择，并按进气压力、进气温

度、环境温度（风冷型）、冷却水温度（水冷型）等进行实际处理气量修正。

C.1.5 应按空压机的工作类型、最高排气压力、排气量等来选型压缩空气储气缓冲罐，储气缓冲罐上

应包含安全阀、压力表组件、排污/放空阀等配件。

C.1.6 空气压缩机、干燥装置、储气罐、过滤器、工艺阀门的配置可参考GB 50029规范。

C.2 氧气源装置

C.2.1 氧气源装置应由液氧源装置，包括液氧贮罐、汽化器、热交换器（根据需要选用）、减压装置、

过滤器等组成。

C.2.2 液氧贮罐容量一般宜在GB 50013的基础上适当增大，并根据当地运输便捷条件、槽车一次送货

的规模、使用现场的运行管理便利等因素最终确定。

C.2.3 汽化器一般选用空温式汽化器，应在正常选型计算的基础上留有必要的安全裕量以应对可能出

现的极端恶劣气候条件。一般北方或类似气候地区宜按铭牌汽化量规格的1/4左右，南方或类似气候地

区宜按铭牌汽化量规格的1/3左右。

C.2.4 空温式汽化器宜按一用一备设计，改善汽化能力并实现化霜便利。

C.2.5 大型液氧源臭氧系统宜设计氮气添加装置，液氧汽化、减压后加入约0.5～3%氮气，氮气添加

可采用氮气或干燥空气。可设计一套用于吹扫的空气源装置以节约吹扫氧气。

C.3 富氧源装置

C.3.1 富气源装置分为PSA富氧源装置和VPSA富氧源装置，PSA富氧源装置包括空气压缩机、储气缓

冲罐、冷却器、除水除油过滤器、空气干燥机、PSA制氧主机、除尘过滤器等设备的部分或全部，VPS
A富氧源装置包括鼓风机、真空泵、吸附器、储气缓冲罐、仪表空气系统、仪表控制系统、电气控制系

统、切换系统、氧气压缩机等设备和系统。

C.3.2 PSA制氧主机一般采用双塔吸附，通过程控阀门实现双塔交替循环压力吸附、常压解吸，得到

连续的不低于90%高纯度氧气。

C.3.3 VPSA制氧主机采用单塔、双塔或多塔吸附，一般采用双塔吸附，通过程控阀门实现吸附塔交

替循环加压吸附、真空解吸，得到连续的不低于90%高纯度氧气。

C.3.4 为实现PSA制氧主机吸附罐稳定快速进气，宜在制氧主机前配置储气缓冲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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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5 VPSA富氧源装置比PSA富氧源装置具有更低的能耗，一般在产氧量较大时采用。

C.4 选型对比计算

C.4.1 选型对比应先假定条件。按20 kg/h臭氧系统举例计算设备运行费用（不包含设备投资、折旧、

维护及管理费用）假定条件如下：

a) 氧气源臭氧电耗7.5 kW·h/kg，臭氧浓度10 wt%；

b) 液氧价格按1400元/t；
c) PSA型制氧机产生1 m3氧气需要电能1.4 kWh（0.7 MPa排气压力空压机）；

d) VPSA型制氧机产生1 m3氧气需要电能0.42kWh（海拔高程500 m以内）；

e) 空气源臭氧电耗15 kW·h/kg，臭氧浓度25 mg/L，气源功耗5.5 kW·h/kg；
f) 电价按1元/kWh。

C.4.2 根据C.4.1的条件核算每小时的直接运行费用，对比如表C.1。
表 C.1 各类型气源每小时直接运行费用对比

系统类型 臭氧浓度，mg/L
臭氧发生器运行电费，元 气源费用，元

合计费用，元
计算 结果 计算 结果

液氧源系统 147.8 7.5×20×1 150 0.2×1400 280 430

PSA富氧源系统 147.8 7.5×20×1 150 1.4×140×1 196 346

VPSA富氧源系统 147.8 7.5×20×1 150 0.42×140×1 58.8 208.8

空气源系统 25 15×20×1 300 5.5×20×1 110 410

C.4.3 按假定条件计算对比得出的相对结论如下：

a) 氧气源型系统的臭氧发生器运行费用相同，直接对比气源装置的运行费用；

b) VPSA富氧源装置比 PSA富氧源装置液氧源系统的运行费用低；

c) PSA富氧源系统、VPSA富氧源系统、空气源系统的直接运行费用只与电费有关，空气源系统

的直接运行费用最高；

d) 电价相对稳定，液氧价格随市场波动较大。当按 C.4.1的假定条件中的电价及液氧价格变化时，

液氧源装置的运行费用变化较大，可按具体市场价重新核算对比；

e) 臭氧浓度、电耗指标、液氧价格、电价等与假定数据不同时，应按实际数据计算。

C.4.4 臭氧系统的综合运行费用核算时还应关注设备造价及折旧、维护保养、运行管理费用等。空气

源装置、富氧源装置中包括大量的动设备、阀门、仪表、联动控制，故障点多、稳定性受到影响。液氧

源装置的稳定性最高。

C.4.5 VPSA富氧源装置、液氧源装置可采用租赁方式，应将租金与设备采购费用、折旧及运行管理

费用等进行综合对比，并充分评估设备全年运行时间，综合选择确定（租赁方式VPSA制氧机停机影响

生产时应提供备用液氧）。

C.4.6 不考虑氧气制备的费用时，氧气源型臭氧系统具有以下优点，臭氧系统规模越大时越应该采用

氧气源装置，具体应根据项目实际条件综合选择：

a) 同等臭氧产量的臭氧发生器电耗约为空气源型的 50%左右，装机容量约为空气源型的 50%左

右；

b) 可以实现 147.8 g/m3（10 wt%）或更高的臭氧浓度；

c) 同等臭氧产量的臭氧发生器设备体积小、投资低，约为空气源型的 50%左右；

d) 由于臭氧浓度高、供气量低，臭氧输送管道及臭氧接触反应装置随之减小规格，投加效率更高，

进一步降低系统投资；

e) 液氧源气源洁净、露点低，臭氧系统长期运行的稳定性高；

f) 液氧源时的臭氧系统的自动化控制装置等投资降低，管理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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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给水处理常用臭氧应用浓度与基本系统控制方式

D.1 概述

D.1.1 本附录描述了给水处理系统中常用的臭氧应用浓度与两种常用的基本系统控制方式。

D.1.2 控制方式有“恒定臭氧浓度，调节氧气流量”和“根据水中余臭氧浓度自动调节臭氧产量”两种。

D.2 常用臭氧应用浓度

D.2.1 GB 5749规定水中溶解臭氧浓度 0.3 mg/L，臭氧与水接触时间≥12 min。
D.2.2 GB 50013规定一般预臭氧宜为 0.5 mg/L～1.0 mg/L，后臭氧宜为 1.0 mg/L～2.0 mg/L。
D.2.3 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水厂臭氧投加量应根据原水水质经试验后确定，未作试验的可参照表 D.1。
一般情况下主臭氧单位最大投加量约为 0.5 mgO3/mg CODMn，运行中一般按臭氧接触池出水余臭氧值在

0.05 mg/L～0.1 mg/L来控制投加量。

表 D.1 不同水源条件下臭氧投加浓度值

有机物（CODMn）浓度/mg/L 水源类型 臭氧投加量/mg/L

<3
湖库水 0.5～1.5

河网水 1.0～2.0

3～6
湖库水 1.0～2.5

河网水 1.5～2.5

>6
湖库水 1.5～3.0

河网水 1.5～4.0

D.2.4 自来水臭氧净化，国际常规水中溶解臭氧浓度标准为 0.4 mg/L，保持 4 min，即 CT值为 1.6。
D.2.5 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保持在 0.1 mg/L～0.5 mg/L作用 5min～10min可达消毒目的。

D.2.6 在水中溶解臭氧浓度达 4 mg/L，在 1 min 内乙肝病毒灭活率为 100%。

D.2.7 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为0.25 mg/L～38 mg/L时，仅需几秒或几分钟完全灭活甲型肝炎病毒（HAV）。
D.2.8 矿泉水中溶解臭氧浓度在 0.4 mg/L～0.5 mg/L 时，即可满足杀菌保质要求。合理的臭氧投加量

为 1.5 mg/L～2.0 mg/L。
D.2.9 瓶装水处理应达到 0.3 mg/L～0.5 mg/L的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一般要求臭氧投加量为 2.0 mg/L。

D.3 “恒定臭氧浓度，调节氧气流量”方式

D.3.1 控制方式是根据水处理需要计算出臭氧需求量，按照设定的臭氧浓度，计算、调节出所需要的

臭氧气的流量。

D.3.2 控制方式依赖高测量精度、高稳定性的臭氧浓度监测仪。在臭氧浓度监测仪出现故障或测量失

真时会导致臭氧发生器运行功率大比例波动，无法实现稳定控制。

D.3.3 控制方式的应对解决办法如下：

a) 装置增加臭氧发生器功耗异常判断功能，当功耗异常时即可判定出现了臭氧浓度监测仪故障或

问题，及时改用其他控制方式；

b) 预先将臭氧发生器的臭氧产量、功率、气量等数据存入装置，当功耗异常时用“臭氧发生器功

率+氧气流量来对应一定的臭氧量”的方法，代替臭氧浓度计算的臭氧量的方法参与自动控制；

c) 对于可以固定气量的臭氧发生器，采用“恒定气体流量，调节臭氧功率”的控制方式；

http://baike.baidu.com/view/3042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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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必要时切换至人工调节。

D.4 “根据水中余臭氧浓度自动调节臭氧产量”方式

D.4.1 控制方式是根据水中溶解的臭氧浓度调节臭氧的投加量。（即调节臭氧系统的臭氧发生量、投加

分配量等）

D.4.2 直接用该控制方式在大型系统中难以实现，原因如下：

a) 在臭氧投加量相对较小、氧化反应快及臭氧分解速度快时，水中溶解臭氧浓度较小或难以监测

到；

b) 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仪探头易受污染，使用一段时间后仪表的精度、快速响应、重复性等容易出

现问题，准确性变差，检测值不准直接影响臭氧投加量控制；

c) 大型臭氧系统接触反应时间较长，检测点的浓度值有较长时间滞后，仪表检测到的水中溶解臭

氧浓度不能较快反映出当时的臭氧投加量大小，由此导致的臭氧投加量调节频繁、投加量波

动较大，无法快速实现稳定；

d) 处理水量波动、水质波动，进一步影响运行平衡。

D.4.3 控制方式应对性解决办法如下：

a) 实际控制采用“单位臭氧投加量+关联处理水量”的办法，单位臭氧投加量按照经验数据在操作

屏上设定，装置检测处理水量信号，用“单位臭氧投加量×处理水量”的方式控制臭氧产量，并

根据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仪检测的结果或水质分析化验结果修正单位臭氧投加量；

b) 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仪不参与控制，检测到的水中溶解臭氧浓度数据作为对臭氧投加量的校核参

考。

D.5 臭氧应用注意事项

D.5.1 应考虑水中有机物的含量对臭氧量的影响。水的混浊度小于5 mg/L时对臭氧消毒灭菌的效果影

响极微，混浊度增大影响消毒效果。有机物含量高时臭氧的消耗量会升高。

D.5.2 应考虑采用多种方式的联合使用。比如，臭氧和氯联合使用、臭氧和紫外联合使用、臭氧和双

氧水联合使用等。

D.5.3 在生活饮用水处理方面，臭氧和氯气的优点是互补的，臭氧和氯联合使用是当前生活饮用水系

统消毒较为理想的方式。臭氧具有快速杀菌和灭活病毒的作用，对于除嗅、味和色度一般都有较好的效

果，氯具有持久、灵活、可控制的杀菌作用，在管网系统中连续杀菌。

http://baike.baidu.com/view/5504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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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臭氧系统运行参数记录

E.1 臭氧系统运行参数记录

臭氧系统运行参数记录参见表E.1。
表 E.1 臭氧系统运行参数记录

日期：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气源： 氧含量： % 常压露点： ℃

臭氧浓度测定方法： （仪器/化学法） 仪器编号： 电量测定仪器及编号： 臭氧发生器编号：

地点：

时间
标准气量

m3/h

气体流量

读数

m3/h

发生室

气压

MPa

臭氧出气

温度

℃

冷却水出

水温度℃

输入功率

kW

输入电压

V

输入电流

A

功率

因数

cosφ

臭氧浓度

g/m3

接触后臭

氧浓度

g/m3

排放臭氧

浓度

mg/m3

后臭氧投

加流量

m3/h

预臭氧投

加流量

m3/h

处理水量

t/d

后臭氧投

加量

g/m3

预臭氧投

加量

g/m3

异常问题

记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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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3　臭氧发生器设备间应按GB 50013的规定设置臭氧泄漏报警仪，氧气源型臭氧系统还应设置氧气泄漏报警仪
	4.2.14　臭氧发生器设备间应按GB 50013的规定设置机械通风设备、防护器具、照明及开关装置。

	4.3　材料
	4.3.1　臭氧系统中接触生活饮用水的装置，其材料及施工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4.3.2　臭氧系统中一些部件、管道等应使用不锈钢材料，并不应低于表1的规定。
	4.3.3　接触臭氧气体、臭氧水、尾气臭氧的密封圈、垫片、塑料管道等应使用耐臭氧氧化材料。
	4.3.4　臭氧系统中主体材料使用时间应大于15年。


	5　臭氧发生器
	5.1　一般规定
	5.1.1　臭氧发生器应符合GB/T 37894的规定。
	5.1.2　臭氧发生器技术资料中应有“臭氧产量——冷却水温度特性曲线”等选型技术参数修正资料。
	5.1.3　臭氧发生器应根据可靠性、稳定性、技术指标先进综合选型。
	5.1.4　臭氧发生器宜集成后成套供应，集成设计选择参见附录B。
	5.1.5　臭氧发生器用于生活饮用水消毒的，应具有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卫生许可批件》。

	5.2　设备应用
	5.2.1　应根据臭氧系统的总臭氧量、技术参数要求、场地条件、臭氧发生器运行及备用套数、设备投资、运行费用、建设
	5.2.2　按现场实际气源、电源、冷却水等条件设计的臭氧发生器，其控制装置及有关的报警及连锁设置应能适合现场工作
	5.2.3　臭氧系统中臭氧发生器的工作压力宜小于0.1 MPa。
	5.2.4　臭氧发生器的产量应结合工艺最大臭氧需求量、工艺正常臭氧需求量的要求综合配置。
	5.2.5　臭氧发生器应考虑备用设计，备用方式可采用软备用或硬备用，备用设计方案宜按照GB 50013的要求。当
	5.2.6　臭氧发生器首次开机或停机较长时间后再开机时，应对臭氧发生器气路进行吹扫，吹扫应采用符合GB/T 37
	5.2.7　臭氧系统应设置冷却装置，冷却装置应有必要的温度、压力等检测仪表，并应根据具体应用条件设置保护或报警值
	5.2.8　大型臭氧系统宜采用纯水闭式循环冷却，循环水量、水压、热交换器等应按臭氧发生器容量与环境条件匹配选择。
	5.2.9　臭氧电源装置可采用直接风冷却和空调冷却，冷却装置选型应结合当地环境条件。


	6　气源装置
	6.1　一般规定
	6.1.1　气源装置分为空气源装置、氧气源装置、富氧源装置，各类型气源装置的组成及要求参见附录C。
	6.1.2　各类型气源装置提供的气源质量应符合GB/T 37894的规定。
	6.1.3　气源装置提供的气量应能满足臭氧发生器所需臭氧化气流量（即臭氧出气流量）要求，臭氧化气流量为臭氧发生器
	6.1.4　当臭氧浓度采用质量浓度时，精确计算气源装置提供的气量时还应通过臭氧出气流量（即臭氧化气体积流量）换算
	6.1.5　气源装置应能与臭氧系统实现联动控制工作。
	6.1.6　富氧源装置应符合JB/T 6427的规定。

	6.2　装置应用
	6.2.1　气源装置的总体设计和选型应根据设备投资、运行费用、运输等综合成本及便利条件。有关设备配置、系统运行条
	6.2.2　应按空气、氧气的不同处理要求分级配置过滤器。
	6.2.3　采用富氧源装置时，应结合富氧源装置的电耗与臭氧发生器的电耗综合确定节能运行方式。
	6.2.4　VPSA现场制氧按额定产氧量运行才能达到经济电耗指标。气源装置按“富氧装置额定运行+液氧调峰”的运行


	7　接触反应装置
	7.1　一般规定
	7.1.1　接触反应装置包括臭氧接触池、扩散导管、臭氧扩散器、射流器、臭氧混合器、满足工艺及测量控制必要的辅助装
	7.1.2　应按臭氧系统的工艺设计要求确定臭氧需求量、臭氧浓度、接触时间，再结合臭氧投加点的现有条件，选择确定可
	7.1.3　臭氧需求量为需处理的水流量与水中臭氧投加浓度的乘积，计算公式为式：
	7.1.4　接触反应装置的容积为需处理的水流量与水和臭氧接触反应时间的乘积，计算公式为式（4）：
	7.1.5　臭氧投加位置及臭氧设计投加量应符合GB 50013的规定，一般分为预臭氧处理与后臭氧处理，水中溶解臭
	7.1.6　臭氧投加管路应设计高于液位的臭氧气管路、止回阀、防倒流罐、连锁切断气路等一种或组合方式，避免工况异常

	7.2　装置应用
	7.2.1　接触反应装置可根据规模采用臭氧接触池或臭氧接触塔的形式。
	7.2.2　臭氧接触池采用扩散器底部曝气，应按扩散器的技术参数为各级臭氧投加设计扩散器的类型及数量，使曝气区域覆
	7.2.3　扩散器的设计及布置应符合GB 50013的规定。
	7.2.4　接触池或接触塔底部的曝气扩散导管的最低位应设计排水装置。
	7.2.5　臭氧投加的接触室，池顶部应设置人孔，池壁上宜设置爬梯，爬梯应避免臭氧腐蚀。
	7.2.6　臭氧接触池出水口应设置水样取样口。臭氧投加的接触室宜设置水样取样口，取样口可设置在池顶或池壁，并能实
	7.2.7　预臭氧接触时间及预臭氧射流投加应符合GB 50013的规定，宜按每台射流器配一台水泵，水泵应有备用。
	7.2.8　预臭氧采用射流投加时，宜把射流混合后的水导入反应装置的底部，并宜采用转流扩散器、混流喷嘴或喷管等增加


	8　尾气处理装置
	8.1　一般规定
	8.1.1　尾气处理装置可采用加热分解型装置、催化分解型装置等方式，使尾气臭氧浓度降低到相关标准规范或环保部门规
	8.1.2　加热分解型装置应由电加热器、热交换器、风机、控制装置与仪表等组成，催化分解型装置应由催化反应室、加热
	尾气中的臭氧在一定的温度、湿度等条件下，通过触媒催化剂作用快速有效分解为氧气
	8.1.3　尾气处理装置结构应满足不同应用条件的外接臭氧系统连接要求，并应根据运行要求和工艺控制条件，设置有关的
	8.1.4　尾气处理装置的额定技术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8.1.5　尾气处理装置中的电加热器应设计防护罩等措施防止因锈蚀、运行高温等造成操作安全影响。

	8.2　装置应用
	8.2.1　应根据臭氧应用中尾气臭氧浓度及其变化、工作气量及其变化、尾气破坏器的工作方式、催化剂（如有）效率及设
	8.2.2　尾气处理装置一般为整体组装设计，通过自带控制装置实现现场手动控制及PLC自动控制。
	8.2.3　催化分解型装置运行时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潮气等造成的催化剂中毒，在进气端配置相应的尾气除湿装置。
	8.2.4　装置运行中的流量参数应按GB/T 37894规定的标准状态及实际工况等因素进行修正。
	8.2.5　尾气处理装置可设置在臭氧接触池池顶或设备间，设置在接触池顶时应有防雨设施。
	8.2.6　多个或多分格的臭氧接触池、臭氧接触塔的系统，可采用汇总尾气管后多台尾气处理装置互为备用的方式，或采用


	9　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
	9.1　一般规定
	9.1.1　控制装置分为总控制与单机控制，各级控制分为手动、全自动等操作方式对各运行参数进行设定、修改、调节，并
	9.1.2　臭氧系统的检测、监测仪器仪表应包括各类臭氧浓度检测仪、流量检测仪、压力及温度检测仪、露点仪、臭氧泄漏
	9.1.3　臭氧系统采用PLC控制时，各种在线仪器仪表应有与PLC联机的模拟量、数字量或通讯功能接口。
	9.1.4　控制装置应实现对臭氧系统参数及操作状态的显示和监控，根据控制和报警要求制定人机对话界面，并可通过相关
	9.1.5　装置的运行、停止等工作状态及操作画面应可读性强、操作便捷，并不能因误操作带来故障。

	9.2　配置功能及要求
	9.2.1　装置通过控制处理水量、臭氧投加量、水中溶解臭氧浓度、臭氧气体浓度等的一个指标或几个指标来控制臭氧的发
	9.2.2　各位置臭氧浓度检测仪器应符合表4的要求。
	9.2.3　臭氧发生器出口臭氧浓度、水中溶解臭氧浓度等也可采用符合相应标准规定的化学法或采样法等方法检测。
	9.2.4　其他主要仪器仪表应符合表5的要求。
	9.2.5　装置对臭氧系统进行在线检测、监测、控制及处理的主要内容如下：
	a)实现系统各设备本地及远程自动开关机；
	b)通过调节每台臭氧发生器的功率和供气量来调节臭氧产量，满足臭氧投加量需要；
	c)实现臭氧发生器开机前吹扫及关机后续吹功能；
	d)臭氧系统各运行条件参数在线检测及调节，按系统设定参数进行保护；
	e)发生器出气臭氧浓度异常时，对臭氧发生器采取保护措施，并报警；
	f)当有臭氧或氧气排放浓度超过安全容许值时，将检测信号就地及远传显示，启动声光报警，启动排风装置，延时之
	g)根据水中溶解臭氧浓度调整臭氧产量和投加量设定，使出水的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保持在设定范围内，并可在处理水

	9.3　装置应用
	9.3.1　参与控制的仪器仪表应选择在线仪表。当各臭氧仪表不参与控制时，臭氧接触后的臭氧浓度仪可选配，尾气处理装
	9.3.2　各类仪器仪表在现场安装前，应有出厂检验合格证，安装、使用说明书及备件清单。
	9.3.3　应对各类仪器仪表根据种类定期校验，校验合格应记录备案。
	9.3.4　部分仪器仪表可集成在臭氧发生器或其他装置上。
	9.3.5　控制方式应按实际应用的需求设置各设备开机、停机流程，并在不影响应用的前提下采用便捷直接的控制方式。
	9.3.6　装置应在检测各运行条件满足后才允许臭氧系统启动，在不满足条件时输出检查及报警提示。
	9.3.7　臭氧系统中基本的控制方式有“恒定臭氧浓度，调节氧气流量”和“根据水中余臭氧浓度自动调节臭氧产量”两种
	9.3.8　控制装置应实现臭氧系统中各设备及装置与臭氧发生器的联动控制功能，在臭氧发生器开启之前按次序开启，在臭
	9.3.9　尾气处理装置风机的运行信号应反馈给控制装置，风机不运行或故障时进行报警、提示故障，并停机切换到备用机


	10　安装调试与验收
	10.1　综述
	10.1.1　安装调试与验收前应编制方案与计划大纲，包括准备工作（含安全文明施工）、调试内容与步骤、时间安排、操作
	10.1.2　安装调试前应熟悉臭氧系统设计文件和设备安装调试要求，进行施工图和安装调试技术交底。
	10.1.3　安装应在土建合格性验收之后进行，并应在安装前将臭氧系统设计文件、设备安装调试要求、现场条件情况等进行
	10.1.4　各设备及装置安装前应对照清单进行开箱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或反馈。
	10.1.5　安装、调试及试运行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过程及结果应记录备案。
	10.1.6　安装、调试及试运行过程中宜结合工作进度同时进行岗位培训。
	10.1.7　试运行达到约定的要求时应进行臭氧系统验收，签署相应验收文件。

	10.2　安装
	10.2.1　安装工作包括臭氧系统各设备的就位、固定，设备之间的管线及线缆连接。
	10.2.2　安装应根据臭氧系统的安装图纸及要求，按照安装方案并按相应国家标准及规范进行。
	10.2.3　设备就位时应按照平面布置图位置摆放、找平找正，横向纵向水平度应不大于2.5 mm/m。
	10.2.4　臭氧系统设备间地面应坚固、平整，安装应考虑地面要铺设瓷砖等处理时的应对调整。
	10.2.5　设备包装在就位安装时应暂时保留。除底座、设备接口处包装外，其余部分包装应到安装结束、开始调试前拆除。
	10.2.6　设备安装在室外的，应安装在一个水平的基础上，并应设置防雨的构筑物。
	10.2.7　安装结束后，应对所完成的安装内容及安装质量进行系统检查，检查主要包括：
	a)所有设备、仪器仪表、阀门、管道、线缆等的安装、连接正确、可靠并符合设计要求；
	b)设备内部及连接管道已经做了清洁；
	c)供电开关、配电设备和高压装置的安装与电试验符合设计文件及当地供电部门的要求。

	10.3　调试
	10.3.1　调试前应准备好所需的工具、材料、辅料及可能要更换的零部件，确保安全防护装置齐全可靠，并检查水、气、电
	10.3.2　应按调试大纲要求先辅机后主机，先部件后整机，先空载后带载，先单机后联动等方式及步骤进行。
	10.3.3　各装置应先用不含臭氧的原料气进行模拟调试，管路连接应密封可靠。
	10.3.4　气源装置的空气压缩机、罗茨鼓风机等各设备应能正常启停，液氧储罐、气化器、减压装置、补氮装置、供气管道
	10.3.5　接触反应装置扩散器气泡应均匀、射流器吸气口真空度应正常，调节符合设计要求。
	10.3.6　尾气处理装置设备及仪器仪表工作正常，加热、保护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10.3.7　臭氧发生器的调试过程如下：
	a)臭氧发生室、电源装置、控制装置等检查，确认电、气、水各部分连接正确；
	b)进行通气、通冷却水、控制装置通电试验，验证操作及调节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c)在气源装置、冷却装置、接触混合装置、尾气处理装置调试工作正常且所产臭氧气体能被破坏时，通电调试验证各
	10.3.8　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的调试时，单机与总控在本地及远程数据显示传输与操控功能应正确通畅，系统应能按设计流
	10.3.9　按操作顺序开启臭氧系统与对应的给水处理系统，按设计文件调节臭氧参数，检查、记录臭氧系统各部分参数值，
	10.3.10　调试完毕后应进行试运行，试运行时间宜按48 h。如臭氧系统因故障停机或需要停机进行调整，应重新计算试
	10.3.11　试运行期间应对臭氧系统运行参数进行全面检测，各参数均应达到设计指标要求。

	10.4　验收
	10.4.1　应按验收大纲要求对设备、资料、安装、调试等各过程进行验收。
	10.4.2　设备、仪器与备件清单，各类图纸、说明书、合格证、检测报告、系统操作与维护的运行规程（手册），培训教材
	10.4.3　在安装调试过程中有对以上资料调整的，应按照最新调整后进行验收。
	10.4.4　臭氧发生器技术性能指标应按设计指标要求进行验收，无设计指标要求的应按GB/T 37894的规定进行验
	10.4.5　气源装置提供的原料气成分、温度、压力、流量、露点等应符合6.1的规定。
	10.4.6　尾气处理装置性能验收应在最大水量负荷、最大臭氧投加量时进行，尾气处理装置应符合8.1的规定。
	10.4.7　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验收应检查各仪表合格证、校验记录等，并验证单机与总控系统的显示及通讯功能和操作调节
	10.4.8　安全及连锁装置验收应确认如下装置动作及功能可靠：
	a)接触反应装置双向透气阀（如果有）正、负压动作可靠；
	b)臭氧发生器工作间臭氧泄漏、氧气泄漏监测仪报警及连锁动作可靠。


	11　运行与维护
	11.1　综述
	11.1.1　臭氧系统运行与维护应按CJJ 58的规定。
	11.1.2　接触生活饮用水的设备，在运行维护时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11.1.3　臭氧系统操作运行与维护的说明书、操作手册或规程等资料中应有各单体设备、装置和臭氧系统的相关资料，主要
	11.1.4　工作人员应通读所有的操作手册及规程，并应经过专门培训，按手册的规定进行臭氧系统的运行与维护工作。
	11.1.5　应配备防臭氧面具以及装有臭氧过滤吸附的呼吸装备，并保证工作人员能熟练使用呼吸装备。
	11.1.6　进入有较高浓度臭氧的场所以及进入运行过的臭氧接触反应室的工作人员应佩戴呼吸装备。
	11.1.7　应定期对臭氧设备间及尾气处理装置构筑物的环境臭氧浓度进行检测。
	11.1.8　应建立臭氧泄漏的常规处理方案、应急处理方案，并张贴在臭氧系统设备间显著位置。
	11.1.9　臭氧系统各项运行与维护还应符合国家、地方政府各项标准及法规的要求。
	11.1.10　运行及维护中应对性能数据、运行条件、工作参数等应建立相应的记录及保管制度，参数记录参见附录E。

	11.2　运行与维护
	11.2.1　应按臭氧系统操作手册或规程等进行臭氧系统日常运行操作。
	11.2.2　臭氧系统大修维护应根据设备情况、气源类型、实际运行时间并结合现场的大修维护计划合理安排，气源质量差时
	11.2.3　臭氧系统应提供安装调试及检修维护、操作运行所需的备品备件、易损件。
	11.2.4　设备维护时，应确认电源已经切断，并在供电开关处悬挂“禁止合闸”类警示标识。
	11.2.5　在打开臭氧发生室之前，应对臭氧发生室进行吹扫，清除残留臭氧等气体，并应保证氧气安全排放。
	11.2.6　检查维护臭氧发生器时，如需接触放电管（板）、电感、电容等储能器件时，应先进行放电，防止可能的电击危险
	11.2.7　臭氧发生器的维护中应检查和更换失效或损坏的放电管，检查损坏比例是否在预计的范围以内。如果放电管损坏比
	11.2.8　应定期检查接触反应装置的运行情况，发现异常时应进行检查。有观察窗的接触反应装置可通过观察窗检查臭氧扩
	11.2.9　尾气处理装置的运行及维护中应检查或更换失效的催化剂，检查、判断催化剂是否可有效工作到下一个维护周期，



	附　录　A（规范性附录）臭氧浓度与安全、臭氧基础知识
	A.1　概述
	A.1.1　本附录规定了常用的臭氧基础知识、臭氧浓度限值及有关生理安全影响。
	A.1.2　臭氧系统工程设计中应对排放臭氧或可能接触臭氧的环节采取安全措施。

	A.2　臭氧浓度限值
	A.2.1　臭氧系统设备间内的泄漏臭氧浓度应符合GBZ 2的规定，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接触最高容许浓度不超过0
	A.2.2　环境空气中臭氧浓度限值应符合GB 3095规定，日最大8 h均值二级标准为160 μg/m3、日最大

	A.3　臭氧的毒性及安全性
	A.3.1　臭氧对眼、鼻、喉有刺激的感觉，接触后会出现头疼及呼吸器官局部麻痹等症，其毒性与浓度和接触时间有关。
	A.3.2　人身暴露于臭氧中的早期症状为对鼻腔及咽喉刺激、咳嗽、头痛、疲劳感、慢性支气管炎、胸痛，并可出现呼吸困
	A.3.3　人能感知到气味的臭氧浓度为0.01～0.02 ppm，长期接触4 ppm以下的臭氧会引起永久性心脏障
	A.3.4　臭氧浓度为0.1 ppm时人们就明显感觉到并及时采取避害措施，相对于氯气、甲醛、一氧化碳等气体，臭氧

	A.4　暴露于各级别臭氧浓度及生理影响
	暴露于各级别的臭氧浓度时带来的有关生理影响见表A.1。

	A.5　常用臭氧物理性质
	A.6　臭氧的不稳定性
	A.6.1　臭氧在空气和水中都会慢慢分解成氧气，臭氧分解时放出大量热量，反应式为式A.1：
	A.6.2　当臭氧含量在25%以上时，在急剧压缩时容易爆炸，可通过在冷却条件下缓慢加压的方式获得更高压力的臭氧气
	注：一般臭氧化气中，氧气源臭氧的含量一般在10%左右，很难超过20%，在臭氧应用历史过程中还没有发生
	A.6.3　含量为1%以下的臭氧，在常温常压的空气中分解半衰期为16 h左右。随着温度的升高分解速度加快，温度超

	A.7　臭氧的强氧化性
	A.7.1　臭氧具有高的标准电极电位，常见的氧化剂与臭氧的标准电极电位比较见表A.3。
	A.7.2　臭氧可与F2+、Mn2+、硫化物、硫氰化物、氰化物、氯、NOX等无机物发生氧化反应。除了金和铂外，臭
	A.7.3　臭氧可与烯烃类化合物、芳香族化合物、核蛋白（氨基酸）系、有机氨等发生氧化反应。
	A.7.4　臭氧和芳香族化合物的反应较慢，反应速度常数按苯＜萘＜菲＜嵌二萘＜蒽的顺序逐渐增大。
	A.7.5　臭氧在下列混合物的氧化顺序为：链烯烃＞胺＞酚＞多环芳香烃＞醇＞醛＞链烷烃。


	附　录　B（资料性附录）臭氧发生器集成设计选择
	B.1　概述
	B.1.1　本附录提出了臭氧发生器集成设计与选择，以及臭氧发生器资料与质保要求。
	B.1.2　选定臭氧发生器的规格后，应按B.2的要求综合臭氧发生器集成设计选则。
	B.1.3　对于选定的臭氧发生器，应有按B.3的要求的资料与质保。

	B.2　臭氧发生器集成设计选择
	B.2.1　臭氧发生器集成设计选择应注意以下条件要求：
	a)臭氧水处理工艺设计与臭氧系统设计、安装、调试与运行管理的能力，臭氧水处理系统的设计和配套设备、仪器优
	b)良好的加工条件和丰富的生产、应用经验，具有加工、装配、调试、检验与试验的厂房、动力、原料气体、冷却设
	c)检测各项技术指标的仪器、方法及专门的检验人员，相关仪器应在有效的校验期内；
	d)规范的技术管理、生产管理规程，具有三年以上生产同规格臭氧设备的历史和ISO9000等认证；
	e)能够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和技术培训，具有三年以上同类型设备服务经验的技术服务工程师。

	B.2.2　同规格或相近规格应通过省部级产品鉴定或成果评估，具有连续工作一年以上的应用案例。

	B.3　设计图纸与说明书
	B.3.1　臭氧系统集成设计所需的相关技术资料如下：
	a)系统工艺与臭氧系统相关的流程设计及相关参数；
	b)工程所处地理位置、海拔高程、气候条件、冷却水条件、气源供应条件、地质状况（地震烈度）等；
	c)臭氧系统配套的工程及土建等方面的工程界面资料。

	B.3.2　设计文件主要包括如下：
	a)臭氧系统工艺流程图、系统控制流程图，并标明各设备规格、性能、参数等；
	b)带控制点及连锁的管道和仪表流程图（P&ID）及说明控制方式的文件；
	c)臭氧系统各设备图、设备基础图、设备布置图、管道和管件布置图、电缆电线敷设图；
	d)接触反应装置的工艺图、管道及扩散器布置图；
	e)电气及控制系统的原理图、接线图及PLC控制系统程序；
	f)土建负荷资料；
	g)臭氧系统所需配套的水、电、气等公用工程设计条件及消耗资料。

	B.3.3　臭氧系统的随机资料应包括如下：
	a)臭氧系统描述及各设备描述，设备清单（注明设备名称、规格型号、制造商、原产地、数量，并附有相关技术指标
	b)臭氧发生器的操作说明书，内容包括工作方式及性能描述、臭氧产量、臭氧浓度、臭氧电耗、放电电压、频率等技
	c)尾气处理装置的操作说明书，内容包括工作方式、性能描述、技术参数等，结构简图与使用、维护、检修说明资料
	d)接触反应装置的投加方式说明、接触时间、技术参数等；
	e)气源装置的操作说明书，内容包括工作方式及性能描述、维护与修理、运行的操作等，干燥机、制氧机的操作使用
	f)设备出厂的检验测试报告、设备检验合格证书等；
	g)臭氧系统操作说明书，包括系统的操作、使用、维护以及异常现象和事故处理的技术文件。

	B.3.4　上述文件资料应以文字、图纸、表格相结合的形式出现，并应有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可配合工程执行过程分阶段

	B.4　质保与服务
	B.4.1　臭氧系统质保期应不少于12个月，其中单体设备、仪器仪表等的质保期按具体规定。出现臭氧系统不能按期进行
	B.4.2　臭氧系统的臭氧发生器等主要设备的质保期自验收合格、签署验收文件之日开始计算，配套的单体设备、仪器仪表
	B.4.3　单体设备、仪器仪表等在质保期内因产品质量问题而更换的，该单体设备、仪器仪表质保期应从更换后重新开始计
	B.4.4　在质保期临近结束时应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质量检查。
	B.4.5　应保证臭氧系统在整个使用寿命期内有正常使用所需的售后服务与配件供应。


	附　录　C（资料性附录）气源装置介绍及选型对比计算
	C.1　空气源装置
	C.1.1　空气源装置应由空气压缩机、储气缓冲罐、冷冻式干燥机、吸附式干燥机、空气过滤器等组成。
	C.1.2　应根据空气压缩机设备类型、效率、管路损漏系数、备用系数、干燥设备的工作原理及气量损耗等确定选型，并按
	C.1.3　应根据吸附式干燥机的再生原理确定吸附式干燥机的再生耗气量，并按进气压力、进气温度等进行实际处理气量修
	C.1.4　冷冻式干燥机的选型应根据气源的进气压力、进气温度等参数来选择，并按进气压力、进气温度、环境温度（风冷
	C.1.5　应按空压机的工作类型、最高排气压力、排气量等来选型压缩空气储气缓冲罐，储气缓冲罐上应包含安全阀、压力
	C.1.6　空气压缩机、干燥装置、储气罐、过滤器、工艺阀门的配置可参考GB 50029规范。

	C.2　氧气源装置
	C.2.1　氧气源装置应由液氧源装置，包括液氧贮罐、汽化器、热交换器（根据需要选用）、减压装置、过滤器等组成。
	C.2.2　液氧贮罐容量一般宜在GB 50013的基础上适当增大，并根据当地运输便捷条件、槽车一次送货的规模、使
	C.2.3　汽化器一般选用空温式汽化器，应在正常选型计算的基础上留有必要的安全裕量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极端恶劣气候条
	C.2.4　空温式汽化器宜按一用一备设计，改善汽化能力并实现化霜便利。
	C.2.5　大型液氧源臭氧系统宜设计氮气添加装置，液氧汽化、减压后加入约0.5～3%氮气，氮气添加可采用氮气或干

	C.3　富氧源装置
	C.3.1　富气源装置分为PSA富氧源装置和VPSA富氧源装置，PSA富氧源装置包括空气压缩机、储气缓冲罐、冷却
	C.3.2　PSA制氧主机一般采用双塔吸附，通过程控阀门实现双塔交替循环压力吸附、常压解吸，得到连续的不低于90
	C.3.3　VPSA制氧主机采用单塔、双塔或多塔吸附，一般采用双塔吸附，通过程控阀门实现吸附塔交替循环加压吸附、
	C.3.4　为实现PSA制氧主机吸附罐稳定快速进气，宜在制氧主机前配置储气缓冲罐。
	C.3.5　VPSA富氧源装置比PSA富氧源装置具有更低的能耗，一般在产氧量较大时采用。

	C.4　选型对比计算
	C.4.1　选型对比应先假定条件。按20 kg/h臭氧系统举例计算设备运行费用（不包含设备投资、折旧、维护及管理
	C.4.2　根据C.4.1的条件核算每小时的直接运行费用，对比如表C.1。
	C.4.3　按假定条件计算对比得出的相对结论如下：
	a)氧气源型系统的臭氧发生器运行费用相同，直接对比气源装置的运行费用；
	b)VPSA富氧源装置比PSA富氧源装置液氧源系统的运行费用低；
	c)PSA富氧源系统、VPSA富氧源系统、空气源系统的直接运行费用只与电费有关，空气源系统的直接运行费用
	d)电价相对稳定，液氧价格随市场波动较大。当按C.4.1的假定条件中的电价及液氧价格变化时，液氧源装置的
	e)臭氧浓度、电耗指标、液氧价格、电价等与假定数据不同时，应按实际数据计算。

	C.4.4　臭氧系统的综合运行费用核算时还应关注设备造价及折旧、维护保养、运行管理费用等。空气源装置、富氧源装置
	C.4.5　VPSA富氧源装置、液氧源装置可采用租赁方式，应将租金与设备采购费用、折旧及运行管理费用等进行综合对
	C.4.6　不考虑氧气制备的费用时，氧气源型臭氧系统具有以下优点，臭氧系统规模越大时越应该采用氧气源装置，具体应
	a)同等臭氧产量的臭氧发生器电耗约为空气源型的50%左右，装机容量约为空气源型的50%左右；
	b)可以实现147.8 g/m3（10 wt%）或更高的臭氧浓度；
	c)同等臭氧产量的臭氧发生器设备体积小、投资低，约为空气源型的50%左右；
	d)由于臭氧浓度高、供气量低，臭氧输送管道及臭氧接触反应装置随之减小规格，投加效率更高，进一步降低系统投
	e)液氧源气源洁净、露点低，臭氧系统长期运行的稳定性高；
	f)液氧源时的臭氧系统的自动化控制装置等投资降低，管理简单。



	附　录　D（资料性附录）给水处理常用臭氧应用浓度与基本系统控制方式
	D.1　概述
	D.1.1　本附录描述了给水处理系统中常用的臭氧应用浓度与两种常用的基本系统控制方式。
	D.1.2　控制方式有“恒定臭氧浓度，调节氧气流量”和“根据水中余臭氧浓度自动调节臭氧产量”两种。

	D.2　常用臭氧应用浓度
	D.2.1　GB 5749规定水中溶解臭氧浓度0.3 mg/L，臭氧与水接触时间≥12 min。
	D.2.2　GB 50013规定一般预臭氧宜为0.5 mg/L～1.0 mg/L，后臭氧宜为1.0 mg/L～2
	D.2.3　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水厂臭氧投加量应根据原水水质经试验后确定，未作试验的可参照表D.1。一般情况下主
	D.2.4　自来水臭氧净化，国际常规水中溶解臭氧浓度标准为0.4 mg/L，保持4 min，即CT值为1.6。
	D.2.5　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保持在0.1 mg/L～0.5 mg/L作用5min～10min可达消毒目的。
	D.2.6　在水中溶解臭氧浓度达4 mg/L，在1 min内乙肝病毒灭活率为100%。
	D.2.7　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为0.25 mg/L～38 mg/L时，仅需几秒或几分钟完全灭活
	D.2.8　矿泉水中溶解臭氧浓度在0.4 mg/L～0.5 mg/L时，即可满足杀菌保质要求。合理的臭氧投加量为
	D.2.9　瓶装水处理应达到0.3 mg/L～0.5 mg/L的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一般要求臭氧投加量为2.0 m

	D.3　 “恒定臭氧浓度，调节氧气流量”方式
	D.3.1　控制方式是根据水处理需要计算出臭氧需求量，按照设定的臭氧浓度，计算、调节出所需要的臭氧气的流量。
	D.3.2　控制方式依赖高测量精度、高稳定性的臭氧浓度监测仪。在臭氧浓度监测仪出现故障或测量失真时会导致臭氧发生
	D.3.3　控制方式的应对解决办法如下：
	a)装置增加臭氧发生器功耗异常判断功能，当功耗异常时即可判定出现了臭氧浓度监测仪故障或问题，及时改用其他
	b)预先将臭氧发生器的臭氧产量、功率、气量等数据存入装置，当功耗异常时用“臭氧发生器功率+氧气流量来对应
	c)对于可以固定气量的臭氧发生器，采用“恒定气体流量，调节臭氧功率”的控制方式；
	d)必要时切换至人工调节。


	D.4　“根据水中余臭氧浓度自动调节臭氧产量”方式
	D.4.1　控制方式是根据水中溶解的臭氧浓度调节臭氧的投加量。（即调节臭氧系统的臭氧发生量、投加分配量等）
	D.4.2　直接用该控制方式在大型系统中难以实现，原因如下：
	a)在臭氧投加量相对较小、氧化反应快及臭氧分解速度快时，水中溶解臭氧浓度较小或难以监测到；
	b)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仪探头易受污染，使用一段时间后仪表的精度、快速响应、重复性等容易出现问题，准确性变差
	c)大型臭氧系统接触反应时间较长，检测点的浓度值有较长时间滞后，仪表检测到的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不能较快反映
	d)处理水量波动、水质波动，进一步影响运行平衡。

	D.4.3　控制方式应对性解决办法如下：
	a)实际控制采用“单位臭氧投加量+关联处理水量”的办法，单位臭氧投加量按照经验数据在操作屏上设定，装置检
	b)水中溶解臭氧浓度仪不参与控制，检测到的水中溶解臭氧浓度数据作为对臭氧投加量的校核参考。


	D.5　臭氧应用注意事项
	D.5.1　应考虑水中有机物的含量对臭氧量的影响。水的混
	D.5.2　应考虑采用多种方式的联合使用。比如，臭氧和氯联合使用、臭氧和紫外联合使用、臭氧和双氧水联合使用等。
	D.5.3　在生活饮用水处理方面，臭氧和氯气的优点是互补的，臭氧和氯联合使用是当前生活饮用水系统消毒较为理想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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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1　臭氧系统运行参数记录
	臭氧系统运行参数记录参见表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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