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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处理臭氧系统检测评估技术规程 

1 范围 

1.1 为提高给水处理臭氧系统的工程设计与运行质量，保证臭氧系统应用效果，制定本标准。 

1.2 本标准规定了给水处理臭氧系统检测评估的基本要求、检测评估要求、检测评估方法、检测评估

判定规则和检测评估报告。 

1.3 本标准适用于给水处理臭氧系统的现场检测评估。 

1.4 本标准中所涉及的相关项目的检测、评估，除应符合本规程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

的规定。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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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10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验方法 消毒副产物指标 

GB/T 5750.11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检验方法 消毒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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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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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30  氧气站设计规范 

GBZ 2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化学有害因素 

HJ 590  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 紫外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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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下列术语和定义、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2.1 术语和定义 

2.1.1 臭氧系统  ozone system 

气源装置、臭氧发生器、投加装置、接触反应池、尾气处理装置、仪器仪表与控制装置等组合成的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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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气源装置  feed gas device 
为臭氧发生器提供合格原料气体的单机或成套装置。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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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投加装置  ozonation unit 
将臭氧投加到水中的装置。 

2.1.5  

臭氧接触反应池  ozone contactor 
臭氧和水中物质进行反应的装置。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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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装置。 

2.2 缩略语 

PSA——变压吸附（Pressure Swing Ad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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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基本要求 

3.1 臭氧系统检测评估应包括收集资料、现场调查、检测评估和出具检测评估报告。 

3.2 现场调查应包括工程概况、图纸资料、使用状况和运行条件与环境等。 

3.3 臭氧系统应在额定状态下进行检测，因水厂运行工况原因未达到额定状态，可按额定值的参数需

要调整工况后进行检测评估。 

4 检测评估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臭氧系统设备间的机械通风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4.1.2 臭氧系统设备间的室内空间及室内环境温度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4.1.3 臭氧系统设备间的噪声值不应高于 85dB（A）。 

4.1.4 臭氧系统设备间内的泄露臭氧浓度应符合 GBZ 2 的规定。 

4.1.5 臭氧系统中属于压力容器的装置应符合 TSG 07、GB/T 150（所有部分）及 GB/T 151 的规定。 

4.1.6 臭氧系统中属于压力管道的供气管道应符合 TSG 07、TSG D0001 及 GB/T 20801 的规定。 

4.1.7 臭氧用于消毒时水中溶解臭氧浓度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1.8 溴酸盐、甲醛、耗氧量的浓度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2 气源装置 

4.2.1 气源装置提供的各类气源的质量应符合 GB/T 37894 的规定。 

4.2.2 气源装置工作介质为液氧、氧气、富氧气的设备与氧气管道的布置应符合 GB 50016 的规定。 

4.2.3 气源装置采用液氧源装置、富氧源装置（包括 PSA 型、VPSA 型）时，液氧储罐、汽化器、氧气

压缩机等氧气介质的设备与氧气管道的布置及防护应符合 GB 50030、GB 5001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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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气源装置采用液氧源时，应针对臭氧系统规模通过技术经济比较设计补氮装置。 

4.2.5 气源装置工作时的噪声值不应高于 85dB（A）。 

4.2.6 气源装置应有气路压力安全卸放装置，压力安全卸放装置可装设在系统管道上。 

4.3 臭氧发生器 

4.3.1 臭氧发生器的额定技术指标（臭氧产量、臭氧浓度和臭氧电耗）、稳定性、可靠性等应符合 GB/T 

37894 的规定，并应符合臭氧发生器产品的额定值要求。 

4.3.2 最大臭氧产量应满足最大臭氧投加量的要求。 

4.3.3 臭氧发生器的冷却装置、冷却水温度条件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4.3.4 臭氧发生器应有备用设计，采用空气源时，备用方式应采用硬备用；采用氧气源时，备用方式

可采用软备用或硬备用。 

4.3.5 臭氧发生器应有气路压力安全卸放装置，压力安全卸放装置可装设在系统管道上。 

4.4 投加装置 

4.4.1 预臭氧处理、后臭氧处理应根据臭氧投加规模选择合适的投加装置，投加装置有微孔扩散器、

射流器等。 

4.4.2 微孔扩散器的设计与布置、射流器与水泵、混合器、扩散器等的设计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4.4.3 预臭氧处理、后臭氧处理的总投加臭氧量应能根据处理水量、水质、单位臭氧投加量等进行计

量和调节。 

4.4.4 接触反应池各池格中的臭氧量应能按照设计比例进行分配。 

4.5 臭氧接触反应池 

4.5.1 预臭氧处理、后臭氧处理的臭氧投加位置及设计投加量应根据不同流域原水特征、生产工艺和

处理效果确定。 

4.5.2 接触时间应符合 GB 5749 及 GB 50013 的规定。 

4.5.3 臭氧接触池池顶设置的自动双向压力平衡阀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4.5.4 臭氧接触池顶部尾气排放管上应设置尾气臭氧采样口，通过检测尾气臭氧浓度验证臭氧吸收效

率，臭氧吸收效率不应低于 90%。 

4.6 尾气处理装置 

4.6.1 尾气处理装置排放的气体臭氧浓度应符合 GB 3095 的规定。 

4.6.2 尾气处理装置的设备类型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4.6.3 尾气处理装置的最大设计气量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4.6.4 尾气处理装置设置在室外或臭氧接触池池顶时应有防雨设施。 

5 检测评估方法 

5.1 一般要求 

5.1.1 查看臭氧系统设备间的机械通风装置铭牌风量，计算臭氧系统设备间空间体积。机械通风装置

的能力满足设备间每小时换气 8 次～12 次。 

5.1.2 查看设备间的空间尺寸满足臭氧系统安装维护需要，检测室内环境温度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5.1.3 臭氧系统设备间的噪声值按 GB/T 17248.3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噪声测点位置确定：设备间

大门内 1m 处，垂直方向应距地坪 1.0m～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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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设备间设置有臭氧泄露浓度的检测仪或报警仪。按 HJ 590 测定设备间臭氧浓度，应符合 GBZ 

2 的要求。 

5.1.5 查看臭氧系统各设备与装置的工作参数，属于压力容器的应查验压力容器质量证明文件。 

5.1.6 查看臭氧系统气路管道，属于压力管道的应查验压力管道质量证明文件。 

5.1.7 按照 GB/T 5750.11 的规定检测出厂水中溶解臭氧浓度。 

5.1.8 按照 GB/T 5750.10 的规定检测原水、臭氧接触反应池出水和出厂水的溴酸盐、甲醛和耗氧量的

浓度。 

5.2 气源装置 

5.2.1 检查、检测气源装置相关装置的配置及压力、露点、氧气浓度、杂质颗粒度指标，应符合 GB/T 

37894 的规定。 

5.2.2 查看液氧储罐、PSA 现场制氧设备、VPSA 现场制氧设备、氧气管道，查看布置及间距等符合 GB 

50016 的规定。 

5.2.3 查看液氧储罐、汽化器、氧气压缩机等设备与氧气管道的布置及防护符合 GB 50030、GB 50013

的规定。 

5.2.4 气源装置采用液氧源时，查看是否有补氮装置，补氮装置符合技术经济对比。 

5.2.5 气源装置工作时的噪声值按 GB/T 17248.3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噪声测点位置确定：水平方向

应距设备主表面 1m，垂直方向应距地坪 1.0m～1.5m。 

5.2.6 查看气源装置上的压力安全卸放装置，压力安全卸放装置应在校验有效期内。 

5.3 臭氧发生器 

5.3.1 臭氧发生器的额定技术指标（臭氧产量、臭氧浓度和臭氧电耗）、稳定性、可靠性等检测评估

按 GB/T 37894 规定的方法进行。 

5.3.2 按设计规模最大臭氧投加工况运行或计算出设计规模下最大臭氧投加工况的臭氧需求量，按

GB/T 37894 规定的方法检验臭氧产量，臭氧产量应满足该臭氧需求量。 

5.3.3 检查臭氧发生器的冷却装置配置，检查冷却水温度条件，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5.3.4 检查臭氧发生器备用设计，核实备用方案满足臭氧产量需要。 

5.3.5 查看臭氧发生器气路压力安全卸放装置，压力安全卸放装置应在校验有效期内。 

5.4 投加装置 

5.4.1 检查预臭氧处理、后臭氧处理的投加装置的设计及配置，结合规模判定配置合理性。 

5.4.2 检查微孔扩散器的设计与布置，检查射流器、水泵、混合器、扩散器等的设计与配置，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停止臭氧产生并进行气路吹扫后，开启接触池上的人孔，按照±25%的变化范围调节

气量，查看微孔扩散器的布气均匀性。 

5.4.3 检查预臭氧处理、后臭氧处理的总投加臭氧量是否能根据处理水量、水质、单位臭氧投加量等

进行计量和调节。 

5.4.4 检查每一个接触反应池各池格中的臭氧量是否能按照设计比例进行分配。 

5.5 臭氧接触反应池 

5.5.1 检查预臭氧处理、后臭氧处理的设计及投加位置、臭氧设计投加量，应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并参照附录 A 给出相应建议。 

5.5.2 查看设计处理水量规模，依据臭氧接触池体积，计算得接触时间。接触时间应符合 GB 50013 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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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检查臭氧接触池池顶按 GB 50013 设置自动双向压力平衡阀，检查自动双向压力平衡阀的工作

压力设置值，正常运行时应为间断吸气动作。 

5.5.4 在臭氧接触池顶部尾气排放管上的尾气臭氧采样，按 GB/T 37894 的规定的方法检测尾气臭氧

浓度，按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计算臭氧吸收效率。 

5.6 尾气处理装置 

5.6.1 按 HJ 590 测定尾气处理装置排气口臭氧浓度，应符合 GB 3095 的要求。 

5.6.2 查看尾气处理装置的设备类型符合 GB 50013 的规定。 

5.6.3 在 6.3.2 检测最大臭氧量时同时，按 6.6.1 检测尾气处理装置的最大处理量。 

5.6.4 查看尾气处理装置设置位置，在室外设置的是否有防雨设施。 

6 检测评估判定规则 

6.1 臭氧系统检测评估项目及判定规则见表 1。 

6.2 检测类型的项目应按照实际检测值或相应的公式计算出结果，检测结果可填入多次检测的平均值。 

6.3 检测评估项目符合要求的判定为合格，不符合要求的判定为不合格。 

表1 臭氧系统检测评估及判定方法汇总 

检测评估对象 检测评估项目 
检测评估要

求 

检测评估 

方法 

项目类型 

检测 评估 

一般要求 

设备间的机械通风 5.1.1 6.1.1  √ 

设备间的室内空间及室内环境温度 5.1.2 6.1.2  √ 

设备间噪声值 5.1.3 6.1.3 √  

设备间内臭氧泄露仪配置 5.1.4 6.1.4  √ 

设备间内臭氧泄露浓度 5.1.4 6.1.4 √  

属于压力容器的装置 5.1.5 6.1.5  √ 

属于压力管道的供气管道 5.1.6 6.1.6  √ 

水中溶解臭氧浓度 5.1.7 6.1.7 √  

溴酸盐浓度 5.1.8 6.1.8 √  

甲醛浓度 5.1.8 6.1.8 √  

耗氧量浓度 5.1.8 6.1.8 √  

气源装置 

气源质量 5.2.1 6.2.1 √ √ 

液氧、现场制氧时的设备及管道布置 5.2.2 6.2.2  √ 

液氧储罐的布置及防护 5.2.3 6.2.3  √ 

补氮装置配置 5.2.4 6.2.4  √ 

噪声值 5.2.5 6.2.5 √  

气路压力安全卸放装置 5.2.6 6.2.6  √ 

臭氧发生器 

额定技术指标 

臭氧产量 5.3.1 6.3.1 √  

臭氧浓度 5.3.1 6.3.1 √  

臭氧电耗 5.3.1 6.3.1 √  

稳定性、可靠性等 5.3.1 6.3.1  √ 

最大臭氧产量 5.3.2 6.3.2 √  

冷却装置、冷却水温度条件 5.3.3 6.3.3  √ 

备用设计 5.3.4 6.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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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评估对象 检测评估项目 
检测评估要

求 

检测评估 

方法 

项目类型 

检测 评估 

气路压力安全卸放装置 5.3.5 6.3.5  √ 

投加装置 

设计投加装置 
预臭氧 5.4.1 6.4.1  √ 

后臭氧 5.4.1 6.4.1  √ 

微孔扩散器、射流器等的设计与配置 5.4.2 6.4.2  √ 

微孔扩散器的布置均匀性 5.4.2 6.4.2  √ 

臭氧投加量计量及调节 5.4.3 6.4.3  √ 

各投加池格臭氧量分配 5.4.4 6.4.4  √ 

臭氧接触反应池 

臭氧投加位置 5.5.1 6.5.1  √ 

臭氧设计投加量 
预臭氧 5.5.1 6.5.1  √ 

后臭氧 5.5.1 6.5.1  √ 

接触时间 5.5.2 6.5.2  √ 

自动双向压力平衡阀 5.5.3 6.5.3  √ 

臭氧吸收效率 5.5.4 6.5.4  √ 

尾气处理装置 

排气臭氧浓度 5.5.1 6.5.1 √  

设备类型 5.5.2 6.5.2  √ 

最大设计气量 5.5.3 6.5.3  √ 

设置位置及防雨设施 5.5.4 6.5.4  √ 

7 检测评估报告 

7.1 对检测评估结论应出具报告。 

7.2 检测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检测日期、环境条件、检测现场工况条件； 

b) 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工程地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委托单位； 

c) 主要仪器设备名称及型号； 

d) 检测评估项目或指标要求。有具体数字的项目或指标应直接填入； 

e) 检测结果描述及原始记录； 

f) 异常结果分析、检测结果评价； 

g) 评估结论； 

h) 针对本次检测评估的建议； 

i) 双方约定的其他需要的信息。 

7.3 检测评估报告应符合附录 B 的规定。 

7.4 检测评估过程中应对各项检测指标做好记录，检测记录可作为检测评估报告的附件。过程检测参

数记录参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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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臭氧接触反应池技术参数 

A.1 臭氧投加量的确定 

A.1.1 臭氧-活性炭深度处理净水厂臭氧投加量应根据原水水质确定，一般臭氧投加量为0.5mg（O3）/

mg（C），臭氧接触池出水的余臭氧值控制在0.05-0.1mg/L，不同水源水质条件下臭氧投加量和反应时间

参考值见表A.1。 

表A.1   不同水源条件下臭氧投加量参考值 

有机物（CODMn）浓度（mg/L） 水源类型 臭氧投加量（mg/L） 

 

 

≤3 

长江水 0.5-1.5 

黄河水 1.0-2.0 

湖库水 0.5-1.5 

河网水 1.0-2.0 

 

 

3-6 

长江水 1.0-2.5 

黄河水 1.5-2.5 

湖库水 1.0-2.5 

河网水 1.5-2.5 

 

 

≥6 

长江水 1.5-3.0 

黄河水 1.5-3.5 

湖库水 1.5-3.0 

河网水 1.5-4.0 

A.2 臭氧吸收效率的检测 

A.2.1 臭氧系统检测评估针对具体的工程项目，工程项目采用确定的接触反应池，具有相对稳定的水

质水量等，可以检测臭氧吸收效率来间接反映设计与运行问题。 

A.2.2 臭氧吸收效率为运行工况下臭氧发生器的臭氧浓度与接触反应池出口尾气臭氧浓度的差与臭氧

发生器臭氧浓度的比值，计算公式为式(A.1)。采样时间不宜少于15min，可取多次检测的平均值。检测

采样时间段内应避免尾气臭氧被稀释。 

𝜂 = 𝐶−𝐶𝑊
𝐶

                ………………………………(A.1) 

式中： 

η —— 臭氧吸收效率，%； 

C —— 臭氧发生器臭氧浓度，g/m
3
或mg/L； 

CW —— 接触反应池出口尾气臭氧浓度，g/m
3
或mg/L。 

注：在实际工程中有很多因素影响臭氧吸收效率。仅以臭氧气体的进出浓度来评价吸收效率，会掩盖臭氧接触反应池

设计上的问题等。但针对特定工程中固定的接触反应池、相对稳定的水质水量等，可以用该方法来间接反映设计与运

行问题，比如微孔扩散器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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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检测评估报告 

B.1 检测评估报告 

检测评估报告见表B.1。 

表B.1   检测评估报告 

检测日期：               环境温度：      ℃         相对湿度：       %        大气压力：          kPa   

气源：          氧含量：       %        常压露点：        ℃       臭氧发生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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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委托单位： 

检测评估对象 检测评估项目 项目要求 

项目类型 

检测 评估 

数值 结论 结果 结论 

一般要求 

设备间的机械通风 5.1.1     

设备间的室内空间及室内环境温度 5.1.2     

设备间噪声值 5.1.3     

设备间内臭氧泄露仪配置 5.1.4     

设备间内臭氧泄露浓度 5.1.4     

属于压力容器的装置 5.1.5     

属于压力管道的供气管道 5.1.6     

水中溶解臭氧浓度 5.1.7     

溴酸盐浓度 5.1.8     

甲醛浓度 5.1.8     

耗氧量浓度 5.1.8     

气源装置 

气源质量 5.2.1     

液氧、现场制氧时的设备及管道布置 5.2.2     

液氧储罐的布置及防护 5.2.3     

补氮装置配置 5.2.4     

噪声值 5.2.5     

气路压力安全卸放装置 5.2.6     

臭氧发生器 

额定技术指标 

臭氧产量 5.3.1     

臭氧浓度 5.3.1     

臭氧电耗 5.3.1     

稳定性、可靠性等 5.3.1     

最大臭氧产量 5.3.2     

冷却装置、冷却水温度条件 5.3.3     

备用设计 5.3.4     

气路压力安全卸放装置 5.3.5     

投加装置 设计投加装置 
预臭氧 5.4.1     

后臭氧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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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评估对象 检测评估项目 项目要求 

项目类型 

检测 评估 

数值 结论 结果 结论 

微孔扩散器、射流器等的设计与配置 5.4.2     

微孔扩散器的布置均匀性 5.4.2     

臭氧投加量计量及调节 5.4.3     

各投加池格臭氧量分配 5.4.4     

臭氧接触反应池 

臭氧投加位置 5.5.1     

臭氧设计投加量 
预臭氧 5.5.1     

后臭氧 5.5.1     

接触时间 
预臭氧 5.5.2     

后臭氧 5.5.2     

自动双向压力平衡阀 5.5.3     

臭氧吸收效率 5.5.4     

尾气处理装置 

排气臭氧浓度 5.6.1     

设备类型 5.6.2     

最大设计气量 5.6.3     

设置位置及防雨设施 5.6.4     

结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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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臭氧系统检测评估参数记录 

C.1 臭氧系统检测评估参数记录 

臭氧系统检测评估参数记录参见表C.1。 

表C.1   臭氧系统检测评估参数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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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评估对象 检测评估项目 单位 数值或结果 备注 

一般要求 

设备间的机械通风 次/h      

设备间的室内空间及室内环境温度 ℃      

设备间噪声值 dB（A）      

设备间内臭氧泄露仪配置       

设备间内臭氧泄露浓度 mg/m
3
      

属于压力容器的装置       

属于压力管道的供气管道       

水中溶解臭氧浓度 mg/L      

溴酸盐浓度 mg/L      

甲醛浓度 mg/L      

耗氧量浓度 mg/L      

气源装置 

气源质量 

压力 MPa      

露点 ℃      

氧气浓度 %      

杂质颗粒度 μm      

液氧、现场制氧时的设备及管道布置       

液氧储罐的布置及防护       

补氮装置配置       

噪声值 dB（A）      

气路压力安全卸放装置       

臭氧发生器 

额定技术指标 

臭氧产量 kg/h      

臭氧浓度 g/m
3
      

臭氧电耗 kW·h/kg      

最大臭氧产量 kg/h      

冷却装置、冷却水温度条件 ℃      

备用设计       

气路压力安全卸放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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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评估对象 检测评估项目 单位 数值或结果 备注 

投加装置 

设计投加装置 
预臭氧       

后臭氧       

微孔扩散器、射流器等的设计与配置       

微孔扩散器的布置均匀性       

臭氧投加量计量及调节       

各投加池格臭氧量分配       

臭氧接触反应

池 

臭氧投加位置       

臭氧设计投加量 
预臭氧 mg/L      

后臭氧 mg/L      

接触时间 min      

自动双向压力平衡阀       

微孔扩散器的设计与布置       

臭氧吸收效率 %      

尾气处理装置 

排气臭氧浓度 mg/m
3
      

设备类型       

最大设计气量 m
3
/h      

设置位置及防雨设施       

异常问题  

记录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