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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关于印发<2020年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团体

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中水协[2020]10号文）有关要求，为规范给水厂次氯

酸钠发生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与运行管理，规程编制组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

结合国内外相关科研成果和有关实践经验，编制了本规程。

本规程分总则、术语与定义、基本规定、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组成及技术要求、

系统应用设计、安装与验收、运行维护和应急管理八个章节，分别对给水厂次氯

酸钠发生器的技术要求、系统设计、安装施工和运行管理等进行了规范，为保障

出厂水水质安全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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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给水厂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技术要求、系统设计、施工、验收与运

行管理，保障供水安全，制定本规程。

1.0.2 采用电解法次氯酸钠发生器现场制备低浓度次氯酸钠作为消毒剂或氧化剂

的给水厂，须执行本规程的相关规定。

1.0.3 给水厂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应用，除应执行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

现行有关标准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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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定义

2.0.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 sodium hypochlorite generation system

是指由次氯酸钠发生器和相关设备、设施组成的次氯酸钠制备系统。一般由

盐水制备系统、电解系统、排氢系统和控制系统组成，并能完成次氯酸钠现场生

产制备的成套系统。

2.0.2 盐水制备系统 salt dissolving system

溶解固体食盐并配制为电解所需 3%食盐水的设备系统，主要包括软水设备、

储盐设备、溶盐设备和盐水稀释装置。

2.0.3 排氢系统 hydrogen removal system

用于彻底分离次氯酸钠溶液中的氢气，并稀释氢气，确保氢气排放浓度符合

排放要求的装置。

2.0.4 电流效率（η）current efficiency

电解槽中流过一定电量后，有效氯的实际生成量与理论生成量之比，称为该

电解槽的电流效率。根据法拉第电解定律，电解槽每通过 1A·h的电量，有效氯

的理论生成量为 1.323g。

2.0.5 额定电解电流 rated electrolytic current

是指次氯酸钠发生器维持额定产率时，电解槽中流过的电解电流值，单位为

Ａ。当次氯酸钠发生器的电解槽采用多对阴阳极并联供电时，额定电解电流可用

每对电极间电流与并联级数相乘表示。

2.0.6 直流电耗 (PDC) DC power consumption

在额定状态下工作时，次氯酸钠发生器每生成 1kg有效氯在电解槽中所消耗

的直流电能称为其直流电耗。

2.0.7 盐耗（Us）salt consumption

在额定状态下运转时，次氯酸钠发生器每生成 1kg有效氯所消耗 NaCl质量，

称为盐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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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脱氢风机 blower for hydrogen removing

用于排除次氯酸钠溶液中的氢气，并通过空气稀释使氢气排放浓度小于 1%

的鼓风机。

2.0.9 排氢风机 fan for hydrogen discharging

通过换气方式，快速排除次氯酸钠发生间及相关工作环境中积聚的氢气的风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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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给水厂次氯酸钠发生器的应用，应综合考虑供水厂的规模、水源水质特点、

安装条件以及运行管理水平等因素合理选择。

3.0.2 给水厂选用的次氯酸钠发生器必须取得同规格型号的涉水卫生安全产品许

可批件，且批件与选用的规格型号一致。

3.0.3 作为原材料的盐，应为不加碘的食品级，并符合《食用盐》GB/T 5461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GB 2721的相关规定。

3.0.4 次氯酸钠投加系统应采用自动控制，并实现精准投加。

3.0.5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应用设计，应包括工艺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部分。

3.0.6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控制系统应接入水厂中控系统。

3.0.7 次氯酸钠发生器应具备防雷措施，并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以及《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的相关规定。

3.0.8 次氯酸钠发生器应具备可靠的接地保护，并符合《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接地

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9的相关规定。

3.0.9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中所有与次氯酸钠溶液接触的设备与器材，均应有良好

的密闭性和耐腐蚀性，所有可能接触到次氯酸钠溶液的建筑结构、构件和墙地面

均应做防腐处理。

3.0.10脱氢风机应为防爆风机；排氢风机的排风量应根据空间大小确定，换气能

力应达到每小时 8~12次。

http://www.baidu.com/link?url=FHdNwACeSJ7isuTR23eVnN57m57JA8UTKV_dJiReOL907d2kP5nBeHm6L8sUs2REUW_dS01zzRhH9i1euL6Bo_
http://www.baidu.com/link?url=k-LDY6HNm_W_ntuqRnXWI3JK7GrbeSOo7hWPdp2vE50Asvog24MoYQAC_d_rVrZ1Tn4t58Rp8n1yNLS8eklZ0K&wd=&eqid=ea21882100004b37000000065f85694b
http://www.baidu.com/link?url=P4TGvjtL4EZjrXLwL9hNxCgYlZeZsQavbAxPx1AkCA-ngArcBgIXYpuoqFQCMZb_yWLwcOJx0iFjkEF65jc-wq
http://www.baidu.com/link?url=P4TGvjtL4EZjrXLwL9hNxCgYlZeZsQavbAxPx1AkCA-ngArcBgIXYpuoqFQCMZb_yWLwcOJx0iFjkEF65jc-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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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组成及技术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主要对盐水制备系统、电解系统、电源系统、排氢系统

和控制系统的相关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

4.1.2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应匹配协调，并达到产品能效以及次氯

酸钠产量、质量的要求。

4.2 系统组成

4.2.1 盐水制备系统

1 用于溶盐和调配稀盐水的软化水，硬度应小于 10mg/L （CaCO3硬度），

其它相关指标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的规定。

2 将固体盐溶解为饱和食盐水的溶盐系统，主要包括具备过滤系统的溶盐池

（罐）、液位控制装置及防腐蚀的盐水泵等。

3 溶盐系统宜采用自流式静态溶盐，恒液位控制方式。

4 稀盐水应由饱和食盐水和软化水调配而成。浓度宜控制为 3%，浓度变化

应小于设定值±5%。

5 稀盐水制备设备应配置电导率仪。稀盐水的电导率控制范围宜为 45～

50mS/cm。

4.2.2 电解系统

1 电解系统应包括电解槽装置、电源系统及配套设备设施。

2 电解系统应具有流量、温度、液位、电导率的监测及自动控制功能。

3 电解槽包括电极和电解槽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解槽的进口端和出口端应设有等电位接地。

2) 生产厂家应在产品出厂前，对电解槽进行严密性试验，试验压力应不小

于 0.3MPa。

3) 进入电解槽的稀盐水应设置流量控制装置。流量的变化范围，应控制在

额定流量的±5%。

http://www.baidu.com/link?url=AtOIu6gYky7nfG26umo_6uFxToKeRTtPPHxm1mWzicZQo8N-a9tk_JcJDWLdWiA5RG8JSDoz0wbheqgOJpF8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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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生器电解槽的进液温度，宜控制在 10~25℃之间；出液温度应小于

40℃。进液温度低于 10℃时，宜采取加热处理；高于 25℃时，宜采取

降温处理。

5) 电解电极的阳极宜采用钛基体，涂层宜采用钌铱等贵金属氧化物；电解

电极的阴极宜采用钛、钛合金、哈氏合金等耐腐性高的材料。不得采用

石墨、二氧化铅等材料作为电解电极。电极的使用寿命，应不小于 5年。

6) 在干燥状态下，电解槽的阴极和阳极之间，应保持绝缘状态。

4 电解电源应采用直流电源。采用高频开关电源的，效率应达到 90%以上；

采用可控硅电源的，效率应达到 80%以上。

5 电源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电源系统输入电源的电流，波动范围应控制在额定值的±1%。

2) 电源系统输出电流的调节范围，应大于额定电解电流的 10%。连续工作

1h以上，应无损坏。

3) 整流器的控制回路，宜采用数字控制单元，并应具备过压、过流、过热

等保护措施。

4) 整流器的冷却方式，宜采用风冷或水冷方式。

5) 整流柜应设有电压、电流指示，并能实现远程和就地急停；指示灯的颜

色，应符合 GB/T 4025的规定。

6) 整流柜内应设有导电性能良好的接地端子。端子处，应有防锈措施和接

地标志。

7) 电解电源的绝缘试验，应包括耐压试验和绝缘电阻测试。绝缘性能应符

合 GB 3859中的有关规定。

4.2.3 排氢系统

1 排氢系统应包括脱氢罐（或装置）、脱氢风机、风量传感器、液位传感器

和氢气传感器及其显示仪表等。

2 氢气收集、稀释、排放装置，应满足永久密封的设计要求；脱氢罐体，应

选用 HDPE等防腐性及拉伸强度高的材质；排放管路，宜选用 UPVC等

防腐性能好、使用寿命高的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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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解槽的出液管路，应有向上坡度，且坡度应不小于 1%。管路上不得设

置阀门。

4 氢气收集、稀释、排放管路的设计和布置，应保证次氯酸钠发生系统所在

区域内无氢气积聚。

5 脱氢风机风量和排氢管道直径，应依据发生器最大产氢量选择。脱氢风机

的管路上应设置风量传感器，出口风量可实时监测；排放到大气的氢气浓

度，应低于 1%。

6 排氢管道，应有防止空气回流、雨雪侵入、水气凝集、冻结和外来异物堵

塞等保护措施。

7 排氢管道排放到大气的氢气浓度，应低于 1%。

8 氢气室外排放点应高出设备间建筑物 1m以上，具体高度可根据单位时间

的氢气产量确定；氢气排放点半径 1-2m范围内不得有任何点火源、遮挡

物等，且不应设有其它氢气排放点。

9 脱氢罐内与氢气接触的液位传感器，应满足防爆要求。氢气传感仪器应具

备报警功能。

10 每台次氯酸钠发生器应配备独立的排氢系统。

4.2.4 控制系统

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相关设备应满足独套控制和集中管理原则，并具有就

地/远程控制功能。监控参数包括但不限于电解电压、电解电流、功率、

流量、温度、风量、氢气浓度等。

2 除酸洗操作外，系统应具备全流程自动控制功能。

3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运行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电解槽出口液体温度高于 40℃时，应能联锁关闭电解电源输出，停止电

解。电解槽进口温度低于 10℃时，应能自动启动加热装置。

2)电解电源输入电压偏离额定电压值的±20%时，应能自动关闭电解电源。

3)电解槽进口盐水流量小于设定值的 90%时，应能联锁关闭电解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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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氢风机系统故障时，应能自动关闭电解电源。

5)任何一个氢气传感器反馈氢气浓度超过 1%时，应能自动关闭电解电源并

启动相关空间的排氢风机。

6)空开断路器应依据功能单元单独设置。

7)控制柜应标识明显的电气危险警示。

8)控制系统应设置急停开关。

4.3 技术要求

4.3.1 原料食盐，应符合 3.0.3和本规程表 1的相关规定，并具有质检部门颁发的

产品合格证。

表 1 食盐中杂质的限值

项目 指标 (mg/kg)

铁 ≤ 10.0

锰 ≤ 10.0

溴化物 ≤ 100.0

钙 ≤ 100.0

镁 ≤ 100.0

4.3.2 次氯酸钠发生器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 2的相关规定，各参数测定方法见

附录 B。

表 2 设备性能参数

技术经济指标 单位 具体指标

交流电耗 kw·h/kg <5.5

直流电耗 kw·h/kg <4.5

盐耗 kg/kg <3.5

阳极板寿命强化试验失效时间 h ≥200

电极板使用寿命 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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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制备的次氯酸钠溶液质量，应符合表 3的相关规定。

表 3 次氯酸钠溶液质量

指标 要求

外观 清澈透明、无可见杂质

有效氯浓度 0.70~0.85%

pH值 8.5-9.5

氯酸盐与有效氯比例 ＜5%

4.3.4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技术参数，应符合过程控制相关规定，

检测方法详见附录 A。

4.4 卫生要求

4.4.1次氯酸钠发生器应符合卫生部颁发的《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

安全评价规范》和《次氯酸钠发生器安全与卫生标准》GB 28233的相关规定。

4.4.2 次氯酸钠发生器所产生的次氯酸钠溶液，应符合下列规定：

1铅≤0.05 mg/L。

2 铜≤1.0 mg/L。

3 镉≤0.01 mg/L。

4 氯酸盐（以 ClO3-计）浓度＜35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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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应用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设计，应包括盐水制备、次氯酸钠发生、投加、储存、

排氢等的成套设备和配套建（构）筑物的设计，并配套相应的安全设施或措施。

5.1.2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应能满足给水厂最大时次氯酸钠投加量的需求，并应

留有一定的安全余量或备用。

5.1.3 次氯酸钠投加量，宜根据实际水量、水质变化情况等进行调整。用于出厂

水消毒时，应合理确定出厂水有效氯和控制消毒副产物含量。

5.1.4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盐水制备设施、次氯酸钠发生装置、制成品储存装置、

投加装置等，均应布置于室内。室内环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次氯酸钠发生器

安全与卫生标准》GB 28233的有关规定。

5.1.5 氯酸钠发生器系统，宜配置在线次氯酸钠浓度检测仪器。

5.1.6 采用次氯酸钠发生系统作为消毒方式的给水厂，宜设置备用应急消毒系统。

5.2 工艺设计

5.2.1 次氯酸钠的设计投加量，宜通过试验或根据相似条件水厂运行经验确定。

设计投加量应能满足设计目标，并应尽量减少消毒副产物的产生。当用于出厂水

消毒时，消毒剂剩余浓度和消毒副产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 5749的相关规定。

5.2.2 次氯酸钠发生器选型搭配，应根据不同组合方式的经济性、安全性和运行

维护便捷性等综合比选后，合理选用。

5.2.3 次氯酸钠的投加位置，应根据原水水质、工艺流程和消毒方法等综合确定，

并考虑水质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因素等。当作为预氧化药剂时，可在沉淀池之前

投加；当作为消毒剂时，可在过滤后单点投加，亦可在工艺流程中多点投加。

http://www.baidu.com/link?url=Apxu_4EYDXs6U0iagfqBpkL5G2Sv6_EmRAqI_t0DZRkXlcqlwreoKOSGfpmcBciDEVq716zdwZk0XYirQI6n4q&wd=&eqid=de752e93000079c1000000065f856b04
http://www.baidu.com/link?url=Apxu_4EYDXs6U0iagfqBpkL5G2Sv6_EmRAqI_t0DZRkXlcqlwreoKOSGfpmcBciDEVq716zdwZk0XYirQI6n4q&wd=&eqid=de752e93000079c1000000065f856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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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次氯酸钠溶液的投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用计量泵加注或流量调节阀控制加注，且应设置计量设备并采取稳定

加注量的控制措施。

2 加注设备宜一对一加注配置。每一种规格的加注设备，应至少配置 1套备

用设备；当 1台加注设备同时服务 1个以上加注点时，加注点的设计加注

量应一致；加注管路宜同程布置，同时服务的加注点不宜超过 2个。

3 应采用自动控制投加，有反馈控制要求的加注设备应具有相应的功能。

5.2.5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原盐储备量，应根据原盐的储运条件和平均投加量综

合确定。原则可按平均投加量的 5d~10d计算。

5.2.6 次氯酸钠制成溶液储存的容量，宜按 12h~48h最大用量设置。

5.2.7 设备冷却水应使用软化水。

5.2.8 发生器电解槽的进液温度，应满足设备要求，且须设计保障功能。

5.3 工程设计

5.3.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在车间内的布置，应满足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原盐储存、

设备安装、系统运行维护和事故应急时的相关要求。

5.3.2 溶盐池、发生器设备和储罐的基础强度，应满足满荷载作业时的承重要求，

且宜留有适当安全余量。

5.3.3 溶盐池的池体，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内壁宜采用环氧涂层防腐。

5.3.4 盐水制备车间内，应在适当位置划定独立的原盐存储区。

5.3.5 原盐储存和溶盐池布置区域，宜设置起重或吊装设备。盐水配置，宜采用

自动化程度配置较高的装置。

5.3.6 储罐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采用食品级的 FRP、PE、HDPE或玻璃钢衬 PVC等材料制成。

2 应采用深色材料或设置遮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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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设置溢流口和溢流报警系统。

4 宜设置可视化液位装置，可实时观察桶内液位状态，并将液位信号传送至

控制中心。

5 宜设置独立的脱氢装置。

6 应设有排气口及放空阀。

7 四周应设置围堰，并配置泄漏检测装置。

5.3.7 发生器、储存和投加系统，宜合并布置于加氯间内。

5.3.8 加氯间，宜布置于水厂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并尽量靠近主要投加

点。

5.3.9 盐水制备车间和加氯间的噪声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

准》GB 3096和《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J 87的有关规定。

5.3.10 盐水制备车间和加氯间，应设置每小时换气 8次~12次的高位通风的机械

通风设备。在房间出入口附近，应至少设置一套快速淋浴、洗眼器。

5.3.11 盐水制备车间的起重设备、电气设备、门窗等，均应采取耐高盐度的防腐

措施。

5.3.12 加氯间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发生器上部，应设密封罩收集电解产生的氢气。罩顶应设专用高位通风管

直接伸至户外，且出风管口应远离火种，不受雷击。；

2 屋顶不得有吊顶、梁顶无通气孔的下翻梁。

3 室内最高点、发生器正上方以及溶液罐正上方，应放置至少一个氢气泄漏

传感器，并与次氯酸钠发生器设置可靠的联动控制。

4 应设置安全可靠的排水设施。采用水泵排水的，应设置备用泵。

5 地面应铺设地砖或涂刷防腐面漆；管沟表面，应设置防腐盖板。

6 车间内，宜在适当位置设置洗手盆，并配置冲洗地面的管路。

5.3.13 计量泵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http://www.baidu.com/link?url=FxlssnNFXoMFhGBXAh93f_lENmAlDEMLYZVzip6zuf79V4bUiphestfi468c97mLluMq3CspqcJSJB4WgvhSsEg5lReccYJOBDM2Q3NOjVS
http://www.baidu.com/link?url=FxlssnNFXoMFhGBXAh93f_lENmAlDEMLYZVzip6zuf79V4bUiphestfi468c97mLluMq3CspqcJSJB4WgvhSsEg5lReccYJOBDM2Q3NOjVS
http://www.baidu.com/link?url=HPpRXJapO5-xsd_ZU8E4-C75XN1JsyhhFwSUuqF6N-APjCFsROR1MAKc-4tEJ1TApNTjdwLjaTQhSqrKdFsJIpf0HkAN650x6PKZECNFh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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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液管和吸液管之间，须形成正压差；在计量泵出液管路中，宜安装背压

阀。

2 在出液管路中，应安装安全阀。

3 药剂投加管接入主管线时，应在药剂投加点安装止回阀。

4 吸入管线，应满足宜短不宜长的原则，不宜选用薄壁管。

5 储液桶的位置较高且无法在罐底部进行管路连接时，宜采用虹吸管吸液，

并安装液体充注装置。

5.3.14 排氢管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台发生器，应设置独立的排氢管路；

2 氢气管路全程不得缩径。排氢管路的弯头，宜少用 90°，多用 45°的。

3 氢气排放管路，应水平或向上倾斜；氢气排放口，应设置防鸟网等保护措

施和防雨保护措施。

5.3.15 加氯间的通风机，应分别在室内及靠近外门的外墙上设置电气开关。

5.3.16 整流器间的室内温度，不得超过 40℃。24小时平均温度，不得超过 35℃。

5.3.17 系统配电，应满足最大用电负荷。进线处，加装一级防雷 SPD；供电系统

所在建筑物，应满足《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规定的防雷第二类建筑

标准要求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规定的雷电防护等

级 B级要求。

http://www.baidu.com/link?url=s_ZxIdhhL-DnUuuiuq2dkOqZUhTmaHa4lYV-WpErxt1AoerjTElgzUU9pNlmuvk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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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与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安装，包括准备阶段和安装阶段。验收，包括调试阶

段和验收阶段。

6.1.2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安装、调试与验收，应遵循安全、环保、健康、高效等

原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安装与验收，应按《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的相关规定执行。

2 电气安装与验收，应按《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

相关规定执行。

3 管道安装与验收，应按《给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

相关规定执行。

6.2 安装条件

6.2.1 应具备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相关设备出厂使用说明书、设备清单、产品合格

证和调试检测报告等随机技术文件。

6.2.2 应检查设备清单，复核有关设备型号、规格和数量等，满足工程设计和随

机技术文件的要求。

6.2.3 设备外观，应无变形、损坏和锈蚀等。单个设备应设置产品标识，且标识

清晰。

6.2.4 应具备车间平面布置图、剖面图、设备基础详图、安装施工图等设计文件。

6.2.5 设备安装基础和预埋件，应满足设计要求。

6.2.6 应确保车间起重设备、电气、照明、通风等辅助配套设施，满足安装使用

要求。

http://www.baidu.com/link?url=jdRLjgrALHabQUXAxc99J7FvMNcH4XCt0A8QcKVOwQb-blPOJN-WfOKL6h594JLjSxzZ5QJlZY3mMlfYa6hz7V-k0SQucmnfYOoQhqJ-4kYUpFZ0sGTo4SXdyYajRakh
http://www.baidu.com/link?url=qGfCUPTS1O4iP_5FvmzFfDhsz35lPNPI6aKN63f2lM-mQDBVDQSh1dRPAWyCrodvEi50Aoq64Odr930JF9FP9cicjPFZNd5As6Q242piotvC75ZHDyOCegquwG8E7GlX
http://www.baidu.com/link?url=aVLdD1XTDG2itasJpX7BbCb9eKGjdeD1rkM5tzSNEB19OyyYIphYtouUTFc9cSfYHnKsIcyAuR2U6fLrvvzW3ECJxarPW_hAetOJ9GKNRAtDcqymdSaRUTeRKZAyWMP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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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计量和检测器具、仪器、仪表和设备，须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规定。其精度

等级，应满足被检测项目的精度要求。

6.3 安装

6.3.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安装，应满足设计文件相关技术要求，并按工程设计

图纸施工，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文件。

6.3.2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安装时，应保证施工安全，满足环保要求。

6.3.3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安装，应满足维修空间的要求。平面与垂直位置的偏差，

应控制在±10mm以内。

6.3.4 次氯酸钠发生器安装，应保持水平。

6.3.5 次氯酸钠发生器电气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外壳和电源，应与接地螺栓间可靠连接。连接电阻，应小于 0.1Ω。

2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电缆，应与水路分开铺设；动力电缆，应与信号电缆

分开铺设。

3 直流电缆及铜排连接时，应加装弹垫或采用防松螺母。

4 保护接地应有明显标志，并不得在柜内与电源中性线直接相接。

6.3.6 次氯酸钠发生器主机安装时，应保持水平。包括电解槽在内的含氢管路，

应有不小于 1%的向上坡度。

6.3.7 管路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带压排放管路与无压排放管路，应分开布设。软水器排放管，符合宜短不

宜长的原则。

2 在通水前，应对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管路进行空气吹扫。

3 可能产生震动的管路、储罐进出口管路系统等，应采用软连接或其他消除

应力的措施。

4 管路相互间及与其他物件，不得有摩擦现象；塑料管道，应远离灯具等热

源。必须靠近热源的，须有隔热措施。

5 管路，不得铺设于电气设备正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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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自重会引起较大变形时，应设支托或按其自垂位置进行安装。

6.3.8 氢气传感器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氢气传感器，应安装在发生器和脱氢设备所在空间的最高点。

2 氢气探头的安装，应保证传感器与地面垂直或水平。

3 氢气探头，应可靠接地；接地导线，应选用截面积不小于 4mm2 的线缆；

外部接地，应保证接地电阻小于 1Ω。

6.4 调试

6.4.1 调试包含闭水试验、管道冲洗与试压、单机调试和联合调试。

6.4.2 调试，应在所有设备和管路安装完毕之后进行。

6.4.3 溶盐池（罐）和储罐在投入使用前，应进行闭水试验。

6.4.4 单机调试，应满足下列规定：

1 待调试设备出厂试验报告、技术说明书和图纸资料完整。

2 待调试设备，应进行外观检查、上电检查、电源检查和绝缘试验。

3 系统手动阀门，应安装正确、操作方便、转动灵活；安全阀、减压阀和止

回阀的安装，应方向正确，电动阀门电缆端接正确、绝缘合格、行程指示

正确。

4 电动机电缆端接正确、牢固、绝缘合格，轴承润滑正常，转向正确。

5 启动电动机，检测并记录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启动电压，测量电动机的振

动、噪声、温度、温升，应符合设计规定。

6 水泵的进、出口管道阀门和测量仪表，应安装正确。泵腔充满介质首次启

动后，检查仪表正常，管路、接头及阀门等无泄漏。

7 软水装置进出水压力正常，出水硬度小于 10mg/L。

8 计量泵进、出口阀门及测量仪表安装正确，润滑油质合格、油位正常。

9 动计量泵，出口压力、流量及泵的振动、温度，应符合设计规定；出口安

全阀定值，应符合设计规定；

10 次氯酸钠发生器流量，应符合设计规定。管路、接头及阀门等，应无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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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氢气检测仪探头，应经过校准和现场测试。

6.4.5 联合调试，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溶盐池（罐）出盐水达到饱和，在线配比盐水浓度满足发生器需要。

2 控制逻辑动作正确，连锁保护动作正确。

3 按顺序投运次氯酸钠发生系统，验证控制步序应符合设计要求。

4 投运在线仪表、整流装置，由小到大逐渐调节输出电流，系统运行参数正

常。

5 当次氯酸钠发生系统运行达到额定工况时，流量、电流、电压、温度、产

氯量等参数应符合设计规定。

6.5 验收

6.5.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验收，应在联合调试完成后并满足设计规定的指标，

稳定运行 168 h后方可申请开展。

6.5.2验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有效氯产量，有效氯浓度，直流电耗和盐耗等。

参数测定方法，详见附录 B规定。

6.5.3 应对次氯酸钠发生系统设备工况、安装质量、隐蔽工程以及竣工资料分部

分项进行验收，验收通过后方可投产运行。

6.5.4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验收，应具备下列文件：

1 设备开箱检验、接收记录。

2 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3 产品说明书、合格证书、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许可批件、质量文件及竣工

图纸等技术文件。

4 安装检查记录。

5 调整试验记录。

6 次氯酸钠溶液质量及卫生检测报告、性能指标检测报告。

7 根据合同提供的备品备件清单。

6.5.5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外观，应完整。单个设备标识，应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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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验收时，须第三方机构对氢气报警设备进行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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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维护

7.1 一般规定

7.1.1 应制定次氯酸钠发生器运行维护与管理制度、安全制度、操作规程等。安

全管理制度，应在车间显眼位置张贴。

7.1.2 应制定维护计划表，并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做好巡视记录。

7.1.3 操作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7.1.4 应定期进行防雷接地保护检查。检查频次，应不少于 1次/年。

7.1.5 应定期检查内部元器件有无松动，清理柜内灰尘。

7.1.6 次氯酸钠制备间（加氯间），应保持通风良好，严禁烟火，禁止存放易燃

可燃物、还原剂、酸类等物质。

7.1.7 使用润滑油的部件，应定期更换润滑油。

7.1.8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故障处理方法，按附录 C规

定执行。

7.1.9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正常运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确保有效氯稳定，并满足有效氯浓度要求。

2 氯酸盐、亚氯酸盐、溴酸盐等副产物的控制目标，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3 系统的生产条件确定后，不得随意更改。

4 消毒后的出水余氯及消毒副产物浓度，应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5749的规定。

7.2 次氯酸钠溶液品质控制

7.2.1 次氯酸钠发生器的运行参数如需修改，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

7.2.2 应对进液温度和出液温度进行人工巡检。

7.2.3 次氯酸钠溶液存储过程中，应定期进行有效氯和氯酸盐等含量的检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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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下列规定：

1 有效氯检测不少于 1次/日。

2 氯酸根检测不少于 1次/月。

7.3 盐水制备系统

7.3.1 系统运行过程中，应对盐水制备系统进行定期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

1 溶盐池应确保池内未溶解食盐盐位保持在正常范围内，及时清理池内漂浮

杂物。

2 管路系统应无跑、冒、滴、漏等情况。

3 应对盐水制备系统的进水流量进行实时监测，当进水流量出现异常时，应

及时进行检查处理。

7.3.2 溶盐池应定期进行闭水试验，宜不少于 1次/年，并做好记录。

7.3.3 应对盐水制备系统定期巡检和维护，巡检和维护项目与要求详见表 4。

表 4 盐水制备系统关键参数检测内容

检测项 检测频率 检测要求

稀盐水浓度 不少于 2次/天 30g/L±1.5g/L

溶盐用水硬度 不少于 2次/周 10mg/L以下，以 CaCO3计

稀盐水电导率 实时 45～50mS/cm。

盐品质 更换盐的品牌或

原始工厂时必须

检测

随机抽检1次送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并做

好资料保管工作。检测内容为《食用盐》GB/T

5461表 2及本规程表 1的指标

7.4 电解系统

7.4.1应定期观测电解槽运行时的电解电压和电解电流。频次，宜大于 2次/日。

7.4.2 应定期观测电解槽的结垢状况，并及时维护。频次，宜大于 2次/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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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洗措施的，应合理确定酸洗周期。宜采用食品级盐酸或柠檬酸作为酸洗剂。清

洗方法，按附录 D规定执行。

7.4.3 电解过程中，严禁带电作业。

7.4.4 次氯酸钠发生器停用超过 15天或维修后，在重新启动前应满足下列规定：

1 检查各阀门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2 设备冷却水进水压力值，宜控制在 0.2~0.3 Mpa，维持压力稳定。

7.5 电源系统

7.5.1 应对电源系统定期巡检，并做好关键参数记录。巡检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电流、电压、电量等。

2 电源电缆接头温度，并检查电缆线接头是否有变色。

3 室内有无漏水以及小动物活动痕迹。

7.5.2配电间室内温度，应控制在 30℃以内，并保持室内干燥。采用水冷式电源

的，应定期检查冷却水流量及管路状况。

7.6 排氢系统

7.6.1应定期对仪表进行标定；对脱氢风机和排氢风机的风量、氢气浓度等进行

自检。频次，宜不少于 1次/月；必要时，宜进行第三方校验。

7.6.2发生器运行前，必须先检查脱氢风机。脱氢风机正常运行后，方可启动发

生器。

7.6.3 设备运行状态下，不得对脱氢风机进行维护管理。

7.7 储存系统

7.7.1 应定期检查就地液位指示和远程液位是否一致，检查液位传感器是否正常。

7.7.2 应定期检查补强套是否有变形脱落。

7.7.3 储存池（罐），应定期进行闭水试验，并做好记录

7.7.4 应定期检查罐体、出料口、接口、法兰、球阀等状况。频次，宜不少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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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

7.8 投加系统

7.8.1 计量泵须稳定运行，并满足投加量要求。

7.8.2 手动切换、维护计量泵时，须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有关规定执行。 当需要拆

除计量泵时，应戴上防护手套，并做好漏液收集。

7.8.3 应对计量泵流量进行实时监测。当流量异常时，应拆装检查 Y型过滤器并

清洗。

7.9 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应立即进行现场检查，并开展系统排查。在运行过程

中不得关闭或移除任何安全装置或更改安全联动程序。

7.10 应对管路系统进行日常巡检。巡检频率，宜不少于 2次/日。巡检维护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

1 管路系统的外观，颜色有无异常，是否存在变形等。

2 现场有无跑、冒、滴、漏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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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管理

8.1 一般规定

8.1.1 应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完善工作流程，建立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

演练。

8.1.2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和生

产责任制，配备专职或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安全生产职

责。

8.1.3应建立次氯酸钠发生器设备故障、氢气泄露，管道破裂等应急预案。

8.1.4应定期组织预案的演练，宜不少于 1次/年。

8.2 设备故障的应急处置

8.2.1 判断故障的初步原因，及次氯酸钠储存量的可用时间，按照应急预案规定，

启动替代措施。

8.2.2 当主供设备故障时，切换至备用设备进行生产。

8.3 次氯酸钠泄漏的应急处理

8.3.1 次氯酸钠发生泄漏时，应立即停机，并打开设备间排风机，做好通风。

8.3.2 泄漏检查时，需戴上防护手套。

8.3.3 漏液处置应符合环保要求。

8.4 氢气泄漏的应急处理

8.4.1 应立即停机。特殊情况下，应切断次氯酸钠发生器的电源，开启脱氢风机，

启动车间内排氢风机，做好通风。

8.4.2 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泄漏区的上风处，及时报警，并进行事故区的隔离，划

出警戒线。

8.4.3 应停止所有明火作业和消除可能产生火花的活动，禁止敲击设备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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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4 查清氢气泄漏原因，并排除故障。

8.5 人员急救措施

8.5.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发生泄漏并出现人体接触时，应采取相应急救措施，如

进入眼睛、吸入或误食应尽快送往医院。

8.5.2当发生氢气爆炸时，应现场为伤者进行伤口止血，并对烫伤部位进行处理，

并尽快送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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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过程控制参数检测方法

1 盐水浓度在线检测方法

1.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用在线电导率仪监测盐水浓度的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次氯酸钠发生器电解用盐水质量浓度为 1%～10%的水样直接

测定。

1.2 原理

在温度恒定条件下，盐水电导率与其电解质浓度呈正比，具有线性关系。而

当温度变化时，溶液电导率随温度单调上升。根据此原理，采用带温度补偿的电

导率仪测定盐水浓度。

1.3 试剂和材料

1.3.1 氯化钠标准溶液。

1.4 仪器

1.4.1 在线电导率仪。

1.5 安装调试

1.5.1 按照仪器使用要求进行安装、调试、校准，使仪器稳定运行。

1.6 运行维护

1.6.1 根据检测需求和仪器使用说明，设定运行参数后，启动仪器运行。

1.6.2 定期与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比对，比对频率不小于 1次/月。

1.6.3 定期清洗探头，清洗频率不小于 1次/月。

1.6.4 定期校准仪器，校准频率不小于 1次/3个月。

2 软水硬度在线检测方法

2.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用滴定比色法在线检测软水硬度的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硬度为 1 mg/L～50 mg/L的水样直接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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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原理

水样中的钙、镁离子与指示剂形成紫红色配合物，当 pH=10时，乙二胺四

乙酸二钠与钙、镁离子形成无色配合物，水样呈现指示剂的纯蓝色。利用水样吸

光度的变化，来测定水样硬度。

2.3 试剂和材料

2.3.1 指示剂溶液。

2.3.2 缓冲溶液（pH=10）。

2.3.3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溶液。

2.4 仪器

2.4.1 在线硬度仪。

2.5 安装调试

2.5.1 按照仪器使用要求进行安装、调试、校准，使仪器稳定运行。

2.6 运行维护

2.6.1 根据检测需求和仪器使用说明，设定运行参数后，启动仪器运行。

2.6.2 定期与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比对，比对频率不小于 1次/月。

2.6.3 定期清洗比色池，清洗频率不小于 1次/月，或按照仪器要求进行。

2.6.4 定期校准仪器，校准频率不小于 1次/3个月，或按照仪器要求进行。

3 有效氯检测方法

3.1 有效氯在线检测方法

3.1.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用有效氯在线检测仪监测次氯酸钠有效氯浓度的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有效氯浓度为 500 mg/L～20000 mg/L 和 2.00～15.00%的次氯

酸钠直接测定。

3.1.2 原理

根据次氯酸分子对特征电磁辐射的吸收，在次氯酸有特征吸收峰的波长下，

测定次氯酸钠溶液的有效氯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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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试剂和材料

纯水或发生器用软水。

3.1.4 仪器

有效氯在线检测仪。

3.1.5 安装调试

按照仪器使用要求进行安装、调试、校准，使仪器稳定运行。

3.1.6 运行维护

1 根据检测需求和仪器使用说明，设定运行参数后，启动仪器运行。

2 定期与实验室检测结果进行比对，比对频率不小于 1次/月。

3 定期校准仪器，校准频率不小于 1次/3个月，或按照仪器要求进行。

3.2 有效氯快速检测方法

3.2.1 范围

本方法规定了用分子光谱法测定次氯酸钠消毒剂中有效氯浓度的方法。

本方法适用于有效氯浓度为 500～20000 mg/L 和 2.00～15.00%的次氯酸钠

直接测定。

3.2.2 原理

根据次氯酸分子对特征电磁辐射的吸收，在次氯酸有特征吸收峰的波长下，

测定次氯酸钠溶液的有效氯含量。

3.2.3 试剂和材料

纯水：蒸馏水或去离子水。

3.2.4 仪器

1 有效氯测定仪。

2 石英比色皿。

3.2.5 分析步骤

1 往比色皿中加入比色皿容积 2/3左右的纯水，放入样品室，按调零键调零。

2 取出比色皿，倒掉纯水，用样品润洗三次后，加入比色皿容积 2/3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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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放入样品室，按读数键，仪器将显示样品的有效氯含量。

3.3 有效氯的碘量法

本方法按照《消毒技术规范》（2002年版）的规定执行。

4 次氯酸钠中氯酸盐的检测方法

4.1 范围

本方法基于碘量法，规定了用碘量法测定次氯酸钠中氯酸盐浓度的方法，适

用于次氯酸钠中氯酸盐含量的测定，最低检测浓度为 5.0 mg/L。

4.2 原理

该法是利用在 pH=2 时样品中除氯酸盐之外的氧化物质均能与 I—反应产生

I2，而在 pH＜0.1时，氯酸盐也能与 I—反应产生 I2。利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分

步滴定反应产生的游离 I2，来测定样品中的氯酸盐浓度。

4.3 试剂和材料

4.3.1 100 g/L 碘化钾溶液：称取 10 g碘化钾溶于 100 mL蒸馏水中，储于棕

色瓶中，避光保存于冰箱中，若溶液变黄需重新配制。

4.3.2 5 g/L 淀粉溶液：称取可溶性淀粉 0.5 g 于小烧杯中，加少许蒸馏水成

糊状，加入到 100 mL正在沸腾的蒸馏水中，煮沸几分钟，取下放冷。两周后重

配。

4.3.3 2.5 mol/L盐酸溶液。

4.3.4 无氧化性氯二次蒸馏水：蒸馏水中加入亚氯酸钠，将氧化性氯还原为

氯离子（以 DPD检查不显色），再进行蒸馏。

4.3.5 0.01mol/L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准确移取 10.0 mL 0.1 mol/L硫代硫酸

钠标准溶液于 100 mL容量瓶中，用蒸馏水定容至刻度。现用现配。

4.3.6 饱和磷酸氢二钠溶液：用十二水合磷酸氢二钠与蒸馏水配制。

4.3.7 50 g/L 溴化钾溶液：称取 5 g溴化钾于 100 mL蒸馏水中，储于棕色瓶

中，每周重配一次。

4.4 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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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自动滴定仪或 25 mL酸式滴定管。

4.4.2 碘量瓶：500 mL。

4.5 分析步骤

4.5.1 试样制备：移取 10.0 mL样品溶液，置于 500 mL棕色容量瓶中，用蒸

馏水稀释至刻度，摇匀。此溶液为试验溶液 A，用于氯酸盐含量的测定。

4.5.2 在 500 mL碘量瓶中加 200 mL蒸馏水，于其中加入 2.0 mL试验溶液A，

逐滴加入盐酸溶液将溶液的 pH值调节至 2。置暗处反应 5 min，然后加入 5 mL

碘化钾溶液混匀。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滴定至淡黄色时，加入 1 mL淀粉溶液，

继续滴定至蓝色刚好消失为止，记录读数为 V1。

4.5.3 在 500 mL碘量瓶中加入 1 mL溴化钾溶液和 10 mL浓盐酸混匀，再加

入 2.0 mL试验溶液 A，立即塞住瓶塞并混匀。置暗处反应 20 min，然后加入 5 mL

碘化钾溶液，剧烈震荡 5 s，立即加入 25 mL 饱和磷酸氢二钠溶液，用 100 mL

蒸馏水冲洗瓶塞和瓶壁。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液滴定至淡黄色，加入 1 mL淀粉溶

液，继续滴定至蓝色刚好消失；同时用蒸馏水作空白对照。得读数为 V2=样品读

数-空白读数。

4.6 结果计算

ClO3—(mg/L)=（V2-V1）×c×13908÷V×50

式中，V1、V2 为各步骤中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用量（ mL）；c为硫代硫

酸钠标准液的浓度（mol/L）；V为试验溶液 A的体积溶液的样品体积（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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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发生器性能测定方法

1 有效氯产量

有效氯产量可根据公式（1）进行计算，计算时次氯酸钠溶液流量 Q取运转

试验中的平均值，单位 g/h。

有效氯产率按式（1）计算：

G=C×Q×10-3 （1）

式中：

G——有效氯产量，g/h；

C——有效氯浓度，mg/L；

Q——次氯酸钠溶液的流量，L/h。

2 电流效率

电流效率可根据公式（2）进行计算，

η =G/（I×n×1.323）×100% （2）

式中：I――电解电流，A；

n――电极串联级数；

1.323――每安培小时电量有效氯的理论生成量，g/（A·h）;

η——电流效率。

G——实际有效氯产量， g/h；

3 直流电耗

次氯酸钠发生器连续运转过程中电解电压、电解电流、有效氯产量，按本标

准公式（3）进行计算。单位为(kW·h)/kg，计算公式按式(3):

CQ
IU

G
IUPDC 





 .............................................................(3)

式中: U――电解电压(VDC)

I――电解电流(ADC)

G――有效氯产率（g/h）

Q――次氯酸钠溶液产量（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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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次氯酸钠有效氯浓度（g/L）

4 盐耗

次氯酸钠发生器连续运转过程中电解液的浓度和有效氯含量，按公式（4）

进行计算。单位为 kg/kg。计算公式：

C
SUs  ....................................................................... (4)

式中：S――稀盐水浓度，g/L；

C――次氯酸钠的有效氯浓度，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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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次氯酸钠发生器常见故障识别及排除方法

次氯酸钠发生器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序号 项目名称 指标 常见故障 排除方法

1 额定电压
U

>1.1U

盐水温度过低

盐水温度低于 10℃，检

查稀盐水温度控制装置

是否正常

溶盐系统盐量过少，浓盐水不

饱和

进行加盐操作，要让盐层

全覆盖、不要见滤头露出

盐水泵比例过低，电导率过低

调整盐水泵比例，增加盐

水浓度到 10-15%，提高

电导到 45-55mS/cm

盐水管路有漏损，盐水浮子流

量计内有气泡，电导过低

检查吸盐管路、盐水过滤

器是否有漏损

电极结垢 进行电极清洗

电极损坏 与厂家联系

电压显示器显示与实际值不

符

使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

压后，联系厂家

<0.9U

盐水、出液温度过高

盐水温度高于 30℃，稀

盐水温度控制装置是否

正常

盐水泵比例过大，电导率过高 调整盐水泵比例

盐水泵比例正常时，盐水流量

过低，导致温度过高

调整盐水流量，调整流量

调节阀，控制盐水流量偏

差在额定值的±10%

电极损坏 与厂家联系

电压显示器显示与实际值不

符

使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

压后，联系厂家解决

2 额定电流
I <0.9I

电极结垢
检查软水硬度是否＞

30mg/L，执行清洗

电流显示器显示与实际值不

符

使用万用表测量实际电

流后，联系厂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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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 整流器过流报警
检查整流器连接及电压

输出情况，联系厂家解决

3
软水硬度

正常范围
<10mg/l

软水硬度

实际范

围>10mg

软水装置再生时出水电磁阀

未关闭

检查出水电磁阀，应与控

制盒内继电器联动

软水装置中心管脱落
检查软水装置中心管，重

新安装

软水再生周期设置不正确

对实际进水硬度进行测

试，对软水再生周期进行

重新设定，或联系厂家解

决

软水装置未供电
检查软水装置供电端子，

联系厂家解决

树脂失效
更换树脂，或联系厂家解

决

软水装置再生时不能正常吸

盐
检查吸盐管路是否通畅

4 发生器启动后整流器不

工作

整流器过载
重启整流器，或联系厂家

解决

进水流量不足 检查和调节进水流量

储罐液位到达停机液位
等待投加泵降低储罐液

位低于停机液位后启动

5

发生器启动后盐水流量大于 1.1倍额定流量
顺时针调整盐水调节阀

降低进水流量

发生器启动后进水流量小于 0.9倍额定流量
逆时针调整盐水调节阀

增加进水流量

发生器启动后，打开软

水调节阀，软水流量计

无进水流量显示

发生器总进水阀门未打开 打开发生器总进水阀门

进水电动阀故障
检查进水电动阀和电气

线路

6 发生器工作中突然停机

氢气报警 检查发生器出液管路

出液温度报警
测量出水温度；检查流

量，盐水温度

整流器电压电流报警 检查电导、流量

整流器过载
检查设备电控箱是否存

在短路

进水流量低 调整进水流量

储罐液位到达高液位 检查储罐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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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液 NaClO浓度低

进水盐含量低 检修盐水制备单元

电解电流低 检查整流器电流输出

盐水流量大 检查进水流量计

电解槽阴极结垢 酸洗电解槽

电解槽故障
电解槽清洗后仍不能解

决，联系厂家解决

8 出水温度超过 40℃

进水温度高于规定值 检查进水温度

温度探头故障 更换温度探头

进水流量小 调整软水流量调节阀

电解槽阴极结垢 清洗电解槽

电解电流高
调整电解电流设定；联系

设备厂家解决

9 电解电压非水温原因升

高

电解槽电极连接铜螺母松动
上紧电解槽电连接件固

定螺母

进水盐浓度低于规定值
测量稀盐水电导率是否

到达（40～55mS/cm）

电解槽阴极结垢 清洗电解槽

电极片组故障
电解槽清洗后仍不能解

决，联系厂家解决

10 发生器停机后NaClO储

罐液位仍在上升
进水电动阀故障

检查进水电动阀和接线

联系设备厂家解决

11 发生器工作后，NaClO
投加泵不工作

未开启投加泵电源
确认投加泵电源控制正

常

储罐液位低于低液位
等待储罐液位高于低液

位后开启投加泵

投加泵故障
检查投加泵控制模式，或

联系厂家解决

12 盐箱液位偏低

发生器总进水阀门未打开
检查并打开发生器总进

水阀门

发生器进水的流量不足 检查相关管路

浮球阀过滤器堵塞 检查并清理

水位控制器损坏 联系厂家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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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盐箱液位超高

浮球阀漏水 检查并更换

水倒灌 检查软水装置设置

14 进水压力表无读数

软水装置总进水阀门未打开 打开总进水阀门

减压阀故障 检查减压阀

进水压力表故障 检查或更换进水压力表

外部供水故障 检查外部供水系统

15 软水装置一直处于排污

状态

软水装置处于排污时断电 重新设置软水装置状态

软水装置阀门损坏
联系厂家，更换软水装置

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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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电解槽清洗步骤

1 清洗准备

酸液浓度：3%盐酸或 10%柠檬酸

酸液体积：20~100L（以完全浸泡电解槽为准）

酸洗小车：含酸洗箱、酸洗泵

2 清洗步骤

序号 清洗步骤 方法

1 关闭 NaClO发生器 发生器处于“手动”状态，即关闭发生器、整流器

2
排空电解槽内 NaClO

溶液

①切换：将系统恢复至普通运行模式，阀门处于正常

运行状态位置。

②关闭：关闭电解槽出水阀；

③确认：确认稀盐水取样阀、软水出水阀、盐水出水

阀均为关闭状态；

④打开：打开电解槽排污阀、NaClO取样阀，完成电

解槽内电解液全部排放；

⑤关闭：关闭电解槽排污阀，NaClO取样阀。

3 清水冲洗电解槽

①打开：打开软水阀、电解槽排放阀

②启动：手动启动软化水泵（阀），对设备电解槽进

行冲洗，持续时间 5min
③关闭：手动关闭软化水泵（阀）、系统出水排污阀

4 清洗

①确认：确认稀盐水取样阀、软水出水阀、盐水出水

阀、次氯酸钠出水阀、常温进水阀、系统出水排污阀

均为关闭状态，将酸洗小车用软管和系统酸洗进出口

进行连接。

②打开：酸洗阀门，启动酸洗车

5 回流
确认：确认电解槽电极内已无结垢。

关闭：关闭酸洗泵，关闭阀门

6 清洗电解槽
酸洗完成后必须再次重复 c步骤，清水冲洗电解槽，

防止残留酸液和酸液反应发生危险。

3 安全注意事项

进行酸洗操作时，操作人员必须做好全面防护，以免对人员造成伤害！酸洗

箱中加浓盐酸时，应采用专用输送工具。酸洗操作时，需要启闭设备顶上的出药

阀门（离地约 2米），操作人员应注意安全，禁止踩踏设备及其框架；

初始酸洗液配制成的盐酸溶液，酸洗后的酸液仍可作为下一次酸洗之用，当

酸洗液的 pH值高于 1.5时，应重新配制酸洗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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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3 基本规定

3.0.1 次氯酸钠消毒与氯气消毒的原理相同，消毒过程中可能产生消毒副产物，

因此选择消毒方式及投加量时应考虑原水水质情况，天然有机物含量高的原水在

采用次氯酸钠消毒时，应采取控制消毒副产物的措施。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相当于

一个小电解化工厂，对运行管理要求比较高，应强化规范化操作，加强人员培训。

3.0.2 根据《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分类目录》，次氯酸钠发生器属于第五类

涉水产品，应获得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许可批件才能在供水厂使用。

3.0.3 目前我国关于食品盐的标准主要有《食用盐》（GB/T 5461-2016 ）和《安

全食品国家标准 食用盐》（GB 2721-2015）两项标准，二则的区别一是适用范

围有所不同，二是前一项标准对食用盐根据分类分级提出指标要求，后者明确了

一般食用盐和低钠盐的要求。本规程采用的原料盐应满足 GB/T 5461-2016对精

制盐的感官及理化指标要求，同时碘和钡含量应满足 GB2721-2015的要求。

3.0.6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次氯酸钠发生器都能够实现对主要运行参数的在线监测

和控制，将控制系统接入水厂中控系统，能够实时掌握系统的运行状况，并根据

生产需要进行远程控制，以及对突发情况进行处理处置。

3.0.9 次氯酸钠溶液具有强氧化性、强碱性和强腐蚀性，因此，与次氯酸钠直接

接触的容器、管道、构筑物都应采用防腐蚀材料，构筑物的钢筋等金属部件应采

用防腐处理避免腐蚀。由于次氯酸钠具有挥发性，整个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应为密

闭系统，产生的尾气经处理后统一高空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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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组成及技术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次氯酸钠发生器的核心部分是电解系统。为了保证电解系统正常工作，配

套的盐水制备系统、电源系统，排氢系统和控制系统都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

4.1.2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一个有机的整体，一套合格的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其盐

水制备系统应提供浓度、流量稳定达到发生器要求的食盐电解液，电解系统应能

提供稳定可靠的电解电流和电压，排氢系统能够完全收集并稀释系统产生的氢气

到安全浓度并排放，控制系统能全流程在线控制运行参数。

4.2 系统组成

4.2.1 盐水制备系统包括将固体食盐配制成满足电解系统要求的食盐电解液的所

有设备设施。具体包括：溶盐的水软化去除钙镁离子预防电极结垢，将固体食盐

溶解为饱和食盐水，饱和食盐水稀释为 3%的稀盐水。此外，进入电解系统的食

盐水的流量和温度也要满足点解系统的要求。

4.2.2 排氢系统是决定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安全性的关键组成部分，为了稳定生产

出符合要求的次氯酸钠产品，同时达到节能降耗的目标，对电解槽结构、电极材

质和结构、电解电源性能、电解液的浓度、纯度、温度、流量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由于电解液在电解过程中一般有 15℃左右的升温，电解温度过高副产物大幅增

加，因此出口温度最好控制在 40℃以下，如果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应配备盐

水降温或升温条件。

4.2.3 排氢系统是决定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安全性的关键组成部分。氢气在空气中

的爆炸浓度范围为 4.0％～75.6％（V/V)，根据《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4962-2008）的要求，次氯酸那发生器氢气排放口的的浓度应低于 1%。为

了防止氢气泄漏以及在室内积聚，对排氢管道材质、管路、排氢口、脱氢风机、

氢气监测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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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为了及时了解发生器电解系统和排氢系统的运行情况，本规程对相关运行

参数提出了显示和监控的要求，从调研的情况来看，目前市场上主流的产品已经

能够满足自动监控的要求。出于安全的考虑，对运行保护提出了严格和详细的要

求。

4.3 技术要求

4.3.1 食用盐中杂质超标，将导致电解槽电极产生结垢，电解槽的直流电压升高，

影响发生器正常运行，用盐应满足限值要求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用盐》（GB 2721-2015）的有关要求。表 1中的杂质限值，溴化物是控

制溴酸盐副产物，钙和镁是控制电解液硬度，延缓电极结垢发生，铁、锰主要是

考虑次氯酸钠产品对水质尤其是色度的影响。

4.3.2 依据发生器运行实际参数，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次氯酸钠发生器》（GB

12176）的有关要求。表 2中对次氯酸钠发生器的电耗、能耗、原料转换和电极

性能的指标提出了要求。一般情况下，对于同一台设备，电解电流越高，次氯酸

钠产量越高，但电解过程中的温升也会提高，从而导致电耗升高，氯酸盐、亚氯

酸盐副产物生成量也会增加。因此，在进行性能参数测定时，要求在同一工况下

同时测定表 2中电耗、盐耗指标和表 3中次氯酸钠质量指标，完全符合时才是能

认定是合格的。

4.3.3 依据发生器运行实际参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次氯酸钠发生器卫生要求》

（GB 28233）的有关要求，且氯酸盐与有效氯比例需满足《人类生活用水处理

用化学品-次氯酸钠》（DIN EN 901）的相关要求。目前市场上电解槽为管式的

次氯酸钠发生器生产的次氯酸钠溶液有效浓度在 0.8%左右，浓度进一步提高，

可能导致氯酸盐副产物大幅升高，板式发生器的浓度在 1%左右。由于目前市场

上以管式产品为主，因此取值参考管式发生器。

4.4 卫生要求

4.4.2 次氯酸钠中铅、铜、镉的含量限值根据 GB 28233 -2011《次氯酸钠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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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卫生标准》提出，氯酸盐含量根据 GB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对氯

酸盐的要求，以及实际监测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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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应用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关于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组成的说明。参考市场上主要制造商和部分应用案

例提出。

5.1.2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需要定期放空进行酸洗、清洗、更换等维护保养工作，

需设置备用或具有安全余量来应对。对于大型或重要性较高的水厂，备用原盐溶

解设施和次氯酸钠发生器不宜少于 1组。

5.1.3 设计投加量是理论参考值。具体运行时，建议在合理确定出厂水有效氯和

消毒副产物含量的前提下，投加量可根据给水厂实际进水水量和水质适当进行调

整，控制运行成本。

5.1.4 发生系统工作环境较为苛刻，应布置于室内，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次氯

酸钠发生器》（GB 12176）的有关要求。

5.1.5 次氯酸钠溶液需精确计量投加。

5.1.6 给水厂是城镇重要基础设施，供水是民生工程，鉴于其重要性规定本条。

宜设置成品次氯酸钠溶液应急投加装置。

5.2 工艺设计

5.2.1 次氯酸钠在水厂中一般用于消毒和预氧化，不同用途的设计投加量不同。

5.2.2 选型直接关系经济性、安全性和运行维护便捷性等，需要充分对比不同组

合方式。

5.2.3 水质较差且不稳定时，采用多点投加可保障消毒效果，又可控制消毒副产

物的生成。

5.2.4 投加时需要设置背压阀和安全阀，设置背压阀可以防止投加点负压虹吸导

致药剂过量投加，造成事故。设置安全阀可以防止管路超压。

5.2.5 原盐易吸潮结块，货源充足，故储存量不宜过大。

5.2.6 关于次氯酸钠溶液储罐容积的规定。次氯酸钠制成溶液的储存容量不宜过

大，以防止衰减和歧化反应产生氯酸盐。

5.2.7 为了避免产生和积累大量水垢，水流阻力增加，降低效率，规定设备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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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应使用软化水。

5.2.8 发生器设备要求电解槽的进液温度宜控制在 10~25℃之间，出液温度应小

于 40℃。为满足此要求，设计应有相应的保障措施。当进液温度低于 10℃，厂

区内有热源时，建议采取换热器加热；无热源时设置加热设施。当进液温度高于

25℃时，设置冷却设施。

5.3 工程设计

5.3.1 关于发生系统在车间内布置的规定。宜充分考虑原盐的存储空间、装卸条

件、发生器设备的安装和维修等要求。

5.3.2 关于溶盐池、发生器设备和储罐的基础的规定，设计中需要进行结构的专

业化设计。

5.3.5 采用自动化程度配置较高的装置，减少工人劳动强度。如果是人工操作，

盐水每日配置次数不宜大于 2 次。以降低工作强度，方便原盐装卸和溶解操作。

5.3.6 关于次氯酸钠溶液储罐的规定。采用深色材料或设置遮光措施的目的是防

止次氯酸钠因温度升高而加快分解。电解法生产次氯酸钠会产生氢气，脱氢主要

从安全的角度进行考虑。

5.3.7 发生器、储存和投加系统所需的工作环境相似。

5.3.8 靠近投加点可以缩短投加管路。

5.3.10 设置快速淋浴、洗眼器可为操作人员提供不慎接触到泄露溶液后的应急自

救措施。

5.3.11 原盐中的氯离子对金属具有腐蚀性。

5.3.12 次氯酸钠溶液具有腐蚀性，车间地面应铺设地砖或涂刷防腐面漆。管沟表

面应设置防腐盖板。当采用大理石或耐次氯酸钠腐蚀瓷砖时，宜用环氧树脂粘接、

环氧胶泥勾缝。管路禁止向下倾斜，防止氢气在排氢管道内聚集。

5.3.15 事故排风系统（包括兼作事故排风机用的基本排风系统）的通风机，其开

关装置应装在室内外便于操作的地点，以便一旦发生紧急事故时，使其立即投入

使用。

5.3.16 整流器间宜独立设置机械通风系统排出余热，当机械通风无法满足室内温

度、湿度要求时，宜设置空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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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装与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关于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安装及验收的说明。参考目前新、在建项目实施

情况，改造项目如涉及到土建结构改造的，应在土建结构改造完成后进入安装与

验收。

6.1.2 规定系统安装、调试与验收时，设备、电气、管道应满足标准要求。改造

类项目如涉及到土建结构改造的，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建筑、结构、消防等的施

工及验收规范。

6.4 调试

6.4.3 对常压容积类设备，进行闭水试验，避免在运行阶段发生泄漏的情况。溶

盐池（罐）和储罐闭水试验方法参考《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验收规范》（GB50141）。

6.4.4 设备的技术资料是了解和使用设备的基础，所以技术资料首先要齐全并符

合要求。外观检查、上电检查、电源检查、绝缘试验均是设备的常规检查和试验。

计量泵的安全阀和背压阀需要根据工作情况进行设置，使得设备运行平稳，安全

阀保护到位。次氯酸钠发生器单机调试，只是测试流量能否符合设计要求，及管

路有无泄漏。氢气安全至关重要，因此氢气检测仪应经过校准和现场测试。

6.4.5 饱和食盐水的浓度为 26%左右，随温度变化不大，稀盐水的配比都是通过

饱和食盐水来进行的，根据发生器的需要，检测稀盐水的浓度。

6.5 验收

6.5.2 规定次氯酸钠发生系统验收的运行指标，直流电耗和盐耗体现的是设备性

能，参数标准应符合本规程 4.3.2表 2的规定，有效氯浓度体现的是次氯酸钠溶

液质量，可采用次氯酸钠在线浓度仪或者便携式浓度测定仪测定，参数标准应符

合本规程 4,3,3表 3的规定。有效氯产量应符合系统设计规定，表示设备在额定

状态下工作时，每小时生成有效氯的质量(g)，有效氯产量公式计算详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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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规定了次氯酸钠发生系统验收资料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内容，验收

完成后，应将有关设计、安装与施工、验收的文件立卷归档。

6.5.5 规定了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外观及标识的验收标准，各类标识如属于通用标

识，应按照国家标准样式制作，如无标准样式，应符合水厂管理规定进行制作及

张贴。

6.5.6 规定了氢气报警设备的验收方式，应首选地方质监校验部门，如地方质监

校验部门不具备氢气报警设备的校验能力的，再行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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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维护

7.1 一般规定

7.1.1 为确保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使用单位应制定运行维护与

管理制度、安全制度、操作规程等。车间内张贴的操作规程、制度宜包含需要现

场操作、应急处理、阀门管路简图等。

7.1.2 本条所说的定期检查维护宜结合使用单位日常巡检制度，并将次氯酸钠发

生系统列入巡检内容中，巡检设备及系统管路，观察机械设备、系统管路是否清

洁、有无漏水，确认是否可以正常运行，日常巡检周期宜不少于 2次/日。

7.1.3 岗位操作人员上岗前应接受岗前培训，应熟练掌握相关操作规程、制度以

及安全管理知识等。如采用行车吊装食盐的使用单位，操作人员还应持有特种设

备作业许可证。

7.1.5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包含有电气系统，为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电气系统的

定期维护必不可少，柜内元器件检查宜不少于 1次/月，柜内灰尘清理宜结合日

常巡检情况，宜不少于 2次/年。

7.1.7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中使用润滑油的部件主要为泵类，如盐水计量泵、投加

计量泵，更换润滑油的频率应符合设备出厂说明书要求，使用单位应对设备工况

进行观测，并根据动态观测情况进行维护保养，宜 2500小时或 6个月更换一次。

7.3 盐水制备系统

7.3.2 规定了系统中溶盐池的管理内容，其中溶盐池内盐位巡查周期宜不少于 2

次/天。闭水试验主要针对采用混凝土浇筑的溶盐池，可定期利用系统停运时，

关闭进水阀门进行闭水试验，通过观察液位变化情况判断是否存在渗漏情况，并

做好记录。如采用溶盐罐的系统，如有渗漏，可通过观察罐体接口处等进行直接

判断。

7.3.3 规定了系统运行过程中，定期巡检维护内容及要求。其中稀盐水电导率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考虑加装在线仪表进行实时监测，如系统配置内无在线仪

表，可根据次氯酸钠产品质量及设备运行工况进行动态检测，频率不低于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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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原料盐的品质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不建议频繁更换原料盐的厂家或者型

号，当原料盐生产厂家或型号变更时，应提前对计划更换的原料盐进行检测，确

保品质不低于原使用的食用盐后方能进行更换，确定更换并已发生供货后，应再

次进行随机抽检予以二次确认，同时应对原料盐更换后的设备工况及次氯酸钠产

品品质进行跟踪监测，并做好数据汇总和对比。

7.4 电解系统

7.4.1 规定了电解槽运行管理的技术参数内容，巡查周期宜不少于 1次/天。

7.4.2 关于电解槽结垢情况的维护及处理方法。电解槽结垢情况巡查应结合使用

单位日常巡检制度，并列入巡查范围，巡查周期宜不少于 1次/日。当酸洗效果

不佳，有效氯产量达不到额定值，表面涂层有损，电解槽电压增加，电流明显下

降时可能极板钝化，应请生产厂家进行确认后更换电极。

7.4.3 规定了电解过程中的禁止事项。

7.4.4 规定了电解系统停用或维修后，启动前的检查内容，本条款也适用于设备

安装调试阶段，送电完成后的设备启动。

7.5 电源系统

7.5.1 规定了电源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管理要求。电源系统的巡查应结合使用单位

日常巡检制度，并列入巡查范围，巡查周期宜不少于 1次/日。

7.5.2 规定了配电间运行环境标准以及水冷式电源的管理要求，其中水冷式电源

在长期停止使用期间，当环境温度低于 0℃时，应排尽管内剩水，以防因冰冻而

导致管道破裂。

7.6 排氢系统

7.6.2规定了发生器运行前脱氢风机的状态要求，目前行业内技术较为成熟的次

氯酸钠发生系统采用的是发生器与脱氢桶（包含溶液转移及脱氢风机的集成装

置）一对一联锁的方式，如脱氢风机无法正常运行时，发生器也将无法启动。也

有采用大型溶液池集中脱氢的方式，这种情况下，发生器启动前，必须先开启排



52

氢风机，运行正常后方能开启发生器。

7.8 投加系统

7.8.3 次氯酸钠投加量的确定根据出厂水有效氯含量及消毒副产物含量确定，通

过消毒处理的水质不仅要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0）中与消

毒相关的细菌学指标要求，还要求满足相关的感官性状和毒理学指标， 保证出

厂水氯酸盐和亚氯酸盐低于限值 0.7mg/l ,氯酸盐和亚氯酸盐监测办法采用《生活

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GB/T 5750）或现行行业标准规定。

7.9 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当班人员应立即进行现场检查，如是数据传输或显示故

障问题，可切换到手动进行现场控制；如发现程序或PLC错误等重大故障，应及

时停止发生器，确保安全联动程序全部能正常运行，方能重新启动发生器。

7.10 管线漏水采用抢修节直接带水维修，若裂缝较大或管道受损严重，切换备

用管道后进行停水更换管道。管道与配件的连接处漏水，可以采用吹塑法，用高

温将管道处吹缝合。若有备用管线建议拆除后重新安装。阀门宜采用活接式阀门。

活接阀门漏水，更换阀芯即可。简易球阀漏水，则需进行更换。隔膜阀漏水或者

阀瓣硬化，只需更换新的部分即可。管道流量变小，抖动增加，检查管道积垢，

如积垢严重可增加冲洗管道定期冲洗或停水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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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应急管理

8.2 设备故障的应急处置

8.2.1 当电极无法运行采用成品次氯酸钠进行应急投加，可利用储液罐进行混合

稀释，不得直接用隔膜泵进行成品次氯酸钠原液投加，防止隔膜计量泵受到腐蚀。

8.2.2 启动备用设备时应确保对应管路及投加控制系统相应进行切换，并保证安

全保护系统正常工作。

8.4 氢气泄漏的应急处理

8.4.1 当自控系统出现故障无法停机时，应人工紧急断开发生器电源，并手动开

启排氢风机及车间内应急排风机。

8.4.2 水厂次氯酸钠发生器车间外宜设置风向标，当发生氢气泄漏时，人员均应

疏散到上风处。待设备全部关闭，氢气全部排除且氢气浓度下降到安全范围内方

可解除。

8.5 人员急救措施

8.5.1 次氯酸钠泄漏人员急救措施：1．皮肤接触到次氯酸钠时，应用大量的清

水彻底清洗接触部件；2．眼睛接触到次氯酸钠时，应保持眼睑打开，用自来水

冲洗，然后立即就医；3．吞入次氯酸钠时，应饮用大量温水并就医；4．如果吸

入少量氯气，应立即远离氯气源，然后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如果吸入氯气导致神

志不清，应立即就医。

8.5.2 氢气爆炸人员急救措施：1．爆炸造成外伤必须达到及时有效的止血，否

则会引起失血性休克或死亡（1）暂时止血法：用敷料或清洁布块盖住伤口，再

用绷带或布条加压包扎。（2）指压法，沿着出血管和近心端，把指头压到该处

的骨髂上，以达到止血的目的，适用于较大的动脉出血，为简便有效的急救措施，

但不能持久。（3）屈肢法，利用关节的极度屈曲，压迫血管以达到止血，如前

臂或小腿出血则在肘窝或腘窝内放一棉垫，再使关节极度屈曲，然后将小腿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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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或前臂与上臂用八字绷带将其捆拢，经上述处理急送医院。2．发生全身或局

部组织损伤的烫伤处理：（1）迅速将烫伤者湿衣服脱下；（2）创面包扎，创面

用敷料包扎或用清洁被单，床单，衣服裹包转送医院；（3）休克者取平卧位，

头稍低，保持呼呼道畅通，经上述处理后急送医院。3．对爆炸击伤腹部，头部

造成内伤者急送医院救治。4．发生烧伤参考火灾事故应急预案现场医疗急救措

施处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团体标准
	给水厂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应用
	技术规程
	（征求意见稿）
	前 言
	1 总则
	2 术语和定义
	2.0.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 sodium hypochlorite generation syst
	2.0.2 盐水制备系统 salt dissolving system
	2.0.3 排氢系统 hydrogen removal system
	2.0.4 电流效率（η）current efficiency 
	2.0.5 额定电解电流 rated electrolytic current
	2.0.6 直流电耗 (PDC) DC power consumption 
	2.0.7 盐耗（Us）salt consumption 
	2.0.8 脱氢风机 blower forhydrogen removing
	2.0.9 排氢风机 fan for hydrogen discharging

	3 基本规定
	3.0.1 给水厂次氯酸钠发生器的应用，应综合考虑供水厂的规模、水源水质特点、安装条件以及运行管理水
	3.0.2 给水厂选用的次氯酸钠发生器必须取得同规格型号的涉水卫生安全产品许可批件，且批件与选用的规
	3.0.3 作为原材料的盐，应为不加碘的食品级，并符合《食用盐》GB/T 5461和《食品安全国家标
	3.0.4 次氯酸钠投加系统应采用自动控制，并实现精准投加。
	3.0.5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应用设计，应包括工艺设计和工程设计两个部分。
	3.0.6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控制系统应接入水厂中控系统。
	3.0.7 次氯酸钠发生器应具备防雷措施，并符合
	3.0.8 次氯酸钠发生器应具备可靠的接地保护，并符合《
	3.0.9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中所有与次氯酸钠溶液接触的设备与器材，均应有良好的密闭性和耐腐蚀性，所有
	3.0.10脱氢风机应为防爆风机；排氢风机的排风量应根据空间大小确定，换气能力应达到每小时8~12次

	4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组成及技术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主要对盐水制备系统、电解系统、电源系统、排氢系统和控制系统的相关技术要求
	4.1.2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应匹配协调，并达到产品能效以及次氯酸钠产量、质量的要求。

	4.2 系统组成
	4.2.1 盐水制备系统
	4.2.2 电解系统
	4.2.3 排氢系统
	4.2.4 控制系统

	4.3 技术要求
	4.3.1 原料食盐，应符合3.0.3和本规程表1的相关规定，并具有质检部门颁发的产品合格证。
	4.3.2 次氯酸钠发生器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2的相关规定，各参数测定方法见附录B。
	4.3.3 制备的次氯酸钠溶液质量，应符合表3的相关规定。

	4.4 卫生要求
	4.4.1次氯酸钠发生器应符合卫生部颁发的《生活饮用水消毒剂和消毒设备卫生安全评价规范》和《次氯酸钠
	4.4.2 次氯酸钠发生器所产生的次氯酸钠溶液，应符合下列规定：
	1铅≤0.05 mg/L。
	2 铜≤1.0 mg/L。
	3 镉≤0.01 mg/L。
	4 氯酸盐（以ClO3-计）浓度＜350mg/L。


	5 系统应用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设计，应包括盐水制备、次氯酸钠发生、投加、储存、排氢等的成套设备和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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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次氯酸钠溶液的投加，应符合下列规定：
	5.2.5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原盐储备量，应根据原盐的储运条件和平均投加量综合确定。原则可按平均投加
	5.2.6 次氯酸钠制成溶液储存的容量，宜按12h~48h最大用量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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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安装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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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应制定维护计划表，并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做好巡视记录。
	7.1.3 操作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上岗；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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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 溶盐池应定期进行闭水试验，宜不少于1次/年，并做好记录。
	7.3.3 应对盐水制备系统定期巡检和维护，巡检和维护项目与要求详见表4。
	检测项
	检测频率
	检测要求
	稀盐水浓度
	不少于2次/天
	30g/L±1.5g/L
	溶盐用水硬度
	不少于2次/周
	10mg/L以下，以CaCO3计
	稀盐水电导率
	实时
	45～50mS/cm。
	盐品质
	更换盐的品牌或原始工厂时必须检测
	随机抽检1次送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并做好资料保管工作。检测内容为《食用盐》GB/T 5461表2及

	7.4 电解系统
	7.4.1应定期观测电解槽运行时的电解电压和电解电流。频次，宜大于2次/日。
	7.4.2 应定期观测电解槽的结垢状况，并及时维护。频次，宜大于2次/日。采用酸洗措施的，应合理确定
	7.4.3 电解过程中，严禁带电作业。 
	7.4.4 次氯酸钠发生器停用超过15天或维修后，在重新启动前应满足下列规定：

	7.5 电源系统
	7.5.1 应对电源系统定期巡检，并做好关键参数记录。巡检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7.5.2配电间室内温度，应控制在30℃以内，并保持室内干燥。采用水冷式电源的，应定期检查冷却水流量

	7.6 排氢系统
	7.6.1应定期对仪表进行标定；对脱氢风机和排氢风机的风量、氢气浓度等进行自检。频次，宜不少于1次/
	7.6.2发生器运行前，必须先检查脱氢风机。脱氢风机正常运行后，方可启动发生器。
	7.6.3 设备运行状态下，不得对脱氢风机进行维护管理。

	7.7 储存系统
	7.7.1 应定期检查就地液位指示和远程液位是否一致，检查液位传感器是否正常。
	7.7.2 应定期检查补强套是否有变形脱落。
	7.7.3 储存池（罐），应定期进行闭水试验，并做好记录
	7.7.4 应定期检查罐体、出料口、接口、法兰、球阀等状况。频次，宜不少于1次/日。 

	7.8 投加系统
	7.8.1 计量泵须稳定运行，并满足投加量要求。
	7.8.2 手动切换、维护计量泵时，须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有关规定执行。 当需要拆除计量泵时，应戴上防护
	7.8.3 应对计量泵流量进行实时监测。当流量异常时，应拆装检查Y型过滤器并清洗。
	7.10 应对管路系统进行日常巡检。巡检频率，宜不少于2次/日。巡检维护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8 应急管理
	8.1 一般规定
	8.1.1 应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制度，完善工作流程，建立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8.1.2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建立安全生产制度和生产责任制，配备专职或兼职安
	8.1.3应建立次氯酸钠发生器设备故障、氢气泄露，管道破裂等应急预案。
	8.1.4应定期组织预案的演练，宜不少于1次/年。

	8.2 设备故障的应急处置
	8.2.1 判断故障的初步原因，及次氯酸钠储存量的可用时间，按照应急预案规定，启动替代措施。
	8.2.2 当主供设备故障时，切换至备用设备进行生产。

	8.3 次氯酸钠泄漏的应急处理
	8.3.1 次氯酸钠发生泄漏时，应立即停机，并打开设备间排风机，做好通风。
	8.3.2 泄漏检查时，需戴上防护手套。
	8.3.3 漏液处置应符合环保要求。

	8.4 氢气泄漏的应急处理
	8.5 人员急救措施

	附录A 过程控制参数检测方法
	附录B 发生器性能测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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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根据《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分类目录》，次氯酸钠发生器属于第五类涉水产品，应获得涉及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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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一般要求
	4.1.1 次氯酸钠发生器的核心部分是电解系统。为了保证电解系统正常工作，配套的盐水制备系统、电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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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系统组成
	4.2.1 盐水制备系统包括将固体食盐配制成满足电解系统要求的食盐电解液的所有设备设施。具体包括：溶
	4.2.2 排氢系统是决定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安全性的关键组成部分，为了稳定生产出符合要求的次氯酸钠产品
	4.2.3 排氢系统是决定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安全性的关键组成部分。氢气在空气中的爆炸浓度范围为4.0％
	4.2.4 为了及时了解发生器电解系统和排氢系统的运行情况，本规程对相关运行参数提出了显示和监控的要

	4.3 技术要求
	4.3.1 食用盐中杂质超标，将导致电解槽电极产生结垢，电解槽的直流电压升高，影响发生器正常运行，用
	4.3.2 依据发生器运行实际参数，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次氯酸钠发生器》（GB 12176）的有关要
	4.3.3 依据发生器运行实际参数，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次氯酸钠发生器卫生要求》（GB 28233）的

	4.4 卫生要求
	4.4.2 次氯酸钠中铅、铜、镉的含量限值根据GB 28233 -2011《次氯酸钠发生器安全与卫生


	5 系统应用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关于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组成的说明。参考市场上主要制造商和部分应用案例提出。
	5.1.2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需要定期放空进行酸洗、清洗、更换等维护保养工作，需设置备用或具有安全余量
	5.1.3 设计投加量是理论参考值。具体运行时，建议在合理确定出厂水有效氯和消毒副产物含量的前提下，
	5.1.4 发生系统工作环境较为苛刻，应布置于室内，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次氯酸钠发生器》（GB 12
	5.1.5 次氯酸钠溶液需精确计量投加。

	5.2 工艺设计
	5.2.1 次氯酸钠在水厂中一般用于消毒和预氧化，不同用途的设计投加量不同。
	5.2.2 选型直接关系经济性、安全性和运行维护便捷性等，需要充分对比不同组合方式。
	5.2.3 水质较差且不稳定时，采用多点投加可保障消毒效果，又可控制消毒副产物的生成。
	5.2.4 投加时需要设置背压阀和安全阀，设置背压阀可以防止投加点负压虹吸导致药剂过量投加，造成事故
	5.2.5 原盐易吸潮结块，货源充足，故储存量不宜过大。
	5.2.6 关于次氯酸钠溶液储罐容积的规定。次氯酸钠制成溶液的储存容量不宜过大，以防止衰减和歧化反应
	5.2.7 为了避免产生和积累大量水垢，水流阻力增加，降低效率，规定设备冷却水应使用软化水。
	5.2.8 发生器设备要求电解槽的进液温度宜控制在10~25℃之间，出液温度应小于40℃。为满足此要

	5.3 工程设计
	5.3.1 关于发生系统在车间内布置的规定。宜充分考虑原盐的存储空间、装卸条件、发生器设备的安装和维
	5.3.2 关于溶盐池、发生器设备和储罐的基础的规定，设计中需要进行结构的专业化设计。
	5.3.5 采用自动化程度配置较高的装置，减少工人劳动强度。如果是人工操作，盐水每日配置次数不宜大于
	5.3.6 关于次氯酸钠溶液储罐的规定。采用深色材料或设置遮光措施的目的是防止次氯酸钠因温度升高而加
	5.3.7 发生器、储存和投加系统所需的工作环境相似。
	5.3.8 靠近投加点可以缩短投加管路。
	5.3.10 设置快速淋浴、洗眼器可为操作人员提供不慎接触到泄露溶液后的应急自救措施。
	5.3.11 原盐中的氯离子对金属具有腐蚀性。
	5.3.12 次氯酸钠溶液具有腐蚀性，车间地面应铺设地砖或涂刷防腐面漆。管沟表面应设置防腐盖板。当采
	5.3.15 事故排风系统（包括兼作事故排风机用的基本排风系统）的通风机，其开关装置应装在室内外便于
	5.3.16 整流器间宜独立设置机械通风系统排出余热，当机械通风无法满足室内温度、湿度要求时，宜设置


	6 安装与验收
	6.1 一般规定
	6.1.1 关于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安装及验收的说明。参考目前新、在建项目实施情况，改造项目如涉及到土
	6.1.2 规定系统安装、调试与验收时，设备、电气、管道应满足标准要求。改造类项目如涉及到土建结构改

	6.4 调试
	6.4.3 对常压容积类设备，进行闭水试验，避免在运行阶段发生泄漏的情况。溶盐池（罐）和储罐闭水试验
	6.4.4 设备的技术资料是了解和使用设备的基础，所以技术资料首先要齐全并符合要求。外观检查、上电检
	6.4.5 饱和食盐水的浓度为26%左右，随温度变化不大，稀盐水的配比都是通过饱和食盐水来进行的，根

	6.5 验收
	6.5.2 规定次氯酸钠发生系统验收的运行指标，直流电耗和盐耗体现的是设备性能，参数标准应符合本规程
	6.5.4 规定了次氯酸钠发生系统验收资料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内容，验收完成后，应将有关设计、安
	6.5.5 规定了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外观及标识的验收标准，各类标识如属于通用标识，应按照国家标准样式制
	6.5.6 规定了氢气报警设备的验收方式，应首选地方质监校验部门，如地方质监校验部门不具备氢气报警设


	7 运行维护
	7.1 一般规定
	7.1.1 为确保次氯酸钠发生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使用单位应制定运行维护与管理制度、安全制度、操作
	7.1.2 本条所说的定期检查维护宜结合使用单位日常巡检制度，并将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列入巡检内容中，巡
	7.1.3 岗位操作人员上岗前应接受岗前培训，应熟练掌握相关操作规程、制度以及安全管理知识等。如采用
	7.1.5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包含有电气系统，为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电气系统的定期维护必不可少，柜内元
	7.1.7 次氯酸钠发生系统中使用润滑油的部件主要为泵类，如盐水计量泵、投加计量泵，更换润滑油的频率

	7.3 盐水制备系统
	7.3.2 规定了系统中溶盐池的管理内容，其中溶盐池内盐位巡查周期宜不少于2次/天。闭水试验主要针对
	7.3.3 规定了系统运行过程中，定期巡检维护内容及要求。其中稀盐水电导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考虑加

	7.4 电解系统
	7.4.1 规定了电解槽运行管理的技术参数内容，巡查周期宜不少于1次/天。
	7.4.2 关于电解槽结垢情况的维护及处理方法。电解槽结垢情况巡查应结合使用单位日常巡检制度，并列入
	7.4.3 规定了电解过程中的禁止事项。 
	7.4.4 规定了电解系统停用或维修后，启动前的检查内容，本条款也适用于设备安装调试阶段，送电完成后

	7.5 电源系统
	7.5.1 规定了电源系统运行过程中的管理要求。电源系统的巡查应结合使用单位日常巡检制度，并列入巡查

	7.6 排氢系统
	7.6.2规定了发生器运行前脱氢风机的状态要求，目前行业内技术较为成熟的次氯酸钠发生系统采用的是发生

	7.8 投加系统
	7.8.3 次氯酸钠投加量的确定根据出厂水有效氯含量及消毒副产物含量确定，通过消毒处理的水质不仅要满

	7.9 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当班人员应立即进行现场检查，如是数据传输或显示故障问题，可切换到手动进行现
	7.10 管线漏水采用抢修节直接带水维修，若裂缝较大或管道受损严重，切换备用管道后进行停水更换管道。

	8 应急管理
	8.2 设备故障的应急处置
	8.2.1 当电极无法运行采用成品次氯酸钠进行应急投加，可利用储液罐进行混合稀释，不得直接用隔膜泵进
	8.2.2 启动备用设备时应确保对应管路及投加控制系统相应进行切换，并保证安全保护系统正常工作。  

	8.4 氢气泄漏的应急处理
	8.4.1  当自控系统出现故障无法停机时，应人工紧急断开发生器电源，并手动开启排氢风机及车间内应急
	8.4.2  水厂次氯酸钠发生器车间外宜设置风向标，当发生氢气泄漏时，人员均应疏散到上风处。待设备全

	8.5 人员急救措施
	8.5.2  氢气爆炸人员急救措施：1．爆炸造成外伤必须达到及时有效的止血，否则会引起失血性休克或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