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仕格科技

www.arshc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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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滨河路27号七号楼贵都国际中心A座11层
电话：010-63383881，010-83907471
官方网址：www.arshcoo.com

Arshcoo 雅仕格抗震支撑系统示意图：
®

北京雅仕格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各类建筑、
轨道交通、城市综合管廊提供机电抗震支撑及成品吊挂、
支撑系统的专业公司，其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类建筑
物内的电气、给排水、暖通、消防及综合线缆等专业的
管道及线缆的抗震支撑，也用于轨道交通和城市综合管
廊的各类线缆的抗震及支撑固定，也可用于网格支架，
结构预埋等领域。公司技术及研发人员均具备深厚的机
电抗震吊挂、支撑技术和产品基础，丰富的工地现场的
调研，测试及持续改进，使雅仕格科技在系统计算、设
计布局、材质选择，产品搭配等细节方面表现出众，目
前的产品线包括：机电抗震支吊架系统、成品支吊架系
统、绝热支撑系统等。

单管支撑（给排水、消防管道）

雅仕格科技机电抗震支吊架系列产品目前中标在建
及完工的重点项目有：
白云国际机场T2航站楼、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主展馆、
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整车工厂、三亚国际财经论坛会议
中心、保利地产（三亚）瑰丽酒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长沙火车南站东站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广东海
外联谊大厦、东莞虎门高铁站房、厦门地铁一号线停车
场、佛山艺术馆...

组合支架（通用所有管道）

矩形风管支撑（通用空调、防排烟管道）

300x200

电缆桥架支撑(电缆线盒、母线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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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厕面板
适合私人住宅或公共设
施的精选系列，采用
不同设计、不同材料
和颜色

卫浴产品系统
从陶瓷马桶、冲厕面板
到冲厕模块

排水系统
沟式排水槽和点排地漏

油脂分离器

隐蔽式水箱系统
先进的冲水技术，简易
的安装维护流程

独立安装或地埋安装塑
料油脂分离器、不锈钢
油脂分离器和污水提
升装置

TECE 集团总部位于德国埃姆斯代滕，作为房屋建筑领域的多元化系统供应
商，TECE 以“智能住宅科技”作为公司的发展理念，在油脂分离器市场拥有
很高的市场占有率。尤其是 TECE 的 316 不锈钢材质产品，以其高效和耐用性
而闻名。目前，我们拥有 22 个分公司，本着“贴近客户”的精神，以宾至如
归的开放性交流面向我们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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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浏览
www.tece.cn

TECE 中国
上海市普陀区谈家渡路28号盛泉大厦 15A
电话 +86 3255 5030
info@tece.cn

应用案例
北京中国尊

TECE 厨房排水解决方案的核心优势：
• 油水分离技术专业、节能、环保
• 运行中可发挥最优分离效果
• 316 不锈钢材质，高效耐用
• 卓越的 SIEMENS 中控系统
• 模块化设计，满足各种要求
• 全能的产品定制化服务
• 节省空间，充分利用室内面积
• 简易而低成本的维护

以国际化的成功经验为决策者提供先进的厨房专业
排水解决方案。
经过几年的拓展，目前 TECE 油脂分离器已经遍布
中国的高端建筑群，例如大型高铁站、机场、五星
级酒店、跨国公司总部、高端城市综合体、顶级写
字楼、豪华会所等，TECE 油脂分离器以其可靠的性
能、优质服务赢得了众多业主的好评，同时也被众
多国内知名设计院、国内国际一线机电顾问公司及
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等推荐为优选品牌。
TECE 厨房排水专业解决方案节能而环保，能帮您实
现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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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水排水》学术支持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辖下研究机构
雨水综合利用实验示范基地

●

北京泰宁雨水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道连接技术实验室

●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建筑热水技术研发中心

河北保定太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筑排水管道系统技术中心

●

山西泫氏铸业有限公司
●

装配式建筑排水管道系统实验室
上海深海宏添建材有限公司

●

二次供水全变频控制技术研发中心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建筑油水分离技术研发中心
安徽天健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

建筑钢塑复合管道技术研发中心
天津君诚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游泳池水处理技术研发中心

●

江苏恒泰泳池设备有限公司

智慧标准泵房技术研发中心

●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技术研发中心
深圳市置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

建筑同层排水技术中心
昆明群之英科技有限公司

●

建筑二次供水系统研究实验室
格兰富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

管中泵二次供水技术研发中心
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

厨余垃圾系统研究中心（筹）

"国家住宅工程中心万科建筑研究中心高层建筑设备系统研发基地"
●

建筑智慧供水技术研发中心（筹）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

建筑给排水管道支吊架及连接附件技术
研发中心（筹）
天津市凯诺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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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给水排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专栏

国家标准《数字集成全变频控制
恒压供水设备（送审稿）》
专家审查会召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由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与上海中韩杜科泵业有限公司共同主编的
国家标准《数字集成全变频控制恒压供水设备》（送审稿）（以下简称“标

建筑给水排水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准”）审查会于2018年4月24日在北京市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领导及专家有

专 栏

家9人；主编单位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总工程师赵锂、编制组成

住建部标准定额研究所副所长李铮、高级工程师赵霞，全国城镇给水排水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金屏、秘书长华明九、副秘书长曹捩，评审专

员赵昕、钱江锋、高峰、李建业、赵伊，第二主编单位上海中韩杜科泵业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忠义、技术次长沈月生等参加会议。会议由黄金屏副主任
委员主持，数字集成全变频控制技术是二次供水设备控制技术的最新发展，
可进一步提升设备的节能率，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通过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

“标委会”专栏责任编辑
高峰 电话：010-88327577
赵伊 电话：010-88328541
邮箱：gps@cadg.cn

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工程实践经验，对二次供水行业具有指导意义，特
别是在以数字集成全变频控制器驱动控制的供水设备领域提供了技术依据。
与会专家对“标准”逐条进行了审查，认为“标准”技术内容科学合理、可
操作性强，与现行相关标准相协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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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海绵城市

专栏

搭建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
破解海绵城市产业难题
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我国海绵城市建设刚刚起步，无论是城市实施

由于我国海绵城市建设起步较晚，相关技术产

的基础条件还是相关产业的发展都有着诸多问题。

品也是国外舶来的技术，导致国内企业核心实力竞

从国际前沿技术及发展的经验来看，我国海绵城市

争性不足。同时国内企业在拓展国际业务时各自为

产业必须走自主创新、产业链协同、产业聚集发展

战，没有形成优势互补，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

之路。北京海绵城市应用集成产业创新中心（以下

4、缺乏成套化、系列化核心产品

简称“创新中心”）作为产业协同创新平台，旨在

随着我国海绵城市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近几

通过凝聚资源提升海绵城市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突

年我国海绵城市的装备产品无论从种类上还是从数

破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加速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和产

量上都有显著增长，但是较多产品为低端的单一功

业化，加速构建海绵城市高精尖产业。

能产品，不仅无法形成系列化产品，同时难以构建
应用于不同领域的成套化系统设备。

一、我国海绵城市产业存在的问题

5、产业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和
职业发展机制缺保障

海绵城市建设综合性强、创新性强，目前海绵
城市产业从产能、规模、技术、标准、成套装备上

海绵城市建设涉及城市规划、给排水、风景

存在严重不足，目前海绵城市产业发展主要存在以

园林、环境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材料学、经济

下问题：

学、自动化和机电与控制专业，美国、德国和日本

1、产业链协同创新力不足，严重制约产业发展

的雨水利用产业发展经验表明，有效的跨学科队伍

海绵城市从产业链上分为规划、设计、研发、

建设和完善的职业发展体系，对于稳定和壮大海绵

制造、建设、运维、投融资等环节，在专业上涉及

城市行业队伍起到核心作用。由于海绵城市是新兴

雨水利用、市政园林、水务、城市规划、建材等多

领域，因此缺少相关专业人才的有效培养和保障机

个行业。海绵城市建设的复杂性导致产业链以及各

制。

专业缺乏协同，难于攻破共性关键技术。
2、产品低端同质化竞争严重，
先进技术装备推广困难
海绵城市聚焦“渗、滞、蓄、净、用、排”六

为保障国家十三五规划生态发展的目标以及海

大功能产品，但是由于企业对于海绵城市建设的内

绵城市建设任务，结合当前我国海绵城市产业创新

涵缺乏深刻认识，仅仅追求单一产品功能，低端产

力不足、缺乏成套化、系列化核心产品、国际竞争

品同质化严重，导致一些拥有核心先进技术产品的

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北京市经信委正式批复成立北

中小企业难以参与海绵城市建设。

京海绵城市应用集成产业创新中心。创新中心由北

3、过度依赖国内市场，国际竞争力不足

22

二、集聚行业优势资源，
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

京泰宁科创雨水利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给水排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专栏

海绵城市

科学技术研究院、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转移扩散机制。通过孵化企业、项目融资等方式，

金河水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以中关村海绵城

将创新成果快速引入生产系统和市场，加快创新成

市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为运营主体，联合产学研用

果产业化推进和首批次商业化应用。

十余家龙头企业及机构共同成立，形成核心层、伙

5）产业发展的公共平台。

伴层与辐射层的新型组织架构。

建立海绵城市技术研发、标准研制、试验验

1、创新中心5大功能

证、知识产权协同运用、检验检测、项目孵化、信

1）中国海绵城市产业发展创新核心。

息汇集、项目评价论证、成果展览展示等公共服务

国家海绵城市规划、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核心支

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建立海绵城市专业人才引

撑，城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的有力承载，海绵城市

进、培养、培训和交流基地。

重大研发方向、任务的发起者、组织者和实施者，

2、创新中心组织体系

我国海绵城市产业最先进水平代表和辐射带动源。

创新中心采用“中心+ 前沿技术+ 联盟+ 产业基

2）国内外创新资源整合枢纽。

金+ 产业园”五位一体的建设模式。由高等院校、科

秉承开放、协同和融合的理念，汇聚海绵城市

研院所、重点实验室提供前沿技术支撑，由创新中

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建立海绵城市产业前沿技术

心负责海绵城市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共性技术研发

研究院和协同创新单元、设立创新中心分中心，瞄

和产业化，由联盟负责促进海绵城市技术突破与产

准海绵城市国际发展前沿，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探

业扩散、促进相关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推广，由基金

索国际创新合作新模式，通过项目合作、高水平技

负责支持创新中心相关产业化企业发展、第三方创

术和团队引进、联合研发、联合共建等形式，促进

新项目遴选孵化。
1）城市水循环与海绵城市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

行业共性技术水平提升和产业发展。
3）产业前沿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

室

围绕海绵城市产业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以

实验室依托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关村海绵城市

及核心产品的定型、标准化和产业化，突出应用需

工程研究院、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北京市城

求牵引和原始创新驱动的双动力带动，加强研发方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水文总站，打造前沿技

式的创新，组织研发团队与应用企业组成协同创新

术支撑平台。

单元协同攻关，在关键技术突破的同时，突破应用

2）中关村绿智海绵城市生态家园产业联盟

瓶颈，顺利实现产业化。

联盟秉承“立足中关村、辐射全国、创新科

4）产业化推进和应用的加速器。

技、引领行业发展”为宗旨，汇集优势资源，积极

打通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应用研发、产业化、

研究符合中国城市发展和布局的核心技术，加速

建设运维、投融资链条，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

“产、学、研”联动。

图1 创新中心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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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创新中心运营模式

3）海绵城市产业园

市产业发展中包括：海绵城市多领域成套系统装备

园区汇集产业创新中心、产业研究院、产业联

研究、基于海绵城市“渗、滞、蓄、净、用、排”

盟、双创基地、重点实验室、国际交流和展示中心

六大功能产品的系列化研究、海绵城市共性技术行

等功能板块，整合交叉资源，发挥成员核心优势，

业标准体系建设三个方面的关键共性问题。

实现产业链中强势资源的联动，有效推动产业集

“十三五”至“十四五”期间，重点：开展5项

聚、创新、升级，加速成果转化和项目落地，共创

海绵城市成套系统装备研究、开展4项海绵城市系列

多赢。

化产品研究、完成4项海绵城市重大示范工程应用研

4）海绵城市产业基金

究、落地13个海绵城市及装备产业化项目，以及构

由创新中心成立专业基金管理公司，发挥资本

建海绵城市技术标准体系。

的力量加速中心技术和产业化发展，基金覆盖海绵
城市产业发展全链条，参与支持创新中心相关企业

四、打造领先的产业、技术及国际交流中心

的孵化、培育、上市发展，并面向全球支持相关技

以共享开发资源的平台模式，带动行业企业

术领域对外战略投资，围绕中心建立技术创新生态

的发展。以现有龙头企业为核心，搭建研发试验平

系统。

台、产业孵化平台，推动行业的快速提升。打破现
有产业创新力不足以及空间分布不均衡的局面。集

三、创新运营模式，突破行业瓶颈技术

聚国内外优势资源，打造产业技术创新机构、产业

创新中心按照凝聚力持续增强、创新动力持续

链协同创新平台及海绵城市产业集群；通过创新中

提升、协同机制持续优化三大理念设计运营模式。以

心辐射效应，吸纳国内外领先企业、科研院所和高

前沿技术为导向，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打通

校持续加入，构建领先的海绵城市产业、技术及国

圈产业链条，实现协同创新做强产业 。打破政策、

际交流中心。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

规范等瓶颈，形成从咨询策划、规划、投融资、设

环境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撑。

计、产品制造、工程建设、信息化、运维管理等全链
条产业，实现海绵城市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
为切实推进我国海绵城市产业发展壮大，北京
海绵城市应用集成产业创新中心将着力解决海绵城

24

本文由“雨水综合利用实验示范基地”运营
单位“北京泰宁科创雨水利用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特邀供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给水排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专栏

海绵城市

25

机电抗震

特稿

云领未来

置安天下

——首届中国机电抗震高峰论坛暨
GB50981云计算平台发布会纪实
李泽
深圳市置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今年5月12日是第十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

接着，他指出GB50981云计算平台的推出对国内建筑

主题是“行动起来，减轻身边的灾害风险”。在这

机电抗震技术发展的重要意义，最后，赵院长预祝

个特殊的日子里，一场以“云领未来，置安天下”

发布会的胜利举行。

为主题的“首届中国机电抗震高峰论坛暨GB50981云

随后，广州市设计院总工程师丰汉军先生从设

计算平台发布会”在深圳举行。本次会议由深圳市

计院的角度指出了目前在机电抗震方案设计过程中

置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建筑学会给排水

遇到的难度，由于机电抗震跨越多个学科，无论是

研究分会以及全国各大设计院的专家代表、中国地

计算、验算、复核工作都对设计工程师带来了更大

震局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应

的挑战，且工作量巨大，很难完全通过手工完成。

急管理办公室、深圳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盐田

丰总希望通过云计算平台的算法设置可以减少设计

区投资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工程师的工作量，使机电抗震方案设计效率更高，

共同见证中国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行业发展历史性的

更加符合规范要求。

时刻。

“为使《规范》得到切实科学的实施，真正起
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功能，我们一直在努力

GB50981云计算平台发布会
首先，发布会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

困境，承担社会责任。”在置华的总经理王野女士

总院副院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

的讲话中明确了GB50981云计算平台研发的初衷，体

理事长赵锂先生为发布会发表致辞。赵院长阐述了

现出置华人的勇气和担当。

国家标准在引领行业发展的重要性，回顾了《建筑

在GB50981云计算平台的揭幕仪式中，由深圳市

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编制的历程，

置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李学好董事长、王野总经

赵锂院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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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50981云计算平台揭幕

云计算平台团队开发成员现场进行技术讲解

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总院副院长赵锂

三个方面阐述了云计算平台的行业影响，指出了云

先生，中国地震局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黄剑涛

计算平台的产生顺应了行业发展的需要，后续的服

院长，盐田区投资推广服务中心徐周乔先生，中国

务，自主知识产权的维护更加重要，超一流的企

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工程师孙钢先生，中联西北院

业搭建平台，合作共赢，共建机电抗震的“中国

华安所谭旭东所长一同为我们揭开了GB50981云计算

芯”。

平台神迷的面纱。

置华董事长李学好回顾了云计算平台开发的历

GB50981云计算平台的发布，标志着我国首个具

程，以及其中的关键点。指出云平台的是以降低设

备自主知识产权的转为机电系统提供抗震加固解决

计的工作成本，使方案完全合乎规范为出发点，进

方案的云计算中心正式诞生，它的推出将给我国建

而越推越大，发展到建立整个行业的协同工作的平

筑机电工程抗震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创新，引领机电

台，最终在未来建立整个建筑行业的大数据平台而

抗震行业进入大数据时代。

努力，创造无法计算的价值。
中国地震局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黄剑涛院

首届中国机电抗震高峰论坛
承接着GB50981云计算平台发布会的余温，随
后，首届中国机电抗震高峰论坛如约而至。

长指出了我国防震减灾的严峻形势，表示云计算平
台的出现将帮助快速准确地落实新规范的实施，同
时也使得我们可以用占不到建筑成本1%的预算，来

来自深圳市置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的李学好董

保护占建筑总成本70%的非结构投资的抗震安全，减

事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总院副院长赵

少地震引发的次生灾害，表达了对早日将中国建立

锂先生，中国地震局深圳防灾减灾技术研究院黄剑

成抗震强国的殷切期望。

涛院长，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环境与节能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的王峰总工程师指出，云计算平

院主任宋波先生、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

台的出现很好的解决了设计院的痛点，随着技术的

总工程师王峰先生、盐田区投资推广服务中心徐周

越来越快的发展，期待云平台以后在维护市场，打

乔先生出席首届中国机电抗震高峰论坛。论坛以探

击低价中标中能起到关键作用。

讨GB50981云平台对我国机电抗震行业的影响为主
题，由各位业内知名专家发表各自看法。
宋波主任从民生安全、行业整合、企业发展

赵锂院长指出，云计算平台的出现迎合了技
术的需求，解决了机电抗震力学计算难，设计验算
难的问题。并对平台的下一步的评审工作提出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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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期待让平台越快越好的发展。

自08年汶川地震后，十年来，全社会对于防灾

来自盐田区投资推广服务中心徐周乔先生将区

减灾日益重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每一个建

政府对于高新企业的一些政策支持方面的信息，与

筑从业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时代在召唤领航者，行

与会者一一分享，政府将大力支持企业快速发展。

业在期待新的技术与创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祝

通过高峰论坛各位专家的交流，期待在未来的

愿GB50981云计算平台的希望之火早日成为燎原之

日子里，在政府的政策引领下；在行业专家的倡导

势，成为建筑业的大数据“芯片”，为建筑防震安

下；在置华人的不懈努力下，期望GB50981云计算

全创造不可估量的价值。

平台能够早日成为改变中国机电抗震技术格局的利

更期待在以置华为代表的厂家的引领下，以永

刃，披荆斩棘，开创机电抗震崭新的明天，将机电

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锐意进

抗震乃至整个建筑行业带入大数据时代、信息化时

取，奋力开创新时代下建筑领域的崭新篇章！

代，最终实现“云领未来，置安天下”宏伟愿景。

结

语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
也。”展望未来，困难与希望相伴，挑战与机遇并
存，今天的奋斗，是要开辟明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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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超高层公建
给排水及消防设计
The desig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and fire control of a super
high-rise complex building in Beijing
俞剑锋1 张沙2 黎松1
1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摘

2 北京化工大学新校区建设指挥部

要】

本文主要叙述200m左右超高层型公共建筑设计成果，并针对性的就消防系统的分区、直升机停机坪、异形钢
结构、管道综合等设计难点，结合工程案例予以分析和总结，为中小型超高层设计提供后续设计经验和参考。

关键词

超高层 核心筒 静压分区 栓口动压 直升机停机坪

1 项目概况

中B1设有地铁出口、精品商业、职工餐厅、厨房、自

本工程位于北京市某金融商务区，总用地面积

行车库、设备用房等；B2,B3功能为汽车库及设备机

21103.20m²，总建筑面积233486.75m²。本工程为超

房，物业管理用房等；B4,B5功能为汽车库及设备用

高层5A甲级商务高端写字楼，包括主楼：A、B座，

房，丁类库房、其中部分车库战时为六级人防（人员

裙房C、D座。地下部分：地下5层大底盘地下室，其

掩蔽、物资库）。地上部分：A座地上45层，建筑高
度200m；B座地上32层，建筑高度150m。地上1 ~ 4层
（裙房）为商业、餐厅、厨房、大小会议室、会议入
口门厅、多功能厅、贵宾接待室、控制室、花园中庭
大厅等；地上1~4层（A、B座）为办公大堂、会客接
待、会议室等。顶层设停机坪。
消防建筑类别为一类高层建筑。其中A座、B座
为超高层建筑。耐火等级均为一级。办公建筑分类为
二类（重要办公）。

2 给水系统
2.1 水源
本工程从用地南侧和东侧各接出一根DN200引入
管进入用地红线，在红线内形成室外给水环状管网，
环管管径DN250。引入管上设置双止回阀型倒流防止
图1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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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市政给水管网供水最低压力为0.18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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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活用水量

总加压分区由多个子加压分区组成。各系统分区如

生 活 用 水 量 ： 最 高 日 1 7 7 4 . 3 6 m 3/ d ， 最 大 时

下:

221.29m3/h。其中生活给水用水量1333.02m3/d（含冷
却塔补水），最大时用水量：125.28m3/h；中水用水
量441.33m3/d，最大时用水量：66.88m3/h。

低区：室外用水和地下室至首层，由市政给水
管直接供水；
二层及二层以上供水方式及分区见表1。

2.3 给水系统
（1）分区原则：充分利用市政压力直接供水；

3 热水系统

按物业管理的不同，独立设置供水系统；尽量采用重

需提供生活热水的主要部位为厨房、公共卫生

力供水，节能且水压稳定；结合避难层，设备层的设

间洗手盆、地下二层物业用淋浴间、地下一层健身用

置层数优化分区；供水减压方式选择：核心筒机房面

淋浴间（淋浴器总数为3个）。

积偏小，水专业消防水箱占用机房面积比例较高，若

在厨房内预留燃气和电热水器设置条件，由厨

采用减压水箱减压供水方式对建筑布局，对其他专业

房运行单位自行制备生活热水；公共卫生间洗手盆设

功能使用影响大，故部分分区采用选择干管减压阀方

小型容积式电热水器提供洗手热水；物业用淋浴间和

式。

健身用淋浴间分散设置容积式电热水器提供系与热
（2）采用竖向分区供水，二次加压采用低位水

箱+变频加压设备、低位水箱+工频泵+高位水箱等两

水。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必须带有保证使用安全的
装置。

种供水方式进行供水。各竖向分区最不利点静水压
（0流量状态）0.55MPa，且配水横支管处供水压力
值不大于0.20MPa，并不小于用水器具要求的最低压

4 中水系统
（1）中水用途为冲厕、冲洗地面、浇灌绿地
等，最高日中水用水量441.33m³/d，最大时中水用水

力。
A、B座分别设置独立的供水系统。C座、D座以

量66.88m³/h。中水由城市中水管网供应。从用地西

及地下室均由A座的供水系统负责供水。A、B座的二

侧市政中水管接出一根DN150引入管进入用地红线，

次加压供水均分为中、高两个总加压供水分区，每个

经总水表后在红线内形成室外中水供水管道，各单体

表1 二层及二层以上给水系统分区
服务范围

A座中区

A座高区

B座中区

B座高区

泵房位置

分区

服务层数

供水方式

泵组编号

备注

B5

中1区

2F-7F

低位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JZA1

-

24F避难层

中2区

8F-13F

传输水箱重力供水

-

干管减压

24F避难层

中3区

14F-19F

传输水箱重力供水

-

-

24F避难层

高1区

20F-26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JGA1

干管减压

24F避难层

高2区

27F-33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JGA1

-

24F避难层

高3区

34F-39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JGA2

干管减压

24F避难层

高4区

40F-45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JGA2

-

B3

中区

2F-7F

低位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JZB1

5F避难层

高1区

8F-13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JGB1

5F避难层

高2区

14F-19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JGB1

-

5F避难层

高3区

20F-26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JGB2

干管减压

5F避难层

高4区

27F-32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JGB2

-

干管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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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引入管从室外中水管上接出。市政供水压力取
0.18MPa。中水水质满足国家现行标准《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
（2）中水系统分区：
低区:室外用水和地下室用水，由市政给水管直
接供水；
首层及首层以上供水方式及分区见表2。

5 污、废水系统
本项目最高日排水量：890.0m3/d，最大时排水
量：123.5m3/h。排水方式如下：
（1）室内污、废水合流排到室外污水管道。粪
便污水经化粪池（厨房含油废水经隔油池）简单处理
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2）厨房洗肉池、炒锅灶台、洗碗机（池）等
排水均应设器具隔油器，厨房污水采用明沟收集，明
沟设在楼板上的垫层内，厨房设施排水管均敷设在垫
层内接入排水沟，厨房专用排水管道排到油水分离器
或室外隔油池，处理后排至室外污水管道。
（3）室内污、废水系统：地面层（±0.00）以
上为重力自流排水，地面层（±0.00）以下排入地下
室底层污、废水集水坑，经潜水排水泵提升排水。
（4）通气系统：根据排水流量，卫生间排水管
设置专用通气立管、伸顶通气管、辅以环形通气管。

图2 A座给水系统图

表2 二层及二层以上中水系统分区
服务范围

A座中区

A座高区

B座中区

B座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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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房位置

分区

服务层数

供水方式

泵组编号

备注

B5

中1区

1F-7F

低位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ZJZA1

-

24F避难层

中2区

8F-13F

传输水箱重力供水

-

干管减压

24F避难层

中3区

14F-19F

传输水箱重力供水

-

-

24F避难层

高1区

20F-26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ZJGA1

干管减压

24F避难层

高2区

27F-33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ZJGA1

-

24F避难层

高3区

34F-39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ZJGA2

干管减压

24F避难层

高4区

40F-45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ZJGA2

-

B3

中区

1F-7F

低位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ZJZB1

5F避难层

高1区

8F-13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ZJGB1

干管减压

-

5F避难层

高2区

14F-19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ZJGB1

-

5F避难层

高3区

20F-26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ZJGB2

干管减压

5F避难层

高4区

27F-32F

传输水箱+变频调速加压供水

ZJGB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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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内水位降至低水位时停泵。

油水分离器和集水泵坑通气管单独接出屋面。
（5）污水、雨水集水泵坑中设带自动耦合装置
的潜水泵2台，1用1备，互为备用。潜水泵由集水泵
坑水位自动控制，坑内水位上升至高水位时，1台潜
水泵启动，坑内水位继续上升至报警水位时，第2台

7 消防系统设计
本项目同时着火次数一次，消防水源为市政水
源。消防用水标准和一次用水量见下表。
表3 消防用水标准和一次用水量

泵启动，坑内水位降至低水位时停泵，并向中控室发
消防系统

用水量标准
(L/s)

火灾延
续时间
（h）

一次灭火用水
量(m³)

用带切割无堵塞自动搅匀污水潜污泵；其它废水泵坑

室外消火栓系统

40

3

432

内的潜水泵采用自动搅匀无堵塞大通道潜水泵。泵体

室内消火栓系统

40

3

432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36

1

129.6

大空间智能主动灭
火系统

20

1

72

出声光报警。承接卫生间污水和厨房污水的潜水泵采

均配冲洗阀。

6 雨水排水系统
屋面雨水的设计重现期为10年，设计降雨历时
5min。车库坡道、窗井、下沉庭院需压力提升排水系
统的设计重现期为50年，设计降雨历时5min。
（1）主楼A、B座屋面雨水采用87型雨水斗收
集，雨水斗设于屋面。由于屋面女儿墙构造无法设置
溢流口，因此雨水排水管道系统总排水量按溢流设施
和排水设施总流量设计（设计重现期为50年），管道
系统设置在室内，排至室外雨水管道。
（2）裙房C、D座屋面采用虹吸式雨水斗收集，
雨水斗设于屋面。管道系统设置在室内，排至室外
雨水管道。女儿墙高于屋面100mm，超过设计重现期
（10年）的雨水从女儿墙顶溢流排放。
（3）屋面雨水经管道收集后排入室外雨水管
网，与室外地面雨水共用雨水控制与利用设施。雨水
控制与利用方式为土壤入渗和调蓄排放。
（4）车库坡道、下沉庭院部位的雨水由潜水泵
提升排除。下沉庭院雨水集水坑有效容积为一台潜水
泵30S的水量。车库坡道、窗井等雨水坑有效容积为
一台排水泵5min的水量。雨水集水坑内设潜水泵2~4
台，轮流运行，互为备用。潜水泵的运行受雨水集水
坑内水位控制，根据雨水量的大小，随坑内水位上
升，潜水泵逐台启动，当坑内水位上升至报警水位
时，坑内水泵全部启动，并向中控室发出声光报警，

一次灭火总用水量

993.6

消防储水量

561.6

注：消防储水量为室内消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用水
量之和。

室内消防用水总量561.6m³，全部储存于地下二
层消防水池。水池有效容积571.6m³，分两格。
A座、B座屋顶分别设高位消防水箱间，每个水
箱间设置一套室内消火栓系统稳压泵组和一套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稳压泵组，其中A栋高位水箱有效容积
100m³，B栋高位水箱有效容积50m³。A座24F、B座18F
分设有效容积100m³的转输水箱和高区消防加压泵。
7.1 室外消火栓系统
室外消火栓系统为低压给水系统，由城市自来
水直接供水，与生活给水共用室外供水环管。
7.2 室内消火栓系统
（1）系统由高、低区两个加压供水系统组成。
两个加压供水系统均为临时高压供水系统。14F及以
下楼层由低区加压供水系统供水，15F及以上楼层由
高区加压供水系统供水。
（2）A、B、C、D座合用一套低区加压供水系
统，低区加压泵组设于A座B2消防水泵房内，从消防
水池吸水为低区加压供水系统供水，低区加压供水系
统平时由设于B座18F避难层消防转输泵房内的消防转
输水箱维持。低区加压供水系统竖不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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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B座分别设置各自独立的高区加压供水

室、监控室、强弱电进线间、弱电间、机房控制（值

系统。A、B座高区加压供水系统竖向均分为两个子分

班）室，计算机房等部位以及净高大于12m的空间和

区。A座15F-29F为高1区，30F及以上楼层为高2区；B

不能用水扑救的场所外，其余均设有自动喷淋头保

座15F-25F为高1区，26F及以上楼层为高2区；高1区

护。B1自行车库区域、B1夹层，B1以下等不采暖区域

均由减压阀减压后供水。

采用预作用系统，其余部位采用湿式系统。

7.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3）系统设计

（1）各部位的危险等级、自动喷水强度和设计

1）系统由高、低区两个加压供水系统组成。两
个加压供水系统均为临时高压供水系统。A塔19F及

流量见下表。
（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流量为36L/s，火
灾延续时间为1h，设计用水量129.6m3。除管（风）
井、楼梯间、电梯机房、变配电室及其值班室、开关

以下楼层、B塔17F及以下楼层由低区加压供水系统供
水，其余楼层由高区加压供水系统供水。
2）A、B、C、D座合用一套低区加压供水系统，

图3 室内消火栓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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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各部位的危险等级、自动喷水强度和设计流量
部位

危险等级

喷水强度/作用面积

设计流量

车库、地下商业

中危险II级

8L/min·m2/160m2

约28L/s

地上8m<净高≤12m中庭
其它部位

中危险I级

2

2

约34L/s

2

2

约21L/s

6L/min·m /260m

中危险I级

6L/min·m /160m

注：有网格吊顶，喷水强度为规范值的1.3倍

低区加压泵组设于A座B2消防水泵房内，从消防水池

3）A、B座分别设置各自独立的高区加压供水系

吸水为低区加压供水系统供水，低区加压供水系统平

统。A座在24F避难层消防转输泵房内的设高区供水系

时由设于A座24F避难层消防转输泵房内的消防转输水

统加压泵和消防转输水箱，B座在18F避难层消防转输

箱维持。低区供水系统在设于B2的报警阀入口处设置

泵房内的设高区供水系统加压泵和消防转输水箱。

减压阀组保证报警阀前供水压力不大于1.6MPa。

A、B座屋顶层高位水箱间内分别设各自独立的高位消

图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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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箱和稳压泵组维持各自高区加压供水系统平时管

配置，其它部位按严重危险级A类火灾配置。

网压力。A座高区在设于24F的报警阀入口处，B座高
区在设于18F的报警阀入口处设置减压阀组保证报警
阀前供水压力不大于1.6MPa。
7.4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8.1 制冷机房
本项目按制冷区域主要有裙房CD座，A、B塔楼

高度超过12米的空间设置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

三大区域，为便于功能布置，将制冷机房集中设置在

水灭火系统。按中危险级布置。根据中庭需保护的面

B5层（机房内B5，B4通高）一处，冷却塔分别设置在

积、与各周边楼层的空间关系、灭火装置的安装条

CD裙房屋面，其中一处距制冷机房平面跨度大，在扩

件，分别采用一个智能型探测组件控制四个标准型大

初设计阶段已暴露出弊端：本项目制冷量大，循环冷

空间智能灭火装置；一个智能型探测组件控制一个喷

却管道尺寸过大，极大限制了地下的净高高度，循环

水装置的标准型自动扫描射水灭火装置和标准型自动

管道所过之处，单专业占用高度后，车道高度已存在

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置，详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不足。提出分散设置制冷机房，但B5-B3人防界面已

系统图和各层消防平面图。系统设计流量20L/s，作

定，B1、B2大量的商业业态，无调整空间。施工图阶

用时间1h。标准型大空间智能灭火装置的标准流量

段开始着手通过技术手段解决此瓶颈，如按区域分散

5L/s，标准工作压力0.25MPa，最大安装高度25m，接

设置设置制冷机组，压缩循环管道尺寸，不足是制冷

管管径DN40，最大保护半径6m；标准型自动扫描射水

机房管道过多，严重限制了核心筒的管道铺设数量，

灭火装置的标准流量2L/s，标准工作压力0.15MPa，

对其它管道和专业影响大，放弃。协调暖通专业优化

最大安装高度6m，接管管径DN20，一个装置最大保护

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密切与结构专业配合，部分梁跨

半径6m；标准型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置的

降低梁高，建筑专业组织各专业让出空间，给排水专

标准流量5L/s，装置标准工作压力0.60MPa，装置最

业优化调整路由走向，B4管道进入B5，后又重新进入

大安装高度：20m，接管管径DN25，一个装置最大保

B4转换至冷却管井位置，B2又转换一次至A、B座两处

护半径20m。本系统与自动喷水系统合用一套供水系

冷却管井，最终艰难的解决了空间不足问题。对此总

统，在报警阀前管道分开，单独设置水流指示器和模

结有：

拟末端试水装置。

（1）制冷机房和冷却塔位置应综合考虑，冷却

7.5 气体灭火系统

管井尽量从制冷机房直通到屋面冷却塔处；若无法满

A座9层电气机房、37层电气机房和B座地下一层

足应提前考虑冷却管道平面路由的层高影响度；

开关室和弱电间分别设置预制式气体灭火系统；A座
地下二层变配电室、弱电机房采用一套组合分配式气
体灭火系统；B座地下二层变配电室采用一套组合分
配式气体灭火系统。采用七氟丙烷灭火剂。灭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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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项目要点难点和总结

（2）平面冷却管道除自身占用空间外，冷却管
道的支吊架占用高度不可忽视；
（3）平面冷却管道不可交叉，交叉后果是灾难
性的。

浓度8%（变配电室采用油浸变压器时9%），设计喷放

8.2 地下一层的异形钢结构

时间8s，灭火浸渍时间10min。

塔楼采用钢结构，地下为大底盘，塔楼地下一

7.6 灭火器

层为钢结构，外墙主梁不仅尺寸大还是不规则的异形

按《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

结构，核心筒管道集中，大量排水管道出线，另有部

进行配置。变配电间按中危险级E类配置，地下车库

分区域存在无人使用的封闭区间，出线难度可见一

属中危险级B类火灾配置，厨房属严重危险级B、C类

斑。主要技术手段有：

Design & Research

（1）结合外墙钢结构特点，管道从梁内型钢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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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压措施选用

空间内过（见图5），该空间内为混凝土结构，虽穿

本项目消火栓栓口动压最低0.35MPa，本项目低

了混凝土，但避免穿钢梁，降低了钢结构生产，施工

区消火栓系统加压泵扬程1.20MPa，低区消火栓管网

难度，优势明显。此外，同时应精确统筹此高度路由

总水头损失按0.12MPa计。
按《消规》7.4.12条，消火栓栓口动压压力不

在室内外的通行性。
（2）优化路由，尽量避免过异形钢结构，垂直
穿异形钢结构处应躲开钢结构铆件节点。
（3）封闭空间的钢结构需设置人孔，尺寸和位
置应充分考虑现场施工安装和维护检修便利度。
（4）复杂节点和楼层借助BIM手段，搭建真实
的管道走向情景，进一步发现问题。

应大于0.50MPa，超过0.70MPa必须设置减压装置。按
消火栓产品标准GB 3445-2005《室内消火栓》5.14.2
条，减压稳压消火栓栓口入口动压最大为1.60MPa，
即0.50 MPa≤栓口动压≤1.60MPa采用减压稳压消火
栓产品即可，而栓口动压＞1.60MPa者需采用支管减
压。
B2栓口动压为1.200-0.120-0.011（消火栓栓口
距地高度）=1.069MPa；B3-B5在B2以下，栓口动压还
需叠加高差，即-9.90-（-20.80）=10.90mH2O=0.109
MPa，B5层栓口动压=1.069+0.109=1.178MPa
＜1.60MPa，可采用减压稳压消火栓用于减压。按栓

图5 A座外框梁节点详图

口压力大于0.50MPa设减压稳压消火栓为原则，需

8.3 核心筒

设置减压稳压消火栓的楼层距B2最大高差为106.9-

超高层具有核心筒小，管井集中在核心筒内等

50=56.90m，即地面标高为56.90-9.90=47m以下楼层

通性特点，势必造成部分楼层净高压力大问题。本项

（11F以下）均需设置减压稳压消火栓。

目采用的思路有，除避难层外，各专业可错层在核心

8.5 屋顶直升机停机坪

筒进出线；本项目核心筒为剪力墙结构，部分为工字

民用超高层建筑设置直升机停机坪主要用于

钢，对大楼承载作用关键，不可过管，造成进出核心

消防救援和人员疏散，设置消火栓用于停机坪的火

筒位置有限，需要在B1进出线的管道提前进出核心筒

灾自救，其主要设置依据为《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至外墙，外墙为玻璃幕墙者，可沿核心筒外围设置管

GB50016-2014第7.4.2条和《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井，如将部分塔楼压力管道在裙房3F处从核心筒内侧

技术规范》GB50794-2014第7.4.4条，即“在停机坪

转换至核心筒外侧。不可避免处，优先将压力管道纵

的适当位置应设置消火栓”和“应在停机坪出入口处

向分层进出核心筒，让出重力流管道横向出线空间。

或非电器设备机房处设置消火栓，且距停机坪机位边

8.4 消火栓低区系统分区

缘的距离不应小于5.0m”。《防火规范》条文解释进

（1）系统分区按静压分区为14F-B5，高差为

一步说明需参考行业标准《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

56.10m-(-20.80m)=76.90mH 2O，叠加避难层高位消
防水箱提供不低于0.15MPa的静水压力，静压差为
91.90mH2O＜100mH2O，符合规范静压分区要求。

术标准》MH5013-2014。按该标准有：
（1）该行业标准将直升机停机场定义为“全部
或部分供直升机起飞、着陆和表面活动使用的场地或

（2）按系统工作压力校核，根据《消规》

构筑物上的特定区域”，该定义泛指一切专供直升机

5.1.6、6.2.1条，本分区系统工作压力=（1.2~1.4）

起飞降落的区域，并非特指必须配套运行区，滑行

X1.2=1.44~1.68MPa＜2.40MPa，符合要求。

道，机库等固定设施设备的直升机停机场，因此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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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屋顶直升机停机坪需按该行业标准设计。
（2）停机场类别为高架直升机停机场，消防

防系统为主，即单独设置屋顶直升机消防泵房，并预
留给排水条件。

类别为H2，采用泡沫-水作为灭火介质。且不论H1，
H2，H3消防类别，灭火剂均为泡沫-水。
（3）需要强调的是，直升机坪设计资质不同于
普通工业与民用设计资质，须有专业单位设计资质才
具有合法性。即建筑设计院在直升机停机坪设计中承
担配合专业设计角色，如提供必要的水源和水压。
（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消规》屋顶直
升机停机坪消火栓系统设计参数均不够透彻，并非指

俞剑锋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522号5号楼
工作单位：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E-MAIL：yujianfeng0793@163.com
张沙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北京化工大学（昌平校区）新校区
指挥部

从消火栓管网接两个消火栓用于停机坪，而是指为该

工作单位：北京化工大学新校区指挥部

消火栓提供水源和压力。该行业标准的消防系统仅有

E-MAIL：zhangsha689@163.com

流量要、水枪数量要求，无火灾延续时间、消防枪的
压力等设计参数，建筑设计院无法将相关消防设施条
件准确预留到位，因此直升机停机坪仍以独立设置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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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百度云计算服务综合楼
给排水设计
翟瑞娟
中旭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

越来越多的科技大企业为了改善员工工作生活环境，建造满足众多功能需求的办公楼，本项目集办公、住
宿、休闲娱乐、员工食堂为一体的高层综合楼，本人结合在设计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浅谈百度云计算服务综
合楼给排水设计。

关键词

办公 住宿 休闲娱乐 员工食堂 高层综合楼

一、工程概况

娱乐房间，二层以上为职工宿舍；一层裙房设有泳
池，地下一层为职工食堂，地下二层为人防区域，平

1. 总图

时为汽车库，战时为物资库，是一个集办公、住宿、
休闲娱乐、餐饮为一体的高层综合楼。

二、给排水系统
1.生活给水系统
1.1 水源：从城市给水管接出一根DN200mm给水
管进入用地红线，市政供水压力按0.18MPa计。
1.2 生活用水量详见表1。
1.3 系统分区：根据建筑高度、水源条件、防
二次污染、节能和供水安全原则, 竖向分为3个压力
附图1 项目总图

供水区。
低区：地下二层至首层，生活给水由城市自来

2. 工程简介
4#楼为办公建筑，5#楼为宿舍建筑;建筑类别：
一类高层;总建筑面积101851m2，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81672m2，地下建筑面积: 20179m2; 高度：4#楼：14
层，高度60m，5#楼：16层，高度60m，裙房：3层，
高度17m。
建筑功能，4#楼为办公，5#楼一层为各种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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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水压直接供水；
中区：4#楼二层至七层，5#楼二层至八层，由
设在地下二层的中区变频泵组供水；
高区：4#楼八层至十四层，5#楼九层至十六
层，由设在地下二层的高区变频泵组供水。
1.4 供水形式：4#楼为下行上给式，5#楼有热
水供应系统，为保持与热水系统压力同源，采用上行

Design &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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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生活用水量计算表
用水量（m3）

序号

用水项目名称

使用数量

用水量标准(L)

日用水时间
(h)

小时变化系
数

最高日

最高时

平均时

1

4#楼办公

3500人

50

10

1.5

175.0

26.3

17.5

2

5#楼宿舍

2500人

150

24

3.0

375.0

46.9

15.6

3

厨房餐厅

3500人

20

4

1.5

70.0

26.3

17.5

4

康体娱乐

300人

30

8

1.5

72.0

13.5

9.0

4

泳池补水

450m3

按5%补水量计

10

1.0

22.5

2.3

2.3

13

冷却塔补水

循环水量1038m3/h

按1.5%补水量计

10

1.0

374.0

15.6

15.6

2

4

1.0

14.0

3.5

3.5

2

4

1.0

89.8

22.5

22.5

1192.3

156.7

103.4

5

车库冲洗

6

小区绿化

7

小计

8

未预见水量

14

总计

7000m

2
2

11230m

10%计

119.0

11.9

11.9

1311.3

168.6

115.3

备注

附图2生活给水管道系统图

恒定供水压力为0.93MP。

下给式。
1.5 二次变频增压给水：生活水箱水泵房设于地
下二层。地下二层水箱有效容积为79m3，分设2个有效
3

3

容积为38m 生活水箱，中区变频泵组流量为40m /h，恒
3

定供水压力为0.60MPa;高区变频泵组流量为41m /h，

2.生活热水系统
2.1 5#楼及厨房、游泳池、公共淋浴等采用全
日制集中热水供应系统，总耗热量2200kW，用水量计
算详见附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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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生活热水用水量计算表
序号

用水项目名称

使用数量标准(L)

日用水时间(h)

小时变化系数

用水量（m3）

用水量（m3）
最高日

最大时

1

5#楼宿舍

2500人

70

24

3.2

175.0

23.3

2

厨房餐厅

3500人

7

12

1.5

24.5

3.1

3

康体娱乐

300人

15

12

1.5

4.5

5.6

4

公共浴室

300人

40

12

2.0

12

2

5

总计

216

34

备注

附图3 生活热水系统图

2.2热源：设置集中式太阳能热水系统作为热
源，在4#楼、5#楼屋顶设置太阳能集热板。直燃机作
为辅助热源。
2.3竖向分区同生活给水分区，太阳能热水系统
设置2台容积式换热器储存太阳能热量，高中低区热
水系统各设2台容积式换热器。

时循环泵停止。循环泵设于生活热水机房内。
3.中水给水系统
3.1水源：从城市中水管接出一根DN200mm中水
管进入用地红线。
3.2中水用水量详见表3

2.4热水管网：

3.3系统分区同给水系统。

a）管网采用同程布置，采用机械循环方式,供

3.4本工程采用变频机组供水，并由中水水箱、

水温度60℃，回水温度55℃。
b）循环系统保持配水管网内温度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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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温度低于50℃时，循环泵开启，当温度上升至55℃

恒压变频泵组、压力控制器、控制柜等组成。中水
水箱水泵房设于地下二层。地下二层水箱有效容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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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中水用水量计算表
序号

用水项目名称

使用数量

用水量标准(L)

日用水时间(h)

小时变化系数

1

4#楼办公

3500人

30

10

2

5#楼宿舍

2500人

31.5

3

厨房餐厅

3500人

5

车库冲洗

7000 m

6

小区绿化

7

小计

8

未预见水量

14

总计

2

11230 m

2

用水量（m3）
最高日

最高时

平均时

1.5

105.0

15.8

10.5

24

3.0

78.8

9.8

3.3

1

4

1.5

3.5

1.3

0.9

2

4

1.0

14.0

3.5

3.5

2

4

1.0

89.8

22.5

22.5

291.1

52.9

40.6

29.0

2.9

2.9

320.1

55.8

43.5

10%计

38m3，中区变频泵组流量为30m3/h，恒定供水压力为
3

0.6MPa;高区变频泵组流量为30m /h,恒定供水压力为

备注

气管与污,废水立管相连。
5.4地面层(±0.00)以上为重力流排水，地面层
(±0.00)以下排入污、废水集水坑，经潜水泵提升后

0.93MPa。
4.游泳池

排入室外污水管道。

4.1泳池机房设置地下一层。游泳池过滤方式采
用逆流式循环过滤方式。
泳池工艺流程详见附图4。

6.雨水系统
6.1设计参数：按北京市暴雨强度公式计算，重
现期P =5年，降雨历时t =5min。溢流和排水总量按50
年重现期设计校核。
6.2 屋面雨水采用重力内排水系统，采用87型
雨水斗。地下车库坡道的雨水、窗井雨水、下沉庭院
雨水用管道收集到地下室雨水坑，用潜污泵提升后排
出，设计标准为P =30年。

三、消防系统
附图4 泳池工艺流程图

4.2 游泳池消毒系统采用分流量、全程式臭氧
消毒,氯辅助消毒。

1.消防水源及消防用水量
1.1本工程消防用水由市政管道供给，一根
DN200的市政给水管接入。本工程按一类高层民用建

5.污水系统

筑进行消防设计。消防水泵和消防水池容量按一次火

5.1最高日排水量：1121.5m3/h。室内污、废水

灾一个着火点设计。消防用水量详见表4

合流排出,室内污水排出后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
污水管网。
5.2厨房污水采用明沟收集，按区域排入地下的

1.2火灾次数按1次火灾计算消防水量。室内消
防水池按同时开启室内消火栓、室外消火栓、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设计，有效容积990m3。

隔油机房（新鲜油脂分离器）处理后，再由污水泵提

2.室外消火栓系统

升排入室外污水管网。

2.1由于只有一路市政给水，室外消防用水量储

5.3公共卫生间设专用通气立管,每层设结合通

存在地下二层消防水池内，消防泵房内设有室外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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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按中庭约35L/s，火灾延续时间为1h。

表4 消防用水量表
用水名称

用水标准

一次灭火时间

一次灭火用水量
3

室外消火栓系统

40L/s

3.0h

432m

室内消火栓系统

40L/s

3.0h

432m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35L/s

1.0h

126m3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
喷水灭火系统

15L/s

1.0h

54m3

高压细水雾系统

5L/s

0.5h

3

9m

自动喷洒泵两台，平时压力由设在5#的屋顶水箱及自
喷系统稳压泵保持。
4.3系统控制：自动喷水系统加压泵均二台，一
用一备，备用泵能自动切换投入工作，加压供水时工
频运行，自动巡检时低速变频运行。消防水泵应由报

栓泵2台，5#楼屋顶消防水箱直接重力稳压，从屋顶

警阀上的压力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上的流量开

水箱引出一根DN100稳压管接至室外消火栓加压泵出

关等开关信号直接启动消防水泵。消防水泵房内的压

水环管上。稳压管上设有流量开关，室外消火栓泵应

力开关宜引入消防水泵控制柜内。消防水泵控制柜在

由5#楼高位消防水箱稳压管上的流量开关自动启动及

平时应使消防泵处于自动启泵状态。消防水泵应能手

消防控制室人工启动。

动启停和自动启动。消防水泵控制柜在平时应使消防

2.2 由室外消火栓泵组引出两路DN150加压管道

泵处于自动启泵状态。

在地块内形成环状管网。在室外给水管网上设置室

4.4报警阀组：地下二层及地下一层报警阀室

外地下式消火栓，保护半径不超过150m，间距不超过

内，设17套湿式报警阀组，2套预作用报警阀组。报

120m。

警阀前的管道布置成环状。供水动压>0.4MPa的配水

3.室内消火栓系统

管上水流指示器前加减压孔板，其前后管段长度不宜

3.1系统竖向不分区，地下二层消防泵房设有室

小于650mm。

内消火栓泵两台，平时压力由5#楼屋顶自喷消火栓系

4.5喷头选用：地下停车库,无吊顶的房间,走

统共用高位消防水箱及室内消火栓系统稳压泵保持。

道及吊顶内采用直立型喷头.宽度大于1.2m的风管及

屋顶水箱有效容积为36m3。

排管下采用下垂型喷头,5#楼宿舍采用边墙扩展型喷

3.2系统控制：消火栓系统加压泵二台，一用一

头，其余部位采用吊顶型喷头.喷头公称动作温度:厨

备，备用泵能自动切换投入工作，加压供水时工频运

房等用房的高温作业区用93℃，其余部位均用68℃，

行，自动巡检时低速变频运行。消防水泵应由消防水

地下车库采用防冻型喷头。

泵出水干管上设置的压力开关、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
上的流量开关等开关信号直接启动消防水泵。消防水

4.6 室外设置2套DN100,一套DN150地下式水泵
接合器。

泵房内的压力开关宜引入消防水泵控制柜内。消防水

5.厨房烹饪设备自动灭火系统

泵应能手动启停和自动启动，控制柜在平时应使消防

厨房的烹饪操作间的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应设

泵处于自动启泵状态。
3.3室外设置4套DN100下式水泵接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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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系统竖向不分区，地下二层消防水泵房设有

置自动灭火装置，并应在燃气或燃油管道上设置与自
动灭火装置联动的自动切断装置。

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6.大空间智能喷水灭火系统

4.1本工程除变配电房间、弱电机房、电梯机

6.1一层报告厅采用大空间智能喷水灭火系统，

房、消防控制中心外，均设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地上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与自动喷水灭火系

部分采用湿式系统,地下部分车库部分由于不采暖，

统共用消防泵。每个防火分区均设水流指示器和信号

采用预作用系统。本工程地上办公按中危险Ⅰ级要求

阀，系统管网末端最不利点处设模拟末端试水装置。

设计，地下车库按中危险Ⅱ级要求设计。系统设计流

6.2系统控制：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Design &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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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联动控制系统综合配置，红外

外。地下一层为厨房餐厅区域，管线复杂，需考虑各

探测组件探测到火灾，打开喷头上的电磁阀，同时自

专业管道交叉，碰撞问题。

动启动喷水灭火系统加压泵并报警。扑灭火源后，装

3.设有热水系统，在设计系统分区、供水形式

置再发出信号关闭电磁阀和水泵。若有新火源，系统

的时候需保证冷热水压力同源，管道同程布置，避免

重复上述动作。

短路。热源采用太阳能，由于屋面面积有限太阳能提

7.高压细水雾系统

供热量不能完全满足建筑用水需求，为简化系统，太

7.1地下一层变配电室火灾危险等级高，火灾蔓

阳能仅供应高区热水系统。直燃机做为辅助热源，直

延速度慢，不易发现，且扑灭困难。根据变配电室火

燃机是采用可燃气体直接燃烧，同时能提供制冷、采

灾危险性及特点本项目选用响应快速，灭火高效的闭

暖和卫生热水，因此直燃机设计需与暖通专业配合，

式系统,设置一套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系统持续喷

提供总生活热水耗热量。

雾时间30min。

4.大企业对工程造价很看重，前期要求设计做

7.2系统由高压细水雾泵组、细水雾喷头、区域

了很多热源选择，系统选择等方面的经济效益分析。

控制阀组、不锈钢管道以及火灾报警系统等组成。

做为设计，要坚持设计原则，不能完全根据甲方的要

主泵采用九柱塞立式不锈钢高压柱塞泵。准工作状态

求做设计。工程造价是一方面，还必须在满足各种设

下，整个管网中充满水，压力维持在1.0-1.2MPa（泵

计规范的前提下合理选择系统，进而降低工程造价。

组设备系统设定）。发生火灾时，闭式喷头玻璃泡的
温度达到动作温度，玻璃泡破碎，管道压力下降，
参考文献

稳压泵启动，稳压泵运行10s后压力仍达不到设定的
1.2MPa时，主泵启动同时稳压泵停止运行，主泵向管
道供水通过喷头喷放细水雾灭火，同时流量开关反馈
信号至控制中心。
8.灭火器

1.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 2009年版

中国计划版社

2.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手册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3.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中国计划版社

4.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中国计划版社
5.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中国计划版社

地上按严重危险级A类，每个消火栓箱内配置3
具MF/ABC5灭火器；地下车库按严重危险级B类火灾，
配89B(5kg)手提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变电所、弱
电机房等电气房间按E类火灾配置推车式磷酸铵盐灭
火器。

四、结语
1.本工程集办公住宿休闲娱乐餐饮于一体，人
员密集，功能繁多，系统较多，但地上部分4#楼为办
公，5#楼为宿舍，系统简单，注意消防系统分区，消
火栓布置即可。
2.地下一层两侧为大范围庭院，汽车坡道，电
气房间又设置在靠外墙位置，给本专业管线出户增加
困难，需考虑管道走向，管道尽量以较短距离引至室

联系方式:
通讯处：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4号
新华1949国际创意设计产业园10栋 100044
电 话：010-68292165
E-mail：zrj096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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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工业厂房工艺循环
冷却水系统优化设计
Optimization design of 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system for an
industrial plant in Beijing
杨严1 刘文博2
1 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2 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摘

要】

循环冷却水系统的稳定运行，不仅在工业生产中可以节约大量用水， 而且对保护工艺用水设备，保证产品质
量、安全均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根据工程实例，介绍北京某工业厂房内工艺循环冷却水系统的优化设计方案；针对
工艺设备的用水要求及特点，从系统设备选型及冷却循环水系统分组设置等方面，提出循环水系统优化设计的具体
措施。

Abstract

The stable operation of 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system can not only save a lot of water in industrial production, but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rotection of process water equipment and ensure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Based
on an engineering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optimization design scheme of the circulating cooling water system in
an industrial plant in Beijing. In view of the water requir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cess equipment,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ncrete measures for optimizing the design of circulating water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system equipment
selection and cooling circulating water system grouping.

关键词

循环冷却水系统 稳定运行 优化设计

前言

约水资源，而且对工艺用水设备造成损坏，从而影响

工艺设备用水采用循环冷却水系统，无生产用

产品质量。因此，对工艺冷却循环水系统进行优化设

水排放，可有效避免水资源的浪费。随着节能减排

计， 提高其经济性、 安全性及可靠性，保障产品质

工作的大力推进，冷却循环水系统在科研生产中的应

量和安全均具有深远意义。

用越来越广泛[1]。工艺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合理配置及

1 工程概述

优化设计，对工艺用水设备的安全性以及设备生产出
产品的质量均产生深远影响。冷却塔的选型与工艺设

本工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某工业园区内。该厂

备用水量不匹配，循环水泵选型不合理等，就会造成

房内共计8台工艺用水设备，系统最大循环水量为

循环水降温效果差，压力难以控制。不仅不能有效节

300m3/h。各工艺用水设备的用水量详见表1。

表1 工艺设备用水量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工艺用水设备

设备1

设备2

设备3

设备4

设备5

设备6

设备7

设备8

用水量（m3/h）

50

50

50

50

20

20

20

注：设备8最大循环水量为40m3/h，最小循环水量10m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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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艺用水设备对水温、水质的要求如下：
1）工艺设备进水温度32℃，出水温度45℃，湿
球温度26.4℃。

设计交流

由于工艺设备无固定的用水规律，无法知道同
时开启设备的数量，进而不能明确工艺设备的用水
量。多台小流量用水设备共用一套循环冷却水系统而

2）工艺设备所需进水压力0.35MPa；

单台设备流量与总流量差别较大。由于水泵小流量对

3）进水PH值为6~8；硬度不大于10度；

应高扬程而大流量对应低扬程的特性，造成设计扬程

4）进水总固体含量不超过250mg/L；

与实际使用扬程相差较大从而引起设备超压[4]。在工

除以上条件外，进水温度过高、过低均会造成

艺设备的水温及水压要求相同的前提下，即要满足单

用水设备损坏，并影响产品质量；各工艺设备无固定

台设备最小循环水量的要求，又要满足工艺设备同时

的用水规律，无法明确同时开启设备的数量。因此；

开启时最大循环水量的要求；同时为了保证各个工艺

本系统的设计不能采用“一刀切”方式，即按照最大

设备的压力稳定，每个用水设备的供水管道均采用同

循环水量等相关参数选择冷却塔及循环水泵。为了避

程布置[5]。

免“大马拉小车”这种不合理的运行工况产生，必须
对工艺循环水系统进行优化设计。

针对以上特点本工程工艺循环冷却水共设计了2
系统。
系统1：设备1 ~ 设备4合为一组；最大循环水量

2 工艺循环冷却水系统

为200m 3/h，最小循环水量为50m 3/h；变频水泵参数

2.1 工艺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工作原理

为Q =75m3/h，H =50m（3用1备）；冷却塔流量参数为

工艺循环冷却水系统主要由软化装置、冷却水

Q =200m3/h。

箱 、循环水泵、水处理设备、工艺设备及冷却塔等

系统2：设备5 ~ 设备8合为一组；最大循环水量

设备组成；市政自来水经软水器软化后进入冷却水

为80m 3 /h，最小循环水量为10m 3 /h。变频水泵（主

箱，冷却水通过变频水泵经水处理设备处理后进入工

泵）参数为Q =45m3/h，H =50m（2用1备）。变频水泵

艺设备，冷却水经换热后进入冷却塔，经冷却塔降温

（小泵）参数为Q =15m3/h，H =40m（1用1备）。冷却

后回流至冷却水箱[2]。工艺循环冷却水工艺流程图详

塔流量参数为Q =85m3/h。
2.3 系统控制

见图1。

2.3.1循环泵控制
本系统的循环泵采用并联变频调速泵配置气压
罐的供水方式。变频调速泵并联设置可以提高供水效
率，解决“大马拉小车”低效率的工作问题，可以达
到节能的目的[6]。配置气压罐不仅能提高泵组的节能
效果，还可以起到主泵切换工作时稳定压力的作用。
为了避免系统发生短路，在系统的末端设置远传电压
图1 工艺循环冷却水工艺流程图

2.2 系统设计

力表，同时根据压力控制水泵的启停。
以系统2为例分析一下水泵的工作状态，首先当

结合工艺设备的用水特点，同时避免循环水泵

仅有设备8并且按Q =10m 3/h的需水量运行时，根据系

流量过大、效率较低、能耗偏高等问题，准确找到水

统末端远传压力表控制小泵运行，随着工艺用水设备

循环系统的最佳运行工况点，进而提出最优的设计方

投入使用的台数增加，水量不断增大，主泵随之运

案[3]。

行。当主泵运行时，小泵停止使用。循环水泵均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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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水量等相关参数选择冷却塔及循环水泵。解决了常

效区内运行。
2.3.2 冷却塔控制

规工业循环水系统普遍存在的能耗高和效率低的问

工艺设备进水温度32℃，出水温度45℃。冷却

题，达到节能目的。

塔进水温度较高，为保证冷却塔的降温效果，本系统

2.根据工艺设备的用水特点合理设置循环水

的冷却塔均采用高温型开式冷却塔。冷却塔的选型按

泵，确保循环水泵在高效区内运行；通过大小泵搭配

设备最大循环水量选择，同时保证最小循环水量运行

及系统的合理控制，避免了“大马拉小车”低效工作

时安全可靠。

的问题。

为了充分利用环境的温度，如冬季室外温度较

3.充分利用环境的温度，通过温度传感器控制

低，较低的室外温度有可能将工艺设备的回水温度降

冷却塔进、出水管电动阀的开启，减少冷却塔的开启

低，满足设备的用水要求。因此在冷却塔的的进水

次数，节约能耗。

管、出水管、及连接进、出水管之间的连接管上均设

4 结语

置电动蝶阀。电动蝶阀的开启由工艺设备回水管上的
温度传感器控制，详见图2。

本文通过实际案例对循环冷却水系统设置，循
环水泵控制及冷却塔控制等设计要点进行阐述，根据
工艺设备用水的特点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方法，仅
以此做为一点体会供今后可能遇到相似项目的同仁提
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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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作鑫，张福萍，南京某热气工房工艺循环冷却水系
统设计，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论文集.2014
图2 冷却塔控制原理图

由上图可知，温度传感器的设置温度为湿球温
度+7℃。当检测到工艺设备回水管的温度低于室外湿
球温度+7℃时，连接管上面的电动碟阀开启，冷却塔

3. 肖俊，冷却循环水系统节能改造实例分析，铜业工
程.2014
4. 谭彭燕，小型工业循环冷却水系统设备超压问题的分
析及解决方案.水利水电.2016
5.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 GB/T 50102-2014

供、回水管上面的电动蝶阀关闭；此时循环水不经冷
却塔降温，直接回到冷却水箱，回水温度满足工艺设

6. 刘振印，张燕平，建筑给水排水设计常见问题解析
2016

备的用水要求。当回水温度高于室外湿球温度+7℃时，
连接管上的电动蝶阀关闭，冷却塔供、回管上的电动

联系方式:

蝶阀开启，循环水经过冷却塔降温后供至冷却水箱。

联系人：杨严
单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手机：17610996079 电子邮箱：78079847@qq.com

3 结论
1.本次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设计，根据工艺设备
的用水特点，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系统进行了
优化；而不是不采用“一刀切”方式，即按照最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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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5号 邮编：100089
联系人：刘文博
单位：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手机：13716869439 电子邮箱：wzh5937999@126.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83号 邮编：1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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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住宅太阳能集中集热
-分户储热系统设计实例
郑亚娟
北京冠亚伟业民用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介绍住宅太阳能集中集热-分户储热热水系统应用，结合工程实例，简要介绍了住宅太阳能热水系统的集热器选
型、布置 、系统设置等，供设计参考。

关键词

太阳能热水；集中集热-分户储热；住宅；燃气热水器

前言

1 工程概况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能源需求量不断增

本工程为北京朝阳区来广营某住宅项目，地下2

加，能源已经成为影响各地经济社会发的的主要因

层，地上7层，分两个单元，共28户，按北京市现行

素之一，常规能源日趋紧张，而太阳能是最完美的

规范要求设置太阳能热水系统，采用集中集热、分

能源替代方案，太阳能是一种洁净的自然再生能

户贮热太阳能热水系统，太阳能热水机房设置在地

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太阳能是所有国家

下一层。

和个人都能够分享的能源，研究太阳能利用与建筑
的“一体化设计”已成为当前建筑节能的一个重要
课题。

2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
2.1 太阳能热水系统形式的比较

北京市太阳能热水系统城镇建设应用管理办法

目前太阳能热水系统主要系统形式分为：1分散

【2012】3号文件指出，新建建筑的太阳能热水系

系统2集中系统3集中-分散系统。其中分散系统指各

统应当按照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标准规范，进行太阳

户分散集热、贮热、辅助加热的系统；集中系统指

能热水系统与建筑一体化设计，做到建筑物外观协

集中集热、集中贮热、集中辅助加热的系统；集中-

调、整齐有序。并实行与建筑主体同步规划设计、

分散系统指集中集热、集中或分散贮热、分散辅热

同步施工安装、同步验收交用。城镇公共建筑和7至

的系统。各系统在《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配套

12层的居住建筑，应设置集中式太阳能集热系统。13

图集 PT-891中已有详细的介绍。三类系统相对比集

层以上的居住建筑，当屋面能够设置太阳能集热器

中-分散系统对建筑外形的影响、系统的运行维护、

的有效面积大于或等于按太阳能保证率为50%计算的

计费管理上都更具优越性，因此越来越广泛的采用

集热器总面积时，应设置集中式太阳能集热系统。

于住宅建筑。

近几年关于太阳能的应用也接触了不少，下面
就以工程为实例，就住宅屋面集中集热、分户贮热
太阳能热水系统设计及计算做一次专项介绍。

2.2 集中集热、分户储热系统的设计
本工程住宅太阳能采用集中集热-分户储热太阳
能热水系统，太阳集热板集中设于屋顶，集热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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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强制循环，间接加热方式加热。一般太阳能机

存在收费问题；不受楼层高低限制，并可以实现太

房都设置在屋顶，本工程由于地上面积有限,楼梯间

阳能热能资源共享；运行过程中，用户无须支付太

限高原因，应甲方要求，太阳能机房设置在地下一

阳能产生的热量的费用，只需支付少量热媒循环所

层，集热热水短时间存储在地下一层设备间的缓冲

需的费用；集热器集中放置在屋面位置，采光好，

水箱内，达到设定温度后通过水泵和室内管路循环

建筑平面布局相对灵活，各户贮水箱放置在各户室

换热，把热量分户储存到每家每户的换热水箱内，

内的厨房，靠近楼梯间管井，户内水箱承压运行并

每家设置一台卧式换热水箱（内置换热盘管），户

结合燃气热水器辅助加热，热水与冷水同源同压供

内换热水箱的出水管连接到燃气热水器进水管，使

水，易于平衡；只有一个系统，运行可靠，上楼维

用燃气热水器作为辅助热源。按照设定，系统只要

修率低，楼面太阳能可由物业负责维护管理，能够

有足够热量就将热量储存到各家各户的水箱中，当

更有效地保证系统长期运行稳定，可以根据楼面建

太阳能资源不足或阴雨天气时，换热水箱中的水温

筑情况灵活布局，最容易实现与建筑物相协调，屋

不足，低温水在通过燃气热水器时自动被加热至设

顶集热热水管道。

定温度，以保证舒适的热水使用，该系统由太阳能

系统为方便使用和安全可靠，采用承压型储热

集热器、换热水箱、落水水箱、热水供回水管道、

水箱，并由户内燃气热水器辅助加热。因此水箱+燃

循环泵组和必要的控制设备等组成，集中集热系统

气热水成本高，从而造成系统成本较高，辅能源单

采用温差循环模式控制，控制仪表采用温差循环和

一，另一方面，燃气热水器做为辅助热源更多的适

定温循环双重模式控制，控制仪表采用PLC太阳能热

用于中低端住宅楼，燃气热水器水温升25℃时，热

水系统智能编程控制器。

水器每分钟产热水量12L/min左右，不适合卫生间较

各住户使用自家水箱里的热水和辅助能源，不

多，用水量大的高级住宅。

表1 北京地区同纬度太阳能平均日辐射量
月份

1

2

3

4

5

6

辐照量（MJ/㎡·d）

15.081

17.141

19.155

18.714

20.175

18.672

月份

7

8

9

10

11

12

辐照量（MJ/㎡·d）

16.215

16.430

18.686

17.510

15.112

13.709

平均日太阳能辐照量（MJ/㎡·d）

17.216

表2 太阳能集热器总采光面积A j（㎡）
A jz=(q r×m×C×ρ r(t r-t l)×f)/(J t×η j×(1-η l)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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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参数：

数值：

单位

用水人数m：

84

人

热水用水定额q r：

40

L/人·天

热水温度t r：

60

℃

t r=60℃

冷水温度t l：

10

℃

规范 表5.1.4

集热器平均日辐射量J t

17216

KJ/㎡·d

常用数据(北京)

太阳能保证率f

0.5

(30%-80%)

集热效率η j

0.5

(45%-50%)

水箱管路热损失率

0.25

(15%-30%)

直接太阳能集热器总采光面积A jz=

54.48

㎡

备注

Domestic Hot Water Su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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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间接加热A jj
A jj=A jz(1+(FR UL·A jz)/K·F jr)

公式：
设计参数：

数值：

单位

太阳能集热器总采光面积A jz

54.48

㎡

集热器热损失系数FR UL

1.4

W/((㎡·℃))

真空管1-2,据图集 06SS128

换热器传热系数K

400

W/((㎡·℃))

根据盘管换热水箱性能，取400

换热器换热面积F jr

0.55

㎡

间接太阳能集热器总采光面积A jj=

73.36

㎡

3 工程相关计算及设备选型

备注

系统采用同程连接，集热器水泵扬程，考虑集热器

3.1 当地气象、地理条件

顶与贮热水箱最低水位之间的几何高差（本工程太

北京地理位置：东经：116°20′、北纬

阳能热水机房设于地下一层）、沿程及局部阻力损
失、计算得0.35MPa（计算过程略）;机房内设置缓冲

39°56′之间。
当地年太阳能辐照量：水平面5178.754MJ/㎡，

水箱。

当地纬度倾角表面5844.4MJ/㎡。根据民用建筑太阳

3.5 燃气热水器及储热水箱的选取

能热水系统工程手册可得知北京地区同纬度太阳能

辅助热源采用家用燃气热水器，电能直接作为

月平均日辐照量为表1所示：

辅助热源已不符合节能标准规定，故分散辅助加热

年平均每日日照时数：7.5h

优先选用燃气热水器，选取的燃气热水器带有保证

自来水温度：10℃

使用安全的装置。而目前家太燃气热水器每分钟的

3.2 集热器总面积计算

产水量约12L左右，不适用于户内设有浴盆的用水量

表2中规范均指《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大的系统。每户厨房设一台100L换热水箱，换热水
箱需要的真空热管集热器面积为1.362㎡，表3集热器

GB50015-2003(2009年版)。
由于系统有换热，为间接系统，所以集热器面

面积满足要求。

积需要按表3进行修正。

4 太阳能系统功能说明

3.3 集热器确定
本工程最终选用热管型集热器，通过计算间接

1）太阳能热水系统原理示意图如下：

2

系统采用集热器规格C4-SD8*16L，4.33m /组，每组
集热器16支Ф100mm×2000mm热管真空管组成，本
楼28户需要安装17组73.61㎡，满足表3计算要求。
太阳能集热器与建筑同方位，吸热翅片朝向正
南，保障周边无附属建筑物的遮挡，为了最大限度
的吸收太阳能辐射，根据当地纬度与项目的实际情
况，集热器外观安装角度为0度，即水平安装，真空
管内的吸热翅片调整为40度，保证吸热效率不受影
响。
3.4 循环流量及集热循环水泵选择
集热循环流量按照集热面积流量确定，每平米
集热器面积按0.012L计算，水泵流量70L/min;集热

53

建筑热水

Domestic Hot Water Supply

2）温差强制循环加热

此时分户水箱中的热水均达到使用温度时，水箱中

太阳能热水系统采用温差强制循环方式运行。

的水还会通过强制循环加热持续升温，考虑水箱的

温度传感器将集热器出口温度T1、缓冲水箱温度T2

安全使用和用水不至于过热等因素，我们设定水箱

传递给控制器。当T1－T2＞温差循环启动值时，控

高温保护。

制器发出控制信号，启动太阳能循环泵，系统开始

7）系统水泵运行保护

循环，不断地将集热器吸收的热量置换到缓冲水箱

控制器对太阳能系统中的水泵均有低水位保护

中，随着缓冲水箱内热水温度不断提高，T1与T2之

功能，即当水箱中的水位低于最低水位时，控制器

间温差越来越小，直至T1－T2＜温差循环停止值

关闭水泵运行，防止水泵干抽。由于太阳能循环系

时，控制器关闭太阳能循环水泵。

统中的水未被用户直接利用，因此损失的水量也不

3）户侧热水系统

至于达到最低水位，但为了系统的安全可靠，需要

用户侧热水循环泵是定温循环。当缓冲水箱温

设置水泵的保护措施。

度T3≥60℃时，用户侧热水循环泵开始运行，当缓
冲水箱温度T3≤55℃，P2停止。运行温度设定值可
调。

结论
目前集中集热-分户储热太阳能是在住宅中常用

4）太阳能系统补水

的热水系统，笔者结合实例就是将太阳能热水系统

太阳能热水系统水中的循环介质水作为热媒使

所包含的集热器、储热装置、循环泵、辅助加热设

用，并没有使用消耗，所以减少量很少，减少的量

备以及管路等，与建筑充分结合并实现整体外观的

基本上都是由于蒸发引起的。其补充水量通过水箱

和谐统一。而集中集热、分户储热系统还可以减少

上面安装的电磁阀来实现，当缓冲水箱中的水位下

分摊费用，便于物业管理，在住宅设计中已成为主

降到某一高度时电磁阀开启给系统补水，当水位达

流的太阳能热水解决方案，因此笔者总结以上设计

到设定水位时，电磁阀关闭，停止给系统补水。补

心得。

水管设水表及倒流防止器。
5）太阳能系统防冻
系统防冻：本太阳能热水系统采用回流防冻的
方式防冻（要求集热器的最低位置高于水箱的最高
位置，同时集热器和管路要有不小于1%的坡度，坡
向水箱，有利于排空），另一个方案屋面供水换热
管路防冻采用电伴热带防冻，也就是在屋面供水换
热管路上设置管路温度传感器以及缠绕电伴热带，
当屋面管路温度低于设定的启动温度时，电热带通

参考文献
[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9
年版）中国计划出版社2010
[2]《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配套图集PT-891 北京市
规划委员会
[3]《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06 中国计划出
版社2006
[4] 郑瑞澄.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工程技术手册.北
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2

电加热，防止管路冻结，直到屋面管路温度高于设
定的停止温度时，电伴热带断电，以此保护屋面供
水换热管路不在冬季发生冻结。
6）太阳能系统过热保护
过热保护主要是指水箱过热保护。在天气情况
很好的情况下，很容易就能够加热出足量热水，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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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热水系统管材的选择
王松 尹腾文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1 研究背景
目前在生活热水管材市场上，各种产品比较
丰富。管材是影响室内生活热水水质的重要因素之

2.4 聚丙烯（PP-R）给水管
PP-R公称外径：dn20~dn160，系统工作压力为
1.0MPa，采用热熔连接。

一。管材的选择需要掌握其特性与适用要求，作出

PP-R管具有耐热、保温性能好，安装方便且是

合理地选择。本文中对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三种热

永久性的连接。原料可回收，不会造成环境污染，

水管材铜管、不锈钢管、塑料(CPVC)管进行比较，

易燃等特点。

通过管道的连接工艺，管材自身的物理性质，耐腐
蚀性、微生物等多方面特点进行对比。

2 各热水管材的性能特点

3 各热水管材的腐蚀问题及管材
对水质产生的影响
3.1 铜管道

2.1 铜管道

3.1.1铜水管腐蚀问题及造成的影响

铜管道常规公称直径有DN15~DN250，系统工

点腐蚀和溃腐蚀问题:资料显示：1989年，日本

作压力为1.0MPa、1.6MPa。有承插式钎焊接、卡套

铜中心对63个建筑物中的冷水和热水管做了全面调

式连接、压接、螺纹连接等多种连接方式。

查，得出的结论是在水流速慢的地方铜水管会发生

铜管道具有经久耐用，可在不同的环境中长期

点腐蚀，在水流大于1.5m/s时，被水流冲刷腐蚀严

使用，使用寿命约为镀锌钢管的3-4倍，机械性能

重.在水流速快的地方铜水管会发生溃腐蚀。以上调

好，耐压强度高，同时韧性好，延展性也高，具有

查还发现，铜水管内的流速、流量、水压、循环泵

优良的抗振、抗冲击性能等特点。

的运转周期、散发的溶解气体、管路形状等因素都

2.2 薄壁不锈钢管

可以引起铜管腐蚀发生，腐蚀分布率在5.7%--23%之

薄壁不锈钢管（304、316不锈钢）公称直径有

间。水的流速造成腐蚀 。

DN15~DN250，系统工作压力为1.0MPa、1.6MPa。

下图是铜管与不锈钢管水流腐蚀的对比.

有卡压式连接、环压式连接、承插氩弧焊、沟槽式
连接等多种连接方式。
薄壁不锈钢管具有重量轻、不变形，耐流速腐
蚀，自我钝化等特点。
2.3 氯化聚氯乙烯PVC-C管
PVC-C管公称直径有DN20~DN160，系统工作
压力为1.0MPa，采用胶粘承插接口。
PVC-C管道具有良好的阻燃性，保温性能佳，
热膨胀小。抗震性好。具有优异的耐老化性和抗紫
外线性能。自熄，耐火性好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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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流速腐蚀率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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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水质腐蚀问题:经调查，中国北方地区宾馆用
热水铜管腐蚀严重，使用6-7年以后，中国铜水管开

建筑热水

化物层在受到损害时能自我修复。具有极强的耐均
匀腐蚀性能。

始出现严重腐蚀现象。据反映，是因为北方的硬水

王睿 [4] 等人通过实验发现热水中氯化物对不锈

经过离子交换器以后变为软水，导致铜水管腐蚀更

钢管道会产生点腐蚀：经试验316L和316薄壁不锈钢

为严重。涉及到的北京的高级宾馆有：建国饭店、

在热水中的氯化物浓度宜≤ 200mg/L ，304L和304薄

王府饭店、丽都假日饭店、京伦饭店等.《水工业工

壁不锈钢在热水中的氯化物浓度宜≤ 75mg/L。抗流

程设计手册建筑和小区给水排水》 [1] 中指出不稳定

速冲击腐蚀，详见上一节中与铜管道比较。水中细

的水经软化后，重碳酸钙变为稳定性较好的重碳酸

菌及军团菌问题详见上一节中与铜管道比较。

钠，此时水中的硬度减少了，但软水中的稳定指数

溶解氧对不锈钢管道内壁形成保护层非常重要,

说明，腐蚀性大大增加。北京某饭店的试验报告表

能提高耐腐蚀性能, 溶解氧浓度在3 mg / liter以上时，

明，由于水中的重碳酸盐存在，加热后失去稳定，

对不锈钢管道内壁形成保护层是有利的；含量6 - 8

使热水倾向于腐蚀。氯离子含量高的水质会造成铜
管腐蚀。 被腐蚀后的铜则会产生蓝水现象,对水质造
成影响。对于铜管路，如果已经发生锈蚀，点蚀的
情况会随着氧含量的增加而加重。
3.1.2铜水管可以有效抑制包括军团菌在内的多
种细菌
Dick van der Kooij [2]等人，通过实验装置（见图
3.1-1）测试：在250天内，铜管上的军团菌浓度要比
不锈钢管及PEX管上小的多（见图3.1-2），然而，铜
管中的微生物膜与不锈钢管中的很相似，因此可以
认为对铜耐受力高的微生物群落组成对于军团菌的
增殖是不利的。然而在长达两年的运行后，铜管中
的军团菌的量与其他两种管材达到了相同的水平。
甚至，在第857天，测得的铜管中的军团菌的量还比
其他的高, 这个现象说明铜管对于军团菌的抑制作用
随着铜表面的腐蚀的积累逐渐消失。
同 时 徐 萍 [3]等 人 通 过 生 活 热 水 模 拟 实 验 装 置

图3.1-1 试验装置系统示意图

（由水箱、加热器、温度计、循环水泵、阀门、温
控装置、以及补水管道构成）进行的测试中说明在
热水管道中,铜管的细菌含量也小于PPR管及热镀锌
钢管等.细菌总数测试结果如下：
3.2 薄壁不锈钢管
不锈钢材料中含有铬、镍等元素,当铬、镍浸蚀
在氧气中时，会在材料表面形成一层很薄的铬、镍
氧化物保护层，隔绝了材料与空气、水的接触。氧

图3.1-2 各管材军团菌浓度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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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温度、不同管材下，试验装置中细菌总数的测试结果（CFU/mL)
温度／℃

管道系统

加热水箱

自来水

PP-R管

铜管

镀锌钢管

ABS管

PP-R管

铜管

镀锌钢管

ABS管

32

76

14

230.3

180

4.3

4.3

180

134.5

0

38

2.5

0.8

11

23.3

2.8

2.8

117

42

0

42

0

1.3

0.5

0.5

1

1

1.3

0.8

0.8

45

0.3

0

1

1.5

0.8

0.8

0

13.8

0

55

0.8

0.3

0

0

0.5

0.5

1.8

0

0

mg / liter时，对不锈钢形成保护层是最有利的。

符合饮用水卫生要求及相关规范的的管材。
热水管道从安全卫生角度考虑，宜优先选用不

3.3 塑料管（PP-R管、CPVC管）
例如PEX等塑料水管在长期使用过程中，水管

锈钢管、铜管、CPVC管等不易滋生细菌的管材。

内壁会凝聚一层粘稠的杂质。在几个小时停止使用

选用铜管的管道系统，应严格控制管道流速，

水以后，这种内壁的杂质会使水管中的水变质、发

管道系统不宜过大，应尽量减少热水循环安装结构

臭、滋生细菌。相较不锈钢管及铜管，PEx管也更易

方式。
酒店等水质进行软化处理后热水系统不宜采用

滋生军团菌，而与PEX管比较，CPVC管不易滋生细

铜管。水质偏软，可溶固体总量小于300mg/L的水容

菌。
在Dick van der Kooij [2]等人所设试验模型其

易造成铜管腐蚀。
选用铜管管道热水系统，工作温度宜为50℃，

中回水的管道采用CPVC管，在第700天的测试中，
CPVC管材上并没有发现军团菌， 《氯化聚氯乙烯

不宜过高。控制管道中氯浓度。

（CPVC）冷热水管系统》[5] 中介绍CPVC 管内细菌

选用不锈钢管道系统，应控制氯化物热水中含

不易孳生，其实验水样中军团菌数测试量为PEX管的

量：316不锈钢宜小于200mg/L，304不锈钢宜小于

1/13，PP-R管的1/17，下图为中细菌在各水管中120

75mg/L。
定时供热水的系统因其水温周期性变化大，不

天的生长情况。

宜采用对温度变化较敏感及易滋生细菌的塑料热水
管。
CPVC管相较其他塑料排水管,不易滋生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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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常见灭火系统在文物古建筑中
的具体应用
侯远见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摘

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大批具有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不是被
周围的现代建筑包围就是被开发旅游，随之而来的就是出现火灾的危险越来越高，这是对古建筑最致命的伤害之一，因此，
对古建筑的消防保护就显得的尤为重要，本文主要阐述古建筑中各种消防灭火技术的应用。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urban construction,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scientific,
cultural and artistic value of the ancient building of the living space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narrow, not surrounded
by the surrounding modern architecture is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followed by is there The danger of fire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which is the most deadly damage to ancient buildings, therefore, the ancient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ancient buildings in a variety of fire fighting technology

关键词 消防技术；古建筑；灭火；应用
Key words:fire fighting technology; ancient buildings; fire fighting; application

古建筑是城市文明发展的标志，是祖先所留

力，火场上不需使用消防车或其他移动式水泵加

下的历史遗物、智慧、生活环境的综合体。保护和

压，而直接由消火栓接出水带、水枪灭火。当建筑

利用古建筑是加强对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研究发现的

高度小于等于24m时，室外高压给水管道的压力应保

物证所在，因此，保护具有艺术价值又有实用价值

证生产、生活、消防用水量达到最大，且水枪布置

的古建筑已经刻不容缓。首先古建筑有其自身的特

在保护范围内任何建筑物的最高处时，水枪的充实

点，结构强度不大，建筑密闭性不好，砖木、砖混

水柱不应小于10m。当建筑物高度大于24m时，应立

结构较多，同时灭火设施又要求做到不对文物本体

足于室内消防设备扑救火灾。

及其环境风貌造成影响或者破坏，这样就造成了消

b、临时高压给水管网

防灭火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采用何

在临时高压给水管道内，平时水压不高，通过

种灭火方式比较适合就应该根据文保建筑自身具体

高压消防水泵加压，使管网内的压力达到高压给水

情况而定，以下为几种常见的灭火系统。

管道的压力要求。当城镇、居住区或企事业单位有
高层建筑时，可以采用室外和室内均为高压或临时

一、室外消火栓给水系统

60

高压的消防给水系统，也可以采用室内为高压或临

（1）系统分类

时高压，而室外为低压的消防给水系统。气压给水

1）按水压要求分类

装置只能算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一般石油化工

a、高压给水管网

厂或甲乙丙类液体、可燃气体储罐区多采用这种管

高压给水管网是指管网内经常保持足够的压

网。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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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低压给水管网

布置成枝状管道。即是管网有设成树枝状，分枝后

低压给水管网是指管网内平时水压较低，火场

干线彼此无联系，水流在管网内向单一方向流动，

上水枪的压力是通过消防车或其它移动消防泵加压

当管网检修或损坏时，其前方就会断水。所以，应

形成的。消防车从低压给水管网消火栓内取水，一

限制枝状管网的使用范围。

是直接用吸水管从消火栓上吸水；二是用水带接上

现存的古建筑大部分都在较偏远、交通不便的

消火栓往消防车水罐内放水。为满足消防车吸水的

地方，因此当地的消防给水和居民生活用水基本都

需要，低压给水管网最不利点处消火栓的压力不应

是合用，所以消防管网都是枝状管网，按《导则》

小于0.1MPa。一般城镇和居住区多采用这种管网。

中规定文物建筑室外消火栓给水管应布置成环状。

对于文物建筑而言采用常高压系统应为首选、

向室外消火栓环状管网输水的进水管不应少于2 条，

其次为临时高压系统，对于低压系统按现在的设计

当其中1 条发生故障时，其余进水管应能满足消防用

要求基本不会出现。因为常高压系统是最安全的消

水总量的供给要求，环状管道应用阀门分成若干独

防系统，受到的不安全控制因素没那么多，包括消
防水泵能否自动启泵、电器控制柜是否能时刻保持
正常运转等，同时有好多文保项目在山区利用附近
山坡较高的地段设置高位消防水池，做成常高压系
统是比较合理的系统设计。文物建筑临时高压相对
常高压来说消防系统的安全系数就要小一些，受到
的控制因素稍多，但也是文物消防中非常重要的一
种消防灭火供水形式。现在的古建筑在室内设置消

立段，文物消防保护区内，每段内消火栓数量不宜
超过2 个。同时管道管径也做了规定：室外消火栓
给水管道的直径不应小于DN100。室外消火栓应至
少有DN100 和DN65 的栓口各1 个，直接用于扑救室
外火灾而非用于消防车取水的消火栓，可选用两个
DN65 的栓口。从以上规定可以得出，环状消防给水
管网对古建筑消防灭火是不可或缺的。
（2）室外消火栓布置的消防要求

火栓的情况不多（除非建筑物自身建筑高度很高，

对于文物建筑室外消火栓设置安装应明显容易

室外消火栓灭火不能保护到建筑的全部范围），消

发现，方便出水操作，道路条件许可时，室外消火

防水灭火在室外设置消火栓，业内惯用的说法为

栓距文物建筑的排檐垂直投影边线距离宜大于建筑

“室内消火栓室外用”室外消火栓的压力、流量等

物的檐高尺寸，且不应小于5m。重檐建筑，应按头

均按室内消火栓的要求计算，所以低压系统对于现

层檐高计算。道路宽度受限时，在不影响平时通行

在的文物消防设计一般不会采用。同时按照导则中

和火灾使用的前提下，可灵活设置。

的要求室外消火栓栓口的压力从室外设计地面算起
不应小于0.1MPa。

文物消防安全工程庭院内的室外消火栓，宜置
于建筑物两侧道路或便于观察到的地方。室外消火

2）按管网平面布置分类

栓给水管道宜埋地敷设，且不得对文物建筑基础扰

a、环状消防给水管网

动破坏。以上规定和民用建筑的要求区别不大基本

城镇市政给水管网、建筑物室外消防给水管网

相当。

应布置成环状管网，管线形成若干闭合环，水流四

（3）室外消火栓保护半径与最大布置间距的设计

通八达，安全可靠，其供水能力比枝状管网在1.5―

此处的规定内容和民用的要求出路较大，做文

2.0倍。

物消防设计的需按此处规定严格执行。

b、枝状消防给水管网

（4）室外消火栓的流量与压力设计

在建设初期或者分期建设和较大工程或是室外

室外消火栓的流量按《导则》中的相关要求设

消防用水量不大的情况下，室外消防供水管网可以

计，压力按室内消火栓的压力计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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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防火设计导则里的相关内容。

室外消火栓布置间距和保护半径
类别

消火栓间
距（m）

消火栓保护
半径（m）

未设室内消火栓的文物消防保护区

20～50

—

文物消防控制区及设有室内消火栓
的文物消防保护区

30～60

80

文物消防保护区以外区域

60～120

150

注：灭火过程中，内庭院内有隔墙等障碍物阻挡时，每个内庭
院内，至少设一个室外消火栓。

三、自动喷淋灭火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是人们同火灾斗争中出现和
发展起来的一种固定式自动灭火系统，是当今世界
上公认的最为有效的自救灭火措施，是应用最为广
泛、用量最大的自动灭火系统。它具有自动灭火和
自动报警的功能。它用水作灭火剂，平时处于准工

（5）室外消火栓的形式

作状态，一旦保护区域内发生火灾，火灾发生区域

室外消火栓，传统的有地上式消火栓、地下式

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会发生动作，扑灭火灾。

消火栓，新型的有室外直埋伸缩式消火栓。

我国现行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规定，国家

文物建筑宜采用地上式室外消火栓；有可能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砖木或木结构建筑，应设置

冬季结冰的地区宜采用干式地上式室外消火栓，严

闭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传统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寒地区宜设置消防水鹤。当采用地下式室外消火栓

安装在古建筑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第一，

时，应设明显的永久性标志；当地下式室外消火栓

使用大量的水作为灭火剂，水渍损失在火灾扑救中

的取水口在冰冻线以上时，应采取可靠的保温措

不可避免。古建筑由于内部可能会有一些文物、书

施。

画、特别对于在墙上有彩绘的壁画、和内部有泥塑
对于室外消火栓的形式现状是北方的基本采用

（寺庙里的菩萨像等大部分都是泥塑的烧制而成）

的是地下式，南方采用的是地上式，对于新设计的

等忌水文物的古建筑等文保建筑水灭火对文物本身

古建筑采用室外直埋伸缩式消火栓应为首选。

伤害较大的基本就不考虑了，在这些系统动作时，
大量的水会造成水力冲击破坏及水渍损失，造成文

二、室内消火栓给水系统
室内消火栓在现代文物建筑消防设计中不常

二，在使用这些灭火系统时的水源问题。大多数古

用，主要是考虑依据《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

建筑都是依山而建，或在远离市区的地点，市政管

行）》总则的1.0.5条文物消防安全工程应避免对文

网很难延伸到，因此水源又成了另一个问题。第

物本体及其环境风貌造成影响或者破坏大部分的古

三，是安装管网管径大、管路多、设备多，包括水

建筑的要求，我国古建筑的结构形式大部分为：砖

池、水泵、雨淋阀、DN80以上管网等，大量地占用

木、砖瓦、纯木等结构同时建筑年代都有上百年的

了古建筑的用地，同时也有可能破坏古建筑的室内

历史，随着时间流逝砖木等材料的老化整个房屋结

结构，也影响建筑整体的美观。第四，管道漏水 渗

构各方面的承载力都已经大不如前，室内消火栓水

漏也是个大问题，管道将来的维修拆改 都会对文物

柱的冲击力本身又比较大，在灭火的过程中很容易

建筑本身造成二次破坏。

会造成对文物建筑结构的破坏，有的甚至会造成文
物建筑坍塌等二次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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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以及古建筑自身的另一种不可恢复性破坏。第

基于自动喷水的以上一些特点，一般古建筑文
物消防不考虑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只有文物建

在室外消火栓能保证消防灭火的前提下尽量不

筑是砖（石）结构、近年重建（复建）的文物建筑

做室内消火栓系统，对于室外消火栓不能保护的建

以及没有传统彩绘的近现代文物建筑，在不破坏本

筑物，如需设置具体设计要求参考民用建筑和文物

体及严重影响环境风貌、结构强度满足自动喷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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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系统管道安装和系统喷放要求时且用于住宿、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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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轻，具有背起即走的特点。

饮等经营性活动的民居类文物建筑，设置自动喷水

a、高能电池型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灭火系统。

装置配有高能电池，无需外加电源，按一下按
钮即可喷雾，可肩背、手提、拖拉，操作方便；能

四、固定消防水炮灭火系统
自动消防水炮是电气控制喷射灭火设备，可以

够快速扑救突发初期火灾，特别适合在古建筑内进
行消防保护。

进行水平、竖直方向转动，通过红外定位器和图像

b、汽油机型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定位器自动定位火源点；开花/直流出水状态自动切

此装置除动力方面和电池型不同外，其他基本

换，快速准确灭火。
此系统为在解决民用、公建等大空间建筑消防

一致。
2、推车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提供了一个很好地途径和解决方案，但对于文物建

推车式细水雾灭火装置以高能电池或柴油为动

筑因其自身的特点和诸多限制，固定消防水炮灭火

力源，随时移动，灵活机动，可作为快速移动的微

系统及自动扫描高空射水装置等类似此种灭火装置

型消防站使用。

就显得不很从容，大部分文物建筑结构本身承载力

（2）灭火机理

都不是很强，有可能承受不了此种系统强烈的瞬间

水从一种特殊材料的喷头喷出时，形成颗粒在

冲击力，会对文物建筑造成二次伤害。
因此，固定消防水炮灭火系统及自动扫描高空
射水装置在文物建筑消防灭火中很少出现。

10-100um的水雾，高压超细水雾颗粒多在10um以
下，遇火灾后迅速气化，体积可膨胀1700-5800倍，
吸收大量的热，使燃烧表面温度迅速降低，同时，
水汽化后形成水蒸气，将燃烧区域整体包围和覆

五、高压细水雾系统

盖，使燃烧因缺氧而窒息。

（1）分类

（3）适用范围及主要特点

固定式和移动式：a、固定式有传统的管路式，

1）高压细水雾灭火系统可扑灭A类（固体）、

类似自动喷洒系统整个房间都设置，还有一种新型

B类（液体）、C类（气体）及电气类火灾，具有

的叫高压细水雾消火栓；b、移动式高压水雾系统有

耗水量小、灭火效率高，不污染环境、对人体无害

推车式和背负式。

和对电气设备无影响的优点，是非常先进的灭火技

1）高压细水雾消火栓：由消火栓箱体、不锈钢
高压球阀、高压细水雾组合喷枪等组成，组合喷枪

术，愈来愈受到业内的青睐，并在各个领域得到广
泛的应用。

可通过高压软管与管道进行快速连接，进行现场喷

2）高压细水雾系统工作压力为10-16MPa，可与

雾灭火。可扑灭A类、B类、C类、电气类等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进行联动，实现自动或手动控制，工

特别适合在古建筑内应用。此种设备基本类似于民

作可靠，系统响应时间短，维护方便，性价比高。

用建筑里的室内消火栓设备。

同时具有以下特点

2）移动式高压细水雾：移动式高压细水雾消防
装备具体有以下几种。
1、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a.安全环保——以水为灭火剂，对环境、保护
对象、保护区人员均无损害和污染。
b.高效灭火——遇火后细水雾立刻汽化，迅速

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有两种，一种是高能电

降温，冷却速度比一般喷淋系统快 100倍。高压细水

池型，一种是汽油机型。这两种装置具有体积小，

雾具有水和气体双重性质，可以解决全淹没和遮挡

63

建筑消防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的问题，还可以防止火灾的复燃。
c.净化作用——能净化烟雾和毒气，对CO、

灭火系统一般会在建筑内或者外面布置上高压细水
雾消火栓进行保护。
二：在特别重要的文保建筑、火灾危险性较高

CO 2、HCN、H 2S、HCl等由很强的吸收能力，有利
于人员安全疏散和消防员的灭火救援工作。
d . 屏 蔽 辐 射 热 —— 对 热 辐 射 有 很 好 的 屏 蔽 作

的场所除布置高压细水雾消火栓外，还可以再配备
若干个移动式高压细水雾消防装备。
消防装备适合放置在值班室或重要建筑附近，

用，达到防止火灾蔓延、迅速控制火势的效果。
e . 水 渍 损 失 小 —— 用 水 量 仅 为 水 喷 淋 的

当发现火情后，能够快速移动至火源进行灭火。推

1%～5%，避免了大量的排水对文物、书籍等的损坏

车式高压细水雾比较适合院落式、街道式能实现快

和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速移动的文保建筑灭火，不适合那种山区、室外道

f、系统寿命长——所用泵组、阀门和管件均采
用耐腐蚀材料，系统寿命可长达60年。

路较窄及道路有较多台阶等。根据市场现有产品
设备技术参数中软管长度计算可得，保护半径一

g、安装简便——相对于传统的灭火系统而言，

般控制在50米范围（不考虑推车在灭火时的移动距

管道管径小，仅为10-60mm，使安装费用也相应降

离）。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可以作为在不能设置

低，对古建筑风格、建筑的损害将至最低（此处是

推车式高压细水雾的一个有效补充，具体设置数量

针对室内）。

应根据当地消防站、每个消防站平时配备的消防值

h、维护方便——仅以水为灭火剂，在备用状态
下为常压，日常维护工作量和费用大大降低。

班人员及文保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等具体情况考
虑。
以上两种方案只是结合具工程设计给出的消防

I、占用空间小——系统不用建立大容积消防水
池，泵组和水箱只占用很小空间即可。

灭火系统组合，因古建筑的具体情况千变万化不尽

（4）细水雾灭火系统应用在文物古建筑中的优势

相同，具体的可再结合古建筑的规模、重要程度及

通过对细水雾系统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细

对建筑外观效果的保护等可以采取更适合本建筑的

水雾灭火剂在扑灭古建筑火灾时灭火效果明显优于

消防灭火系统组合（包括可采用其中一种灭火系统

其他灭火系统，其灭火迅速，而且不会复燃。我国

或同一种设备设置的数量等）。对于传统的类似自

古建筑多采用木结构，在一些宗教场所则点有松油

动喷洒房间满铺的管路式高压细水雾系统，应该谨

灯，而细水雾灭火剂在灭这些建筑及场所火灾时的

慎的适当的应用毕竟他们的设置会对古建筑的整体

灭火能力明显要优于常规的灭火剂，所以从灭火有

效果有一定的影响和破坏。但移动式高压细水雾此

效性来讲，细水雾灭火系统在古建筑中应用占据优

种灭火系统应该在文保建筑消防中大量的推广和应

势。此外，前文提高的普通水喷淋系统在古建筑中

用。

的缺陷，细水雾系统均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一是灭
火用水量小，不会造成大范围的水渍损失，也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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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气体灭火系统

要考虑水源的问题。二是管径小，易铺设，也可进

气体灭火系统是指平时灭火剂以液体、液化

行暗铺，不会影响古建筑整体景观。三是细水雾灭

气体或气体状态存贮于压力容器内，灭火时以气体

火系统较其他水喷淋系统节省管网材料，水灭火剂

（包括蒸汽、气雾）状态喷射作为灭火介质的灭火

也较气体灭火剂要经济许多。

系统。并能在防护区空间内形成各方向均一的气体

（5）高压细水雾在古建筑内的具体应用

浓度，而且至少能保持该灭火浓度达到规范规定的

一、对于文保建筑如果选定了高压细水雾此种

浸渍时间，实现扑灭该防护区的空间、立体火灾。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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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系统对房间、门窗密闭性要求很高,对全淹

既能达到灭火效果的同时又尽量不破坏文保建筑本

没系统防护区的围护结构允许压强不宜小于1200Pa。

体及影响建筑本身的环境风貌，尽可能达到二者的

我国文保建筑大部分为砖木、砖混、纯木等结构房

完美结合。对于消防的理解我们更应该立足于防，

间密闭性都不算好特别是房间门大部分都是木门而

做好预防是精髓，特别是对于重要的文保建筑我们

且年代久远密闭性非常差，同时窗户的承压是否能

更应该把防做到极致，不论是设置自动火灾报警系

满足1200Pa也是个很大的疑问，一般古建筑特有的油

统还是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巡防都应该是我们立足

饰彩绘不宜用水扑救火灾的文物建筑，在不破坏文

于防的根本，同时也要有一些必要的消防灭火设施

物风貌不损伤重要彩（壁）画等前提下，同时房间

做到防消结合更好的保护我们珍贵的文保建筑。

的密闭性和结构承压均能满足气体灭火的要求时，
设置气体灭火系统，喷头出口射流方向离文物距离
不应小于0.5m。
综合分析：总体来看气体灭火在文保建筑中应
用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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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筑灭火器
灭火器，又称灭火筒，是一种可携式灭火工
具。灭火器内藏化学物品，用以救灭火警。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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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来扑灭刚发生的小火。不同种类的灭火筒内藏
的成分不一样，是专为不同的火警而设。使用时必
须注意以免产生反效果及引起危险。
基于灭火器其灭火性能及使用优点等特点，在
文保建筑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灭火系统，同时其种
类多种多样，现在在文保建筑中比较常见的还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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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9号

用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剂。主要布置规定：a、文物建
筑按严重危险级配备灭火器。b、应选择对受保护文
物、文物建筑危害小的灭火器。c、文物建筑每层配
置的灭火器不应少于2 具。d、每个设置点的灭火器
数量不宜多于5 具。现在在文保建筑和市政管廊灭火
上都有使用悬挂式超细干粉灭火器，相比于其他种
类的灭火器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实现自动报警、自
动灭火，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就能灭火，但其缺点
就是会对文保建筑的外观、环境风貌造成影响。
总结，本文简单的介绍了各种消防灭火系统在
针对各种不同文保建筑时，采用何种消防灭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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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体厨房灭火系统研究
赵伟薇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对城市综合体厨房火灾发生的原因、火灾特点、现行规范要求和灭火机理进行了分析，建议城市综合体厨房火灾
的扑灭宜采用厨房自动灭火装置。后文根据现行规范给出了厨房自动灭火装置的设计要求，便于日后对城市综合体厨房灭火
系统的选择和设计有更清楚的了解。

关键词

城市综合体 厨房火灾 厨房自动灭火装置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

火灾易复燃，一旦燃烧2min后油面温度可达400℃，

变，餐饮服务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餐饮服务业的

在350℃后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自燃温度为65℃的

崛起使得厨房火灾事故也随即增加，2007年，辽宁

可燃物。

省朝阳市百姓楼总店厨房大量燃料泄漏造成特大火

1.2 厨房灶台燃料泄漏引发火灾

灾，11人死亡，16人受伤；2016年长沙市河西餐厅厨

现行的消防规范对于厨房在设置位置、平面布

房因燃气泄漏造成特大火灾，造成10人受伤。城市

局、燃料选择及供给管道、消防设施、通风排烟和

综合体厨房除具有一般火灾的危险性外，还因其位

防爆泄压等方便未做详细的规定，厨房是使用明火

置处于商业区具有人员密集，餐饮厨房与商铺间距

进行作业的场所，使用燃料一般有液化石油气、天

小，可燃物堆放集中，通道狭窄不好扑救等特点，

燃气、煤炭等，在操作和使用过程中，若不能按章

因此一般综合体厨房火灾均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

操作，很容易产生泄漏、燃烧、爆炸以及煤气中毒

人员伤亡，而且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等事故。

1 厨房火灾的特点及火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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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排烟罩或排烟道内累积的
油污遇明火而着火

厨房是建筑物中唯一有火源，并且频繁使用火

厨房常年存在大量煤炭、气火，因其场所的特

源进行食用油类加工的场所，据统计30%以上的火灾

殊性，所处环境一般都比较潮湿，在这种条件下，

由厨房引起。

燃料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不均匀燃烧物及油气蒸发产

根据燃烧的三要素，预防火灾的有效手段是隔

生的油烟很容易积聚下来，形成可燃物油层和粉

离可燃物与点火源。在厨房内可燃物与点火源同时

层，附着在墙壁、烟道和抽油烟机的表面，如果清

存在，厨房发生火灾有几种情况：

扫不及时可能引发油烟火灾。

1.1 食用油因温度升高引发火灾

1.4 厨房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引发火灾

厨房的动植物油火灾为F类火灾，动植物油的主

厨房中用铝心线代替铜心线、电线不穿管、电

要成分是甘油三酯，密度比水小，不溶于水，火灾

闸不设保护盖的现象处处可见。这些设施在水汽、

时遇水易产生喷溅。食用油自然温度为350~380℃，

油气和烟气的长期腐蚀下，绝缘层老化极快，很容

在烹饪中一旦温度过高就会发生火灾。此外食用油

易发等漏电、短路起火。另外，厨房内运行的机器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较多，超负荷用电现象十分严重，特别是一些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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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灾。

率的电器设施，在使用过程中会因电流过大导致线

用灶头火力猛，烹调用食用油升温迅速，许多

路发热起火，这也是引发厨房火灾事故的一个方

烹饪手法均是在烹调油温超过自燃点的燃烧状态下

面。

进行。
火用电设备集中，相互连接，错乱的各种电

2 综合体厨房火灾的特点及引起火灾的原因

线、电缆、插排等。厨房设备用电功率不断增大，

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新的建筑结构、装饰装

但是电气线路疏于改造；厨房湿度大，油污易附着

修材料和烹饪设备在大型综合体中往往得到广泛应

沉积，容易使绝缘层氧化造成线路短路；此外厨房

用，也成为新的火灾隐患。

内的其他电气、电动厨具设备和灯具开关等在大量

2.1 综合体厨房布局多样化

烟尘、油垢作用下，也容易造成短路，引起火灾。

在综合体内，购物、餐饮、娱乐为一体，既有

烟净化装置不规范。为了防止饮食业油烟对

封闭式大型商用厨房，又有敞开式仅做区域分隔的

大气环境和居住环境的污染，餐饮业厨房必须安装

小型商业厨房，且由于商业开发滞后，在初期建设

油烟净化装置，但是没有对其消防安全作出相关规

时往往不预先考虑商业厨房的特殊功能，由普通结

定，使其成为火灾的一个隐患。

构临时构建或装修分隔，造成商业厨房内与其他部
位没有完备的防火措施，还有许多商业及厨房设置
在地下建筑内，严重阻碍火灾发生时人员的逃生与
安全疏散，火灾危险性极大。

3 厨房火灾相关规定
国际上对火灾分类的趋势是将食用油火灾单
独划分，NFPA10（《NFPA10 Standard for Portable

2.2 综合体厨房通风系统复杂

Fire Extinguishers》）明确规定涉及可燃烹饪介质的

综合体建筑四周多为封闭式构造，为保证厨

厨具设备火灾为K类火灾。美国已有相关规范对K类

房内空气质量，一般需要设置复杂的通风系统，长

危险物质的灭火剂提出要求，NFPA10规定存在可

距离的排烟管道，带来了火灾危险性。厨房因其场

燃烹饪用油的厨房区域必须设置K类火灾灭火器，

所的特殊性，所处环境一般都比较潮湿，在这种条

推荐优先选择湿式灭火器。NFPA17（《NFPA17

件下，燃料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不均匀燃烧物及油气

Standard for Dry Chemical Extinguishing Systems》）

蒸发产生的油烟很容易积聚下来，形成可燃物油层

规定干粉灭火系统可用于保护餐饮和商业厨房的集

和粉层附着在烟道表面，如果清扫不及时，就会有

烟罩、排烟管。NFPA17A（《NFPA17A Standard for

引发油烟火灾的可能。此外，排烟管道外层保温材

Wet Chemical Extinguishing Systems》）规定湿式化

料具有可燃性，排烟管内温度过高可能引燃隔温材

学灭火系统主要用于餐饮和商业厨房烹饪设备及附

料，使火灾沿排烟管道蔓延。

属设备。NFPA96（《NFPA96 Stand for Ventilation

2.3 厨房设备多样化

Control and Fire Protection of Commercial Cooking

综合体厨房的使用空间一般都比较紧凑，各种

Operations》）规定商业厨房烹饪设备安全操作方法

大型厨房设备种类繁多，为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

及防火间距，对集烟罩、油烟净化装置、排烟管、

其厨房设备往往具有多样化，复杂化，专业化，多

进排风管道的材料、尺寸安装方法等均提出了消防

功能的特点。

要求，电气、照明灯等辅助设备的消防安全以及灭

烹饪设备多样化要求厨师具备相应的操作水

火系统与排气系统的联动等均提出了要求，并明确

平，若操作人员缺乏相关培训很容易因误操作引起

提出油烟净化装置、集烟罩排气增压系统和管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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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必须安装灭火设备。

细水雾的灭火机理是冷却和局部窒息，轻水泡

我国对火灾分类采用《火灾分类》（GB4968-

沫灭火系统的灭火机理是隔离灭火，皂化反应的灭

2008）中规定的火灾种类，将烹饪器具内的食用油

火机理是与可燃物发生化学反应间接灭火。食用油

火灾进行了独立分类，定义为F类火灾。但是泡沫灭

火灾的特点1是燃点高，2是火灾时产生自燃温度很

火剂、灭火器设置规范等尚未将厨房食用油火灾单

低的化学物易复燃。皂化反应泡沫可在最低70℃时

独分类。在实际工程设计中，仍将厨房火灾归类为B

促进食用油水解皂化生成硬质酸碱金属化合物，其

类液体火灾，由于厨房火灾的特殊性，采用专用的

为双极性物质，一级与油相容，另一极与水相溶，

厨房设备灭火装置对于降低厨房火灾发生几率，减

且该物质能产生泡沫，致使油的表面形成泡沫隔离

少厨房火灾损失十分必要。《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层，隔绝空气与高温食用油，起到灭火的作用。高

GB50016-2014 第8.3.11条规定，餐厅建筑面积大于

温食用油通过牢固皂化泡沫层加热泡沫层上的水，

1000m2的餐馆或食堂，其烹饪操作间的排油烟罩及

使水蒸发从而起到冷却食用油的作用，防止油复

烹饪部位应设置自动灭火装置，并应在燃气或燃油

燃。国内的厨房专用灭火系统多采用皂化反应泡沫

管道上设置与自动灭火装置联动的自动切断装置。

与冷却水相结合的方式，先喷射湿式灭火剂灭火，

食品工业加工场所内有明火作业或高温食用油的食

再喷射冷却水进一步冷却。

品加工部位宜设置自动灭火装置。对于厨房自动灭

轻水泡沫灭火剂指包含水成膜泡沫、氟蛋白泡

火装置的设计安装应满足《厨房设备灭火装置技术

沫、防冻剂等水基剂的灭火剂。我国已对水基泡沫

规程》CECS 233的规定。对于厨房设备灭火装置的

灭火剂给出了定义和分类，其毒性和灾后清洗难度

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等应满足《厨房设备灭

均大于皂化反应泡沫和细水雾灭火剂。

火装置》GA 498-2004的规定。

5 厨房专用灭火装置
4 厨房火灾灭火机理

5.1 厨房专用灭火装置的组成

厨房内既有可燃液体，又有可燃气体，所以厨

厨房设备灭火装置由火灾探测器、灭火剂贮存

房火灾是不能单纯用水来扑救的。厨房食用油火灾

容器组件、驱动气体贮存容器组件、管路、喷嘴、

是F类火灾，应采用专用灭火剂。目前国内主要有细

阀门、阀门驱动装置、火灾探测部件、控制装置、

水雾灭火系统，轻水泡沫灭火系统和皂化反应泡沫

冷却水切换构件及紧急手动装置组成，在发生火灾

专用灭火系统。

时能够自动探测火灾并实施灭火的成套装置。它弥

图1 厨房专用灭火装置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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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了单独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气体灭火系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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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厨房设备专用灭火装置的设计

泡沫灭火系统不够经济、灭火效果不佳的缺陷。

6.1 厨房专用灭火系统设置要求如下

5.2 厨房专用灭火装置的特点

（1）灭火介质采用厨房设备专用灭火剂。

厨房设备灭火装置可以自动探测火灾，自动实

（2）一套厨房设备灭火装置只保护一个防护单

施灭火；自动关闭风机，自动切断燃料供应；喷放

元。一个防护单元需采用多套厨房设备灭火装置保

灭火剂后，能自动切换喷放冷却水，防止复燃；设

护时，应保证这些灭火装置再灭火时同时启动。

有手动启动及机械启动构件，在没有电源的非常情

（3）喷嘴应设置在灶具上部的中心轴线处。喷

况下也能正常启动，实施灭火；可自动发出声光报

嘴的布置应使厨房设备灭火装置所保护的面积内不

警，冰箱消防控制中心输送火灾信号。

留空白，并应均匀喷放灭火剂。

5.3 厨房专用灭火装置工作原理
当油锅内的食用油加热至自燃或集油烟罩和

（4）烹饪设备的每个灶具上部应设置感温器和
喷嘴。

烟道内积存的油垢遇到火星燃烧，其温度达到感温
易熔金属探测器设定的温度时，感温易熔金属探测

（5）排烟管道应在每个烟道进口端设置至少1
只向排烟管道内喷防灭火剂的喷嘴。

器会自动断开，通过机械驱动器关闭紧急燃料切断
阀切断燃料供给，启动声光报警器，切断厨房内电

（6）保护排烟罩的喷嘴应设置在滤油网板的上
部，宜采用水平喷放方式。

源，关闭风机，将信号传至消防控制中心。同时向
被保护对象喷洒灭火剂，火灾扑灭后装置会自动切

（7）同一个防护单元内的所有喷嘴应在系统动
作时同时喷放灭火剂。

换到水系统向被保护对象进行喷洒降温并对厨房灶
台进行冲洗。装置的喷嘴既满足了喷放灭火剂的要

（8）冷却水管可与生活用水或消防用水管道连
接，但不得直接接在生活用水设施管道阀的后面。

求，又满足了喷放自来水进行冷却的功能，而且还
有防止使食用油外溅的功能,因此喷嘴有其特殊性

（9）厨房设备灭火装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时，
冷却水进水端的检修阀应处于开启状态。

能。

6.2 厨房专用灭火装置的设计
厨房设备灭火装置的保护范围应按防护单元的
面积确定：
（1）烹饪设备按最大水平投影表面积确定；
（2）排烟罩按滤油网板表面积确定；
（3）排烟管道按所保护的排烟管道内表面积确
定。
6.3 基本设计参数
（1）设计喷射强度：烹饪设备0.4L/s·m 2，排
烟罩和排烟管道0.02L/s·m2；
（2）灭火剂持续喷射时间10s；
（3）喷嘴最小工作压力0.1 MPa；
（4）冷却水喷嘴最小工作压力0.05MPa；
（5）冷却水持续喷洒时间5min。
图2 厨房专用灭火装置控制原理示意图

6.4 厨房自动灭火设备设计用量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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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压力。
式中 m ——厨房自动灭火装置设计用量（L）；

N ——防护单元内所需设置的喷嘴数量；
Q ——单个喷嘴的喷射速率（L/s）。
t ——灭火剂喷射时间；
6.5 喷嘴数量计算
防护区内所需设置的喷嘴数量应按下式计算：

（2）灭火剂输送管道宜采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不应使用碳钢管和复合管。
（3）驱动气体输送管道应采用铜管或高压软
管。
（4）管道变径时应使用异径管。
（5）管道应设固定支吊架，间距不应大于
2.5m。

7 结论及展望
式中 N ——防护单元内所需设置的喷嘴数量；

n ——保护对象的个数；
S ——保护对象的面积（m2）；
W —— 保 护 对 象 所 需 的 设 计 喷 射 浓 度 （ L /
s·m2）；
6.6 厨房自动灭火装置安全设计要求
（1）厨房自动灭火装置设置的形式及数量，应
根据厨房设备的类型、规模、环境条件等因素综合
考虑确定。
（2）厨房自动灭火装置应在燃气或燃油管道上
设置与自动灭火装置联动的自动切断装置。
（3）排烟管道的保护长度，应自距离排烟管道

城市综合体厨房火灾具有发生频率高、蔓延速
度快、扑灭难度大等高危险性特点，在经济快速发
展下，我国综合体厨房在建筑格局、通风系统、环
保设备等方面呈现出严峻的火灾形势。我国消防法
规对于综合体厨房消防重视程度不够，导致综合体
厨房防火措施落后，灭火装备投入不足，加大了综
合体厨房火灾危险性。在工程设计中设计人员遇到
厨房时，宜在设计过程中明确厨房灭火系统设置设
计原则，根据厨房的规模估算厨房灭火系统的大小
及厨房灭火系统形式。在施工图设计中应配合厨房
专项设计，确定灭火装置的设计位置和安装技术要
求，并对于供水、燃气供应联动和火灾报警系统与
控制中心的接口等技术内容进行确认。

延伸段最近的烟道口进口端算起，向内延伸不小于
6m。
（4）厨房自动灭火装置应采用经国家消防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型式检验合格的产品。
6.7 系统组件及管材选用

[1].《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6.7.1 系统组件要求

[2].《厨房设备灭火装置技术规程》CECS233-2007.

（1）贮存装置应设置在防护单元附件，并采用

[3]《厨房设备灭火装置》GA 498-2004

防腐措施。
（2）驱动气体应选用惰性气体，宜选用氮气。
（3）喷嘴应设有放置灰尘或者油脂杜塞喷空的
防护装置。
6.7.2 管材选用
（1）管道及附件应能承受最高环境温度下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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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泉 安全供水专家

SAFE WATER SUPPLY SPECIALIST

KQGV数字集成全变频供水设备
KQGV Digital Integrated Frequency Adjustable Water Supply Equipment

凯泉承诺 四高一简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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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靠
IP55防护，可靠性高
双PLC技术，安全稳定

高性能
全参数检测，智能供水
智能远程监控，无人职守

高节能
全数字变频，模拟终端恒压
凯泉专利，节能10~20%

高品质
全新结构，机电一体化
标准化模块化设计，品质保障

简单易用
一键设定免调试
参数自适应

五年质保
五年质保
终身免费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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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物流库水消防设计
Elementary discussion on water fire protection design
of logistics warehouse
杜 平
北京市工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摘

要】

常规的物流库水消防设计涵盖室内外消火栓系统、自动灭火系统和建筑灭火器，其中以自动灭火系统占比重最大，系
统最为复杂。本文概括性的阐述了高架立体仓库的水消防设计，并针对一些常见的问题予以分析，提出解决的思路。

Abstract
The conventional water fire protection design of logistics warehouse include indoor and outdoor hydrant systems,
automatic sprinkler systems and extinguisher distribution in buildings, in which the design of automatic sprinkler
systems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and the system is the most complex. In this paper, the design of water fire
protection for high rack storage is briefly described, and some common problems are analyzed, and the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关键词 物流库 室外消火栓 室内消火栓 自动灭火系统 建筑灭火器
Key words:logistics warehouse, outdoor hydrant, indoor hydrant, automatic sprinkler systems, extinguisher
distribution in buildings

近年来，网络购物的井喷式发展，使得人们对

一、室外消火栓

快递的需求更加迫切。传统的3-7日送达的快递周

新建物流建筑大多位于高新区或城郊较偏远但

期，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快递行业之间

交通运输便利的地区，普遍存在市政水电等基础条

的竞争逐渐由“低运费”转变为“快捷+服务”的模

件不完善或者不满足接驳条件，需要建设方协调当

式，”即日达”、“微笑服务”、“便捷售后”等

地市政职能部门。即便如此，达到两路供水条件的

标签中，尤其以“快捷”体现的淋漓尽致。

少之又少。物流库建筑体积大，根据规范要求，室

快捷的快递服务离不开星罗棋布的物流站点

外消火栓设计流量很大，基本都达到45L/s，加之相

和中转仓库，一个城市甚至区县内的物流仓库的分

应的火灾延续时间为3h，这就需要消防水池储存大

布数量制约着快递的时效性。正因为如此，如今无

量的室外消防水量，另外还需设置室外消火栓增压

论是专职快递企业还是电商自有的快递业务，亦或

设备，这些无形中增加了初期投资。

者是连锁超市，都在大力发展物流仓储链。民用物

由于运输车辆频繁，加之卸货面防碰撞的要

流库设计也在勘察设计行业密集性的出现。笔者有

求，响应区域的室外消火栓往往采用地下型室外消

幸在最近五年内参与多项物流库的给排水和消防设

火栓，其他消防车道外沿设有绿地等区域在不结冻

计，在此予以归纳总结。

的前提下可采用地上型产品。

本文提到的物流库主要是指百货类的丙二类仓
储库房，多为高架立体自动化仓库，结构形式包括
轻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

二、室内消火栓
在南方地区（指室内温度不低于4℃的地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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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物流库项目，室内消火栓多采用湿式系统。

随着《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由于物流建筑的存储需要，要求库内保持较高

50084-2017）（以下简称2017版自喷规范）的实施，

的净高，加之建设方初期投资及节约运营成本的需

仓库型特殊应用喷头的加入，使得我国自喷系统应

求，2017年以前建设的北方地区物流库内基本不设置

用技术更为全面，有利于建设方因需制宜并减少投

采暖措施。因此，传统的湿式消火栓系统已经不适

资，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当然，新规的实施也

用。采用干式消火栓系统，室内消火栓干管接至室

让一部分争议消弭，比如ESFR系统是否可以应用于

外消防环网的连接处设置电磁阀，并且由库内消火

预作用系统。已废止的2005版自喷规范中，第4.2.6条

栓箱内的消防按钮开启。

及其条文说明都明确指出，在满足系统充水时间要

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求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干式或预作用系统。笔者参

（GB50974-2014）第7.1.6条，干式消火栓系统的充水

与的丰树集团济南、大连、沈阳等地的物流项目，

时间不应大于5min。因此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应考

对此条文，当地消防部门和审图机构均予以认可；

虑干式管网的容积，在实际设计和施工图审查过程

另外通过咨询了解，天津宜家项目等也采用ESFR预

中，这项工作往往被忽略。此项设计缺陷，会存在

作用自喷灭火系统。但在2017版自喷规范的4.2.7条则

很大的消防隐患，消防专业人员到场后无法通过消

明确了“当采用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时，系统应

火栓及时扑救或抑制初期火灾的蔓延。

为湿式系统，且……”，与国外规范及相关文献保

消火栓箱的放置，不得影响货物的存取和运

持了一致。这也就要求了在今后严寒、寒冷地区物

输，应尽量背靠结构柱或固定货架，在方便立管固

流库的自喷设计，若仍采用ESFR系统，需要额外设

定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占用货架摆放空间。比如，

置必要的采暖保证室内温度不低于4℃，无疑增加了

标准仓库货架的规格为2.0m×0.6m×2.0m（H），

建设方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非标定做的货架宽度往往超出一米，因此在施工安

但在笔者2017年以前的设计过程中，无论是标

装和固定时，应注意货架宽度对消火栓箱的遮挡，

准化仓库（最大净空高度小于13.5m）采用ESFR喷头

必要时需要在通道上方设置醒目的指示标志；此外

还是在更大净空高度的建筑采用“顶板下喷头+货架

还应在货架长度方向上保证箱门的开启不应小于

喷头”，预作用系统管道容积的制约使得单一报警阀

120°。

后的系统规模较小，使得建筑防火分区面积减少。以
烟台物流园设计为例，仓库采用“顶板下喷头+货架

三、自动灭火系统
提到物流建筑的自动灭火系统设计，常规应用

顶板下干管为DN200，经过计算，每百米管道容积达

的多为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自喷新规实施前，ESFR

到3141L，为了满足充水时间的要求，需控制防火分

喷头（早期抑制快速响应喷头）被广泛应用于高货

区面积在2000m2左右。尤其在2017版自喷规范中规定

架立体仓库的消防设计中。

对高低温场所宜采用双连锁启动自喷系统，管网充水

不同于民用建筑，高净空的仓库往往自喷设

时间不宜大于1min，管网计算容积进一步减少。除

计用水量比较大，配水干管管径往往达到DN200以

此以外，货架内置喷头及相应的管道部件固定在货架

上。为减少投资和保证配水均匀，仓库自喷系统管

上，设计需要与高货架专业设计同步进行，两方的沟

网形式一般采用环状管网和格栅状管网；当采用预

通协调无疑增加了设计周期；实际使用或者承租时货

作用系统时，不宜采用格栅状管网，同时对管道容

架布局的调整，原有喷头及支管也会面临拆除和二次

积进行校核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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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动扶梯底部设喷头的探讨
李祥华

李魏武

涂星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自动扶梯底部设置喷淋的布置形式，简要介绍了几种布置形式的特点，对不同形式的特点进行简要分析。

关键词

自动扶梯 消防喷淋 建筑防火

1 前言
关于自动扶梯底部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
不仅是以前的《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45-95）（2005年版）有明确规定，现行《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同样有明确规

2 扶梯底部喷淋布置的不同形式分析
针对不同的理解认识，在扶梯底部设喷淋，从
不同的形式进行相关分析如下：
一、只在最低一层扶梯底部设置喷淋，如下图
一所示：

定：二类高层公共建筑的自动扶梯底部应设自动灭
火系统且宜选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并为强条。而
如何设置，目前并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自动扶梯
底部设喷淋系统，为何要设置，怎样设置，规范并
没有明确。
另外，在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13J404）的
自动扶梯土建设计要求里（第59页2.13条）有明确
规定：“任何建筑结构核防护结构均不得作用于
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上。在其正上方，不可安
装消防喷淋装置”。这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8.3.3条是相互冲突的。但作为设计
人员来讲，还是应遵循《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为设
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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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多层扶梯看成一个整体，只在最低处（一
层）的扶梯底部设置喷淋。其理由是自动扶梯传送

现今对自动扶梯底部设喷淋主要存在两种理解

带为难燃材料，本身起火可能性极低，万一起火，

和认识：一种认为，将多层扶梯看成为一个整体，

扶梯周围的防火卷帘可以将自动扶梯与周围区域隔

扶梯的最低处为扶梯的底部，只需在最低处的扶梯

离，因而每层扶梯下设喷淋没有必要。之所以只需

底部设喷淋即可；另一种根据规范字面理解，认为

在最低一层自动扶梯底部设喷淋，主要考虑在最低

每层扶梯的梯级踏步下均为扶梯底部，而每层扶梯

一层自动扶梯下部空间或有堆放可燃物，起火可能

底部均需设喷淋系统。

性大而设喷头，这种做法也得到部分省区及消防专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家的认可。
从防火分区角度来看，扶梯中庭一般划分到最
低层的防火分区内，除最低层外，中庭周围均设防
火卷帘。因而这种在最低一层扶梯底部设置喷淋的
系统，直接接一层喷淋配水管网即可，无需为扶梯

建筑消防

高处扶梯底部喷头与最低层喷头水压力差过大。
④这种连接方法在施工和后期管理上，相对比
较复杂。
（2）每层扶梯底部喷头连管从所处楼层的喷淋
管上接入，如图三所示：

单设信号阀和水流指示器。
这种方法简单，系统直观，安装方便。
二、每层扶梯底部均设喷淋，又分两种形式:
（1）所有扶梯底部喷头从一层喷淋供水管上接
入，如下图二所示：

每层扶梯底部设置喷头，喷头配水管直接从本
层相邻喷淋系统接入，每层扶梯喷头的水流指示器
与本层相邻区域喷淋共用。这种连接方式，在设计
和施工操作上，相对比较容易实现，但也存在以下
二层及以上楼层的扶梯喷淋管道均从一层配水

几个问题：

管网通过单设立管接入，这种配管形式，是从防火

①水流指示器和防火分区不匹配，扶梯底部喷

分区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中庭和最低层一般是同一

头属于中庭防火分区而配水管从本层其他防火分区

防火分区。中庭和最低层共用防火分区和水流指示

接入，扶梯处火灾喷头动作时，消防报警显示火警

器。但是这种形式也存在以下问题：

区域时会显示在其他防火分区。

①二层及以上楼层的扶梯喷淋配水立管，因扶
梯周围是卷帘和扶梯的电机及牵引机构、往往不能

②火灾时，对中庭防火卷帘的自动报警和联动
控制有影响。

在扶梯周围就近设置；
②根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3 关于自动扶梯底部设喷淋的几点疑惑

（GB50084-2017）第6.3.1条“除报警阀组控制的洒水

①.自动扶梯底部设喷头保护的对象是扶梯本

喷头只保护不超过防火分区面积的同层场所外，每个

身还是人与其他可燃物？如果是保护扶梯本身，那

防火分区、每个楼层均应设水流指示器”，因而每层

扶梯的哪些部位需要保护呢？就扶梯而言，主要有

扶梯喷头均应有对应楼层的水流指示器。这样，导

梯级踏步、牵引设备、导轨装置、驱动装置、扶手

致扶梯中庭位置同一防火分区有多个水流指示器；

装置和电气控制等部件构成，相关设备都是不燃或

③通过单立管从一层接二层及以上扶梯喷头，

难燃材料，本身起火的情况极低。另外，扶梯本身

在楼层比较高的情况下，会导致同一防火分区内的

靠上一层扶梯底部的喷淋来保护的话，那么最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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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梯是不是需要在中庭最高空设置喷淋系统来保护

（上接自第74页）

呢？大多情况，多层扶梯中庭都超过了12m净高，一

设计，存在明显的使用局限性。

般都超过了布置喷淋的设置条件。

由此可见，在不采暖的情况下，物流仓库采

②.扶梯底部喷头，应选用什么类型？《自动喷

取较小的防火分区，增加了建造费用，也对承租使

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17）第6.1.7条中

用造成不便。因此应在综合比较增设采暖和小防火

“公共娱乐场所、中庭环廊宜采用快速响应喷洒喷

分区两方案的优劣后，在初步设计时拟定合理的设

头”。扶梯底部的喷头是否需要采用快速响应喷头

计方案。对于高架立体自动化仓库，笔者更倾向于

呢？规范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根据扶梯所处的场

增设采暖，室内消火栓和自喷设计可以采用湿式系

所（一般都近中庭位置）和火灾时火势的蔓延迅速

统，也便于存储饮料等液体商品。

性，扶梯底部采用快速响应喷头是有必要的。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第8.3.5条，在常规的自喷灭火系统设计确有困难
时，也可以采用固定消防炮系统等。不过，以笔者

4 结论
消防无小事，应提高全民对消防的重视。

刚刚完成的大连某物流项目为例当地消防审图部门

随着消防产品的不断更新与升级，消防规范及

认为，高货架（尤其是堆满货物时）会阻挡消防炮

要求也随技术的进步在不断完善，自动扶梯有其自

水流的灭火效果，水炮的密集布置使灭火点定位存

身的特殊性，对于规范中扶梯底部应设喷淋系统的

在误差，也使初期投资大幅增加。

规定，建议在规范修订中，有更详细明确的交代，
以免造成不同的理解。

四、建筑灭火器

关于自动扶梯底部设置喷淋的情况，消防规

根据《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的要求，丙

范与其他土建规范或图集等，在有相互矛盾的情况

二类仓储库房属于中危险等级，常规的磷酸铵盐干

下，应有协调，避免不同的设计人站在不同的设计

粉灭火器即可满足规范要求。
需要值得一提的是，建筑灭火器与消火栓箱整

角度而产生分歧。

体安装，需要复核灭火器的设置，较大的柱距及货
参考文献
[1]Code for fire protection design of buildings（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S].GB50016-2014.
[2]Code for design of sprinkler systems（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设计规范）[S].GB500842017-2017.
[3]屈震，刘志伟，吴晓麟，王赞瑞.自动扶梯及其端部
防火卷帘消防联动隐患与对策[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3(3):13.
[4]姚沁.自动扶梯的消防安全设计[J].研究报
告.2014(10):55.
[5]电梯 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
集.13J404.

架摆放的不确定性，使得灭火器不能满足最大的保
护距离要求，需另外增设灭火器箱，这点在设计过
程中往往容易被忽视。
设计人员在满足消防规范的前提下，最大限度
地满足业主需求。但是仓库的形式多种多样，规模大
小参差不齐，地域环境不同，建设方的需求也各有差
异，将物流仓库的水消防设计进行概括总结存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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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思园消防给水系统
改造实例浅析
李进
江苏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摘 要】
退思园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至十三年（公元1885-1887年），它建筑别具一格，充满
诗情画意。2001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退思园是同里古镇最有名的私家园林，是江南古镇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06
月25日，退思园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本文从古建筑的防火角度来分析火灾形成的原因,提出古建筑由于存在自身防火的先天不足,以及古建筑所具有消防特殊
性、复杂性，最后对其提出了消防设计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古建筑 消防

一、工程简要概况

内西北角门口处，1个设置在南面围墙院内。另外退

退思园距苏州市区18公里，全园占地9.8亩，

思园北面围墙外的道路北面有1个DN100地上式室外

它的总体结构，因地形所限，为横向建造即西宅

消火栓，可用于退思园的3个室外消火栓的间距不大

东园。这在苏州私家园林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

于60 m，保护半径均不大于80m，地上式室外消火

格。西部为厅堂住宅，建有轿厅，茶厅，花厅，东

栓外观完好可正常使用，该区域市政自来水管网水

部为园林。整个园林贴水而建，别具风格。

压约0.15MPa。退思园东面有一景观水塘，面积约
590m2，容积约826m3。

二、退思园水消防系统改造的由来

2）室内消火栓系统：退思园建筑内无室内消

退思园是国家级文物古建筑单位,具有极高的

火栓系统。景观水塘北面围墙内有一个接自市政自

文物和历史价值，也是著名的旅游景点，确保消防

来水管道的DN50双阀双栓室内消火栓，平时用于景

安全意义重大。退思园主要是以木结构为主的建

观水塘补水。景观水塘东北角处设有1台潜水排水

筑，耐火等级低,单体建筑之间无防火分隔和防火间

泵，平时用于保持水塘水质换水。

距,防火任务艰巨。通过实地对消防管理和设施现状
的调查了解,发现消防给水系统存在着供水安全无保
障、布局不合理、消防设施老旧等隐患。根据国家
现行规范,结合现场实际,提出了退思园消防水系统的

3）退思园建筑内除设有灭火器外，无其他消
防灭火设施。
4）退思园院内及周边的通道较窄，一般消防
车不能到达室外消火栓处取水。

升级改造方案。

四、升级水消防设计原则
三、现有消防设施情况

80

根据退思园古建筑特点、与周边民居间距、现

1）室外消火栓系统：院内有2个接自市政自

有灭火设施情况及对古建筑保护的要求，遵循优先

来水管网的DN100地上式室外消火栓，1个设置在院

利用或改造现有的消防基础设施，并避免对文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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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及环境风貌造成影响或破坏的原则，对退思园原

退思园北面围墙外的室内消火栓管道上分三处穿越

有消防设施及有利条件进行充分利用，并完善及补

围墙后接出3组消火栓箱，每组消防箱内配置DN65

充。拟在退思园设置室内、外消火栓系统和配置灭

消火栓2只，DN19水枪2支，DN65衬胶水龙带（25m

火器。为避免对退思园文物外观造成影响及破坏，

长）4条，消防报警按钮一个，向退思园供给室内消

退思园建筑内不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防用水。同时，为减少灭火过程中带来的严重水渍
损失，采用雾化水枪代替直流水枪。

五、消火栓系统

5）消防水池、消防水泵及稳压设施：考虑退思

1）消防用水量：退思园体积小于10000m3，退思

园均无法增设地面建筑及地下大开挖，也不能在古

园占地面积小于1公顷，根据《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

建筑上增设消防水箱，拟在园区外部的室外空地下

则（试行）》相关规定，消防用水量室内取20L/s，室

新建一座消防水池和泵房，设备内设一个消防水池

外取30L/s。消火栓火灾延续时间按3h。

（有效容积216立方）、二台室内消火栓泵（一用一

2）室外消火栓给水：退思园保留原有各处室外

备）、二台消火栓稳压泵（一用一备）和一个气压

消火栓，退思园有3个DN100室外消火栓，能满足退

罐（有效容积150L）、二台自喷泵（一用一备）、

思园室外消火栓用水量的要求。

二台自喷稳压泵（一用一备）和一个气压罐（有效

3）利用退思园院内的景观水塘，景观水塘东北

容积150L），供给退思园室内消火栓用水和预留古

角原有1台潜水泵更换二台潜水泵（一用一备），景

风园等周边民居（文物建筑防火控制区）的室内消

观水塘西侧处增设二台潜水泵（一用一备），潜水

火栓和自喷消防用水。室内消火栓系统平时由稳压

泵流量为10L/s、扬程为50m，出口管道设置为固定

泵稳压，发生火灾时，由消火栓稳压泵出水管上的

式，上接DN65双阀双栓室内消火栓，并配置DN19水

流量开关及室内消火栓泵出水管上的压力开关自动

枪4支，DN65衬胶水龙带（25m长）8条储存于消防

启动室内消火栓水泵供水。文物建筑防火控制区自

器材室内。景观水塘放置潜水泵处设置拦截漂浮物

喷系统平时由稳压泵稳压，发生火灾时，由自喷稳

的网罩，充分利用826立方景观水塘的水进行灭火。

压泵出水管上的流量开关及自喷泵出水管上的压力

4）室内消火栓给水：为避免退思园院内的古建

开关自动启动自喷泵供水。

筑基础受到影响和破坏，退思园院内地面不能敷设

6）灭火器配置：退思园火灾类别：A类，火

消火栓管道，室内消火栓也不能设置在建筑内。在

灾危险等级：严重危险级，灭火器保护距离不大于
15m。退思园灭火器放置在灭火器箱内，每个灭火器

上图为退思园水消防平面布置图
上图为利用水塘设置的固定式消火栓系统

（下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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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式消防泵房做法探讨
吴圣滢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消防规范中消防水泵的自灌式吸水要求，比较新老规范及图集，在一般消防泵房做法的基础上提出阶梯式消防泵
房的做法。

关键词

自灌式吸水 阶梯式消防泵房 无效容积 有效利用率

1 前言

思想得以明确。但新、老规范中都未对自灌吸水做

2014年10月01日GB50974-2014《消防给水及消

详细的解释，设计者多以国标图集04S204《消防专用

火栓系统给水规范》（以下简称新消规）规范开始

水泵选用及安装》第12页执行。如下：1）对于卧式

实施，新消规中5.1.12第一条明确消防水泵应采取

消防水泵，消防水池满足自灌式启动水泵的最低水

自灌式吸水，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条文

位应高于泵壳顶部放气孔。2）对于填料密封立式消

解释为“火灾的发生是不定时的，为保证消防水泵

防水泵，消防水池满足自灌式启动水泵的最低水位

随时启动并可靠供水，消防水泵应经常充满水，以

宜高于水泵出水法兰顶部放气孔。3）对于机械密封

保证及时启动供水，所以消防水泵应自灌吸水。”

立式消防水泵，消防水池满足自灌式启动水泵的最

次年05月01日GB50016-2014《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低水位宜高于泵体上部机械密封压盖端部放气孔。

（以下简称新防火规范）实施，同时宣布GB50016-

故不管是立式还是卧式消防水泵，都是以水泵的放

200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以下简称老防火规

气孔高度来定消防水池的最低水位。

范）及GB50045-95《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2015年08月01日国家标准图集15S909《消防给水

（2005版）废止。而老防火规范中8.6.6指出消防水泵

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图示开始实施。其第35页

应采用自灌吸水，未黑体加粗，为一般性条文，且

中对新消规的自灌吸水做了详细说明，如下：对于

其条文解释中指出“若采用自灌式引水有困难时，

卧式消防水泵，消防水池满足自灌式启泵的最低水

应有可靠迅速的充水设备，如同步排吸式消防水泵

位应高于泵壳顶部放气孔。对于立式消防水泵，消

等。”从新老规范的变化，可知消防水泵必须采用

防水池满足自灌式启泵的最低水位应高于水泵出水

自灌吸水已经提升到一个新认识。

管中心线。
对比两本国标图集关于消防水池最低水位的表

2 分析

述可以得出，对于卧式消防水泵，水池的最低水位

从2014年10月01新消规的开始实施到2015年05

均是水泵的放气孔高度，但是对于立式消防水泵，

月01日老防火规范的废止，关于自灌吸水则有两本

国标图集15S909是以水泵出水管中心线为水池最低水

松紧不一的规范可以参照执行，给设计者带来了困

位，水位比国标图集04S204有所降低。新图集实施

扰。随着2015年05月老防火规范的废止，自灌吸水的

后，采用立式消防水泵，最低有效水位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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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尺寸对照表 单位：mm
D

h1

h2

h3

H

DN100

200

180

100

480

DN150

250

260

120

630

DN200

300

310

160

770

DN250

310

360

200

870

DN300

310

410

240

960

DN350

350

510

280

1140

表2 消防水量统计表

图1 一般消防水池做法
序
号

用水项目

设计
流量
（L/s）

灭火持
续时间
（h）

用水量
（m3）

1

室外消火栓系统

40

2

288

2

室内消火栓系统

20

2

144

8~12米的闭式喷
淋系统

78

1

281

低于8米的闭式喷
淋系统

21

1

75

舞台栅顶下雨淋
系统

126

1

454

自动扫描射水高
空水炮灭火装置

20

1

72

台口防火冷却水幕

16

3

173

舞台内防火冷却水幕

42

3

454

3
图2 阶梯式消防水池剖面图

减少了水池的无效容积，避免造成浪费。
查阅若干消防水泵房的设计，发现多数消防水
泵房的地面和水池底齐平，如图1，此种做法造成

4

自动
喷水
灭火
系统

水池无效容积过大，增加结构的荷载，浪费空间资

属于多层公共建筑，建筑高度22m，剧院局部高度为

源。笔者结合实际设计经历，总结了一种阶梯式消

30m。消防用水量统计如下，见表2：

防泵房做法，如图2。即把水泵房地面降板一定高

室外消火栓系统由市政直供，地下室消防水泵

度，最大限度减少消防水池的无效容积，既满足消

房内设置有效容积为1506m 3 的消防水池（含2小时

防水量的要求，又保证消防水泵的自灌式吸水。

室内消火栓用水+1小时公共区域喷淋+1小时舞台栅

h0为水泵吸水管中心线至水池底的高度，当所

顶下雨淋+3小时舞台台口防火冷却水幕+3小时舞台

选水泵为卧式水泵时，h0为水泵排气阀至吸水管中心

台口防火冷却水幕），消防泵房内设置消火栓泵两

线的高度；当所选水泵为立式时，h0为零。h1、 h2、

台（Q =20L/s,H =75m,N =37kW,一用一备）；喷淋泵

h3均为构件的最小尺寸（见表1），设计时可适当放

四台（Q =55L/s,H =95m,N =110kW，四台，三用一

大。h4为水泵吸水管中心线距地面的高度。h5为消防

备）；水幕泵两台（Q =60L/s,H =45m,N =75kW，一

泵房地面与室内地面的高差，即降板高度。当选用卧

用一备）。所有消防泵均采用卧式泵，单台泵中喷

式泵时，h5为水泵排气孔到地面的高度；当选用立式

淋泵尺寸最大，故以喷淋泵的尺寸来考虑水泵房的

泵时，h5为水泵出水管中心线到地面的高度。

降板高度。消防水池分单独两座，每台泵直接从吸
水槽吸水。参照国内某知名品牌消防水泵样本，喷

3 工程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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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泵（Q =55L/s,H =95m,N =110kW）的排气阀离完

某县城群众艺术会展中心地下一层（车库+设备

成地面的高度（h5）为1.0m，则考虑泵房地面降板

用房），地上四层（办公、会展、剧场等功能），

1.0m。 吸水管中心线离地高度（h4）为0.78m，喷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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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的吸水管管径为DN200,故H为0.77m，考虑吸水槽
的安装放大H的深度，取1.5m。则消防泵房的阶梯剖
面见图3。

图4

一般做法消防水泵房剖面图

积的增加。故笔者多采用阶梯式水泵房设计。

4 结语
图3

某工程消防水泵房剖面图

阶梯式消防水泵房的做法相比于一般做法具有

若采用一般消防水泵房的做法，见图4。消防水

两方面的优点，一是减少了消防水池的无效容积，

池底会有1.0m深的无效水深，大大增加了结构的负

二是提高了泵房面积的有效利用率。对于占地面积

荷，也造成了水体的浪费，同时还造成池体占地面

比较小的项目，阶梯式消防水泵房是较好的选择。

（上接自第81页）

体保护”的原则出发，在确保安全第一的前提下，最

箱内配置5kg手提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2具，灭火器

大限度的避免破坏古建筑的整体结构及形式，同时需

箱顶部离地面高度不大于1.5m，底部离地面高度不

结合其自身特点，采用合理、适宜的消防系统。设计

小于0.08m，灭火器不得上锁。

过程中需要强化消防系统的自动与人工控制的转换，
并结合现场管理进行综合考虑能有效提高古建筑的消

六、控制文物建筑防火控制区内
火灾蔓延措施

防安全性。作为消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研究
掌握古建筑防火的现实情况，研究出一套科学性、可

本次设计在室内消火栓管网上预留了供文物建

操作性强的古建筑防火方法，平衡好消防工作与历史

筑防火控制区（古风园等周边民居）的室内消火栓

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切实遏制古建筑火灾的发生，

管道，并设置了一套自喷供水设施：消防水池储存

让文物古建筑远离火魔的肆虐。

108m 3 自喷水量、二台自喷泵（潜水泵电机干式安
装，一用一备）、二台自喷稳压泵（一用一备）和
一个气压罐（有效容积150L），供文物建筑防火控
制区内的建筑消防改造使用，使一旦发生火灾能及
时扑救，防止火灾蔓延，对退思园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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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大剧院水消防系统设计
石小飞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摘

要】

根据某大剧院的情况特点，本文对消防水源和消防水量进行了叙述分析，并对不同空间和功能场所选用了消火栓系
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雨淋灭火系统、冷却水幕系统及大空间智能主动灭火系统。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large theater,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fire water supply and fire water quantity,
and selects fire hydrant system, automatic sprinkler system, rain sprinkler system, cooling water curtain system and
large space intelligent active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for different space and functional places.

关键词 消防水源 消防水量 消火栓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水幕系统 雨淋系统
Key words:Fire water supply Fire water quantity Fire hydrant system
Deluge system

Sprinkler system Drencher systems

0 工程概况
某大剧院位于重庆市，总用地面积：
2

2

33032m ；总建筑面积为21715.85m ，其中：地上：
2

183.10），进入建筑室内需经减压阀减压至0.20MPa
再引入消防水池。

2

16117.91m ，地下：5597.94m ；建筑高度：38.70m

消防水池设置于地下一层消防泵房，用于平

（舞台塔最高点），地上4层，地下1层。包括一个

时储存各水消防系统的消防用水，火灾时市政自来

1530座的大剧院、贵宾室、观众休息厅、化妆室、排

水及时补入消防水池内。高位消防水箱贮存消防水

练厅、附属办公、设备机房等相关配套设施。

量18m 3 ，位于标高为27.100的屋顶层，水箱底标高

建筑耐火等级：一级；

27.600m，用于火灾初期消防用水。

防火类别：多层民用建筑。

1.2 消防水量
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以

1 消防水源和消防水量

下简称“火规”）、《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

1.1 消防水源

术规范》GB50974-2014（以下简称“水消规”）、

消防水源来自于三个部分，一部分来自于市政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2001（2005

自来水的补水，另一部分来自于设置于地下一层的

年版）及本剧院情况特点，本工程设置有室内外消

消防水池，还有一部分来自于高位消防水箱。

火栓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大空间智能主动灭

供水水源为城市自来水。经向当地市政部门

火系统、雨淋灭火系统及冷却水幕系统。按同一时

了解到本工程用地周边的自来水为城市高位水池

间1次火灾设计，消防用水标准和一次用水量见表

供水，高位水池底标高270.00m。从用地北侧市政

1。

路的DN300给水管接出一根DN200引入管进入用地

从表1可知，一次灭火总用水量和消防储水量数

红线，经总水表和倒流防止器后引入建筑内。市政

值上相等，本项目未考虑火灾期间消防补水，储水

供水水压约0.8MPa（本工程±0.00相当于绝对标高

安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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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消火栓系统采用临时高压制，系统水量和

各水消防系统用水标准和一次用水量表 表1
消防系统

用水量标
准L/s

火灾延续
时间h

一次灭火
用水量m3

1

室外消火栓系统

40

2

288

2

室内消火栓系统

15

2

108

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40

1

144

层栓口至屋顶水箱正常水位高差42.300m，管网系

4

大空间智能主动灭
火系统

20

1

72

统竖向不分区；消火栓口最大静压为0.42MPa，设

5

雨淋灭火系统

107

1

386

6

冷却水幕系统

20

3

216

栓保护；室内消火栓设在明显和易于取用处，其布

7

一次灭火总用水量

998m3①

置保证同层任何一点均有两股水柱同时达到。水枪

8

消防储水量

3

998m ②

注：① 一次灭火总用水量为需水量最大的同一着火区域同时作
用的系统用水量之和（1项+2项+5项+6项）。
② 消防储水量为室内消防用水量（1项+2项+5项+6项）。

2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
根据“火规”8.1.2条和8.2.1条，本工程应设置
室外消火栓系统和室内消火栓系统；同时根据“水
消规”表3.3.2条本项目建筑体积大于50000m 3，室外
消火栓系统设计水量按40L/s；另根据“水消规”表
3.5.2条本剧院座位数1530座，室内消火栓系统设计水
量按15L/s；由“水消规”表3.6.2条知火灾延续时间
为2h，可得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的水量如表1所示。
本工程消防供水水源为一路水源，室外消防用
水全部储存于消防水池中；系统为临时高压系统，
专设一组室外消火栓加压泵（2台，1用1备）经室
外专用消防环管供室外消防用水，管网平时压力由
稳压泵维持；稳压泵平时运转由压力控制器控制启
停，加压水泵由出水干管上的压力控制器自动启
动，同时消防中心能远程控制和泵房内就地手动控
制，加压泵启动后稳压泵停泵；室外设一吸水井，
用DN300的管道同消防水池相通，供消防车直接吸
水，吸水井内水位保证吸水高度在6m以内。需要
指出的是重庆市消防部门要求无论几路水源，室外
消防水量均应储存在消防水池内，并设置专用消防
环管供室外消防用水。室外消火栓沿本工程周边布
置，距建筑外墙不小于5m，距道路边缘不大于2m；
消火栓保护半径150m，间距120m，供消防车取水，
对本建筑全方位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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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由一组消火栓加压泵(2台，1用1备)提供，平时

序号

压力由高位消防水箱和稳压泵维持，从最不利栓口
至屋顶水箱最低有效水位几何高差4.800m；从最低

计最小动压为0.35MPa。建筑各层各部位均设消火

充实水柱不小于13m，栓口动压不小于0.35MPa，
流量不小于5L/s。消火栓设计出口压力控制在
0.35~0.5MPa，-13.500标高层～10.800标高层栓口压力
超过0.5MPa，采用减压稳压消火栓。稳压泵由气压
罐上的压力开关或压力变送器控制启、停，加压泵
由其出水干管上设置的压力开关直接自动启动，且
压力开关引入消防水泵控制柜内；加压泵启动后，
稳压泵停止；高位水箱出水管上的流量开关在2L/s的
流量下发出报警信号。

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本剧院座位数1530席大于1500座，根据“火
规”8.3.4条，本工程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除
净高大于12m的空间、设置有其它自动水消防系统及
不能用水扑救的场所外，其余均设有自动喷洒头保
护。特殊部位做如下处理：
1）所有防火卷帘采用耐火极限≥3h（以背火面
温升为判定条件）的复合式防火卷帘，因此在其两
侧不设喷头保护；
2）屋顶处钢结构网架涂防火涂料，因此不设喷
头保护；
3）1层及以上房间吊顶内净空高度超过80cm，
考虑到其内的电线采取了防火阻燃措施（如金属管
外套），并且未有其它可燃物（管道保温材料为氧
指数＞32的B1级），故吊顶内不设喷头。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参数如表2所示。
自动喷水系统设置类型为湿式系统，供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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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位的危险等级、自动喷水强度和设计流量 表2
部位
舞台（葡萄架除外）
大于8m，小于12m高的空间
舞台葡萄架下
其它部位

危险等级
中危险II级
中危险I级
严重危险II级
中危险I级

喷水强度/作用面积
2

2

8L/min·m /160m ②
2

6L/min·m /260m
2

2

2

16L/min·m /260m ①
2

2

设计流量
约28L/s
约34L/s
约107L/s

6L/min·m /160m ②

约21L/s

1L/s·m/20m③

20L/s

冷却水幕系统
注: ①按照舞台面积划分，同时喷水的作用面积为400m2；
②网格吊顶时，喷水强度应为规范值的1.3倍；
③冷却水幕护高度超过9m，喷水强度为1.0L/s·m。

采用临时高压系统，系统水量和水压由一组消火栓

端试水装置；管道系统平时由标高27.100层的消防水

加压泵(2台，1用1备)提供，高位水箱间设增压稳压

箱和增压稳压装置稳压。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联

装置保证系统平时工作压力。最高层与最低层喷头

动控制系统综合配置，红外探测组件探测到火灾，

高差约34m，按照各报警阀处的系统工作压力均不超

启动相关灭火装置自动扫描，对准起火部位，打开

过1.6MPa，且喷头处的工作压力不大于1.2MPa的原

相应装置上的电磁阀，同时自动启动相应加压泵；

则，管网竖向不分区。稳压泵由气压罐上的压力开

装置上的电磁阀同时具有消防控制室手动强制控制

关或压力变送器控制启、停，加压泵由其服务区的

和现场手动控制的功能；消防控制中心能显示红外

任一报警阀上的压力开关直接自动启动；加压泵启

探测组件的报警信号，信号阀、水流指示器、电磁

动后，稳压泵停止。

阀的状态和信号。

本项目共设3套湿式报警阀组，各报警阀负担
喷头数不超过800个(不计吊顶内喷头)，水力警铃设

5 雨淋灭火系统

于报警阀处的通道墙上，报警阀前的管道布置成环

本剧院座位数1530席大于1500座，根据“火

状，每个报警阀所负担的最不利喷头处，设末端试

规”8.3.7条，本工程剧院主舞台葡萄架下（侧舞台

水装置。同时本项目设3个地下式水泵接合器，分设

和后舞台无葡萄架，如有，也需设置雨淋系统）应

在建筑两侧，水泵接合器位于室外消火栓15～40m范

设置雨淋灭火系统。由专用加压泵向系统提供水量

围内。

和压力，共设三台加压泵，两用1备，设计流量如表
2所示。平时雨淋报警阀组前管网中的压力由高位消

4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设置在观众休

防水箱和增压稳压装置（与自动喷水系统合用）维
持。

息厅和观众厅内大于12m的空间、侧舞台部分、后

雨淋系统设计参数如下：严重危险Ⅱ级，设计

台部分。采用标准型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

喷水强度16L/m 2·min，设计作用面积260m 2；火灾

置，2列，3行布置，系统设计流量20L/s，作用时间

延续时间1h； 喷头工作压力:0.10MPa。为保证及时

1小时。装置设计参数如下：标准射水流量5L/s，标

扑灭舞台火灾，结合舞台的实际特点，采用火灾探

准工作压力0.60MPa，最大安装高度20m，接管管径

测器自动控制雨淋系统，主舞台分4个保护区，每个

DN25，最大保护半径20m。

保护区的面积为175~200m2，每个保护区设一个雨淋

本系统与自动喷水系统合用一套供水系统，在

阀，共设有4套雨淋报警阀，与该保护区内的红外探

报警阀前管道分开，单独设置水流指示器和模拟末

头相对应，同时动作的区域面积为350~400m2，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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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扑灭舞台火灾，如图1所示。雨淋报警阀设置在

统提供水量和压力。消防水泵房设2台水幕系统加压

舞台附近的值班室内，确保阀后管道的充水时间不

泵，1用1备。平时由屋顶消防水箱和增压稳压装置

大于2分钟。

（与自动喷水系统合用）保证报警阀前的水压。
冷却水幕系统设计参数如下：设计喷水强度
1L/s·m，作用长度20m，火灾延续时间3h，喷头工作
压力0.10MPa， 设计流量20L/s；平面布置如图2所示。
发生火灾时，消防控制中心接收到水幕系统的
综合讯号反馈，判定确认后自动启动1台水幕加压
泵。消防中心和消防泵房均可手动开启水幕系统加
压泵。在演出期间，当钢质防火幕手动下降时，水
幕雨淋阀组处的值班人员紧急开启雨淋阀处的手动
快开阀，雨淋阀开启，压力开关动作自动启动水幕
加压泵；在非演出期间，火灾报警系统自动下降钢
质防火幕的同时，自动开启雨淋阀组处的电磁阀，
雨淋阀启动，压力开关动作自动启动水幕加压泵；
消防中心可开启水幕雨淋阀。水幕系统采用流量系
数k=61.5水幕喷头。本项目设地下式消防水泵接合器
图1 主舞台雨淋系统布置平面图

两套。

发生火灾时，消防控制中心接收到雨淋系统的
综合讯号反馈，消防控制中心判定确认后自动启动
雨淋系统加压泵；仅1个雨淋阀动作时可以联动控制
仅开启1 台雨淋泵，2个雨淋阀同时动作时开启2台雨
淋泵。在演出期间火灾时，由雨淋阀处（设置在舞
台附近的报警阀间）的值班人员紧急开启雨淋阀处
的手动快开阀，雨淋阀开启，压力开关动作自动启
动雨淋喷水泵；在非演出期间火灾时，由保护区内
的感温感烟探头探测到火灾后发出信号，打开雨淋
阀处的电磁阀，雨淋阀开启，压力开关动作自动启
动雨淋喷水加压泵；消防控制中心可开启雨淋阀。
雨淋喷头型式选用K=115大口径开式喷头，设3套地
下式消防水泵接合器。

6 冷却防护水幕系统
本剧院座位数1530席大于1500座，根据“火

图2 冷却防护水幕系统布置平面图

规”8.3.6条，本剧院主舞台防火幕内侧应设置冷却
防护水幕系统。供水系统由一组专用加压泵组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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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泵流量扬程性能曲线应为无驼峰、无拐

统控制要求高。特别是雨淋系统和水幕系统，应结

点的光滑曲线，零流量时的压力不应大于设计工作

合项目具体特点来设置；如除了主舞台外侧舞台和

压力的140%，且宜大于设计工作压力的120%；当出

后舞台设置有葡萄架，则侧舞台和后舞台也应设置

流量为设计流量的150%时，其出口压力不应低于设

雨淋系统；主舞台台口设置冷却水幕系统外，如侧

计工作压力的65%；消防水泵所配驱动器的功率应满

舞台和后舞台也有开口部位的话，同样需要设置水

足所选水泵流量扬程性能曲线上任何一点运行所需

幕系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系统演出期间

功率的要求；泵轴的密封方式和材料应满足消防水

和非演出期间控制方式不同，演出期间设置为手动

泵在低流量时运转的要求；泵体外壳材质为球墨铸

控制，而非演出期间又设成自动控制方式。

铁，叶轮为青铜或不锈钢。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消防水泵控制柜应在平时使消防水泵处于自

对文化需求的水平也随之提高，剧院作为文化建筑的

动启泵状态，并在报警5min内正常工作；应有显示

一种在全国各地广泛新建，本文结合剧院建筑的情况

消防泵工作状态和故障状态的输出端子及远程控制

特点对剧院的水消防系统作了叙述分析，希望本文对

消防泵启动的输入端子，具有自动巡检可调、显示

其他剧院的水消防系统设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巡检状态和信号等功能，且对话界面应为汉语，图
标应便于识别和操作。控制柜设置在独立的控制室
时，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30；与消防水泵设置在同
一空间时，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IP55；柜内应设置自
动防潮除湿的装置。消防水泵不应设置自动停泵的

联系方式:
通讯处：100044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9号
电话：（010）88327716
E-mail：shixf@cadg.cn

控制功能，应能手动启停和自动启动，同时应设置
机械应急启泵功能，并保证在控制柜内的控制线路
发生故障时由有管理权限的人员在紧急时启动消防
水泵；确保从接到启泵信号到水泵正常运转的自动
启动时间在2min内，消防水泵、稳压泵应设置就地
强制启停泵按钮，并应有保护装置；火灾时消防水
泵应工频运行，消防水泵应工频直接启泵，当功率
较大时宜采用星三角和自耦降压变压器启动，不宜
采用有源器件启动。工频启动消防水泵时，从接通
电路到水泵达到额定转速的时间不宜大于30s。控制
柜或控制盘应设置硬拉线的专用线路连接的手动直
接启泵的按扭，能显示消防水泵和稳压泵的运行状
态，同时能显示消防水池、消防水箱等水源的高水
位、低水位、超低水位报警信号及正常水位。

8 结语
大剧院建筑因其自身功能特点较一般民用建筑

欢迎大家关注
《建筑给水排水》微信公众号

来说，水消防系统种类多，设置部位空间复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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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劲世界城商业综合体
消防系统设计实例探讨
A case study on fire protection system design for the commercial
complex of Road King global city
陈龙 罗湘颖 马雪林 冯秋分 王竞 陈斌
湖南华菱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摘

要】

路劲世界城三期商业项目为新建大型商业综合体，由商业、办公楼、附属用房等组成。总建筑面积110141m2，建筑总高
度78.5m，属一类高层建筑。
项目内的消防系统包含：消火栓系统、喷淋系统、大空间智能水炮系统、七氟丙烷灭火系统、超细干粉灭火系统及建
筑灭火器系统。消火栓系统采用临时高压消防给水系统，系统竖向分区。地下车库等不采暖部位采用预作用喷淋系统，其余
部位采用湿式系统。中庭及巨幕影厅等高度大于12m的高大净空场所设置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系统。在变电室区域设置管
网式七氟丙烷灭火系统；在各强弱电井内设置超细干粉灭火系统；项目区域均设置灭火器系统。

Abstract
The third phase commercial projects of Road King global city is a new large-scale commercial complex, consisting
of commercial buildings, office buildings, ancillary housing. The total construction area is 110141 square meters and
the total height of the building is 78.5 meters, which belongs to high-rise building.
The fire fighting system in the project includes the hydrant system, the spray system, the large space intelligent
water gun system, the seven fluoro propane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the superfine dry powder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and the building fire extinguisher system. The fire hydrant system adopts a temporary high pressure water
supply system and the system is vertical zoned. The underground garage and other parts without heating system adopt
the prespray system, the rest parts deploy the wet type system. An automatic scanning water jet high-altitude water
cannon system is set up in the high clearance spaces at the height of above 12 meters, such as atrium and movie hall.
The pipe network type of seven fluoro propane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is installed in the transformer room area, the
superfine dry powder fire extinguishing system is established in each strong or weak electric well, the fire extinguisher
system is set in the project area.

关键词 高大净空场所、自喷系统、智能水炮、气体灭火系统、超细干粉
Key words:Big clear space Automatic sprinkler system Intelligent water cannon Gas fire-extinguishing system
Ultra-fine dry powder

1 工程概况
路劲世界城三期商业综合体位于昌平区南邵

45m 2；地下建筑部分：40071m 2。地上部分1F~4F为

镇，北至昌怀路，南至昌怀路南线，西至何营西

商业，5F~17F为SOHO办公楼，地下室三层，为超

路，东至何营路，交通便利。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市、设备房、汽车库及人防。其中商业业态包括营

2

2

21500m 。规划总建筑面积约110000m 。项目为大型

业厅、商铺、餐饮、儿童娱乐、影院、超市。人防

商业综合体，由商业、办公楼、附属用房等组成。

位于地下三层，战时为人员掩蔽工程，平时为汽车

2

2

商业：50730m ；办公楼：19295m ；附属用房：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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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有2支消防水枪的2股充实水柱同时到达任何部

2 消防水源及水量计算

位的要求，消火栓的布置间距不应大于30m。

2.1 消防水源

3.1 消火栓系统分区

本工程按市政两路供水设计，市政供水压力约
为0.20MPa。从何营西路和何营路的大市政自来水

本工程共用一套消火栓系统，竖向分区，从地

管上接两根DN200给水引入管，进入用地红线后与

下三层至商业五层为低区，塔楼五层至十七层为高

本工程室外环状给水管相连接，环管管径DN200，

区，高区由地下二层消火栓泵直供；低区由地下二

满足室外消防用水要求，同时满足消防水池补水要

层消火栓泵经减压阀减至0.76MPa后供水。消火栓栓

求。室外设总水表井，总表后设倒流防止器。

口动压不应小于0.35MPa,不应大于0.5MPa,栓口压力
大于0.5MPa的消火栓采用减压稳压型消火栓。

2.2 消防水量计算
项目消防用水量如下表：

3.2 消火栓系统计算

消防水池循环水补水量贮存容积：考虑商业物

室内消火栓用水量按40L/s考虑，办公楼的最不

业部分空调系统补水按52.6m3，故消防水池总的有效

利的三根立管计算，流量分别为15L/s，15L/s，10L/

容积为1047m3。

s最不利消火栓的数量为3，3，2，同时工作8支水

各消防系统为临时高压系统，消防水池和消防

枪考虑，采用Φ 19口径水枪。本项目属高层建筑，

水泵房设于地下二层消防泵房内，在SOHO办公楼设

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

有高位消防水箱及增压稳压泵组。根据《消防给水

2014）》规定消火栓充实水柱按13m计，当达到13米

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2014）5.2.1条第

充实水柱时，查技术措施表7.1.5-3知：造成13m充实

六款规定消防水箱有效贮水容积为50m3[1]（与自喷系

水柱时水枪喷嘴所需压力为20.5m，流量为5.7L/S大

统共用），供给建筑初期火灾时的消防用水水量，

于5L/s流量。
根据公式：

并保证相应的水压要求。火灾延续时间为3h。

3 室内消火栓系统

q xh2
H q=—
B

若要满足消火栓出水流量5L/s，则喷嘴处水压

本工程除变电室等不宜采用喷水灭火区域外其

为15.85m。故水枪喷嘴处压力取20.5m

余区域均设置室内消火栓。消火栓布置应满足同一

1) 按全国民用建筑技术措施计算公式，室内消

表 1 消防用水量计算表

自动喷水灭
火系统

室外消火栓

消防系统

用水量标准
(L/s)

火灾延续时间
(h)

一次灭火用水量(m3)

设置部位

室内消火栓系统

40

3

432

商业、办公楼及地下车库

中危险Ⅱ级

40

1

144

地下车库、综合商业等

仓库危险Ⅱ级

71

2

512

超市存货区、卸货区

中危险Ⅰ级

40

1

144

办公楼

非仓库类高大净空场所

48

1

172.8

影院

大空间智能型主动灭火系统

15

1

54

中庭

40

3

432

室外周边（市政管网供水）

3

消防水池有效贮水量(m )
3

94

432+512=994(m3)
3

空调系统补水(m )

52.6(m )

水池有效容积

1047(m3)

地下二层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火栓栓口的最低水压计算

q xh2
H xq=h d+H q+H sk=A dL dq xh +—+H sk
B
式 中 ： H x q —— 消 火 栓 栓 口 的 最 低 水 压
2

(0.01MPa)

建筑消防

(MPa)
1.05～1.10——安全系数
∑h ——管道沿程和局部的水头损失的累计值
(MPa)

h d——消防水带的水头损失(L/s)
H q——水枪喷嘴造成一定长度的充实水柱所需

Z ——最不利点处消火栓与消防水池的最低水位
之间的高程差(MPa)

P 0——最不利点消火栓栓口的最低水压(MPa)

水压(0.01MPa)

A d——水带比阻，取0.00172

水池最低水位到消火栓之高差：Z =82.38m

L d——水带长度（m），取25m

泵房水头损失：2m水头

q xh——水枪喷嘴射出流量(L/s), 取5.0 L/s

管路水头损失：∑h =15.17m

B ——水枪水流特性系数, B =1.577

水 泵 扬 程 ：H = 1 . 0 5 × ( 1 5 . 1 7 ＋ 8 2 . 3 8 ＋ 3 5 ) ＝

H sk——消火栓栓口水头损失，取0.02MPa
其中消火栓内设DN65mm，L=25m麻质衬胶龙
带一条，DN19mm水枪一支，计算得
Hxh=0.00172×25×5.72+20.5+2=23.90mH2O 取

1.05×132.55=139.18m水头，取140m水头。
根据计算结果确定消火栓供水泵型号：
XBD14/40-QW Q =40L/s H =140m N =110kW 两
台，一用一备。

24mH2O。
另根据《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GB50974-2014）》7.4.12条第2款规定高层建筑消火

4.1 系统设计及设计参数

栓栓口动压不应小于0.35MPa>24mH2O。

系统采用临时高压给水系统。除不宜用水扑救

综合上述结果消火栓栓口压力取0.35MPa。

的部位及面积小5m2的卫生间外均设自喷进行保护。

2) 本工程最不利点消火栓位于办公塔楼17层。

保护范围：商业、办公、超市及车库，超市、商

最不利消火栓栓口距消防水池最低吸水水位的高度

业、办公楼采用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地下车库

为：Z=71.4+1.1+9.88=82.38m；

设置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3) ∑h计算：
地下二层至塔楼5F顶板环管DN150环网的长度
为

根据《自动喷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2001）2005年版，设计参数如下：
a.地下车库按中危险Ⅱ级设计，为预作用自喷

127.3+24.4+9.6+4.6=161.7m。

灭火系统。喷水强度8 L/min·m 2 ；作用面积：160

沿程损失为：h 1=0.0543×161.7=8.78m

m 2；持续喷水时间：1h；最不利点喷洒头工作压力

DN200水头损失为：∑h 1=8.78×1.3=11.41m

0.10MPa，作用面积内系统流量为40L/s。

办公办公楼DN100立管的长度为：48.1m

b.商业按中危险Ⅱ级设计。喷水强度8 L/

沿程损失为：h 1=0.0602×48.1=2.90m

min·m 2；作用面积：160m 2；持续喷水时间：1h；

DN100水头损失为：∑h 1=3.36×1.3=3.76m

最不利点喷洒头工作压力0.10MPa，作用面积内系统

∑h =∑h 1+∑h 2=11.41+3.76=15.17m
4) 消防泵额定扬程的确定:

H=(1.05~1.10)( ∑h +Z +P 0)
式 中H —— 水 泵 扬 程 或 系 统 入 口 的 供 水 压 力

流量为40L/s。
c.地下一层超市按中危险Ⅱ级设计，超市储物
高度≤3.5m，喷水强度：8L/min·m 2；作用面积：
160m2；持续喷水时间：1h；最不利点喷洒头工作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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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L/min·m2；作用面积260m2；持续喷水时间：1h；

力0.10MPa。
d..超市存货区、卸货区按多排货架仓库危险Ⅱ

最不利点喷头工作压力取0.07MPa。

级设计,储物高度≤4.5m，喷水强度：18 L/min·m 2,

4.2 系统分区

2

作用面积200m ,持续喷水时间：2.0h。喷洒头工作压

工程竖向分区，从地下三层至商业四层为低

力0.10MPa。

区，塔楼五层至十七层为高区，高区由地下二层自

e.办公塔楼按中危险Ⅰ级设计,喷水强度：6 L/
2

喷水泵直供；低区由地下二层自喷水泵经减压阀将

2

min·m ；作用面积：160 m ；持续喷水时间：1h；

压力减至0.92MPa后供水。

喷洒头工作压力0.10MPa。采用边墙型喷头。

报警阀组：地下车库的预作用系统报警阀组设

f.影院内部非仓库类高大净空场所设计喷水强度

置在地下二层及地下三层；商业、超市的湿式报警

表2 喷淋系统沿程损失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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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段名称

起点压力
mH2O

管道流量
L/s

管长m

当量长度

管径mm

K

水力坡降
mH2O/m

流速m/s

损失mH2O

终点压力
mH2O

1-2

10.00

1.91

3.00

0.90

32

115

0.342

2.01

1.33

11.33

2-3

11.33

3.94

3.00

2.10

32

115

1.457

4.16

7.43

18.77

3-4

18.77

6.56

2.33

3.10

50

115

0.476

3.09

2.59

21.35

4-5

21.35

6.56

0.62

2.00

50

80

0.476

3.09

1.25

22.60

13-14

10.39

1.95

3.00

0.90

32

115

0.355

2.05

1.39

11.78

14-15

11.78

4.02

3.00

2.10

32

115

1.514

4.24

7.72

19.50

15-5

19.50

6.68

2.62

3.60

50

115

0.495

3.15

3.08

22.58

5-6

22.60

13.24

0.95

4.30

65

80

0.507

3.76

2.66

25.26

16-17

13.84

1.56

3.40

0.80

25

80

1.065

2.94

4.47

18.31

17-18

18.31

3.36

2.45

2.10

32

80

1.058

3.54

4.82

23.13

19-20

14.84

1.62

3.40

0.80

25

80

1.143

3.05

4.80

19.64

20-18

19.64

3.48

0.95

2.10

32

80

1.136

3.67

3.46

23.10

18-6

23.13

6.84

0.40

3.70

50

80

0.518

3.22

2.12

25.25

6-7

25.26

20.08

5.73

4.60

80

80

0.471

4.05

4.86

30.12

7-8

30.12

20.08

0.45

2.10

80

80

0.471

4.05

1.20

31.32

8-9

31.32

20.08

1.35

2.90

80

80

0.471

4.05

2.00

33.32

21-22

18.52

2.60

3.00

1.20

32

115

0.633

2.74

2.66

21.17

22-23

21.17

5.38

3.00

2.70

40

115

1.286

4.28

7.33

28.50

23-9

28.50

8.60

1.95

3.90

50

115

0.819

4.05

4.79

33.30

9-10

33.32

28.68

0.60

6.10

100

80

0.220

3.31

1.47

34.80

24-25

19.38

2.66

3.00

1.20

32

115

0.662

2.80

2.78

22.16

25-26

22.16

5.50

3.00

2.70

40

115

1.346

4.38

7.67

29.83

26-10

29.83

8.80

1.95

3.90

50

115

0.857

4.14

5.01

34.84

10-11

34.80

37.48

6.90

6.10

100

80

0.375

4.33

4.88

39.67

27-28

28.91

2.26

3.10

0.80

25

80

2.225

4.25

8.68

37.58

28-29

37.58

2.26

2.50

1.80

32

80

0.478

2.38

2.06

39.64

29-11

39.64

2.26

0.40

2.60

65

80

0.015

0.64

0.04

39.68

11-12

39.67

39.73

1.50

6.10

100

80

0.422

4.59

3.21

4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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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0148×161.3=2.39m

置在办公五楼。所有报警阀组均设置水力警铃，并

DN150:80.8m h2=0.0719×80.8=5.81m

引至有人值班的地点或公共区域。

湿式报警阀水头损失：4m

4.3 设计计算

水流指示器的水头损失：2m

1）计算参数

∑h =（h 1+h 2）×1.3+4+2=(2.39+5.81)×1.3+4+2

选办公楼顶层最不利点喷头作用面积计算，基

+=16.66，取17m
4） 喷淋系统供水泵选择：

本计算参数：
（a）喷水强度：6L/min·m2 ；

水泵扬程：

H=(1.05～1.10)( ∑h +Z +P 0)

（b）计算作用面积：F =160m2；
（c）走道采用标准喷头，其流量系数K =80；
房间采用边墙型扩展覆盖喷头，流量系数K =115；
（ d ） 最 不 利 点 处 喷 头 工 作 压 力 取

P =0.10MPa(10mH2O)。
选取办公楼最不利处160m2作用面积进行计算，
计算示意图如下图。

式中 H ——水泵扬程或系统入口的供水压力
(MPa)
1.05～1.10安全系数，取1.05
∑h ——管道沿程和局部的水头损失的累计值
(MPa)

Z ——最不利点处消防用水设备与消防水池的最
低水位或系统入口管水平中心线之间的高程差。

P 0——最不利点处灭火设备的工作压力(MPa)
∑h =17mH2O

Z =84.4mH2O
P 0=43mH2O
H =1.05(∑h +Z +P 0)
=1.05×(17+84.4+43)
=1.05×144.4
=151.62 mH2O 取水泵扬程160m。
图1 自喷系统计算简图

最不利点喷淋系统沿程损失详见表2。
计算结果:
所选作用面积:176.5m2

综合考虑超市仓库自喷流量取，水泵流量：

Q =80L/s
水泵选型：XBD16/40-QW Q =40L/s H =160m

N =132kW 两用一备

总流量:39.73 L/s

4.4 喷头选用

平均喷水强度:13.51 L/min·m2

地下一层车库出入口30m半径内的喷头采用K80

入口压力:42.88 mH2O

易熔合金型喷头，喷头温级为74℃，车库的其余部

2) Z值

位采用K80普通直立型喷头，喷头温级为68℃；地

最 不 利 点 支 管 和 消 防 水 池 的 高 差

下超市卖场部分采用K80直立型快速响应喷头，喷

Z =74.8+9.6=84.4m

头温级为68℃；商业均采用K80吊顶型快速响应喷

3) ∑h 计算值

头，喷头温级为68℃；仓库危险级别场所（超市卸

干管长度 DN200：127.3+9.6+21+3.4=161.3m；

货区、存货区）采用K=115快速响应喷头，喷头温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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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8℃；办公塔楼走道采用K80普通下垂型喷头，房

=119.637m 取水炮减压阀阀后压力H=120m。

间内采用K115边墙型扩展性喷头,喷头温级为68℃；

2）2F中庭

厨房区域的喷头温级为93℃；商业的喷头均应明装

a. 水炮工作压力P 0=60mH2O

（不能采用隐蔽式喷头）。

b．系统流量15L/s

各种类型的喷头均应有备用喷头，备用量不少

c.高差Z=10.8+5.7=16.5mH2O

于各类型喷头总数的1%，且不得低于10个。

d.水流指示器水损2mH2O，
e.管道水损:DN100 140.7m 0.0695×140.7
=9.78mH2O

5 大空间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系统
DN80 45m

本工程存在净空高度大于12米公共场所，此区

0.0628X45=2.83mH2O

域内自动喷水系统已经不能满足灭火要求了，故本

∑h =1.3×(9.78+2.83)+2=18.4 mH2O

工程采用新型灭火装置大空间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

故 2 F 水 炮 入 口 处 压 力P = 1 2 0 - 1 8 . 4 - 1 6 . 5 = 8 5 . 1
mHH2O<100mH2O

炮灭火系统。

根据《大空间智能型主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

5.1 设计参数
采用标准型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每门水炮

范》（DBJ15-34-2004）8.0.7条表8.0.7规定自动扫描

用水量为5L/s，标准工作压力0.60MPa。按同时启动

射水高空水炮灭火装置配水管入口处的压力上限值

3门水炮计算，系统设计用水量为15L/s，火灾延续时

不应超过100mH2O。
综上所述智能水炮可与自喷系统合用给水加压

间1h。

泵，水炮竖向可不分区，设计合理。

5.2 设计计算

自动扫描射水高空水炮灭火系统平时只需维持

工程在三层巨幕影厅顶部及二层中庭设置水炮。

管道内处于充满水状态，发生火灾时，由水炮系统

1）巨幕影院

的火灾判断系统确认火灾后直接启动水泵。

a. 水炮工作压力P 0=60mH2O
b.系统流量10L/s

6 气体灭火系统

c.高差 Z =21+5.3+5.7=32mH2O
d.水流指示器水损2mH2O

6.1 设计参数

e.干管长度:DN100 140.7m；DN80 95.68m；

系统型号：QMQ4.2/150N-TE，系统参数见下
表。

水炮系统管路水头损失计算见下表。
表 3 水炮系统管路水头损失计算表
流量 Q
(L/s)

管径DN

管段长度
L (m)

流速V
(m/s)

瓶组容积

工作压力

最大工作压力

工作温度

启动电源

150L

4.2MPa

5.3MPa

0-50℃

DC24V

5.00

50

42.3

2.35

6.24

10.00

80

95.68

2.04

6.65

10.00

100

140.7

1.15

2.45

合计（h 1+h 2+h 3）

15.34

∑h =（h 1+h 2+h 3）×1.3+2=15.34×1.3+2
=21.94m
系统所需供水压力H =(1.05～1.10)(∑ h +Z +P 0)
=1.05×(21.94+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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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系统参数

压力损失
H(mH2O)

6.2 系统设计
根据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2005）
3.2.4条防护区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a.防护区宜以单个封闭空间划分；同一区间的吊
顶层和地板下需同时保护时，可合为一个防护区；
b.采用管网灭火系统时，一个防护区的面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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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智能水炮系统原理图

表5 各防火分区设计参数
序
号

系统

防护分区名称

面积

高度

防火区
净容积

设计
浓度

设计用
量

每瓶充
装量

瓶组
数

总药剂
量

钢瓶
规格

喷放
时间

泄压口
面积

m2

m

m3

%

kg

kg/瓶

套

kg

L

s

m2

1065.2

9

768.01

91.5

9

823.5

150

8

0.41

2928.78

9

2111.65

91.5

24

2196

150

8

1.14

774.02

9

558.07

83.3

7

583.1

150

8

0.3

1

超市变电所

130.3

5.18

2

超市变电所电
缆夹层

202.2

1.93

商业变电所

388.2

5.18

商业变电所电
缆夹层

475.6

1.93

3

分区一

4
5
6

分区二

7
8

分区三

办公变电所

123.6

4.35

办公变电所电
缆夹层

124.3

1.9

高压分界小室

26.7

5.18

138.3

9

99.72

103.22

1

103.22

120

8

0.07

高压分界小室
夹层

26.7

1.9

50.54

9

36.94

39.94

1

39.94

120

8

0.07

宜大于800m2，且容积不宜大于3600m3；
c.采用预制灭火系统时，一个防护区的面积不
2

3

宜大于500m ，且容积不宜大于1600m 。
结合工程实际情况，本工程建筑内的超市变电

区、商业变电区、办公变电区防护区采用全淹没式
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进行保护，共3个防护区，办
公变电区采用采用1套单元独立系统，超市变电区与
商业变电区采用1套组合分配系统，其中商业变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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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双管网灭火系统设计。高压分界小室采用预制
七氟丙烷气体灭火系统，设计参数见表5。

第十二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
绿色城市组专题研讨会在京成功举办
5月14日，由国家外国专家局、北京市人民政府、

7 超细干粉灭火系统

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CIE）主办，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

强弱电井具有火灾具有隐蔽性，发生火灾时初

究院、中关村海绵城市工程研究院、北京海绵城市应用

期不易发现，火灾造成的危害性较大。工程在各电

集成产业创新中心、中关村绿智海绵城市生态家园产业

井内设置超细干粉自动灭火系统以期火灾发生时能

联盟、 北京泰宁科创雨水利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

及时扑灭。

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河水务建设集团共同承

该系统采用局部全淹没是灭火方式。灭火原理
如下：干粉灭火装置内的电启动器收到感温信号启动

办的第十二届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绿色城市组专题研讨
会在京成功举办。

器或手动/联动控制装置的脉冲电信号后，其装置内
的冷气发生器的固体物质开始气化极速产生大量气
体，壳内气压急剧增加，冲破喷射口的隔膜片，开始
喷射出大量灭火干粉，将该防护区内的火灾喷灭。

8 灭火器系统
地下车库按B类火灾中危险等级，每处灭火器配

活动围绕“水环境治理改善、海绵城市建设”专
题，通过主题报告、现场参观考察、对话与分享等方

置点安装MF/ABC4手提式灭火器两具，其配置点最

式，交流水环境改善、水生态治理和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大保护距离不大于12米。

与经验、新兴技术与商业模式，探索创新与发展路径，

变配电房等处按E类火灾中危险等级，每处灭火

为国内外“治水”领域搭建直接有效的合作交流平台，

器配置点安装MFT/ABC20推车式灭火器两具，其配

推动面向生态文明的海绵城市建设的新发展。来自中美

置点最大保护距离不大于24米。

两国水生态、水文研究领域的十几位知名专家共同奉献

商业及办公塔楼按A类火灾严重危险等级，每
处灭火器配置点安装MF/ABC5手提式灭火器两具，
其配置点最大保护距离不大于15米。
厨房灭火器按C类火灾严重危险等级，每处灭
火器配置的安装MF/ABC5手提式灭火器两具，其配
置点最大保护距离不大于9米。

了一场智慧盛宴，助力北京水环境治理与海绵建设，获
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来自中美两国130余位业内专
家、学者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参加了大会。
专题报告会由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孟庆
义主持，他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以及流利快速的外语，
给会场营造了轻松愉悦的氛围。
专题报告会后，部分代表考察了位于昌平区的北京
市海绵城市产业基地和泰宁资源化雨水利用基地。

9 结论
本文系统详细的介绍了路劲世界城三期商业综
合体内部各消防系统的设计方法。设计采用了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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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中美工程技术研讨会（简称“中工会”）
源起1992年，国家外国专家局与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商
定在中国共同举办的会议，旨在搭建中美工程技术领域
高层次交流平台，结合美方专业技术优势与中方企业实

消防系统，全方位的考虑火灾可能的危害性。能在

际需求，围绕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综合管理

火灾发生时给人员疏散提供足够的时间，确保火灾

能力，开展专业交流、咨询服务与项目合作。自1993年

时人员快速安全的疏散。同时尽可能的将火灾扑灭

来，已成功举办十一届，为我国多个国家重点产业领域

在火灾初期以减少建筑的经济损失。

提出了众多建树性建议，取得丰硕成果。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Systems

建筑消防

101

游泳池水处理技术

专栏

浅析AFM对比
传统滤料的优势
深圳戴思乐集团

【摘

熊扶林

要】

水处理行业中，石英砂是常见的过滤效果不错的介质；但在日常使用当中，石英砂板结，过滤效果越用越差，掏砂频
繁等问题还是频频出现（以正常水乐园为例，其石英砂寿命一般在两年以内）；在排除反冲洗不充分，系统不稳定运行等问
题的之外，究其原因是细菌繁殖导致的。此文就石英砂易出现问题原因及新型活性过滤介质-AFM在水处理中的应用及产生
的效果浅作分析。

Abstract
In the water treatment industry, quartz sand is a common medium for filtering. However, when it refers to the daily
use, quartz sand would be hardened. This cause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sand and other problems, such as worse
filtration efficiency and sand removing (For the normal water park, for example, the life of quartz sand is generally within
two years); Except for the insufficient backwashing or unstable operation, the multiplication of bacteria is the root reason
for it. In this paper, the causes of quartz sand problem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new active filter medium － AFM® in
water treatment would be analyzed.

关键词

AFM、活性滤料、静电过滤、自由基、生物抗性、三氯胺

Key words:Big clear space Automatic sprinkler system Intelligent water cannon Gas fire-extinguishing system
Ultra-fine dry powder

什么是生物膜以及为什么这是问题所在？

浓度和最积极的反洗也无法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在过滤系统运行短短的几天内，异养细菌将在
与水接触的所有表面上定殖。以公共游泳池为例，与
水接触面最大的是过滤器中的石英砂。1立方米的石

游泳池中的生物膜会导致以下三个游泳池系
统的问题:

英砂表面积为 3000 平方米，这是细菌的理想温床。

1. 不稳定和不可靠的过滤: 在6-12个月后，石英

异养细菌会附着在沙粒表面，并在几秒钟内就会形成

砂上的生物膜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颗粒粘在一起，

一层生物膜，保护细菌免受氧化。在这种保护性生物

形成板结块，并生成过滤床虫洞，降低过滤性能。浊

膜中，细菌可以快速生长繁殖。 在30°C水温下，每

度和氯消耗量将增加。定期地，细菌菌团将突破过滤

30 分钟可以其数量就可以增加一倍。即使最高的氯

器。那么过滤器将不再提供一个可靠的安全屏障，并
抵抗像隐孢子虫 (Cryptosporidium) 这样可能会被过滤
掉的耐氯病原体。
2. 病原体: 石英砂过滤器会发展成为病原体的温
床，如生活在生物膜中的阿米巴虫和在阿米巴虫中生
活并繁殖的军团菌。如果没有生物膜，军团菌风险会

干净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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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三天后的砂

降低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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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金属氧化物结合活化过程赋予AFM®表面独特
的催化性能。当与流经过滤器的水接触时，在滤料
颗粒表面上形成少量的自由基。 这些自由基将保护
AFM® 免于被细菌定殖并避免随后形成生物膜。此
外，启动过程增加了AFM® 的负电表面电荷。像磁
铁一样，通过过滤器的正极和偶极带电粒子被AFM®
晶粒吸引，从而提高过滤性能。除了机械过滤性能
外，AFM® 也因此具有静电过滤的过滤机制。这就
是为什么 AFM® 的过滤效果至少可达石英砂两倍的
原因。
3. 三氯胺– 氯气味的来源: 游泳池用户在池水
中释放汗水和尿液。它们含有约 80％ 的（有机）尿
素。尿素是异养细菌的食物来源，细菌酶（尿素酶）
将尿素转化为氨。氨会与氯反应形成单氯胺，二氯胺
和三氯胺。三氯胺是非常不稳定的，会将废气排出水
面，并导致典型的氯气味。

·为什么启动程序非常重要？AFM®和其他过
滤介质（如沙子和碎玻璃）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

什么是AFM®?
AFM®活性过滤滤料可直接替代任何砂滤器中
的石英砂。它由回收的绿色和棕色玻璃容器制成。
AFM®过滤器的过滤效果是石英砂过滤器的两倍，并

其具有的生物抗性。因为细菌不能附着在 AFM® 表
面，所以也就无法形成生物膜。
·AFM在机械过滤中起到的效果是：防患于未
然，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杀灭细菌。

且寿命可长达15 年。AFM®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有害

三氯甲烷 (THM’s)，包括氯仿，将在有机物质

消毒副产物（DBP’s）的形成，如三氯胺和三卤甲

未被完全氧化并与氯反应时形成。AFM® 比石英砂多

烷 (THM‘s)，并且可以极大节省运营成本。

过滤 30-50％ 的有机物质。这可以通过测量 TOC（总
有机物含量）或KMnO4 消耗来证实。 这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只用绿色玻璃和棕色玻璃，还有“启
动”的含义是什么？

通过使用AFM®可将三氯甲烷的形成减少 30-50％ 的

绿色和棕色玻璃含有某些特定的金属氧化物。

·1998 年，三氯胺/ 三氯甲烷与肺损伤之间的关

原因。
系首次得到证实，并从那时其得到批准
· 被圈养的海豚生活在氯化系统中 - 在“正
常” 游泳池中，它们吸入水面正上方的空气，有毒
气体的浓度非常高。因此，肺部疾病和肺炎 是圈养
海豚中最常见的健康问题。
·只有挥发性的消毒副产物 (DBP’s) 是危险
的；三氯甲烷和三氯胺浓度最高的地方直接出现在泳
池水的表面，刚好是游泳者会吸入的地方。三氯胺会

103

游泳池水处理技术

专栏

破坏肺部的保护层，并可能导致长期的损伤和哮喘。

他们使用全新的过滤滤料进行测试，没有任何生物

而氯仿则会通过肺部到达血液和神经系统。这两种气

膜。在20m/h 的过滤速度下，不添加絮凝剂，获得以

体对于2岁以下的小孩尤其危险，因为他们的血脑屏

下结果：

障尚未完全发育。

石英砂、玻璃砂和AFM®的过滤性能如何？
独立和最著名的欧洲过滤实验室IFTS（www.iftssls.com）已经测试了AFM®、石英砂和各种玻璃砂。

104

·AFM®:滤除4微米级别的颗粒达95%
·石英砂:

滤除 20 微米级别的颗粒达 95%

·玻璃砂:

滤除 26 微米级别的颗粒达 95%

结果：AFM®滤料过滤效果最好。
（下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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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污水处理污染物
排放标准研究
王颖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摘

要】

针对我国现行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的问题，研究了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污水处理标准，对比了之间的异
同，总结了各国污水排放标准的特点及借鉴之处，提出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制定方法及体系框架建议。建议建立由
“基本要求指标+选择性目标指标”构成的未来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体系框架，基本要求指标主要基于健康和安全，选择性目标
指标主要基于未来污水处理技术发展趋势下可实现的污水处理出水目标设置。基本要求指标既要涵盖常规污染物指标，也要
包含新兴污染物相关指标。新兴污染物指标重点关注来源于日常生活排放的新兴污染物，如药物和个人护理品、大量环境内
分泌干扰物等。

关键词 污水处理 排放标准 指标体系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增长，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改
善，我国污水排放量持续增加。虽然污水处理厂数
目及污水处理量（率）都大幅度提升，但是从实际
来看，仍有不少地区水环境质量较差。合理地制定
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对于污水处理行业的发展以及
建设和谐水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失去了应有的分量，使得国家排放标准与环境质
量标准直接挂钩存在困难。对于某些敏感地区（太
湖、巢湖、滇池流域），一级A标准能否满足水环境
保护的需要仍未可知。
1.3 排放标准与运行成本不相适应
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执行，必然要影响到污水
处理运行成本的高低；同时污水处理成本的高低也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污水处理厂能达到何种处理程

1 我国现行标准适用性及存在问题分析
1.1 排放标准与处理工艺的技术水平不相适应
国内城市污水处理厂无论已建或新建，普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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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标到四类水质，每吨需要增加30%左右的运行
成本，投资总额也约增加30%~40%。
1.4 排放标准的合理性与监测及
评价方法高度相关

不到GB18918-2002标准要求。主要是包括工艺本质

采样方法包括瞬时样（标准中不采用，但实

特性、设计水平和运行水平在内的综合技术水平不

际监督中常用）、24小时时间比例混合样（我国大

能满足要求。

型污水处理厂普遍采用）、24小时流量比例混合样

1.2 排放标准与水环境质量标准差距较大

（国外大型污水处理厂普遍采用）。不同的采样方

目前的出水水质标准没有考虑地域不同和经济

法所得出的标准值没有可比性。分析方法有理化分

发展不平衡等重大差异性问题，在环境保护的天平

析和在线自动检测仪，同一污水处理厂出水采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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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采样方法和分析方法，检测值不同，达标结果
也经常不同。
1.5 排放标准是环境管理的选择
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而在更大程度上是管理的选择，是管理国家环境
问题的管理者的选择。现行污水处理排放标准
（GB18918-2002）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错位的环境管

图 2 国内外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指标项数

理体制。按照《环境保护法》，地方有制订标准的
权力，但必须严于国家标准。国家环境管理部门存

通过对比分析得出，中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在“一刀切”的管理思维。要从根本上改变标准暴

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指标项数明显多于欧盟和美国，

露出来的问题，就必须改变管理思维。

而日本指标数目较中国多出一倍有余，但是日本为

1.6 排放标准框架存在问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不具有可比性。具体指标数目

我国现行污水排放标准在框架或制定策略上仍

如图1所示。

存在一些问题，如一类污染物的筛选不合理，具体表

通过对欧洲主要国家以及美国典型污水处理厂

现为：一些典型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如

的进一步调研，欧洲主要国家指标的设定与欧盟标

多环芳烃、多氯联苯等尽管属于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

准基本一致。而美国各州及污水厂的污水排放标准

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剧毒物质，未列入一类污染物名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差异性很强。具体的比较数据

单；而总镍、总银等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多的物质却被

如图2所示。

列为一类污染物。而且，我国污水排放标准未考虑总

2.2 指标限值

量控制，现行排放标准的表达方式以浓度指标为主，

2.2.1 一致性指标

难以有效地控制进入环境的污染物总量。

通过对中、欧、美、日等国家污水排放标准
指标设定的比较发现，相关标准具有以下较为一致

2 国内外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对比分析

的指标设定，包括COD、BOD 5、SS、TN、TP、氨

基于上述我国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存在问题，为

氮。依据以下原则就相关的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具

提出面向未来的污水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对策和措

体结果如图3、4和5。原则包括：（1）芬兰和瑞典

施，研究了欧、美、日等国家的污水处理标准，总

采用BOD 7标准，没有进行换算；（2）本COD采用

结了各国污水排放标准的特点及借鉴之处。

高锰酸钾法，以3为系数进行了换算，排入海域；

2.1 指标项数对比

（3）均以各个国家的最严标准进行比较。
2.2.2 重金属指标
各地区和国家中，仅中国和日本对部分重金属
进行了浓度的限值，主要包括汞、镉、铬、砷、铅
等，表中对比可以看出，日本指标普遍比国内的宽
松，但是日本为综合排放标准，不具有可比性。
2.2.3 微生物指标
目前各国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中的微生物指标主

图 1 国内外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指标项数差异分析

要考察大肠杆菌数量或粪大肠菌数量。我国该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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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为粪大肠菌群数，现行标准一级A、一级B及二级
限值分别为1000、1000和10000个/L；日本的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该项指标为大肠菌群数，限值为日均值
3000000个/L；调研了美国两个州的6个典型污水厂的
指标限值，该项指标有大肠杆菌和粪大肠菌两类，
每个污水处理厂都是根据自己的水质特征来制定限
值，总体上，同一个州的污水厂限值比较一致。
（4）有机污染物指标
图3 各国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一致性指标限值比较

除上述指标外，中国、日本以及美国个别污水
厂的排放标准中还对有机污染物指标限值进行了规
定，其中我国的指标项数最多，排放限值的设定也
与其他国家处于相同或者更加严格的水平。
（5）国外考虑的其他指标
美国典型污水处理厂，根据水质要求，制定
了一些其他必测的指标，如：氯、浊度、溶解氧、
氟、硝酸盐氮、肠球菌、硒、锌、铁、锰、铜等。
此外，新兴污染物也日益受到关注，部分国家已经

图4 各国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氮排放指标限值比较

在饮用水等指标中作了相关规定。

3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制定方法
及体系框架建议
3.1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制定方法建议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需在对中国标准和欧美现
行标准进行相应的比较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详细的
审查。并基于此，确定相应指标参数，建立排放标准
指标体系。在开展审查时，建议从三个方面考虑：①
充分的判断现有标准制订的原则与未来污水处理目标

图5 各国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磷排放指标限值比较

表1 各国污水处理排放标准重金属指标限值比较
单位：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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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②生活污水是否为该项目主要贡献源；③
现标准限值是否满足未来污水处理目标的要求。在具
体审查时，采用的指标筛查方法如表5：

重金属指标

中国

中国征求意见稿

日本

总汞

0.001

0.001

0.05

烷基汞

不得检出

1*10-5

检不出

总镉

0.01

0.01

0.03

总铬

0.1

0.1

2

六价铬

0.05

0.05

0.5

出；（3）可靠依据正是具有潜在风险；（4）综合

总砷

0.1

0.1

0.1

毒性指标应予以考虑。确定指标后，基于水质功能

总铅

0.1

0.1

0.1

和标准制定相关方法学依据，制定新增指标标准，

总镍

-

0.05

-

针对新增指标的标准建立，本研究认为在指标
筛选方面，可以依据以下几个特点：（1）该指标主
要来源为生活污水；（2）在水环境中能够广泛检

具体应包括标准限值、监测频率和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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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指标审查方法
现行标准

编制方法

面向未来的污水处理
排放标准

中国

欧美等

有

有

一般审查

保留

有

无

详细审查

视审查结果决定

无

有

无

无

制定

新增

污水处理

这方面的问题。面向未来的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应当
将此类指标考虑在列。只是，现阶段常规工艺还难
以解决新兴污染物的问题，尚需大量的科学研究为
该类污染控制及标准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基于国内
相关学者的初步研究，本研究建议优先控制一批具
有潜在水生态风险的新兴污染物，重点考虑抗生素
类、药物类等，同时考虑把雌二醇当量作为一种效

3.2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体系框架建议

应的参数，纳入未来污水处理新兴污染物控制标准

在前述研究基础上，建议建立由“基本要求指

中。对于标准的制定，建议不仅关注单项指标，更

标+选择性目标指标”构成的未来污水处理排放标准

应从协同效应角度，考虑设置综合性指标。

体系框架。
3.2.1基本要求指标
基本要求指标主要基于健康和安全。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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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1. 5月19日的AFM®测试报告令人失望。原因是

AFM ® - 活性过滤滤料性能测试
在荷兰一个现有的室内游泳池我们进行了 为期
18个月的性能测试。测试显示：
阶段0: 石英砂，絮凝
阶段1: AFM ®，APF ®(絮凝剂) – 无碳
阶段2: AFM ®，APF ® 和UV (低压)
阶段3: AFM ®，APF ®和=10cm 的活性炭(椰子
壳)

了两个反洗泵中的一个。结果就导致滤罐仅仅以25m/
h的速度进行反洗。 AFM®需要45m/h的反洗流速来达
到最低10%的滤床膨胀高度!
2. 在45m/h的反洗流速下，结果相比于石英砂有
了30 – 50% 的提升–并且仅消耗50% 的新鲜水。
3. 荷兰政府允许的最大组合氯水平为 0.6mg/l。
为达到 0.2mg/l 及更低水平的氯胺，需要填装一层5 –

我们对36种不同的化学和生物参数进行了测
试，每月一次，在一周的同一天并且在同一时间以科
学地比较游泳池中的环境。测试由 C-Mark，荷兰最
大的实验室进行。所有的原始测试计划、程序都可以
提供(荷兰语)。下表总结了最关键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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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方害怕在反洗过程中漏 AFM®滤料，因此只开启

10cm的活性炭(仅适用于室内游泳池)。
4. 改造后的水质和空气质量好多了。池水看起
来更清澈见底，浊度得到了极大的降低。
5. 这个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 (ROI) 降低，包括水
耗及氯、酸等化学药品的耗损。

News

新闻

污水应用:

缩短污水输送时间，
增加可靠性
GRUNDFOS
iSOLUTIONS

A SMART SOLUTION
FOR YOU

针对污水管网的智能解决方案
格兰富智能解决方案iSOLUTIONS实现自动的水泵运行程序，自清洁功能，以及为系统
提供有用的运行数据，这一切都让污水处理更加容易，同时降低了投资成本。让我们
帮助您将水泵连接至格兰富控制器，监测运行结果以及提供服务合同，从而让您的水
泵运行系统更加可靠高效。
访问grundfos.cn,了解格兰富iSOLUTIONS是如何通过智能解决方案优化
您的污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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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米技术在
餐饮废水预处理中的应用
王玉峰
安徽天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随着餐饮服务业的发展，餐饮废水的预处理和排放问题日益突出，现阶段预处理技术存在分离效果差、水质不达标、
停留时间短、运行维护差、故障率高等缺陷，油水分离的功效丧失，预处理的效果较差。以下通过一种微纳米餐饮废水预处
理工艺来解决上述问题，以供探讨。

关键词

餐饮废水；微纳米；预处理

引言
随着餐饮行业的迅猛发展，商场、超市美食
区、员工食堂等场所的含油餐饮废水的处理和排放问
题日益突出。未经隔油预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后会导
致排水不畅、废水外溢、异味散发甚至管道堵塞，虽
然隔油设备已逐步得到推广，但此类产品的开发和应

作用[2]，本文将微纳米技术与油水分离工艺联用在餐
饮废水预处理中，对悬浮物和动物油脂类表现出了良
好的吸附效果与高效的去除率，对COD也具有较好
的去除效果，出水含油率可降低98%以上，SS含量可
降低97%以上，大大提高了油水分离处理效果。

用仍处于探索的初级阶段，仍存在隔油效率低、易堵
塞异味大、实际工况匹配度差、故障多等缺陷。而且
出水含油率不能达到国家规定，会导致市政排水管道

1.1 餐饮废水预处理任务

排水不畅，最终产生城市内涝、地沟油屡禁不止等问

餐饮废水的成分复杂，有机物含量高，主要有

题。因此，餐饮废水必须经过预先处理，出水水质指

食物纤维、淀粉、脂肪、动植物油脂、各类佐料、

标达到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后，方可排向城市排水管

洗涤剂和蛋白质等。据对我国发达地区广州、上海

网，不得排入雨水管网或直接排向城区河道等自然环

等地餐饮废水检测结果表明：BOD5为300~500mg/L，

境[1]。

CODCr为500~1000mg/L，SS为300~568mg/L，油脂为

现阶段针对餐饮废水，主要以物理方法为主，

150~421mg/L，氨氮平均值为6~50mg/L[3]，与国家污

气浮类方法为辅，利用油水密度差原理，自然静沉停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相比，餐饮废水中

留分层分离。上部浮油渣通过机械、电动阀门方式自

油脂，BOD 5，COD Cr，SS要远高于三级标准，即餐

动排出，或通过人工捞出,而气浮类装置照搬照套，

饮废水在排入有污水处理厂的城市管网前，应治理达

气泡直径大，能耗高，仅起到充氧水体流动的效果，

到三级标准，行业内称为“预处理”阶段。餐饮废水

此类方法存在分离效果差、水质不达标、停留时间

的治理任务主要是去除油脂、有机物和悬浮物。

短、运行维护差、故障率高等缺陷，油水分离的功效

1.2 微纳米系统的理论体系

丧失，预处理的效果较差。

利用微纳米技术可产生巨大的高能氧，高能氧

将微纳米与其他技术联用可以起到工艺增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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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体系

是指具有较高能量的活性氧分子团构成的微小活性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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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泡。氧气经过电离后，以高速涡旋运动产生切割作用

气泡进入水中后，气泡壁的张力作用将释放巨大的爆

及高压作用，把电离的氧气切割并压缩成微小的气泡，

炸能量，促使活性氧分子溶解于水，可以将大分子有

并以极高的线速度射入水中，在水中形成初始运动速度

机物分解为小分子有机物，同时有效地氧化和降解水

[4]

较高、高移动效率和转移效率的活性氧分子团 。
高能氧所含有的粒子能量来源于以下五个方
面：

中污染物。
5、结合能：融合的气泡将释放较大的气泡结合
能，这种结合能可以导致气泡周边的污染物与水之间

1、电离能：系统可提高水中电离能，达到可以
随时产生强氧化作用的高能级，可以氧化分解大部分
难以降解的有机污染物，起到净化水质的效果。

的共价键结合破裂，使气泡中的活性氧对污染物产生
氧化降解作用和活性氧分子在水中的溶解作用。
液体及固液接触面之间普遍存在大小不同的气
泡[5]，微纳米系统可针对各类废水，通过高速搅拌
及剪切空气，与水体混合得以微纳米气泡，从而激
发水中的生物活性，有效去除COD、BOD、SS、氨
氮、磷等有机物 [6] 。解决了污水无法达标排放的问
题，并通过低能耗降低污水处理成本。

2 实验测试
2.1 参数设计
图1 高能级活性氧气团

为了测试微纳米系统对餐饮废水预处理的

2、高速动能：系统以其特殊的喷嘴构造，使水

效果，分别建立了实验装置和现场测试取样分

和氧气产生高速涡旋运行，把发生电离的氧气切割并

析。实验装置采用一套微纳米气泡发生装置，规

压缩成微纳米级别的气泡，提高与水中有机物的结合

格为YJ-09型，内部结构为内涡旋外设喷头，配套

率。

气管连接件，进气介质为自然空气，配套潜污泵
3、分子间能：系统利用分子间作用力，使活性

Q=10m 3 /h，H=10m，N=0.75kW，安装在大小为

氧分子间距逐渐缩小，导致分子间作用力越来越强，

1200×600×1000mm的箱体内，内设回流板，注入

分子间能逐步提高，气泡直径压缩到5微米至几纳

70%体积水开始运行，通过调节负压值观察气泡大小

米，在作用力下有效地提高水中的溶解氧。

及布满水体的范围，并且拍摄了下列图片。

4、爆炸能：气泡破裂爆炸能是指活性氧微纳米

现场测试取样同样采用了YJ-09型规格的微纳

图3 微纳米实验装置过程拍摄

图2 气泡释放增压过程

图4 微纳米应用测试过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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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气泡发生装置，配套潜污泵Q =15m3/h，H =15m，

N =1.5kW，进气介质为自然空气，安装在已经运行三
年以上的TJGY(T3)设备上测试，分别按反应30min、
60min、90min三个时间阶段，静沉5min后在水面下
30~50cm处取水样，水深1.1m，并在2h内将三个水样
送至第三方检测机构，为了对比效果，反应前取了原

图3 工作流程图

水水样，反应后取了上层浮油渣，并用相机拍摄了整

皮、米粒、饭粒、碎骨、鱼刺、面条的餐饮废水为例

个反应过程。

应用具体步骤如下：

2.2 测试结果

1、厨房餐饮废水汇集后重力自流排入杂物隔离
区，分离去除废水中的菜叶、骨头、菜根、肉块、肉

上述现场应用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皮这些大颗粒杂物，再将大颗粒杂物送至生活垃圾归

表1 不同时间段污染物含量

集点，运输垃圾站集中处理；

t/min

CODCr/
（mg／L）

SS/（mg／L）

动植物油/
（mg／L）

30

1660

126

75.4

60

1490

124

58.7

细小颗粒物顺着30°锥斗自然下沉，借助真空吸力外

90

1230

108

50.8

排至残渣储罐，将残渣储罐内的小颗粒杂物搅碎烘干

原水

2320

370

126

后，添加生物制剂，搅拌均匀后即制备得到有机堆

HJ/T 399-2007

GB/T 119011989

HJ 636-2012

肥，这样有效的起到了回收利用的目的，绿色环保；

检测依据

2、将废水中的米粒、饭粒、碎骨、鱼刺、面条

3、除去餐饮废水中的大、小颗粒杂质后，餐饮
2.3 结果分析

废水由6mm的圆孔透过，流经油水分离区前端时，臭

上述现场应用测试结果分析，如表2所示。

氧发生器发出的臭氧输送至微纳米气泡发生器，在微

表2 不同时间段污染物去除率

纳米气泡发生器的作用下，餐饮废水与臭氧充分混合

t/min

CODCr/%

SS/%

动植物油/%

后旋回剪切[7]，多角度射流至油水分离区的前端，此

30

28.45

65.95

40.16

60

35.78

66.49

53.41

时产生微纳米气泡，根据产生的气泡直径级别[8]，其

90

46.98

70.81

60.01

直径为15μm。微纳米气泡以气泡的方式存留在油水
分离区，微纳米气泡可以随着溶解氧的消耗不断地向

测试结果分析如下：

废水中补充活性氧、强氧化性离子团，并保证了活性

1、微纳米系统对餐饮废水排放三大重要限值指

氧充足的反应时间，由微纳米气泡处理过的废水的净

标均有较好的去除效果；
2、动植物油去除率在反应1h达到50%以上；
3、CODCr去除率在反应1.5h达到40%以上，随时
间增速较快，与HRT关系较大；
4、SS去除率在反应0.5h达到65%以上，随时间增
速较缓，较短时间效果最明显。

化能力远远高于自然条件下的自净能力[9]；
4、废水中的微纳米气泡分布在水体中，吸附悬
浮物，聚集成团上浮至水体表面形成浮渣，通过浮渣
自排装置自动刮除至浮油渣桶收集回收再利用，有效
的去除了悬浮物；
5、废水从油水分离区末端流向反应静沉区，静
置2-3min后，在出水端设置取样阀，采用取样阀监测

3 微纳米应用工作流程
以预处理含有菜叶、骨头、菜根、肉块、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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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水质达标后排放即可，此时废水中的杂物、动
植物油脂、SS、部分COD已得到了较好地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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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状及应用
4.1 餐饮废水预处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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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对于瞬时流量大、水质成分复杂、杂物较多、

现阶段针对餐饮废水预处理，主要以物理方法

动植物油脂含量高、有机污染物浓度高的餐饮废水预

为主，气浮类方法为辅，而气浮类装置产生的气泡直

处理，采用微气泡动态辅助分离方式，保持废水中的

径大，停留时间短，吸附效率低[10]，仅起到充氧水体

溶解氧浓度，不断地向水中补充活性氧，解决了自然

流动的效果，并不能达到水质排放的要求。技术上存

沉降污泥厌氧发酵产生腐殖酸，气味恶臭，严重影响

在以下突出问题：

周围环境的突出问题，同时只有较少污泥在底部沉

1、物理分离需较长的停留时间，油污累积随水
排出，普遍存在出水含油率、SS超标；

积，70%以上通过微气泡上升至浮油渣聚集区自动排
出，彻底解决了底部污泥堆积，造成堵塞流道、难以

2、油水分离区厌氧腐殖酸化，酸臭味严重；

去除、占用有效容积、影响出水水质等一系列问题。

3、底部沉泥较多，难以排出易造成沉积堵塞，

通过系统分离，出水含油率可降低98%以上，SS含量

占用有效容积，影响出水水质；

可降低97%以上，大大提高了油水分离处理效果。

4、提升箱浮油较多导致浮球故障；
5、需要较长的水力停留时间，箱体尺寸增加，
占地大，成本上升。
参考文献

4.2 应用后可解决的问题
1、功效强：设备出水含油率可降低98%以上，
SS含量可降低97%以上，COD含量可降低50%以上；
2、效率高：实现杂物截留一次排空，聚集浮油
渣及时排除，提高油渣排出效率，降低其对后端油水
分离工序的影响；
3、异味少：整体全密封，减少异味散发。改变
现有静态自然沉降分离方式，采用微纳米气泡动态辅
助分离方式，保持废水中的溶解氧浓度，不断地向水
中补充活性氧，解决了自然沉降污泥厌氧发酵产生腐
殖酸，气味恶臭，严重影响周围环境的突出问题；
4、沉泥少：只有较少污泥在底部沉积，70%以
上通过微纳米气泡上升至浮油渣聚集区自动排出，彻
底解决了底部污泥堆积，造成堵塞流道、难以去除、
占用有效容积、影响出水水质等一系列问题；
5、占地小：采用微纳米技术，加速油水分离，
只需较短的HRT，占地面积小，适合地下负层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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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要求；
6、故障率低：高效解决了餐饮废水中难以分离
的乳化油、部分溶解油，提高水质，降低提升箱液位
控制被黏附失灵的自控漫溢故障。

115

新闻

116

New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技术应用

小型餐饮废水一体化处理系统研究
熊友元
安徽天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小型餐饮的废水因为具有分散性的特点，所以处理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应该利用小型的分散设备来进行处理比较合
理。本文对于废水处理的一体化系统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且对于餐饮废水一体化处理系统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探讨，同时提出
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

小型餐饮；废水；处理系统

引言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

在处理池当中停留的时间过长，使得废水当中的有机

平逐渐提升，城市当中的餐厅、酒店以及宾馆数量越

物频繁出现发臭的情况，对于环境造成进一步的污

来越多，随之而产生的废水数量也逐渐的增加。相关

染。另外，三级隔离油隔离残渣的废水处理方式，占

的统计资料表明，我们国家餐饮行业每年排放的废水

据的空间非常大，无法及时有效的对其进行清理和维

量达到了亿吨以上，并且还在不断的进行增长。废水

护，这些缺点都有待于去完善和改进。

中的BOD 5和COD Cr含量非常高，已经可以被定义为
高强度的污染源。近些年来餐饮行业发展迅速，不同

2.餐饮废水特点分析

类型的餐饮业纷纷把废水注入到了生活污水当中，并

餐饮业排放的废水当中，主要成分包括泔水

且比例较大，成分复杂。如果不经过严格的处理就排

油、洗涤废水等，其中的有机物含量非常高，包括了

放到河流当中，就会对水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同

植物油脂、脂肪、佐料及蛋白质等等。可见餐饮废水

时也是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另外一方面，废水当

当中的油是非常多的，对于空气和水之间的氧气交换

中的细菌是疾病的一项重要传播来源，给城市当中人

造成严重的阻碍，而水中的油却能够被微生物进行分

们的健康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所以说，对于餐饮废水

解，因此，废水表层的油不但影响了复氧率，同时也

进行处理是非常必要的。

消耗了水中的溶解氧，降低水的质量。餐饮业排放的
废水当中，很多污染物都是呈胶体状，为酸性，并且

1.餐饮废水处理设备发展论述

拥有很大的浊度。互相之间有着一定的综合作用，不

从上个世纪末期以来，我们国家大部分的中小

具有稳定性，处理起来相对困难。另外，餐饮业排放

型餐饮企业基本都是利用三级隔油隔离残渣的方式来

的废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是在中午和晚上的用

对于餐饮的废水进行处理，这种废水的处理方式所需

餐高峰期排放量最高。餐饮行业排放的废水拥有上述

要的成本较低，能够被很多中小型餐饮行业所接受，

的这些特点，使得对其进行处理的方式相对复杂，一

但是所获得的生态环境效益是比较差的。这种废水处

般情况下的处理方式是将其处理达到三级标准，然后

理方式出去油脂的效率较低，通过这种处理方式排出

流入到城市污水管网当中。处理的过程主要是把油

的废水非常容易造成市政排污管道的堵塞。同时废水

脂、悬浮物和有机物进行有效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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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餐饮废水一体化处理系统的处理流程分析
3.1 固液分离器

生的动能碰撞，促使不同比重的油水实现分离。

上文已经叙述了餐饮废水当中所含有的大量污

对于乳化油和分散油，可以利用专门的物理气

染物和食物残渣，并且有着较大的排放随机性。所

浮分离设备来通过射流器对其进行去除。气浮分离设

以，利用滚筒式的固体液体分离器，能够有效的解决

备能够使气泡吸附在需要除去的油当中，利用自身的

这个问题。固液分离器能够有效的隔离餐饮分水当中

浮力来把油与水进行分离，同时这种方式也能够有效

的固体，从而为后续的正常处理流程提供有利条件。

的去除水中的小型颗粒物。餐饮 废水在经过除油设

经过固液分离器分离出来的固体废物会被自动排放到

备时应该保持在2小时以上，通过射流器和刮渣机来

固体垃圾收集桶当中，然后由专门的人员来对其进行

对其进行处理后，可以进入下一个流程。

清理。
3.2 除油设备

3.3 生化设备
餐饮废水经过固液分离器和除油设备之后，废

餐饮废水当中的油会通过多种形式存在，通常

水中仍然残留着一定的动植物油脂，并且这些动植物

情况下，油的存在形式包括了分散油、溶解油、乳化

油脂多是以脂肪酸的形式组成的混合物，不容易被微

油以及上浮油等等。对于餐饮废水当中的上浮油，可

生物进行分解。同时，餐饮废水当中还含有大量的蛋

以利用油比水的密度大的特点来使得废水中的油呈现

白质和淀粉以及对于生物有着毒副作用的洗涤剂等

上浮状态，最后达到油和水呈现分离的状态，进而达

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于后续的生化处理过程产生负面

到除油的目的。例如美国所生产的BOBOLI油水分离

的效应。一般来说，生化设备所采用的工艺技术叫做

器，这种油水分离器就是通过利用油水密度不同的特

厌氧水解技术，就是通过利用厌氧水解技术来把很难

点来利用某种特殊的介质增加废水当中油的凝聚力

进行降解的高分子有机物变为更容易进行降解的小分

和上浮力，从而实现油水分离。我们国家所生产的

子有机物，从而对于餐饮废水的生化特性进行改变，

NEW-Z1油水分离器是通过特殊的吸油材料，来把废

为后续的处理工序提供便利条件。同时，生化处理的

水当中的油和水分离开来。也有一些油水分离器是通

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餐饮的废水处理能够达到

过利用油和水之间的不同介电常数，同时集合IC电

要求的三级排放标准。

路，来通过高频率的超声波实现油水分离。其他的油

餐饮废水在生化设备当中的停留实践一般会在4

水分离技术还包括智能型油水分离技术、自控型油水

小时以上，在厌氧池当中会有悬浮球的填料，从而对

分离技术、超声波高效油水分离技术以及无动力油水

于污泥的浓度进行增加，并附带小型的循环装置，对

分离技术等等。其中智能型油水分离技术是采用RF

于池内的水进行搅拌，加速水和泥的混合过程。

技术，来把餐饮废水当中的油脂进行分离并且排除，

3.4 对于设备的尺寸布置

这个过程中不需要加入任何添加剂，没有二次污染现

由于我们国家餐饮行业有着排放环境差的特

象发生，这种设备的核心部分在于探测线路板，所以

点，可能利用安装设备的空间非常有限，所以一般来

这种技术的价格也是较为昂贵的。

说所采用的一体化处理设备会采用不锈钢的材质，尺

自控型油水分离技术则是根据油和水的密度不

寸保持在3000×1320×3200mm，整个设备的尺寸较

同，来利用多级的处理分离方式，通过特别的液位自

小，所以消耗的能量也较小。一体化设备的装机功率

动控制系统，不需要其他的动力和添加剂，使得油和

为4.78kW/220v/50Hz。一体化处理设备会采用自动控

水实现分离。

制的方式来运行，在各个工作部件之间进行工作，运

无动力油水分离技术，则是通过普朗特湍流边

118

界层原理，在废水流经设备的瞬间，来利用其流动产

行费用较低，并且没有其他药剂相关的费用，同时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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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起来非常简便。
通过实验证明，某小型餐饮在安装一体化餐饮
废水处理设备之后，通过一个月的使用和调试，使得
一体化废水处理系统达到正常运行的状态，排除的废
水达到预期的要求。可以由城市废水管网进行排放。

新起点，新跨越
KESSEL与您携手，共创辉煌
——科赛尔排水设备（常熟）有限公司
开业庆典圆满举行
新的一天预示着新的起点，新的希望点燃了新的激

4.餐饮废水一体化处理设备的具体应用
对于城市当中急剧增长的餐饮行业排放出的大
量废水进行有效的治理，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环保机
构重点进行关注的问题，那么是否能够找到合理的方
式和方法来对于餐饮行业排放的废水进行处理是非常

情，新的时光记录着新的征程。2018年5月23日在这个
崭新的日子里，由德国KESSELAG投入资金建立的又一个
工厂——科赛尔排水设备（常熟）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落址苏州常熟。
来自全国各地的代理商，供应商，客户，以及江苏
省常熟虞山高新科技产业开发区相关领导等100余人，

重要的工作内容。目前我们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要

莅临庆典现场。尤为重要的是80多岁高龄的KESSEL创始

求必须要从污染的源头来对其进行控制，从而保护我

人兼董事长Bernhard Kessel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

们国家的生态环境。

了此次开业庆典。

利用物理除浮油加上厌氧水解为核心流程的处
理技术，对于我们国家的餐饮行业废水进行处理，使
得餐饮行业排放出的废水能够达到城市污水排放的标
准，实现城市污水的合理排放。这种以物理除浮油加
上厌氧水解为核心技术的一体化废水处理设备，具有
操作简便易学、消耗能源较少以及占地空间小等多种
特点，使得多种类型的小型餐饮企业能够进行使用，
来对于自身的餐饮废水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同时，
这种一体化设备也可以被利用在各个污水的水源排放
点来进行废水处理，在餐饮废水进行排放之前及就对
其进行有效的处理，也为城市的生态环保带来了巨大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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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赛尔中国将承载着这份喜悦，奋力前行，以一流
的产品，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品牌，不断创新，以高品
质的产品服务于中国建筑排水行业，服务于客户。
如您对这些产品感兴趣，
还有一个给您亲眼目睹的机
会——2018年5月31日-6月2日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6.2H641馆恭
候光临！

[4]餐饮废水处理设备[J].技术与市场,200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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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水处理

UV单体废水处理工程实践
Engineering practice of UV monomer wastewater treatment
黄全辉
北京蓝源恒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摘 要】
介绍了江苏某化工有限公司UV单体废水处理工程，该工程采用UASB厌氧反应器+A/O工艺为主，对上述各个系统的
运行效果进行分析。UASB厌氧反应器有机负荷可达3 kgCOD/(m3·d)，COD去除率为70%以上，A/O好氧池有机负荷为0.4
kgCOD/(m3·d)，COD去除率为75%以上，出水COD小于500 mg/L，出水指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
级标准。

关键词

UV单体废水；UASB厌氧反应器；A/O工艺

Keywords: UV monomer wastewater; UASB anaerobic reactor;A/O process

江苏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光固化UV单体稀释

1.2设计水质和排放要求

剂系列产品，工艺废水主要为反应生成水和洗涤分

经过处理后的废水排至综合污水处理厂，出水

层水，主要为高盐废水以及酯类废水，酯类水中主

水质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

要物质为丙烯酸等，废水有机物含量高（化学需氧

级标准，废水水质情况和排放要求见表1。

[1]

量COD约10-12万mg/L，电导率8-10万us/cm） 。
现采用UASB厌氧反应器—A/O好氧池为处理工艺

2 废水处理工艺

路线，可以将废水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2.1 废水处理工艺

（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即化学需氧量COD

UV单体废水采用的工艺流程见图1。

小于500mg/L)。

2.2 工艺流程说明

针对光固化UV单体稀释剂[2]废水处理存在的

UV单体废水经过聚丙烯酸钠分离后从车间提

问题，本项目根据该废水的水质情况，采用厌氧反

升至曝气调节池，曝气吹拖甲苯和环己烷等低密度

应器——A/O工艺，提出废水无害化利用的技术途

的有机物，调节水质和水量。调节池出水泵入气浮

径，将废水中COD降低到较低的水平，构建可用于

池，加入絮凝剂去除来水中的悬浮杂质和其他胶体

该废水处理的工艺与方法，确定运行参数和运行条

表1 废水水质情况和排放要求

件，提出确实可行的废水处理设计方案，为光固化
UV单体稀释剂废水处理提供技术支撑。

1 UV单体废水水量和水质
1.1 废水水量
UV单体废水水量约为20 m3/d，低浓度废水水量
约为380 m3/d，总水量约为400 m3/d。

项 目

pH

COD
（mg/L）

电导率
（us/cm）

总磷
（mg/L）

温度
（℃）

UV单体
废水

4~6

120000

100000

100

40-60

低浓度
废水

6~9

300~500

500

1

10-20

排放
要求

6~9

≤500

/

≤ 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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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1座。主要配套设备：(a)、穿孔曝气系统，1
套；(b)、提升泵：Q =20m3/h，H =12m，N =2.2kW，
2套，1用1备。
3.3 气浮池
主要设计尺寸：L*W*H=4*1.5*2.2m，1座，建
筑形式：全地上钢结构，数量：1套。主要配套设
备：(a)、加药设备，1套；(b)、气浮池，1套，规
图1 UV单体废水处理工艺流程图

格：5m3/h， 材质为碳钢，内3布5油防腐，外红丹防
锈漆1道、2道绿色面漆。配件含空压机、溶气罐、

物质，降低有机离子和胶体物质对废水生物处理的

增压水泵、释放器和表面刮渣设备等全套。

抑制，澄清出水。再与低浓度废水在配水池混合，

3.4 配水池

控制配水的pH在6~7.0左右，控温37±2℃。配水池

主要设计尺寸：L*W*H=6*6.1*4.2m，有效水

出水泵入UASB厌氧反应器，使废水中大分子污染

深：3.5m，有效容积：100m 3 ，建筑形式：钢砼结

物变成小分子污染物、难降解的污染物变成易降解

构，1座。主要配套设备：(a)、穿孔曝气系统，1

的污染物，有机物在厌氧塔被大幅度去除，产生沼

套；(b)、厌氧提升泵：Q =30m 3/h，H =20m，N =5.5

气，厌氧出水经过缺氧池，依靠机械力的作用(潜

kw，2套，1用1备；(c)、加液碱设备，1套。

水搅拌机)，使废水中大分子污染物变成小分子污染

3.5 厌氧反应器

物、难降解的污染物变成易降解的污染物，有机物在

主要设计尺寸：L*W*H=14.6*8.75*10.8m，

缺氧池被二次去除，通过回流提高缺氧池的污泥浓

2组，有效容积：2500m 3 ，有机负荷：3 kgCOD/

度。缺氧池出水自流入中间沉淀池。好氧采用A/O的

( m 3· d ) ， 运 行 温 度 ： 3 5 ～ 3 8 ℃ ， 材 质 ： 钢 砼 结

方式运转，进行去除有机物。沉淀池的污泥经污泥

构，内部防腐。主要配套设备：(a)、进水配水

泵回流到生化系统。二沉池出水投加PAC混凝剂，

器和布水器：非标，2套；(b)、三相分离器：非

微絮凝反应，去除废水中难降解的有机物，同时除

标，2套；(c)、集气箱：非标，2套；(d)、泥水

磷，确保出水达标排放至污水处理厂。

分离包：D*H=φ1.5*1.8m ，2套；(e)、水封：
D*H=φ1.2*1.8m，1套；(f)、内回流泵：Q =50m 3 /

3 构筑设计

h，H =15m，N =5.5kW，1台，1用，定期启停。

3.1 曝气调节池（高浓度废水）

3.6 缺氧池和中间沉淀池

主要设计尺寸：L*W*H=6*6*4.2m，有效水深：

主 要 设 计 尺 寸 ： 缺 氧 池 ，

3

3.5m，有效容积：100m ，建筑形式：钢砼结构，

L*W*H=12.2*4.4*6.0m，有效水深：5m，中间沉淀

1座。主要配套设备：(a)、穿孔曝气系统，1套；

池，L*W*H=5.95*4.4*6.0m，有效水深：5m，表面

3

(b)、风机，风量：10m /min，风压：5m，功率：

负荷：0.6 m3/(m2·h)，沉淀时间：5.0~8.0h，建筑形

15kW，数量：2台，1用1备； (c)、气浮池提升泵：

式：钢砼结构。主要配套设备：(a)、快速搅拌机，

3

Q =5m /h，H =12m，N =1.5kW，2套，1用1备。
3.2 曝气调节池（低浓度废水）
主要设计尺寸：L*W*H=12*5*4.2m，有效水
3

深：3.5m，有效容积：200m ，建筑形式：钢砼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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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620mm，P=4kW，数量：2台；(b)、排泥泵：

Q =20m3/h，H =12m，N =2.2 kW，2台，1用1备。
3.7 A/O式好氧池
主要设计尺寸：L*W*H=31.8*18*5.5m，有效水

Industrial Water & Wastewater

深：5m，有效容积：2800m3，有机负荷：0.4kgCOD/

工业水处理

苯和环己烷等低密度的有机物，调节水质和水量。

3

(m ·d)，建筑形式： 半地上半地下式钢砼结构，数

调节池出水泵入气浮池，加入絮凝剂去除来水中的

量：1座。配套设备如下：(a)、风机，风量：35m 3/

悬浮杂质和其他胶体物质，降低有机离子和胶体物

min，风压：6m，功率：55kw，数量：3台，2用1

质对废水生物处理的抑制，澄清出水[3]，气浮池出水

备；(b)、旋流切割曝气器规格：φ260mm，数量：

COD浓度从120000mg/L降低至110000mg/L，总磷从

1800套；(c)、配气管材质：ABS管，DN50mm，18

100mg/L降低至60mg/L，去除率约为40%左右。

套；(d)、混合液循环泵：Q =30m3/h，H =10m，N =3

4.2 UASB厌氧反应器、
缺氧池和中间沉淀池的运行

kW，2台，1用1备。

配水池出水泵入UASB厌氧反应器，使废水中

3.8 二沉池

大分子污染物变成小分子污染物、难降解的污染物

主要设计尺寸：D*H=φ6.6*4m，1座，表面负

变成易降解的污染物，有机物在厌氧塔被大幅度去

荷：0.70m3/(m2·h)，沉淀时间：3~5 h，建筑形式：

除，产生沼气，厌氧出水经过缺氧池，依靠机械力

半地上半地下式钢砼结构，数量：1座。配套设备

的作用(潜水搅拌机)，使废水中大分子污染物变成

如下：(a)、刮泥机：ZXGN-6，1套，水下不锈钢；

小分子污染物、难降解的污染物变成易降解的污染

(b)、排泥泵：Q =10m 3/h，H = 12m，N =2.2 kW，2

物，有机物在缺氧池被二次去除，通过回流提高缺

套，1用1备。

氧池的污泥浓度，缺氧池出水自流入中间沉淀池[4]。

3.9 除磷池

在正常运行期间，UASB厌氧反应器水温稳定控制在

主要设计尺寸：D*H=φ6.6*4m，1座，表面负

35～38℃，有机负荷基本控制在3 kgCOD/(m3·d)左

荷：0.70m3/(m2·h)，沉淀时间：3~5 h，建筑形式：

右[5]，厌氧出水COD浓度从6500mg/L降低至2000mg/

半地上半地下式钢砼结构，数量：1座。配套设备

L以下，去除率保持在70%左右，总磷含量为10mg/L

如下：(a)、刮泥机：ZXGN-6，1套，水下不锈钢；
(b)、排泥泵：Q=10m 3/h，H= 12m，N=2.2 kW，2
套，1用1备；(c)、加药设备，1套；(d)、立式搅拌
机，304材质，1台；(e)、加药计量泵：Q =50 L/h，

H = 30m，N =0.55kW，2套，1用1备；(f)、排水泵：
Q =20m3/h，H = 30m，N =4 kW，2套，1用1备。

4 主要工艺单元运行情况
4.1 曝气调节池和气浮池的运行
图2

UV单体从车间提升至曝气调节池，曝气吹拖甲

UASB厌氧反应器进、出水COD及去除率随运行时间的变化

表2 2016年5~8月平均进出水水质
月份

COD/mg/L

温度/℃

pH

电导率/us/cm

总磷/mg/L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进水

出水

5

4273

106

44

36

6.7

7.1

4898

4850

20.3

0.56

6

4905

180

38

36

7.2

8.2

4850

4795

20.5

0.69

7

5110

107

36

36

6.4

7.9

4095

4093

25.8

0.73

8

6453

135

37

36

6.6

7.8

5131

5090

26.3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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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取每周平均值共4个月16次检测进、出水的水
样，指标有pH、COD、温度和去除率等。UASB厌
氧反应器情况见图2。

5 结语
（1）采用UASB厌氧反应器和A/O好氧池为主的
工艺处理UV单体废水，系统出水COD小于500mg/L。

4.3 A/O好氧池的运行
好氧采用A/O方式运转，降解废水中的大部分
有机污染物，进行脱氮除磷，可以快速吸附、稀释

（2）稳定运行时，UASB厌氧反应器和A/O好
氧池的有机负荷分别为3和0.4 kgCOD/(m3·d)时，去
除率分别为70%和75%。

[6]

进水端的有机物质 ，根据运行情况，好氧区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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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 ·d)，COD去除率为70%左右，A/O好氧池有
机负荷为0.4kgCOD/(m 3·d)，COD去除率为75%以

通讯地址：北京蓝源恒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出水COD小于500 mg/L。废水处理站2016年5~8

电话：13401159650

月平均进出水质见表2。

邮箱：41584881@qq.com

再获AAA信用荣誉
二0一八年五月十九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的
2018年中国企业信用发展论坛暨第九届诚信公益盛典
上，北京精铭泰工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再次获得《中国
AAA级信用企业》称号。
论坛暨盛典由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中国企业改
革与发展研究会主办，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
长蒋正华、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尹成杰、
民政部部原常务副部长陈虹等出席了论坛。
经中国合作贸易企业协会、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
会、中国企业信用评价中心联合评审，北京精铭泰工程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再次获得《中国AAA级信用企业》称号。
公司将继续秉持诚信经营、守信用、重合同、的
宗旨，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为二次供水行业做出更
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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