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处理用臭氧发生器操控、运行管理、维护保养 

一、臭氧单元运行管理 

1.1 臭氧单元结构 

臭氧单元主要包括气源、臭氧制备、臭氧投加、尾气破坏四部分。其中，

臭氧发生器的备用率一般应大于 30%；预投加部分臭氧投加量很少，一般要求为

0.5～1.5 mg/L；主臭氧与活性炭池联合使用。臭氧投加量一般建议为 1.5～2.5 

mg/L，水中余臭氧为 0.2～0.4 mg/L。反应速度慢，反应时间一般不小于 10 min。

尾气破坏系统排出气体臭氧浓度应<0.05~0.1mg/L）。 

1.2 臭氧设施环境要求 

   臭氧设备应能较好的满足水厂运行环境要求： 

 （1）臭氧设备应具备技术先进、性能优良、经济合理的特点，能长期满足可靠

性、安全性、稳定性的要求。 

 （2）臭氧单元的运行系统应为 PLC 全自动控制运行系统，并配有完善的计算机

远程通讯与控制接口。就地应具有完整的监控和操作界面，可就地完成设备的监

控、设定参数、选择功能和调试。通过简单的学习即可进行操作。 

 （3）系统应能提供标准通讯信号和水厂的计算机系统（DCS）或其他辅助系统

相连接，实现水厂计算机系统对臭氧设备的控制及状态监控。 

 （4）设备柜体应为安装在内部的电气等设备提供运行环境保护，即能防尘、防

滴水、防腐、防潮、防结露、防昆虫及啮齿动物进入。 

 （5）设备应设有良好的通风散热措施，应能在-10-40 摄氏度的环境温度变化

下正常工作。 

 （6）设备对环境影响良好，并有完善的放震、防爆、密封等安全设施。设备应

有醒目的中文安全警示标识/标示。 

 （7）设备运行环境噪音应不大于 80db。 

1.2日常运行管理要求 

（1）预臭氧投加控制一般通过设定臭氧投加率，根据水量变化进行比例投加控

制；主臭氧投加控制一般根据水量变化与水中溶解余臭氧变化，进行双因子复合

环投加控制（处理水量是前馈条件，余臭氧是后馈条件）。 



臭氧投加量应根据原水水质情况及处理效果及时进行调整；若周边环境及炭

滤池出现较明显的臭氧气味，排除设备设施异常后，可适当降低臭氧投加量。 

（2）因设备异常或工艺调整需要暂停预臭氧投加时，应启用原水预加氯设备，

用预氯化取代预臭氧投加。 

（3）臭氧单元及其配套的控制系统、阀门和管道等附属设备应定期开展日常巡

检及清洁、保养工作，且对应的周期、项目及内容应符合实际安全生产要求。（详

见表 1-1） 

（4）运行人员应确保熟练掌握、并严格按照运行操作规程进行各项操作。 

（5）应加强对关键仪表如臭氧浓度分析仪、水中溶解余臭氧分析仪等的运行状

况的观察。 

（6）应定期关注尾气破坏装置的运行状况，最好采用便携式臭氧检测仪，测量

并收集装置前后进出气体的臭氧浓度信息。 

（7）臭氧发生器因故停机一段时间，再次启用时为确保配套管路的干燥度和洁

净度，应提前对管路进行洁净压缩空气/氧气吹扫，吹扫原则如下：停机一周以

内，吹扫 30 分钟；停机一个月以内，吹扫 1 小时；停机两个月以内，吹扫 2 小

时；两个月及以上，吹扫 6~8小时。如管道内的露点值仍不符合要求，应延长吹

扫时间直至数值达标。 

（8）停止臭氧投加时，应做好相关设施的维护，尤其要保护好尾气破坏装置的

臭氧催化媒，及时关闭破坏装置前后的进出气阀门，防止因潮湿空气及其它带酸

性的气体进入，造成催化媒的提前中毒失效。 

（9）为确保主臭氧投加效率，应定期观察接触池内曝气盘是否曝气均匀。池体

设有观察孔的，可直接定期观察；无观察孔的，需每年度打开人孔进行一次检查，

并开展曝气盘曝气均匀性试验，即将水位控制在曝气盘上 20-30cm，用无油空压

机将压缩空气或氧气吹入管道，以观察曝气的均匀性。 

 

 

 

 

  



表 1-1 臭氧单元日常巡检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巡检项目 重点巡检内容 

1 臭氧发生器 

显示屏/运行灯 无故障报警，指示灯显示无异常 

自控状态 位于正确状态(处于本地或远程) 

振动及声响 无异常振动或异响 

外循环冷却水量及温度 温度读数稳定，流量达到要求 

2 尾气破坏器 

显示屏/运行灯 无故障报警，指示灯显示无异常 

自控状态 位于正确状态(处于本地或远程) 

排放浓度显示 小于要求浓度（0.1ppm） 

风机振动及声响 无明显振动、无杂音 

3 液氧站 

液氧罐 检查压力和液位 

管路及阀门 
各阀门、管路完好，无渗漏；阀门开/关位

置正确 

4 
臭氧车间配电

柜 

电压 电压无缺相，达到要求电压 

异味异响 无焦臭味、无异响 

5 
臭氧系统主

PLC柜 

液晶显示屏/运行灯 
无故障报警，指示灯显示无异常 

臭氧投加率设定合理 

工作状态 PLC工作状态指示无异常 

通讯设备 通讯设备工作状态指示无异常 

避雷器 检查窗口颜色及雷击计数器 

触摸屏 检查运行情况 

UPS 状态 UPS 电源工作无异常 

6 高压变压器 
温度 

变压器绕组温度相对平衡，干式温度达到要

求； 

气味、声响 无焦臭味、无异响 

7 臭氧 PSU 柜 

电量监测仪 显示正常 

气味、声响 无焦臭味、无异响 

主控制板 无报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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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车间仪表

风补氮(空压

机、冷干机等) 

振动及声响 无异常振动或异响 

工作压力 达到要求的运行压力 

空压机皮带 松紧合适、无裂纹 

空压机过滤器 
空气过滤器、油过滤器和油气过滤器等都无

泄漏、无损坏 

储气罐 无漏气、压力在运行在正常范围 

冷干机振动及声响 无异常振动或异响 

冷干机工况 可正常制冷（出气管温度较低或有冷凝水） 

冷干机排水 排水正常，无堵塞、无泄漏 

二、臭氧单元的设备操作 

2.1系统运行前的检查 

(1)确认臭氧间安全 

观察臭氧车间门外的臭氧报警器和氧气报警器有无报警（当臭氧浓度达到

0.1PPM 时启动排风扇，达到 0.2PPM 时停臭氧发生器；氧气浓度到达 22%时启动

排风扇，到达 24%时停臭氧发生器；同时有声光报警），无报警灯亮表示车间内

为安全。 

(2)检查液氧储罐液位 

在液氧站检查液氧储罐的液位是否达到要求，液氧液位不能低于 330cm。 

(3) 检查氧气露点 

在总 PLC 柜操作界面上，按“参数显示”键进入参数显示画面，检查氧气露

点是否低于－60℃。 

(4)检查冷却水流量 

检查冷却水管有无压力，冷却水流量是否达到单台臭氧发生器所需的流量，

正常情况下要求在额定流量（氧气源臭氧发生器产生每公斤臭氧需要 2 吨冷却

水）。 

(5)检查总 PLC 柜操作界面 

检查画面上是否有报警存在，有报警存在时，臭氧发生器无法正常运行；

如果有报警，就地复位。 

(6)检查臭氧发生器 



臭氧发生器未运行时，冷却水进水管上的阀门状态为开；冷却水出水管上的

阀门状态为开；氧气管的自动开关阀门状态为关、手动阀开；臭氧管的阀门状态

为自动调节阀关、手动阀开。 

(7) 检查臭氧低压配电柜 

 检查进线柜，其中有一路进线必须合闸，母联柜为合闸，各相关设备电源开

关处于合闸 。 

(8) 检查臭氧发生器供电单元 

检查电源开关是否在运行位置，综合电力监测仪显示数据是否正常。 

3.2开停机步骤 

3.2.1开机步骤 

(1)打开空压机 1#或 2#，当空压机压力达到 0.55Mpa 后,臭氧系统的气动设备方

可正常运行。 

(2)在总 PLC柜操作界面上，按“参数设置”键进入画面，按“启/停”启动臭氧

发生器。 

(3)PLC 按控制程序自动开启尾气破坏系统（VOD），吹扫系统，5分钟后启动臭氧

发生器； 

(4)按“参数显示”键进入画面，浏览臭氧发生器生产情况。 

3.2.2停机步骤 

(1)按“参数设置”键进入画面，在此画面上，按“启/停” 停机。 

(2)尾气破坏系统（VOD）会继续运行 10分钟，后停机。 

(3)长时间停臭氧系统要停空压机系统。 

三、臭氧单元的维护管理 

2.1 臭氧单元的组成与维保 

（1）臭氧单元设施由八大部分组成：配电系统、气源系统、、臭氧制备系统、臭

氧投加系统、臭氧尾气破坏系统、辅助压缩空气系统、仪表检测和 PLC控制系统。 

（2）水厂每年应制定臭氧设备的定期维保检修计划，对设备进行一系列预防性

维保检修工作，确保设备性能良好、运行正常，其具体维护管理要求可参考表

2-1。 

  



表 2-1：臭氧设施维护项目清单 

序号 设备名称 维护对象 重点维护内容 参考维护周期 

1 配电系统 
干式变压器 可参考干式变压器维护的基本要求 一年 

低压配电柜 可参考配电柜维护的基本要求 一年 

2 气源系统 

现场制氧系统 建议外委进行维护 一年 

液氧储存系统 

建议外委进行维护，压力表、安全阀、压力

容器和压力管道根据特种设备相关法律法规

送检，取得合格证方可使用 

一年 

3 
臭氧制备

系统 

臭氧电源柜 

检查主回路、控制和工作电路的接线是否牢

固； 

半年 
检查实时参数，如有需要则进行调节； 

检查电量监测仪的各参数显示是否正常、准

确；检查各指示灯是否正常，显示是否准确； 

清理机柜内灰尘。 

臭氧发生器 

检查过滤器，拆下用压缩空气对滤芯进行清

洁，必要时更换滤芯（使用 8000h） 
半年 

检查发生器运行数据。 一年 

容器的密封检测是否正常。 一年 

打开高压接线盒，检查高压动力电缆接头是

否损坏，必要时更换。 
一年 

检查放电体耐压 两年 

检查系统的报警功能(风扇，报警器，闪光灯，

关闭阀) 
半年 

冷却水泵 
检查功能，噪音，震动和轴承温度 

半年 
检查电机及水泵轴承润滑情况是否良好 

4 
臭氧投加

系统 

曝气盘 
检查压力损失，必要时停池拆下曝气盘用酸

液进行浸泡和清洗 
三年 

水射器 功能性检查 一年 



水射器压力水

加压泵 

检查功能，噪音，震动和轴承温度 
一年 

检查电机及水泵轴承润滑情况是否良好 

5 
臭氧尾气

破坏系统 

风机 
检查运行噪音、振动及对轴承端检查温度 半年 

检查风机运行时出口风压是否正常 一年 

催化酶及其容

器 

定期评估接触媒是否失效，检查接触媒容器

内壁是否腐蚀 
两年 

6 
辅助压缩

空气系统 
无油压缩机 

检查清理空气过滤器，必要时更换；检查测

试操作安全阀；清洁压缩机；检查阀门；用

压缩空气清洁冷凝器的鳞形表面。 

半年 

清洁除潮器； 

一年 更换空气过滤器； 

检查或更换 V形皮带。 

用润滑油润滑轨道涡形轴承； 

两年 更换密封件； 

用润滑油润滑曲柄轴承。 

7 检测仪表 

余臭氧仪 按说明书进行两点标准校验 三个月 

臭氧浓度分析

仪 

进行检查，判断其面板、流量计功能、电磁

阀功能等状态是否正常 

一年 检查取样泵、取样软管是否工作正常、是否

有泄漏，清洁微颗粒物过滤器 

清洗检测室，更换紫外灯管 

由厂家重新标定 三年 

露点仪 由厂家进行标定 一年 

流量计 按说明书进行标准校验 一年 

漏臭氧报警仪 

环境臭氧和氧探测器进行检查，判断其状态

是否正常 
三个月 

臭氧和氧探测器探头定期更换 二年 

8 PLC控制 PLC柜 检查柜内各部分的连接点是否连接牢固，有 一年 



系统 无过热现象，观察有无变色现象。 

柜内部件清洁，无异常气味，无异常声音，

接地完好无损。 

画面切换速度正常，数据刷新速度正常 

子站 PLC站数据上传无异常 

检查 PLC各指示灯是否正常 

UPS 
对 UPS进行维护，清扫除尘，电池充放电试

验 
三个月 

2.2系统维护建议 

水厂应编制臭氧系统各设备的管理程序和操作规程，制定定期维护保养计划

并遵照执行，以保证臭氧系统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臭氧系统进行维护时，维修人员应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充分了解臭氧对人

身的危害性。 

维修人员在对系统进行维护时，应作好相关的维护保养、维修记录。 

气源系统的维护宜委托有资质的专业厂家进行。臭氧发生器的揭盖大修宜委

托生产厂家进行。 

鉴于臭氧设备维护的系统性、专业性和复杂性，为确保系统的安全 良好运

行，水厂应定期（如三年）外委专业人员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整体评估。 

2.3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1）臭氧系统应安装在封闭、带锁的房间。房间内不应设置长期的办公场所，

应配备臭氧防护面具等防护用品。 

（2）水厂应建立漏臭氧应急处理制度，以应对可能突发的漏臭氧事件。 

（3）臭氧发生系统应由特定的有资格的人员来维护。有资格的人员是指：有专

业技术知识和经验，有足够的知识来操作臭氧发生系统，并且非常熟悉公共工作

保护规则，意外事故保护规则，相关的标准，能够正确判断臭氧系统的安全工作

条件。 

（4）臭氧设备进行维护时，应确保设备及部件与臭氧接触的部分无油和油脂。 

（5）在打开含有臭氧气体的系统之前，应先把气体排净直至检测不到臭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