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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为适应国际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通行规则。2016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陆续印发《深化工

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的意见》等文件，提出政府制定强制性标准、社会团体制定自愿采用性标

准的长远目标，明确了逐步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取代现行标准中分散的强制

性条文的改革任务，逐步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的技术性规定与全文强制性工程

建设规范构成的“技术法规”体系。



      前   言

以工程建设项目整体为

对象，以项目的

等五大要素

为主要内容

项目规范

以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功

能性能要求的

为对象，以勘察、

设计、施工、维修、养

护等通用技术要求为主

要内容

通用规范

规范种类：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覆盖工程建设领域各类建设工程项目，分为工程项目类规

范(简称项目规范)和通用技术类规范(简称通用规范)两种类型。

         

在全文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体系

中，项目规范为主干，通用规范

是对各类项目共性的、通用的专

业性关键技术措施的规定。



      前   言

要求主要规定了建设

工程项目应具备完整

的生产或服务能力，

应与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相适应。

   项目的规模

要求主要规定了产业

布局、建设工程项目

选址、总体设计、总

平面布置以及与规模

相协调的统筹性技术

要求，应考虑供给能

力合理分布，提高相

关设施建设的整体水

平。

   项目的布局

要求主要规定项目构

成和用途，明确项目

的基本组成单元。是

项目发挥预期作用的

保障

   项目的功能

`

要求主要规定建设工

程项目建设水平或技

术水平的高低程度，

体现建设工程项目的

适用性，明确项目质

量、安全、节能、环

保、官居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应达到

的基本水平。

项目的性能

是实现建设项目功能。

性能要求的基本技术

规定，是落实城乡建

设安全、绿色、韧性、

智慧、宜居、公平、

有效率等发展目标的

基本保障。

   关键技术措施

 关于五大要素指标：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各项要素是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化和效率提升的基本规定，是支撑城乡建设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



      前   言

关于规范实施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人身健康、工程安全、生态环境安

全、公众权益和公众利益，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满足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求，工

程建设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维修、养护、拆除等建设活动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其中，对于既

有建筑改造项目(指不改变现有使用功能)，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规范确有困难时，应不低于原建造时的标

准。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配套的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保障达到强制性规范要求的成熟技

术措施，一般情况下也应当执行。

         在满足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规定的项目功能、性能要求和关键技术措施的前提下，可合理选用相关团体

标准。企业标准，使项目功能、性能更加优化或达到更高水平。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要

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动调配套，各项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相关技术水平。



      前   言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实施后，现行相关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强制性条

文同时废止。现行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中的强

制性条文应及时修订，且不得低于强制性工

程建设规范的规定。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包

括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中有关规定与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不一致的，以强

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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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及安全系统设计

格栅间通风及安全设计

封闭水池通风及安全设计

污泥脱水间通风及安全设计

次氯酸钠投加间通风及安全设计

鼓风机房及安全设计



      鼓风机房及安全设计

格栅间运行过程中污水在厌

氧环境下产生大量的硫化氢、

甲烷等恶臭气体，直接危害

工作人员健康。

为了改善格栅间的操作条件并确保操作人员安全，按《室

外排水规范》GB50014-2021第7.3.8条规定，“格栅间应设

置通风设施和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与报警装置。”



      鼓风机房及安全设计

格栅间应设计除臭

系统，除臭系统应

与机械通风系统相

互配合设计。

设计机械通风系统时，只需考虑送风系统的设计，排风除臭

系统由工艺专业综合考虑设计，为保证格栅间内恶臭气体不

外散，呈负压状态，送风量按格栅间内排出恶臭气体量的

80%计，送风机选用防腐风机。



      封闭水池通风及安全设计

集水池、调节池、事故池、水解池、

污泥池等池子内部因为污泥等沉积

厌氧发酵，产生可燃性沼气、有毒

性硫化氢气体。为避免后期因气体

火灾或者人员中毒导致事故，应设

计通风系统。

封闭水池应设计除臭系统，除臭系统应与机械通风系统相互配合设计。



      封闭水池通风及安全设计

设计通风系统时，只需考虑送风系统的设计，排风除臭系统由工艺专业综合考虑设计。为保证恶臭

气体不外散，呈负压状态，进风量按池内排出恶臭气体量的80%计，可预留远端进风口，进风口满足

气体流速小于1m/s的要求。

在设计总说明中必须加：对该类型池体，进

行进入检修的时候，必须进行送排风处理和

气体浓度检测，确认安全后方可进入检修。



      污泥脱水间通风及安全设计

污泥在脱水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恶臭气体，按

《室外排水规范》GB50014-2021第8.5.1-4条的

规定：为改善工作环境，污泥脱水间内应设计

通风设施。每小时换气次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736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污泥脱水机房应设计除臭系统，机械通风系统应与除

臭系统相互配合设计，在设计机械通风系统时，只需

考虑送风系统的设计，排风除臭系统由工艺专业综合

考虑设计，为保证污泥脱水机房内恶臭气体不外散，

呈负压状态，送风量按污泥脱水间内排出恶臭气体量

的80%计，送风机选用防腐风机。



      次氯酸钠投加间通风及安全设计

次氯酸钠在储存、配置过程中散发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为改善操作条件并确

保操作人员安全，应在次氯酸钠投加间内设置通风系统。

按《室外给水规范》GB50013-2018第9.9.33条规定：次氯酸钠和硫酸铵溶液的
投加、储存间应设置每小时换气8～12次的机械通风设备，室内可能与次氯酸钠
和硫酸铵溶液接触的建构筑构件和墙地面应做防腐蚀处理，在房间出入门附近应
至少设置一套快速淋浴、洗眼器”。

按《室外给水规范》GB50013-2018第9.9.38条规定：次氯酸钠发生器及制成液
储存设施的所在房间应设置每小时换气8～12次的高位通风的机械通风设备，在
房间出入门附近应至少设置一套快速淋浴、洗眼器”。



      鼓风机房及安全设计

鼓风机会产生大量的热量，一般鼓风机在正常运转情况下轴功率是电机功率的

80%左右，有近20%的电能转换为热能，造成室内温度升高，工作环境差，为改

善鼓风机房运行管理环境及维护鼓风机房的正常有效运转，应设置通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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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杆、防滑梯
安全系统设计

栏杆、防滑梯等安全措施

警示牌、救生圈、安全绳等救生用品

管线、闸阀及设备应着色标识

管道、闸阀等设备采取防冻措施



      栏杆、防滑梯等安全措施

《室外排水规范》GB50014-2021第7.2.23规定：处理构筑物应设置栏

杆、防滑梯等安全措施，高架构筑物还应设置避雷设施。

设计注意：对所有高架和敞口池子必须严格执行该条款，防止人员坠

落事故发生。对必要的安全设施应采用不易腐蚀的材质。



      警示牌、救生圈、安全绳等救生用品

构筑物上必须悬挂警示牌，配备救生圈、安全绳等救生用品，并应定期检查和更换。



      管线、闸阀及设备应着色标识

对厂内各种工艺管线、闸阀及设备应着色并标识，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污水处

理厂管道和设备色标》CJ/T158的规定。



      管道、闸阀等设备采取防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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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要构筑为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

本，主要构筑物、建筑物耐火等级不低于二级；配电室、中控室火灾危险性等级为丁，其余均为戊。

2、按照《消防给水及消火栓技术规范》（GB5097-2014）中规定同一时间内火灾次数为1次。污

水站位于工厂消防消火栓覆盖范围内，污水站不单独设计消火栓设计，由工厂消火栓系统统一覆盖。

3、依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年版本，污水站不需设置室内消火栓

系统，室内消防设置灭火器。

4、室内消防：污水站涉及到的火灾种类主要有固体火灾A类及电气火灾E类。

灭火器选型为磷酸铵盐4kg，单独房间、走廊、楼道等设置点各设置2具，用以有效扑灭初期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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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操作

摘自《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1、起重设备、锅炉、压力容器等特种

设备的安装、使用、检修、检测及检定，

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气体检测

仪应定期进行检查和校准，并应按国家

有关规定进行强制检定。

3、对厂内各种工艺管线、闸阀及设备

应着色并标识，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污水处理厂管道和设备色标》

CJ/T158的规定。

4、在设备转动部位应设置防护罩；设

备启动和运行时，操作人员不得靠近、

接触转动部位。

5、非本岗位人员严禁启闭本岗位的机

电设备。

6、 各种闸阀开启与关闭应有明显标志，

并应定期做启闭试验，应定期为丝杠等部

位加注润滑油脂。

7、设备急停开关必须保持完好状态；当

设备运行中遇有紧急情况时，可采取紧急

停机措施。

8、 对电动闸阀的限位开关、手动与电动

的联锁装置，应每月检查1次。

9、各种闸阀井应保持无积水，寒冷季节

应对外露管道、闸阀等设备采取防冻措施。

10、操作人员在现场开、停设备时，应按

操作规程进行，设备工况稳定后方可离开。

11、新投入使用或停运后重新启用的设

施、设备，必须对构筑物、管道、闸阀、

机械、电气、自控等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确认正常后方可投入使用。

12、停用的设备应每月至少进行1次运

转。环境温度低于0℃时，必须采取防

冻措施。各种类型的刮泥机、刮砂机、

刮渣机等设备，长时间停机后再开启时，

应先点动，后启动。冬季有结冰时，应

除冰后再启动。

13、各种设备维修前必须断电，并应在

开关处悬挂维修和禁止合闸的标志牌，

经检查确认无安全隐患后方可操作。

14、 清理机电设备及周围环境卫生时，

严禁擦拭设备运转部位，冲洗水不得溅

到电机带电部位、润滑部位及电缆头等。

15、设备需要维修时，应在机体温度降

至常温后，方可维修。



      安全操作

摘自《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16、各类水池检修放空或长期停用时，应

根据需要采取抗浮措施，并应对池内配套

设备进行妥善处理。

17、凡设有钢丝绳结构的装置，应按要求

做好日常检查和定期维护保养；当出现绳

端断丝、绳股断裂、扭结、压扁等情况时，

必须更换。

18、起重设备应设专人负责操作，吊物下

方危险区域内严禁有人。

19、设备电机外壳接地必须保证良好，确

保安全。

20、构筑物、建筑物的护栏及扶梯必须牢

固可靠，设施护栏不得低于1.2m，在构筑

物上必须悬挂警示牌,配备救生圈、安全

绳等救生用品，并应定期检查和更换。

21、各岗位操作人员在岗期间应佩戴齐全

劳动防护用品，做好安全防护工作。

22、城镇污水处理厂必须健全进出污泥消

化处理区域的管理制度，值班室的警报器、

电话应完好畅通。

23、污泥消化处理区域内工作人员应穿戴

防静电装备；定期检验静电消除装置。

24、污泥消化处理区域及除臭设施防护范

围内，严禁明火作业。

25、对可能含有有毒有害气体或可燃性

气体的深井、管道、构筑物等设施、设

备进行维护、维修操作前，必须在现场

对有毒有害气体进行检测，不得在超标

的环境下操作。所有参与操作的人员必

须佩戴防护装置，直接操作者必须在可

靠的监护下进行，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JJ 6的有关规定。

26、在易燃易爆、有毒有害气体、异味、

粉尘和环境潮湿的场所，应进行强制通

风，确保安全。

27、消防器材的设置应符合应急管理部

门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并应按相关

规定的要求定期检查、更新，保持完好

有效。



      安全操作

摘自《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28、雨天或冰雪天气，应及时清除走道上的积水或冰雪，操作人员在构筑物上巡视或操作时，应注意防滑。

29、雷雨天气，操作人员在室外巡视或操作时应注意防雷电。

30、对栅渣、浮渣、污泥等废弃物的输送系统应定期做维护保养，在室内设置的除渣、除泥等系统，应保持室内良好的

通风条件。

31、剧毒、易制毒、易制爆等危险化学品的储存、使用应有专人负责管理，并按照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32、污水处理厂生产和化验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委托危废处置的单位应具备国家相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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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为强条规范的文件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说明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说明



      《城市排水工程项目规范》说明



      《城市排水工程项目规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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