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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水厂安全运行技术管理措施
李　猛

（长春水务集团，吉林 长春 130000）

摘　要　水厂安全运行不仅关系到企业经济效益，同时对职工人身安全也具有直接影响。因此，在现代化企业管理过程中，

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水厂安全运行技术管理势在必行。为了贯彻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加强

水厂运行安全管理，采取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保证水厂运行的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以安全促进生产，创造安全文

明的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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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水厂运行过程中存在运行设备多、规模大、操作多、专

业操作交叉的情况；还存在人的不安全行为、设备和设施

的不安全状态、施工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及管理缺陷等问题，

所以水厂运行的安全管理至关重要。结合实际，本文从

水厂运行管理的角度对安全技术措施做了详尽的排查落实

措施。

2 水厂的总体安全生产目标

加强和规范第一净水厂的运行、维护与安全管理，实

现第一净水厂安全、稳定、优质、低耗供水目标。

分解量化目标、层层落实。每年年初签订安全生产责

任状，设定安全生产目标：以“三不”（即：“不发生重

大刑事案件，不发生重大责任事故，不发生有政治性影响

的事件）为前提，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为安全工作目标。

3 安全管理措施

3.1 常规安全管理措施

1. 建立门卫制度，配置安防监控系统，且监控数据储

存时间不少于 15 天；配备必要的防护和抢修装备。

2. 设专职安全员，组织完成日常及专项检查，对检查

出来的安全隐患进行登记并督促各责任部门立即整改，形

成闭环管理，及时消除各类隐患。

3.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安全意识；建立健全岗前培训

及持证上岗制度，重点岗位人员实行岗前培训，培训合格，

持证上岗，做好培训记录。

4. 针对本厂风险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按照应急

预案的规定制定演练计划、组织演练，建立应急处理队伍，

配置应急设施、设备及其他物资储备。

5. 定期填写“网格化”综合监管平台，填写自查自报、

职业卫生、应急管理、班组规范化管理、教育培训、风险

管控等模块。

3.2 恐怖袭击、投毒、盗窃管控措施

1. 在厂区周边设置了电子围栏。

2. 各个车间安装电子门禁系统。

3. 厂区的主要道路、出入口、重要的设备均安装监控

摄像。

3.3 危险化学品 - 液氯（重大危险源）、硫酸、

液氧管控措施

1. 液氯作为重大危险源已在安监局备案。

2. 液氯存在专用的库房，有值班人员 24 时看守。

3. 涉氯车间安装有漏氯报警仪、配有漏氯自动吸收装置。

4. 涉氯车间配有专用的应急抢修设备。

5. 特殊岗位人员持证上岗。

6. 危险化学品处设有安全提示牌。

7. 定期举办漏氯应急演练。

3.4 室外设有消火栓

1. 室内设有消火栓、灭火器。

2. 食堂燃气存放处设有燃气泄漏报警装置。

3. 电气设备由电气工段定期检查。

4. 定期举办消防应急演练。

3.5 机械事故、临时用电、动火、登高、有限空间、

施工等管控措施

1. 购买使用合格的劳保用品。

2. 按照操作规程操作。

3. 设立安全班组，班组设有安全员。

4. 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安全生产承诺书。

5. 定期对职工进行安全培训和专业技术培训。

6. 制定《岗位职责》、《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7. 签署外来施工安全协议书，并对安全措施进行核查。

3.6 职业病危害管控措施

1. 职业病危害项目在安监局备案。

2. 每年全员健康证体检，涉及职业病的人员进行职业

病体检。

3. 对员工进行职业病预防培训。

4. 建立职业病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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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定《职业健康管理制度》等。

4 运行质量控制安全技术措施

4.1 设定水处理运行质量控制指标

以《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范》CJJ58-

2009 行业标准来规范水厂的生产运行成立质量控制机构，

形成质量控制体系，建立、健全质量控制制度，设置关键

控制点及量化的水质控制指标。

1. 我厂安全生产目标为全年“零事故”，供水水质合

格率达到 100%，设备完好率大于 98%。

2. 设置关键控制点、水质内控指标及标准。

沉淀池出水浊度内控指标 <5NTU。

砂滤池出水浊度内控指标 <0.9NTU。

活性炭滤池出水浊度内控指标 <0.7NTU。

出厂水水质浊度控制指标 <0.8NTU，氯与水接触≥ 30

分钟后，出厂水氯余量≥ 0.3mg/l，管网末梢水中氯余量

≥ 0.05mg/l。

4.2 水质检测质量控制

1. 我厂化验室具备 14 项必检项目的能力，配备与供水

规模和水质检验要求相适应的检验人员和仪器设备，担负

着集团二级水质检测的任务。

2. 原水具有水质预警机制，水源地水质受自然环境影响，

雨季原水浊度具有突变性，根据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及预

警系统的在线实时监测数据，做好预估预判，保证提前进

入应急状态。

3. 化验室建立应急检验、监测化验制度，配备应急化

验人员，备齐现场应急化验实验设备、仪器、仪表等，加

强日常维护管理，保证化验用具数量充足、状态完好、计

量准确。

4. 我厂采用的工艺形式在强化常规处理的基础上，增

加预臭氧接触池和活性炭滤池深度处理工艺，同时配套建

设了污泥处理系统，以满足建设现代化水厂的要求 。 

4.3 出厂水检测项目及标准

1. 检测频率 2 小时的项目及标准。

（1）出厂水浊度，标准：生活饮用水浊度规定不超过

1NTU，水源与净水条件限制时不超过 3NTU。

（2）余氯，标准：接触 30 分钟后出厂游离氯不应低于 0.3

毫克 / 升，最高限值为 4 毫克 / 升，管网末梢不应低于 0.05

毫克 / 升。

2. 常规检测 9 项即天天检。浊度不大于 1，水源与净水

技术条件限制时为 3；色度：不大于 15；臭和味：无异臭、

异味；肉眼可见物：无；耗氧量：不大于 3，水源限制，

原水耗氧量 >6mg/L 时为 5；细菌总数：每毫升水中不超过

100 个；大肠菌群：每 100ml 水样中不得检出；耐热大肠菌群：

每 100 毫升水样中不得检出；游离性余氯：接触 30 分钟后

出厂游离氯不应低于 0.3 毫克 / 升，最高限值为 4 毫克 / 升，

管网末梢不应低于 0.05 毫克 / 升，共 9 项。

3. 半月检的项目。除前列常规 9 项外，还包括氨氮 PH 值：

不小于 6.5 且不大于 8.5；硬度：不大于 450mg/L；氯化物：

不大于 250mg/L；亚硝酸盐：不大于 300mg/L，共 14 项。

4.4 运行工序质量控制

1. 建立了生产质量控制操作规程，每个处理单元设置

关键控制点及量化的水质控制指标，质量控制记录和关键

控制点的水质检测结果均达到符合生产质量操作规程或达

到工序质量控制要求。

2. 制定索证及验收制度，生产许可证、省级以上卫生

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及化验报告齐全。

3. 按规范要求进行净水材料和药剂批次抽检，水量计

量和药剂计量；并对流量计量仪表进行定期检定或校准。

4. 定期根据水源和工艺情况开展混凝搅拌小型实验。

5. 并在每个质量控制点安装在线监测设备。

6. 建立健全供水设施和设备日常保养、定期维护和大

修理三级维护检修制度。建立健全供水设施和设备台账，

对设备、设施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切换运行、试验、小修、

中修等。需大修的，每年年初先要编制《设备大修及购置

计划》，然后按照计划进行大修，保证设施、设备的完好率。

7.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相关制度（岗位责任制度、巡回

检查制度、交接班制度、安全防护制度和事故报告制度等），

设置安全生产专职监管人员。

8. 配备必要的防护和抢修装备（例如：液氯渗漏报警、

中和装置、抢修器材、防护用具等），定期巡查，保证设

备完好运行。

9. 配电间配备安全防护设施，定期进行巡查，并做好

记录，实现双电源供电。

5 制定水质专项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

针对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生产事故，例如：原水水

质污染、高浊水、低温低浊、铁、锰超标等水质事故和突

然停电、非计划停车等生产事故，制定可操作性专项应急

预案，明确应急处置程序、应急处置措施，配备应急管理

人员、应急救援抢险物资，并制定应急演练计划，有计划

地进行应急演练或推演，进一步提高本水厂供水生产事故

应急处理能力

6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水质安全指标、标准

1. 浊度：生活饮用水浊度规定不超过 1NTU，水源与净

水条件限制时不超过 3NTU。

2. 余氯：接触 30 分钟后出厂游离氯不应低于 0.3 毫克 /

升，最高限值为 4 毫克 / 升，管网末梢不应低于 0.05 毫克 / 升。

3. 细菌总数：每毫升水中不超过 100 个。

4. 总大肠菌群：每 100 毫升水样中不得检出。

7 结论

水厂运行中，只有严格落实安全技术管理措施，提高

水厂运行人员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操作能力，才能真正实现

人员无违章，管理无漏洞的本质安全，才能保证平稳、安

全的供出合格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