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沾益区德泽乡集镇水厂巩固提升
工程设计
苏继发

!云南卓一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云南 昆明"O'(((($

!摘"要""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德泽乡集镇水厂存在供水能力不足&水质不达标的问题"需更新&改造输水管和配

水管网"配套水处理设备"集中式供水% 本文介绍了提升工程设计标准及方法"施工后满足水量&水质要求"可解决

RT!R 人饮水安全"达到农村饮水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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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泽乡集镇水厂巩固提升工程设计背景

德泽乡集镇供水水源点为富冲大龙潭"出流量

&$#(C

$

SB"饮水不安全人口 R#O$ 人& 取水点为富冲大

龙潭"输水管道采用LS!((CC镀锌钢管输水至 !'(C

$

蓄水池后"采用LS!((CC镀锌钢管输水至用水户& 由

于输水主管'配水管网管径偏小"供水能力不足"用水

保证率低"间断'分时供水现象突出"不能满足以需定

供要求$加之配水管网和入户管存在不同建成时期"管

网建设经多次拼凑"新旧'多品种管道搭接"运行不正

常"运行效果较差"管网老化'锈蚀'破损严重"跑'冒'

滴'漏现象较普遍& 德泽乡集镇水厂设有 !'(C

$ 蓄水

池 ! 座"无净水处理设备"原水未经过任何处理后直接

供水饮用"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不合格"水质达不到

用水要求& 德泽乡集镇水厂属水质'水量'用水保证率

不达标的集镇供水水厂"需达到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

(##(



升的水量'水质和用水保证率要求"需制订具体方案对

输水管'配水管网进行更新改造"建设水处理设备和水

厂配套设施"集中式供水"保障远期 RT!R 人供水安全&

'%德泽乡集镇水厂巩固提升工程设计

#%!"设计标准

#%!%!"工程规模的确定

工程规模的确定需满足水质'水量和用水方便程

度要求& 水源水质检验结果为菌落总数'总大肠菌群

超标"按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Z'Q&T)#((O%

的有关规定"水质经净化处理后可满足生活饮用水标

准"水源保证率为 !((P& 按照*村镇供水工程设计规

范+#lXORQ)#(!&%确定工程规模"供水规模包括生活

用水量'公共建筑用水量'管网漏失量和未预见水量'

水厂自用水量等& 根据 *云南省地方标准 #用水定

额%+#YZ'$SM!OR)#(!$%以及沾益区实际情况"农村

居民用水定额取 T(XS#B(人%"集镇居民用水定额取

!((XS#B(人%"寄宿师生用水定额取 $'XS# B(人%&

参照相关资料"公共建筑用水量按居民生活用水量的

!(P计& 管网水量损失及其他未预见水量按居民生活

用水量与公共建筑用水量之和的 !(P计& 水厂自用

水量按最高日用水量的 'P计& 供水规模#即最高日

供水量% 为 ROT%TRC

$

SB #占富冲大龙潭出流量的

#(P%"属于日供水量 !(((C

$

SB k7 [ROT%TRC

$

SB k

#((C

$

SB 的集中式供水工程"工程类型为
#

型& 对受

益区村民小组均设置 $(C

$ 调节水池 !# 座"供村内生

活用水 ! 天左右时间&

#%!%#"配水管网工程布置与水压要求

供水水压应满足配水管网中用户接管点的最小水

头要求"当用户高于接管点时"应加上用户与接管点的

地形高差& 用户水嘴的最大静水头不宜超过 &(C"超

过时宜采取减压措施& 结合受益区用户地理分布"地

形条件"供水系统布置及用水需求量"合理调节各村供

水点水压和水量"尽量合理布置配水主管的管径& 利

用原有一座 !'(C

$ 水池"作为德泽集镇'南村'北村及

中小学用水调节水池使用"并兼顾德泽集镇消防用水

水池& 对受益区村民小组均设置调节水池"供村内基

本生活用水 ! 天左右时间"由 #((C

$ 清水池向村内供

水"共需新建 $(C

$ 调节水池 !# 座&

#%!%$"地震烈度与设计年限

工程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3"地震动反应谱

特征周期为 (%&'?"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
$

度"工程类

型属
#

型供水工程"供水工程设计年限取 !' 年"房屋

建筑设计年限取 '( 年&

#%#"管网工程设计

#%#%!"输水管网工程

水源点为富冲大龙潭"设置取水构筑物"通过自流

方式进入水厂 #(C

$ 配水池"经水质净化处理后汇入

#((C

$ 清水池"重力式供给德泽集镇及周边村庄受益

区& 输水管主要由现状供水管改造和增设输水管组

成"满足最高日供水量 ROT%TRC

$

& 保留现状LS!((CC

镀锌钢管#出流量 (%(('QC

$

S?%"需增设一根镀锌钢管

输水"管径)! \QT$%$T 为LS!'(CC')! \QT$%$T U)$

\$(' 为 LSR(CC"新建主管总长 $%$('VC"出流量

(%((O$C

$

S?&

#%#%#"配水管网工程

根据工程设计标准"结合现状供水情况"对现状管

网出流量进行复核"对于满足设计要求的管网保留使

用"对于不满足设计要求的管网进行更换& 对于新增

供水区域"按照供水区域的分布情况"配水管网采用树

状布置"配水主'支管按设计流量和水头损失确定管

径"并在适宜位置设置排气阀'放空阀'及闸阀& 水厂

至受益区布设两条输水干管"第一条为水厂清水池至

德泽集镇老水厂"采用现状 LS!((CC镀锌钢管输水"

运行正常"输送流量 (%(('QC

$

S?"主要供给集镇'中小

学'南村'北村'花山村'热水村等受益户& 第二条为水

厂清水池经德泽集镇至岔河村"新建输水管道采用

LS!((CC镀锌钢管铺设"输送流量 (%((O$C

$

S?"主要

供给德泽村委会小石桥'水井'桥头起'鲁租'桃园'热

水村委会岔河'小江'务那噶及老官营村委会大石头'

三家村'老官营'山背后'大凹子等受益区村民小组&

配水干管全长 T#!#I$QC"配水支管全长 !#(&RIRC"入

户管长 R&&'(C&

! 号干管由老水厂水池分 # 条支管分别供水至受

($#(



益村民小组!从老水厂水池至热水村"途径山口子村"

已建输水管道为 LSO'CC镀锌钢管"总长 !Q#T%$OC"

新建输水管道为 LS'(CC̀ cR( 级聚乙烯管"总长

RO'%$&C"接通至热水村& 从老水厂水池至花山村"输

水管道为 LS!#'CC镀锌钢管' c̀R( 级 LS'(CC聚乙

烯管"总长 #&#(%RRC&

# 号干管全长 &$RR%T'C"在桩号)! \Q!Q%&' 处接

入支路管道#输送流量 (%(($C

$

S?%"供水至左水冲村"

至德泽集镇老水厂位置设一分水口接通至德泽集镇老

水厂水池"管道沿线设置分水口供水"管线沿途供给大

石头'三家村'老官营'山背后'大凹子等村民小组直至

左水冲村#需设置管道加压泵加压提升%& 该管线全

长 O$Q!%'#C"其中现状能使用段长为 !'&R%!(C"需新

建 &R#$%&#C&

#%#%$"管网附属设施

/%阀门设置& 为便于供水管理'维修'供水调度"

并在管网各部位出现供水事故而抢修时"把停水范围

控制到最小"按供水需要设置控制阀门& 每隔 !%(VC

左右设置排气阀"直径取为管道直径的 !SR U!S!#& 在

低洼处设置泄水阀"泄水阀直径为管道直径的 !S$ U

!S'& 采用井径为 (%OC的阀门井&

=%调节水池& 新建 $(C

$ 调节池 !# 座"调节水池

净空直径 $%QC"蓄水深度 $%#C"安全超高 (%#C"边墙

采用a#' 钢筋混凝土衬砌"底板采用 !(DC厚a!' 素混

凝土加 #(DC厚a#' 混凝土防渗& 池顶盖板采用 a#'

钢筋混凝土进行封闭"厚 !'DC& 为便于水池的检修'

清洗"在水池顶部设置直径为 (%RC的进人孔"进人孔

内设 ' 号角钢钢制爬梯&

#%$"水厂工程设计

#%$%!"水厂布置

水厂拟建在废弃养殖场"现有 #((C

$ 水池一座"可

作为清水池"以节约投资& 水厂地面标高 !QO'C"进水

水头 !QTQ%(C"出水水头 !QO$C"具备重力式供水条

件"水质净化采用重力式一体化净化器& 场内附属设

施布设管理房'重力式一体化净水器间'加药加氯间"

厂区给排水系统'道路'照明'绿化'围墙'场地地坪等"

水厂占地 &%Q' 亩&

#%$%#"水质处理设备设计

水厂设计规模 ROT%TRC

$

SB"宜选择设备简单'管

理方便'投资少的净水设备"采用重力式一体化净水器

设备作为水处理设施"需新建配水井'加药系统'清水

池等构筑物&

#%$%#%!"水处理设备选择

净水设施选择重力式一体化净水设备"选用

lXbl)&( 重力式一体化净水设备 #处理能力 $O U

&#C

$

S<%& 原水经过自流进入重力式一体化净水设备

#通过阀门调节进入设备的流量%"同时投加絮凝剂

#采用计量泵投加%"在一体化净水器内反应'沉淀'过

滤后"进入清水池"同时通过缓释消毒器进行消毒#缓

释消毒器的水源取自一体化净水器处理后的水%"达到

生活饮用水标准后进入清水池"供给用户使用&

#%$%#%#"配水井设计

配水井采用矩形钢筋混凝土结构"尺寸 1I[O%Q' m

O%Q'C""[#%'(C"超高 (%&C& 设计容积为 #(C

$

&

#%$%#%$"加药系统设计

溶液池为 # 座"选用聚合氯化铝为混凝剂& 溶液

池#! 用 ! 备%尺寸为 $%&'Cm#%$Cm!%#C& 在溶液池

中设置 ! 台搅拌器"投加系统采用 # 台 bK_J!#'S!%$"

E[&'XS<"S[(%Q'V7的隔膜计量泵& 设计平均加药

量 $TV3SB"混凝剂的最大投药量 % [#(C3SX"药的溶解

浓度Q[!'P"混凝剂每日配置次数 $ [#&

设计消毒剂为二氧化氯"采用二氧化氯发生器"并

设余氯检测仪对投加量进行反馈以调整投加量"加氯

机房设有最大加氯量为 #%(V3S< 的二氧化氯发生器 !

套& 加二氧化氯系统"设计平均加药量 !(V3SB& 采用

滤前和滤后两点加氯方式"前加氯点设在配水井内"根

据来水水质调整投加量"设计最大投氯量为 !%'C3SX"

滤后加氯点在清水池进水管上"设计最大投氯量为

!%(C3SX&

混合器 # 套"设计规模 O(C

$

S<"流速 !%(RCS?"水

头损失 (%QC& 混合采用LS#(( 钢制dMK!(! 螺旋叶片

管道混合器三节"节长 #O(CC"总长 QR(CC"采用法兰

连接"安装在进水管上& 混凝剂投加在管道混合器前

段加药口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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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池设计

清水池有效容积
#

型工程按最高日用水的#'P U

&(P考虑"水厂已建有清水池容积为 #((C

$

"满足要

求"可以使用"不再新建清水池&

#%$%$"场内附属设计

#%$%$%!"水净化设备间

水净化间平面长 T%OC"宽 '%&C"高 &%#C"共一层"

均为框架结构& 墙体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墙围护

结构"地面防滑地砖 '耐酸砖地面& 屋面采用卷材防水"

为防水保温不上人屋面& 内墙混合砂浆粉刷"面刷乳胶

漆& 外墙水泥砂浆粉刷"面刷外墙涂料& 窗采用塑钢

窗"底层窗户均加装防盗网& 门采用钢门'防火门&

#%$%$%#"加药加氯间

加药加氯间平面长 #T%&C"宽 &%OC"高 &%#C"共一

层"均为框架结构& 墙体采用蒸压加气混凝土砌块墙

围护结构"地面防滑地砖'耐酸砖地面& 屋面采用卷材

防水"为防水保温不上人屋面& 内墙混合砂浆粉刷"面

刷乳胶漆& 外墙水泥砂浆粉刷"面刷外墙涂料& 窗采用塑

钢窗"底层窗户均加装防盗网& 门采用钢门'防火门& 在

加氯'加药间安装墙式轴流风机"排气次数不小于 R次S小

时"以排除和更新房内空气"通风机采用自动控制&

#%$%$%$"管理用房

管理用房平面长 !R%$C"宽 $%TC"高 $%OC"共两

层"框架结构& 墙体采用烧结普通砖承重结构"地面采

用防滑地砖地面& 屋面采用卷材防水"为防水保温不

上人屋面& 内墙混合砂浆粉刷"面刷乳胶漆& 外墙水

泥砂浆粉刷"面刷外墙涂料& 窗采用塑钢窗"底层窗户

均加装防盗网& 门采用钢门'防火门&

#%$%&"自动控制与水质检测设备

#%$%&%!"自动控制设计

按照先进'适用'可靠'便于维护'操作方便等设计

原则进行自动化仪表设计& 控制系统实现信号采集'

回路调节'电气联锁'顺序控制等功能"操作人员通过

操作站实现各种控制调节和管理功能& 仪表检测和控

制主要内容!原水流量'压力' -̀'浊度'温度显示'清

水池水位控制'沉淀'出水回水流量'余氯显示' 5̀a药

剂投加量'加氯量&

#%$%&%#"水厂计量装置及管理

为加强水厂生产及供水管理"水厂设置一次计量

和二次计量仪表"一'二次计量仪表均采用超声波流量

计& ! 次计量与 # 次计量之差为水厂自用水量"根据

该原水水质"水厂自用水量应在供水规模的 RP以下"

水厂自用水量是否正常"是反映沉淀'过滤工艺管理是

否正常的依据& 水费实际收方量与 # 次计量之差"反

应管理水平及管网漏损率"一般管网漏损率为供水规

模的 RP U!(P左右为正常& 一'二次计量仪表#超声

波流量计%的数据信号均输送到值班室&

#%$%&%$"水质检测设备

设置常规四项指标化验室#浊度'色度'大肠菌群'

菌落总数%"加强水厂化验室建设和化验仪器等设备的

配置&

$%结%语

本文基于沾益区德泽乡集镇水厂现状"在不满足

水量'水质和用水方便程度的情况下"围绕管网设计和

水厂设计两方面进行介绍& 保留原输水主管 LS!((

镀锌钢管"输水主管增设一根镀锌钢管"管径 )! \

QT$%$T 为LS!'(')! \QT$%$T U)$ \$(' 为 LSR("总

出流量达 (%(!#C

$

S?"日供水量 ROT%TRC

$

SB"更新和改

造配水管网"并配备 $(C

$ 调节水池 !# 座"满足水量和

用水保证率要求& 在水厂设计方面"主要考虑水质处

理设备'场内附属物和自动控制与水质检测设备"以满

足水质要求和管理功能要求& 项目总投资为 OQR%'$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 $Q$%(T 万元"机电设备及安装工

程 '!%!O 万元"金属结构及安装工程 !&'%T# 万元"临

时工程 $%TT 万元"独立费用 'Q%T$ 万元"预备费 $!%O(

万元"占地 !&%R' 万元%"解决德泽集镇 RT!R 人饮水安

全"可满足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的水量'水质和用水

保证率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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