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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水处理系统设计和设备的配置满足规范要求固然重要，但科学的管理和正确的操
作才是关键。我们知道设备配置是硬件，管理是软件。
管理人员除了有正确的管理理念，还要对系统熟悉、正确地使用和操作设备。为
了能更好、更快的对本处理系统有一个了解，操作、管理人员有必要详细阅读本
《操作说明手册》，了解本系统的原理、流程、各个工况的作用、注意事项、药
物的使用。

二、水处理工艺流程
本案游泳池水处理系统为三个儿童戏水池共用一套水处理系统，采用顺流式水处
理，配有加热恒温装置及自动投药器。
水处理工艺流程如下：
1）水泵从游泳池底抽水
2）水泵加压到过滤器（砂缸）过滤
3）池水经热泵加热
4）经过自动投药器投加消毒剂
5）通过布置在按摩池壁的给水口送入泳池

三、水处理设备的各种工况具体操作（过滤砂缸及循环水泵）
3.1 过滤工况
作 用 ： 过 滤 泳 池 水 ， 使 浊 度 降 低 。 通 过 循 环 水 泵 抽 水 加 压 将 泳 池 水不断
输送到过滤器使污物截留在过滤器的滤料（通常是采用特制粒径的石英沙）面层，
而干净的水则穿过滤料得到净化。
3.1.1 开机前的检查
（1）开机前应将过滤器的多向阀调至“过滤”（Filter）状态；
（2）检查管路上相应的各种阀门是否都处于正确状态；
（3）检查毛发聚集器有无被堵塞，如有堵塞，则须先清理干净；检查里面是否
存有空气，如有空气，则须先灌水将气排掉；检查罐盖是否严密不漏气，如漏气，
则须将罐盖拧紧使其严密不漏气；
（4）检查投药系统计量泵的药液管是否正常无堵塞，药桶中是否有足够药液，
计量泵阀门是否已打开，以确保投药系统处于准备工作状态；
（5）检查主回水管路中是否积存有空气，如有则须通过排气阀排除。
3.1.2 开机次序
（1）先开启水泵电机；
（2）待水泵电机运行正常后，再依次开启各投药系统；
3.1.3 开机后检查
（1）记录过滤器上压力表读数，检查是否须进行反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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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查水泵运行工况，是否运行平稳，无杂音；
（3）检查各投药系统是否运行正常；
（4）到泳池边检查布水口（给水口）出水是否正常、均匀；
3.2 反冲洗工况
作用：将过滤一段时间后积聚在滤料中的污物冲洗排走。
通过循环水泵抽水加压将泳池水输送到过滤器滤料面层的另一端，反方向将过滤器
滤料截留的污物冲洗排走。
3.2.1 开机前检查
（1）如过滤器上的压力表读数已高于上一次反冲洗后的初始读数 50kpa 或以上，
则需立即进行反冲洗；
（2）确认需反冲洗过滤器的对应水泵已停止运行；
（3）将过滤器上的多向阀调整至“反冲洗”（Backwash）状态；
（4）确认管路上相关阀门处于正确位置；
（5）确认毛发聚集器没有被堵塞，详见 3.1.1（3）条文。
3.2.2 反冲洗次序
（1）运行水泵；
（2）检查过滤器上的观察孔（又称“清水镜”），直至出水清洁为止；
（3）关闭水泵；
（4）将多向阀调整至“冲漂”（Rinse）状态。
注：如无法检查反冲洗出水，则每次反冲洗次序时间以 2~3 分钟为宜。
3.3 冲漂工况
作用：由于过滤器多功能阀内构造复杂，反冲洗后污物积聚于多功能阀中不易被排走，冲
漂能将这些污物排走。通过循环水泵抽水加压将泳池水输送到过滤器多功能阀，
将多功能阀内的污物冲洗排走。
3.3.1 开机前检查
（1）确认反冲洗已完成；
（2）确认水泵已关闭；
（3）将过滤器上的多向阀调至“冲漂”（Rinse）状态；
（4）确认管路上相关阀门处于正确位置；
（5）确认毛发聚集器没有被堵塞，详见 3.1.1（3）条文。
3.3.2 冲漂次序
（1）开启水泵；
（2）在水泵运行 1 分钟后关闭水泵；
（3）将多向阀调整至“过滤”（Filter）状态回复新一轮过滤。
3.4 排水工况
作用：将均衡池的水部分排走。
3.4.1 开机前检查
（1）将砂缸上的多向阀调至“排水”（Waste）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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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认管路上相关阀门都处于正确状态；
（3）确认毛发聚集器没有被堵塞，详见 3.1.1（3）条文。
（4）检查主回水管路中是否积存有空气，如有则须通过排气阀排掉；
（5）如有溢流回水管，则请关闭溢流回水管上的总阀；
3.4.2 排水次序
（1）确认水泵已关闭；
（2）将过滤砂缸上的多向阀调至“排水”（Waste）状态；
（3）开启水泵；
（4）由于季节原因（如冬季）系统不使用，或其他原因长期不使用时，则应在
停机后放空管路、水泵毛发收集器及砂缸里的积水；
3.5 循环工况
作用：不经过滤，循环泳池水，使水循环流动。通过循环水泵抽水加压将泳池水
输送到过滤器多功能阀的一端（不经过滤）从另一端出返往泳池。
3.5.1 开机前检查
（1）将过滤器上多向阀调至“循环”（Recirculate）状态；
（2）确认管路上相关阀门都处于正确状态；
（3）确认毛发聚集器没有被堵塞，详见 3.1.1(3)条文。
（4）检查其它相关设备是否处于良好状态；
3.5.2 开机后检查
（1）水泵运行是否正常；
（2）其它相关设备运行是否正常；
注意事项：所有泳池在过滤器每次反冲洗、冲漂或排水后，要水位满至规定水位
才能回复正常过滤循环，且在回复过滤循环后应观察泳池的水位和回水是否足量
返回，确保循环水泵不会吸空。

四、恒温热泵的操作步骤
1.开机前，① 热泵热水机组检查：
◇检查机组外观及机内管路系统是否在运输过程中遭到损坏。
◇检查机组水管内是否存在空气，若有，应利用机内水管上的手动排气阀和水泵
上的排气阀，将机组管路内的空气排净。
◇检查风机扇叶是否与风扇固定板和风扇护网干涉。
检查配电系统
◇检查所供电电源是否与本说明书和机组铭牌上所要求的供电电源一致。
◇检查所有供电和控制线路是否全部连接到位，是否按接线图正确接线，接地是
否可靠，所有接线端子是否全部坚固。
检查管路系统
◇检查系统管路、补水管、回水管、压力表、温度探头、阀门、水位开关等设备
是否安装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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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系统中应该开启的阀门是否已全部开启，应该关闭的阀门已全部关闭。
2、试运行
◇机组试运行必须由专业人员操作！
◇当对整个系统进行全面检查确认符合要求后，可进行整体试运行。
◇接通电源，开启热泵，主机延时 3 分钟后自行启动。对于三相电源机组，首先
检查风扇、水泵转向是否正确，如转向不对立即关闭电源，调整相序。测量压缩
机运转电流，有无异常声音。
◇检查机组是否符合要求，运行一段时间（一般为 3 天）后，便可投入正常使用。
3、维护与保养
热泵热水机是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设备，使用时需定期进行机组状态检查，对
机组进行长期而有效的维护和保养，将有效提高机组的运行可靠性和使用寿命。
1、机外安装的水过滤器应定期清洗，保证系统内水质清洁，以避免机组因水过
滤器脏堵而造成损坏。
2、用户在使用和维护本机组时应注意：机组内所有的安全保护装置均在出厂前
设定完毕，切勿自行调整。
3、经常检查机组的电源和电气系统的接线是否牢固，电气元件是否有动作异常，
如有应及时维修和更换。
4、经常检查水系统的补水、水箱的安全阀、液位控制器和排气装置工作是否正
常，以免空气进入系统造成水循环量减少，从而影响机组的制热量和机组运行的
可靠性。
5、检查水泵，水路阀门是否工作正常，水管路及水管接头是否渗漏。
6、机组周围应保持清洁干燥，通风良好。定期清洗（1-2 月）空气侧换热器，
来保持良好的换热效果。
7、经常检查机组的各个部件的工作情况，检查机内管路接头和充气阀门处是否
有油污，确保机组制冷剂无泄露。
8、机组周围请勿堆放杂物，以免堵塞进出风口，机组四周应保持清洁干燥，通
风良好。
9、若停机时间较长，应将机组管路中的水放掉，并切断电源，套好防护罩。再
运行时，开机前对系统进行全面检查。
10、机组出现故障，用户无法解决时，请电告本公司在当地的特约维修部，以便
及时派人维修。
11、主机冷凝器清洗，本公司建议采用 50℃-60℃、浓度为 15%的热磷酸液清洗
冷凝器，启动主机自带循环水泵清洗 3 小时，最后用自来水冲洗 3 遍。（管道安
装时建议预留三通接口，用丝堵封住一个接口），以备清洗时接管。禁止用腐蚀
性的清洗液清洗冷凝器。
五、药剂的投放
游泳池水处理需投加的药剂按其功效分类有：助凝剂（混凝剂）、消毒剂、除藻
剂、PH 值调整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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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助凝剂（混凝剂）助凝剂的功效是使水中的胶体脱稳絮凝，常用的有：聚合
氯化铝粉剂、明矾、聚合氯化铁、碱式氯化铝。
5.1.1 助凝剂的投放方式
（1）间接法：通过计量泵将调配好的药液投加到水泵的吸水管路上。应用于平
时正常使用的状态下。
（2）直接法：用人工直接将调配好的药液均匀撒入游泳池中。应用于泳池浊度
高、水质差的特殊情况下。
5.1.2 投加计量
（1）理论投加剂量：试验表明，水处理时，药剂投加量控制在 0.5~1mg/L，即
0.5~1kg/1000m3 时，效果是比较理想的；
（2）经验投加剂量：
当游泳池水质特差时，可按 5-10mg/L 投加量，将药剂调制成药液后均匀撒入池
中；跟着进行不过滤循环一个周期；然后，让池水静置 5-6 小时；最后，用吸污
装置将池底沉积物吸走。
5.2 消毒剂
消毒剂的功效是杀灭水中的病菌和部分藻类，有效防止疾病的传播，常用的有氯
气丸（三氯异氰尿酸片剂、次氯酸钠），还有漂白粉和漂粉剂等。
5.2.1 消毒剂的投放方式
（1）间接法：通过计量泵将调配好的药液投加到砂缸的出水管路上，应用于平
时正常使用的状态下。
（2）直接法：以人工方式将调配好的药液直接均匀撒入池内，应用于水中余氯
含量极少或夏天长时间太阳暴晒后。
5.2.2 投加剂量
因国家规定泳池水中余氯含量应保持在 0.3~0.5mg/L，
故应在水处理时投加消毒剂。根据经验值，每次按投加氯气丸 0.6~1.0kg/1000M3
即可。为保证池中余氯含量，每天应按时对池水中的余氯含量进行检测，若含量
不足则应及时投加。（适用于无水质监控仪系统）
若泳池处于水中检测不到余氯或含量极低且急于使用的特殊情况时，可将氯气
丸按 1.0kg/1000M3 的使用量兑水溶解后直接均匀地撒入泳池中，等半个小时后
即可正常使用了。
5.3 除藻剂
因受天气及周边环境影响，泳池内会出现藻类繁殖，此时需要投入除藻剂以杀灭
水中藻类，保证池水的水质，常用药剂为硫酸铜粉剂。
5.3.1 投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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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间接法：通过计量泵将调配好的药液投加到过滤后的出水总管上，应用于
平时正常使用的状态下；
（2）直接法：以人工方式将一定量的药剂调配成溶液后直接均匀撒入池内，应
用于夏天暴雨过后池水迅速变绿或其它恶劣情况。
5.3.2 投加剂量
因池水在正常过滤、消毒时藻类繁殖缓慢，故只能在池水有变绿的迹象时方可投
加除藻剂，按 1.0kg/1000M3 投加即可，若池内藻类很多，可适量增大投加量。
但若池水中没有藻类，或极少的情况下可不投加除藻剂。
5.4 PH 值调整剂
5.4.1 因国家对泳池水的 PH 值有规定，PH 值应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7.2~7.6）。
在这个范围内，消毒剂的功效能有效发挥，游泳者舒适。故应经常投加 PH
值调整剂来保证水中 PH 值在合理范围内，常用的 PH 值调整剂有烧碱等。
5.4.2 投加方式：通过计量泵将调配好的药液投加到过滤后的出水口总管上；
5.4.3 投加剂量：应根据检测到的 PH 值结果，小剂量地分批投加药剂（每批约
按 0.5kg/1000M3 计算），并在每批投加后均要重新检测 PH 值。
（适用于无水质监
控仪系统）注：事实上所有药剂投加量是一个随机变量，它与游泳人数、天气情
况、周边环境和药剂品种等诸多因素有关，很难确定一个准确的通用数值。
准确的投加量应在系统运行中不断摸索出规律。
5.5 药液的调配
5.5.1 助凝剂的溶液配置：将药剂与清水按 1：30 的比例（即调配浓度约 3%）
兑开，均匀搅拌直至药剂完全溶解为止；
5.5.2 消毒剂的溶液配置：将氯气丸与清水按 1：20 的比例（即调配浓度约 5%）
兑开，搅拌至其溶解即可；
5.5.3 除藻剂的溶液配置：将药剂与清水按 1：20 的比例（即调配浓度约 5%）
兑开，搅拌至溶解即可；
5.5.4 PH 值调整剂的溶液配置：将药剂与清水按 1：20 的比例（即调配浓度约
5%）兑开，搅拌至其溶解即可；但采用盐酸时，配制溶液按 1：40 的比例（即调
配浓度约 2.5%）兑开；
5.5.5 药剂应湿式投加，宜将全天所需的用量一次调配完成。当有困难时，全
天调配次数不应超过 2 次；
5.5.6 配兑药剂时应先注水进容器，后放药剂，以防药剂飞溅灼伤；
5.5.7 池水产生水藻或阴雨天时，应向池中投加除藻剂。除藻剂宜采用间断性
投加；
5.5.8 各种药剂溶液应分别投加，不得混合投加；
5.5.9 药剂应分类保存在通风、干燥、远离热源之处。泳池用药剂不得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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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产品接触；
5.5.10 每 2~4 小时记录一次池水 PH 值；
5.5.11 每日的工作记录不应少于下列各项内容：
1）药剂名称、有效含量；
2）溶液浓度；
3）投加量、投加时间；
4）故障情况记录（注明故障部位、原因分析、排除措施等）。
5.5.12 贮存药品应有明显的名称标志。
5.5.13 运输、操作时应有抗腐蚀工作服、手套、护目镜、胶皮鞋等防护用品。

六、设备的维护保养
6.1 水泵和毛发聚集器
1、循环水的工作泵与备用泵应交替运行，互为备用；
2、每日应定时检查水泵运行情况；
3、每日的工作记录不应少于下列各项内容：
1）泵噪声
2）电流、电压及电动机温升；
3）故障部位、产生原因及分析、排除情况；
4、水泵在运行中如有异常的噪声或振动，应立即停机检查；
5、水泵如出现流量远低于设计流量时，应立即停机检查；
6、水泵不得在无水时空转；
7、毛发聚集器应经常检查并清理污物，使水流畅通过；
8、毛发聚集器在清理后盖回罐盖之前应先将罐内空气排走，并应在胶圈处涂一
层油来密封；
9、如系统长时间不使用，需将水泵和毛发聚集器内水泄空；
10、三相水泵电机转向问题。技术人员调试时已正确安装水泵，电机为正转，即
从电机风叶方向看为顺时针旋转。如长时间未用过或不肯定相位是否有被调位
（如原为临电供应改位永久电供应等），可让水泵空载情况下，点试电机，确认
电机为正转后才能开启；
6.2 过滤器
6.2.1 过滤器应连续运行。
6.2.2 反冲洗周期应符合下列规定：
1）滤砂缸上的压力表读数高于上一次反冲洗后的初始读数 50kpa 或以上，则需
立即进行反冲洗；
2）连续运行时间达到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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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泳池计划停止开放使用时间超过 5 天，停止使用前。
6.2.3 反冲洗方法应按本操作规程进行。有条件时，可定期加气、水反冲洗。
6.2.4 过滤器应逐个进行反冲洗，不得 2 个或 2 个以上过滤器同时进行反冲洗。
6.2.5 反冲洗应保证足够的冲洗强度和水压。反冲洗没有达到要求时，不得中
断反冲洗。
6.2.6 压力过滤器和活性炭吸附过滤器的反冲洗完成后，还应进行冲漂。
6.2.7 每日的工作记录不应少于下列各项内容：
1）过滤器运行时间；
2）运行期间宜每 4 小时记录一次进出水压力变化；
3）反冲洗时间、历时、强度；
4）初滤时间，投入运行时间。
6.2.8 过滤器上的多向阀绝对不允许出现带压操作，必须在停机无压状态下进行
操作；
6.2.9 多向阀在操作中一定要切换到位；
6.3 投药系统
6.3.1 在每个泳季停止加药后，投药计量泵等相关投药系统应用清水加以清洗；
6.3.2 药液调配后不能有颗粒状药物存在；
6.3.3 投药计量泵不能长时间空转；
6.3.4 在不投加药物的时候，应关闭计量泵出口处的阀门；
6.3.5 在泳池长时间停用前，应将药桶、计量泵的滤头、单向阀及软管均清洗干
净；
6.3.6 应配备防护服装、护眼设施、防毒呼吸器，以及急救设施。
6.3.7 应熟悉所用设备性能，严格按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6.3.8 每日应经常巡视水质监测仪表等监测系统的工作状况，并定时记录检查结
果。高负荷时每 2 小时记录余氯一次，低负荷时每 4 小时记录余氯一次。
6.3.9 根据记录的余氯值，及时修正氯消毒剂的投加量。
6.3.10 如有安装在线检测系统，应定期清洗检测仪的探头。
（探头必须保持浸在
液体中）。
6.3.11 应按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要求，定期检查加热器和管道内的军团菌含量，
并进行处理。
6.3.12 高温阴雨和闷热季节，应特别注意池水颜色，如出现黄绿现象，应及时
投加硫酸铜除藻剂或加大投氯量。
6.4 控制系统（电控箱）
6.4.1 控制系统应由持有电工证及经培训的人员操作；
6.4.2 控制系统的房间应保持干燥，不能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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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操作时需严格按面板标示及本操作说明相关要求进行。

七、其它注意事项：
7.1 有条件时，各类药剂不宜存放于机房内，且需做好防潮措施。
7.2 每年泳季开始前或结束后，应对整个水处理系统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维护
和保养、若本身的技术力量不够，可与水处理设备供应商联系，将全面保养委托
给设备供应公司进行。
7.3 机房内应通风、照明、排水良好，常年保持干燥。
7.4 操作设备时，应小心谨慎，遵守各项操作规程，操作阀门时，需缓慢操作，
防止产生水锤而损坏阀门管路或设备。若不慎将应该打开的阀门关闭了，并误开
启了水泵，将会造成管路压力增大或吸空，发现后应及时停止水泵，并及时将情
况通知专业公司，未经专业公司指引同意，严禁自行操作任何阀门。
7.5 池水的颜色不能靠投加除藻剂（硫酸铜）来改变，而应通过不断进行池水循
环处理来保持池水清澈。
7.6 如水处理系统中包含有水质分析仪、则消毒剂、PH 值调整剂的投放量可由
水质分析仪来控制。
7.7 游泳池的补水应尽量通过机房控制。
7.8 池水不能光过滤不投药，不投药效果不会很理想，但药剂也不宜投放过多，
以免产生副作用。
7.9 当池底出现沉积物时，必须利用吸污装置吸走。
7.10 应定期对池壁进行清洗，并及时除去水面的漂浮物，可通过溢水法除去。
7.11 部分药剂带有较强的腐蚀性，调配时请小心在意，以免受到伤害。
7.12 水下灯的开启必须在泳池水淹过水下灯时才能开启，以保证水下灯在通电
发热时有水降温，不会被烧坏。
7.13 水下灯为 12V 安全电压，严禁将 220V 电源直接接入水下灯接线口。

八、日常管理和维护
8.1 一般规定
8.1.1 游泳和游乐人员应有健康合格证明；
8.1.2 教育游泳人员入池游泳或游乐前应遵守下列规定：
1）泳前应使用卫生间和淋浴；
2) 应按洗净设施、强制淋浴通道通过，不得跳越通过；
3）严禁在池内使用肥皂、香波和合成洗涤剂。
8.1.3 池水净化设备（循环水泵、过滤器、加药和消毒设备、水加热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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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等应每半年进行一次检查和维修保养，并做好记录。
8.1.4 池水宜 24 小时连续循环净化处理。当不能连续运行时，应在每日泳池开
放前及停止开放后，将池水分别循环净化处理一次。
8.1.5 竞赛游泳池的循环水净化系统，在进行游泳竞赛时应停止运行。
8.1.6 每日的工作记录应包括下列各项内容：
1 天气情况：晴、阴、雨、风力、风向、气温、湿度；
2 开放场次：每场时间，每场游泳人数；
3 水质变化：每场池水的 PH 值、余氯、浊度、色度。
8.2 水质卫生
8.2.1 池水物理化学指标的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对池水的余氯、PH 值、透明度和浑浊度等进行常规检查：
1）无自动水质监测仪表时，每天检查两次，并做好记录；
2）有自动水质监测仪表时每 2 小时记录一次；
3）根据检测结果及时调整有关药剂的投加量。
2、水样采集应按卫生防疫部门的规定执行，一般应在泳池对角线上距离相
等的三个点处。
8.2.2 对池水的细菌指标检查，应按所管辖的卫生防疫部门要求进行；
8.2.3 游泳池池底每日应以专用除污工具清洁一次。池壁应每月清洁一次。
8.2.4 游泳池池岸应每天清洗一次。
8.2.5 池水发现致病菌时，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1 立即停止开放使用；
2 针对病原菌类型，采取有效杀菌措施后全部泄空池水；
3 对池壁、池底和池底回水沟、洗净设施、机房排水井等进行刷洗消毒；
4 对更衣室、卫生间、淋浴间等进行刷洗消毒；
5 上述各项工作完成后，方可向池内重新充灌新鲜水；
6 当地卫生主管部门有要求时，应按其规定执行。
8.2.6 正常开放使用时，池水泄空更换新鲜水的间隔时间应按卫生防疫部门的
规定执行。当无规定时，间隔时间不宜超过一年。
8.2.7 溢水槽、溢流回水槽和撇沫器，应每月排空清洗一次，并用 10mg/L 的含
氯水进行刷洗。
售后服务电话：1390226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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