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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空调系统水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采暖空调系统水质的术语和定义、要求及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集中空调循环冷却水和循环冷水系统、直接蒸发和间接蒸发的冷却水系统,以及水温

不超过95℃的集中供暖循环热水系统。
本标准不适用于空调加湿循环水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T5750.2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水样的采集与保存

GB/T6904 工业循环冷却水及锅炉用水中pH的测定

GB/T6908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电导率的测定

GB/T11899 水质 硫酸盐的测定 重量法

GB/T11911 水质 铁、锰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1914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GB/T12157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溶解氧的测定

GB/T13192 水质 有机磷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T13689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铜的测定

GB/T14427 锅炉用水和冷却水分析方法 铁的测定

GB/T14643.1 工业循环冷却水中菌藻的测定方法 第1部分:黏液形成菌的测定 平皿计数法

GB/T15451 工业循环冷却水 总碱及酚酞碱度的测定

GB/T15453 工业循环冷却水和锅炉用水中氯离子的测定

GB/T15454 工业循环冷却水中钠、铵、钾、镁和钙离子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GB/T15893.1 工业循环冷却水中浊度的测定 散射光法

CJ343 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

CJJ34—2010 城镇供热管网设计规范

HJ536 水质 氨氮的测定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585 水质 游离氯和总氯的测定 N,N-二乙基-1,4-苯二胺滴定法

HJ586 水质 游离氯和总氯的测定 N,N-二乙基-1,4-苯二胺分光光度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补充水 make-upwater
为维持采暖空调循环水系统运行工作压力而补充进系统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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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浓缩倍数 cycleofconcentration
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的循环水与补充水含盐量的比值。

3.3
集中空调间接供冷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indirectopencirculatingcoolingwatersystemforcentral

airconditioning
循环冷却水与被冷却介质间接传热且循环冷却水与大气直接接触散热的集中空调循环冷却水

系统。
3.4

集中空调间接供冷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indirectclosedcirculatingcoolingwatersystemfor
centralairconditioning

循环冷却水与被冷却介质间接传热且循环冷却水与冷却介质为间接传热的集中空调循环冷却水

系统。
3.5

直接蒸发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circulatingwatersystemfordirect-evaporativecooling
通过水的蒸发来冷却空气并加湿空气的循环冷却水系统。

3.6
间接蒸发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circulatingwatersystemforindirect-evaporativecooling
通过水的蒸发来冷却空气,空气在被冷却时未被加湿的循环冷却水系统。

4 要求

4.1 集中空调间接供冷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4.1.1 集中空调间接供冷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水质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集中空调间接供冷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水质要求

检测项 单位 补充水 循环水

pH(25℃) 6.5~8.5 7.5~9.5

浊度 NTU ≤10

≤20

≤10
(当换热设备为板式、翅片管式、螺旋板式)

电导率(25℃) μS/cm ≤600 ≤2300

钙硬度(以CaCO3 计) mg/L ≤120 —

总碱度(以CaCO3 计) mg/L ≤200 ≤600

钙硬度+总碱度(以CaCO3 计) mg/L — ≤1100

Cl- mg/L ≤100 ≤500

总铁 mg/L ≤0.3 ≤1.0

NH3-Na mg/L ≤5 ≤10

游离氯 mg/L 0.05~0.2(管网末梢) 0.05~1.0(循环回水总管处)

CODcr mg/L ≤30 ≤100

异养菌总数 个/mL — ≤1×105

有机磷(以P计) mg/L — ≤0.5
a 当补充水水源为地表水、地下水或再生水回用时,应对本指标项进行检测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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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当补充水水质超过本标准时,补充水应作相应的水质处理。
4.1.3 集中空调间接供冷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应设置相应的循环水水质控制装置。

4.2 集中空调循环冷水系统

4.2.1 集中空调循环冷水系统水质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集中空调循环冷水系统水质要求

检测项 单位 补充水 循环水

pH(25℃) 7.5~9.5 7.5~10

浊度 NTU ≤5 ≤10

电导率(25℃) μS/cm ≤600 ≤2000

Cl- mg/L ≤250 ≤250

总铁 mg/L ≤0.3 ≤1.0

钙硬度(以CaCO3 计) mg/L ≤300 ≤300

总碱度(以CaCO3 计) mg/L ≤200 ≤500

溶解氧 mg/L — ≤0.1

有机磷(以P计) mg/L — ≤0.5

4.2.2 当补充水水质超过本标准时,补充水应作相应的水质处理。
4.2.3 集中空调循环冷水系统应设置相应的循环水水质控制装置。

4.3 集中空调间接供冷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4.3.1 集中空调间接供冷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水质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集中空调间接供冷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循环水及补充水水质要求

检测项 单位 补充水 循环水

pH(25℃) 7.5~9.5 7.5~10

浊度 NTU ≤5 ≤10

电导率(25℃) μS/cm ≤600 ≤2000

Cl- mg/L ≤250 ≤250

总铁 mg/L ≤0.3 ≤1.0

钙硬度(以CaCO3 计) mg/L ≤300 ≤300

总碱度(以CaCO3 计) mg/L ≤200 ≤500

溶解氧 mg/L — ≤0.1

有机磷(以P计) mg/L — ≤0.5

4.3.2 当补充水水质超过本标准时,补充水应作相应的水质处理。
4.3.3 集中空调间接供冷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应设置相应的循环水水质控制装置。

4.4 蒸发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4.4.1 蒸发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水质应符合表4的规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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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蒸发式循环冷却水系统水质要求

检测项 单位
直接蒸发式

补充水 循环水

间接蒸发式

补充水 循环水

pH(25℃) 6.5~8.5 7.0~9.5 6.5~8.5 7.0~9.5

浊度 NTU ≤3 ≤3 ≤3 ≤5

电导率(25℃) μS/cm ≤400 ≤800 ≤400 ≤800

钙硬度(以CaCO3 计) mg/L ≤80 ≤160 ≤100 ≤200

总碱度(以CaCO3 计) mg/L ≤150 ≤300 ≤200 ≤400

Cl- mg/L ≤100 ≤200 ≤150 ≤300

总铁 mg/L ≤0.3 ≤1.0 ≤0.3 ≤1.0

硫酸根离子(以SO42-计) mg/L ≤250 ≤500 ≤250 ≤500

NH3-Na mg/L ≤0.5 ≤1.0 ≤5 ≤10

CODcra mg/L ≤3 ≤5 ≤30 ≤60

菌落总数 CFU/mL ≤100 ≤100 — —

异养菌总数 个/mL — — — ≤1×105

有机磷(以P计) mg/L — — — ≤0.5
a 当补充水水源为地表水、地下水或再生水回用时应对本指标项进行检测与控制。

4.4.2 当补充水水质超过本标准时,补充水应作相应的水质处理。

4.4.3 蒸发式循环冷却水系统应设置相应的循环水水质控制装置。

4.5 采用散热器的集中供暖系统水质

4.5.1 采用散热器的集中供暖系统水质应符合表5规定。

表5 采用散热器的集中供暖系统水质要求

检测项 单位 补充水 循环水

pH(25℃)

7.0~12.0 钢制散热器 9.5~12.0

8.0~10.0 铜质散热器 8.0~10.0

6.5~8.5 铝制散热器 6.5~8.5

浊度 NTU ≤3 ≤10

电导率(25℃) μS/cm ≤600 ≤800

Cl- mg/L

≤250 钢制散热器 ≤250

≤80(≤40a)
AISI304

不锈钢散热器
≤80(≤40a)

≤250
AISI316

不锈钢散热器
≤250

≤100 铜制散热器 ≤100

≤30 铝制散热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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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检测项 单位 补充水 循环水

总铁 mg/L ≤0.3 ≤1.0

总铜 mg/L — ≤0.1

钙硬度(以CaCO3 计) mg/L ≤80 ≤80

溶解氧 mg/L — ≤0.1(钢制散热器)

有机磷(以P计) mg/L — ≤0.5
a 当水温大于80℃时,AISI304不锈钢材质散热器系统的循环水及补充水的氯离子浓度不宜大于40mg/L。

4.5.2 当补充水水质超过本标准时,补充水应作相应的水质处理。

4.5.3 采用散热器的集中供暖系统应设置相应的循环水水质控制装置。

4.6 采用风机盘管的集中供暖水质

4.6.1 采用风机盘管的集中供暖水质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采用风机盘管的集中供暖水质要求

检测项 单位 补充水 循环水

pH(25℃) 7.5~9.5 7.5~10

浊度 NTU ≤5 ≤10

电导率(25℃) μS/cm ≤600 ≤2000

Cl- mg/L ≤250 ≤250

总铁 mg/L ≤0.3 ≤1.0

钙硬度(以CaCO3 计) mg/L ≤80 ≤80

钙硬度(以CaCO3 计) mg/L ≤300 ≤300

总碱度(以CaCO3 计) mg/L ≤200 ≤500

溶解氧 mg/L — ≤0.1

有机磷(以P计) mg/L — ≤0.5

4.6.2 当补充水水质超过本标准时,补充水应作相应的水质处理。

4.6.3 采用风机盘管的集中供暖水系统应设置相应的循环水水质控制装置。

4.7 集中式直接供暖系统水质

4.7.1 集中式直接供暖系统的循环水水质应符合GB/T1576要求,补充水水质应符合CJJ34—2010
中4.3.1的要求。

4.7.2 当补充水水质超过本标准时,补充水应作相应的水质处理。

4.7.3 集中式直接供暖系统应设置相应的循环水水质控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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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验方法

5.1 取样

5.1.1 取样点的选择

5.1.1.1 集中空调循环冷却水系统取样点宜设置在冷凝器进水端。

5.1.1.2 集中空调循环冷水系统取样点宜设置在蒸发器进水端。

5.1.1.3 采暖循环水系统取样点宜设置在热交换设备进水端。

5.1.1.4 蒸发式循环冷却水系统取样点宜设置在冷却塔集水盘处。

5.1.1.5 补充水取样点宜设置在补充水总管的计量水表后。

5.1.2 取样要求

5.1.2.1 一般检测项目的采样容器可用无色硬质玻璃瓶或聚乙烯塑料瓶,在使用前应将其洗涤干净。
玻璃瓶可用洗液浸泡,再用自来水和蒸馏水清洗干净备用;聚乙烯瓶可用10%的盐酸溶液浸泡,再用自

来水和蒸馏水洗净。

5.1.2.2 测定溶解氧及生化需氧量应使用专用贮样容器,无机项目的贮样器可选用高密度聚乙烯或硬

质玻璃器。

5.1.2.3 采集水样时,应先放水数分钟,使积留在取样水管中的杂质及陈旧水排除,然后取样。

5.1.2.4 取样器的安装和取样点的布置应根据系统工况、水质监督的要求(或试验要求)进行设计、制
造、安装和布置,以保证采集的水样有充分代表性。

5.1.2.5 循环水、补充水的取样管及阀门等,应采用不锈钢等耐腐蚀性材料制造。

5.1.2.6 取样前应冲冼有关取样管道,并适当延长冲冼时间。冲冼后应隔1h~2h方可取样,以保证

采集的水样有充分代表性。

5.2 水质的检测方法

水质的检测方法宜选用表7规定的方法,也可采用ISO方法体系等其他等效检测方法,但应进行

适用性检验。

表7 水质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操作方法

1 pH(25℃) 电位法 GB/T6904

2 钙硬度 离子色谱法 GB/T15454

3 总碱度 滴定法 GB/T15451

4 浊度 散射光法 GB/T15893.1

5 电导率(25℃) 电极法 GB/T6908

6 Cl- 滴定法 GB/T15453

7 硫酸根离子 重量法 GB/T11899

8 总铁
1,10-菲罗啉分光光度法 GB/T14427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1911

9 总铜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钠分光光度法 GB/T1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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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续)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操作方法

10 NH3-N 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536

11 游离氯
N,N-二乙基-1,4-苯二胺滴定法 HJ585

N,N-二乙基-1,4-苯二胺分光光度法 HJ586

12 溶解氧 碘量法 GB/T12157

13 CODcr 重铬酸盐法 GB/T11914

14 菌落总数 平板菌落计数法 GB/T5750.2

15 异养菌总数 平皿计数法 GB/T14643.1

16 有机磷 气相色谱法 GB/T13192

5.3 采暖空调系统水质合格判定

当采暖空调系统水质的检测项目均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可判定该系统的水质合格。若有一个检测

项目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可判定该系统的水质不合格。

5.4 系统排水

当系统排水直接排入城镇下水道时,如检测的循环水运行水质超过CJ343的规定值,应作深度处

理,符合标准后排放。

5.5 检测项目和检测频率

水质检测项目和检测频率可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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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水质检测项目和检测频率

A.1 水质检测项目和检测频率

采暖空调系统的水质检测项目和检测频率宜符合表A.1规定。

表 A.1 水质检测项目和检测频率

水样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补充水

pH(25℃)

电导率(25℃)

钙硬度

总碱度

Cl-

浊度

硫酸根离子

总铁

NH3-N

游离氯

CODcr

菌落总数

在开机7d~10d内开始第一次检测,运行时每

运行季度检测一次

循环水

pH(25℃)

电导率(25℃)

浊度

Cl-

钙硬度

总碱度

硫酸根离子

溶解氧

总铁

总铜

NH3-N

游离氯

CODcr

菌落总数

异养菌总数

有机磷

在线实时监测

在开机7d~10d内开始第一次检测,运行时每

运行月度检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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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检验结果

当检验结果超出水质要求时,应立即重复测定,并增加检测频率。水质检验结果连续超标时,应查

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系统运行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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