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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国家标准《给水排水设计 
基本术语标准》的通知 
（８９）建标字第６３号 

 

根据原国家建委（８２）建设字２０号文和国家计委计综［１９８４］３

０５号文通知的要求，由上海市建设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的《给水排

水设计基本术语标准》，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为国家标准，编号：ＧＢＪ１

２５－８９，自一九八九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上海市建设委员会管理，其具体解释工作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

负责。出版发行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负责。 

 

 

中国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六日 

 

 

 

 

 

 

 

 

 



 

编 制 说 明 
 

本标准是根据原国家建委（８２）建设字第２０号文和国家计委计综［１

９８４］３０５号文的要求，由上海市政工程设计院会同各有关单位共同编制

而成的。 

在编制过程中，曾以多种方式多次在全国有关专业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

并根据各方面提出的意风进行了几次补充、修改和删节工作，最后由我委会同

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标准收录的术语基本上为七本国家标准给排水专业设计规范中出现的给

水排水专业常用术语。这七本国家标准为：室外给水设计规范，工业用水软化

除盐设计规范，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室

外排水设计规范，电镀排水设计规范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本标准共分总则、通用术语、室外给水术语、工业用水软化除盐术语、工

业循环水冷却术语、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术语、室外排水术语、电镀排水术语

和建筑给水排水术语等九章。本标准力求使术语科学地反映它的本质特征，并

能为大众普遍接受。术语的定义尽量采用现代的概念，以说明术语在给水排水

范畴内的主要意义。与术语对应的英文术语属推荐使用。 

在给水排水领域中，编制这类国家标准尚属首次，缺乏经验，难免有不足

之处。本标准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随时将有关的问题和意见寄给上海市政工

程设计院（上海市国康路３号），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上海市建设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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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１．０．１条为了合理地统一我国给水排水工程设计的基本术语，以利于在

这一领域中科学技术的合作、交流和发展，特制订本标准。 

第１．０．２条本标准适用于给水排水工程设计及其有关领域。 

 

 

 

 

 

 

 

 

 

 

 

 

 

 

 

 

 



 

第二章  通 用 术 语 
 

第２．０．１条给水排水工程的通用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给水工程  

原水的取集和处理以及成品水输配的工程。 

２．排水工程  

收集、输送、处理和处置废水的工程。 

３．给水系统  

给水的取水、输水、水质处理和配水等设施以一定方式组合成的总体。 

４．排水系统  

排水的收集、输送、水质处理和排放等设施以一定方式组合成的总体。 

５．给水水源  

给水工程所取用的原水水体。 

６．原水  

由水源地取来的原料水。 

７．地表水  

存在于地壳表面，暴露于大气的水。 

８．地下水  

存在于地壳岩石裂缝或土壤空隙中的水。 

９．苦咸水（碱性水）  

碱度大于硬度的水，并含大量中性盐，ｐＨ值大于７。 

１０．淡水  



含盐量小于５００ｍｇ燉Ｌ的水。 

１１．冷却水  

用以降低被冷却对象温度的水。 

１２．废水  

居民活动过程中排出的水及径流雨水的总称。它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

和初雨径流以及流入排水管渠的其它水。 

１３．污水  

受一定污染的来自生活和生产的排出水。 

１４．用水量  

用水对象实际使用的水量。 

１５．供水量  

向用水对象提供的水量。 

１６．污水量  

排水对象排入污水系统的水量。 

１７．用水定额  

对不同的用水对象，在一定时期内制订相对合理的单位用水量的数值。 

１８．排水定额  

对不同的排水对象，在一定时期内制订相对合理的单位排水量的数值。 

１９．水质  

在给水排水工程中，水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性质。 

２０．渠道  

天然、人工开凿、整治或砌筑的输水通道。 

２１．干管  



输送水的主要管道。 

２２．泵站  

设置水泵机组、电气设备和管道、闸阀等的房屋。 

２３．泵站  

泵房及其配套设施的总称。 

２４．给水处理  

对不符合用水对象水质要求的水，进行水质改善的过程。 

２５．污水处理  

为使污水达到排入某一水体或再次使用的水质要求，对其进行净化的过程。 

２６．废水处置  

对废水的最终安排。一般将废水排入地表水体、排放土地和再次使用等。 

２７．格栅  

一种栅条形的隔污设备，用以拦截水中较大尺寸的漂浮物或其他杂物。 

２８．曝气  

水与气体接触，进行溶氧或散除水中溶解性气体和挥发性物质的过程。 

２９．沉淀  

利用重力沉降作用去除水中杂物的过程。 

３０．澄清  

通过与高浓度沉渣层的接触而去除水中杂物的过程。 

３１．过滤  

借助粒状材料或多孔介质截除水中杂物的过程。 

３２．离子交换法  

采用离子交换剂去除水中某些盐类离子的过程。 



３３．消毒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消灭病原体的过程。 

３４．氯化  

在水中投氯或含氯氧化物以达到氧化和消毒等目的的过程。 

３５．余氯  

水中投氯，经一定时间接触后，在水中余留的游离性氯和结合性氯的总和。 

３６．游离性余氯  

水中以次氯酸和次氯酸盐形态存在的余氯。 

３７．结合性余氯  

水中以二氯胺和一氯胺形态存在的余氯。 

３８．污泥  

在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以及排水管渠中沉积的固体与水的混合物或胶体

物。 

３９．污泥处理  

对污泥进行浓缩、调治、脱水、稳定、干化或焚烧的加工过程。 

４０．污泥处置  

对污泥的最终安排。一般将污泥作农肥、制作建筑材料、填埋和投弃等。 

４１．水头损失  

水流通过管渠设备和构筑物等所引起的能量消耗。 

４２．贮水池  

为一定目的而设置的蓄水构筑物。 

４３．过河管  

穿越江河的管道。管道过河可架空跨越，也可倒虹穿越河底。 



４４．倒虹管  

管道遇到河道、铁路等障碍物，不能按原有高程埋设，而从障碍物下面绕

过时采用的一种倒虹形管段。 

４５．稳定  

（１）在水处理系统中，指将可降解有机物（溶解或悬浮的）氧化为无机

物或不易降解的物质的生物或化学过程。 

（２）在冷却水系统中，指水中碳酸钙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平衡状态，

既不由于碳酸钙沉淀而产生结垢，也不由于其溶解而产生腐蚀的过程。 

４６．异重流  

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密度的流体层发生的相对运动。 

 

 

 

 

 

 

 

 

 

 

 

 

 



 

第三章  室 外 给 水 术 语 
 

第３．０．１条给水工程中系统和水量方面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直流水系统  

水经一次使用后即行排放或处理后排放的给水系统。 

２．复用水系统  

水经重复利用后再行排放或处理后排放的给水系统。 

３．循环水系统  

水经使用后不予排放而循环利用或处理后循环利用的给水系统。 

４．生活用水  

人类日常生活所需用的水。 

５．生产用水  

生产过程所需用的水。 

６．消防用水  

扑灭火灾所需用的水。 

７．浇洒道路用水  

对城镇道路进行保养、清洗、降温和消尘等所需用的水。 

８．绿化用水  

对市政绿地等所需用的水。 

９．未预见用水量  

给水系统设计中，对难于预测的各项因素而准备的水量。 

１０．自用水量  



水厂内部生产工艺过程和为其它用途所需用的水量。 

１１．管网漏失水量  

水在输配过程中漏失的水量。     

１２．平均日供水量  

一年的总供水量除以全年供水天数所得的数值。 

１３．最高日供水量  

一年中最大一日的供水量。 

１４．日变化系数  

最高日供水量与平均日供水量的比值。 

１５．时变化系数  

最高日最高时供水量与该日平均时供水量的比值。 

１６．最小服务水头  

配水管网在用户接管点处应维持的最小水头。 

第３．０．２条给水工程中取水构筑物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管井  

井管从地面打到含水层，抽取地下水的井。 

２．管井滤水管  

设置在管井动水位以下，用以从含水层中集水的有缝隙或孔隙的管段。 

３．管井沉淀管  

位于管井最下部，用以容纳进入井内的沙粒和从水中析出的沉淀物的管段。 

４．大口井  

由人工开挖或沉井法施工，设置井筒，以截取浅层地下水的构筑物。 

５．井群  



数个井组成的群体。 

６．渗渠  

壁上开孔，以集取浅层地下水的水平管渠。 

７．地下水取水构筑物反滤层  

在大口井或渗渠进水处铺设的粒径沿水流方向由细到粗的级配砂砾层（简

称反滤层）。 

８．泉室  

集取泉水的构筑物。 

９．取水构筑物  

取集原水而设置的各种构筑物的总称。 

１０．取水口（取水头部）  

河床式取水构筑物的进水部分。 

１１．进水间  

连接取水管与吸水井，内设格栅或格网的构筑物。 

１２．格网  

一种网状的用以拦截水中较大尺寸的漂浮物、水生动物或其他污染物的拦

污设备。其网眼尺寸较格栅为小。 

１３．吸水井  

为水泵吸水管专门设置的构筑物。 

第３．０．３条给水工程中净水构筑物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净水构筑物 

以去除水中悬浮固体和胶体杂质等为主要目的的构筑物的总称。 

２．投药  



为进行水处理而向水中投加一定剂量的化学药剂的过程。 

３．混合  

使投入的药剂迅速均匀地扩散于被处理水中以创造良好的凝聚反应条件的

过程。 

４．凝聚  

为了消除胶体颗粒间的排斥力或破坏其亲水性，使颗粒易于相互接触而吸

附的过程。 

５．絮凝  

（１）完成凝聚的胶体在一定的外力扰动下相互碰撞、聚集，以形成较大

絮状颗粒的过程。曾用名反应。 

（２）高分子絮凝剂在悬浮固体和胶体杂质之间吸附架桥的过程。 

６．自然沉淀  

不加注任何凝聚剂的沉淀过程。 

７．凝聚沉淀  

加注凝聚剂的沉淀过程。 

８．凝聚剂  

在凝聚过程中所投加的药剂的统称。 

９．助凝剂  

在水的沉淀、澄清过程中，为改善絮凝效果，另投加的辅助药剂。 

１０．药剂固定储备量  

为考虑非正常原因导致药剂供应中断，而在药剂仓库内设置的在一般情况

下不准动用的储备量。简称固定储备量。 

１１．药剂周转储备量  



考虑药剂消耗与供应时间之间的差异所需的储备量。简称周转储备量。 

１２．沉沙池（沉砂池）  

去除水中自重很大、能自然沉降的较大粒径沙粒或杂粒的水池。 

１３．预沉池  

原水中泥沙颗粒较大或浓度较高时，在进行凝聚沉淀处理前设置的沉淀池。 

１４．平流沉淀池  

水沿水平方向流动的沉淀池。 

１５．异向流斜管（或斜板）沉淀池  

池内设置斜管（或斜板），水自下而上经斜管（或斜板）进行沉淀，沉泥沿

斜管（或斜板）向下滑动的沉淀池。 

１６．同向流斜板沉淀池  

池内设置斜板，沉淀过程在斜板内进行，水流与沉泥均沿斜板向下流动的

沉淀池。 

１７．机械搅拌澄清池  

利用机械使水提升和搅拌，促使泥渣循环，并使原水中固体杂质与已形成

的泥渣接触絮凝而分离沉淀的水池。 

１８．水力循环澄清池  

利用水力使水提升，促使泥渣循环，并使原水中固体杂质与已形成的泥渣

接触絮凝而分离沉定的水池。 

１９．脉冲澄清池  

悬浮层不断产生周期性的压缩和膨胀，促使原水中固体杂质与已形成的泥

渣进行接触凝聚而分离沉淀的水池。 

２０．悬浮澄清池  



加药后的原水由下向上通过处于悬浮状态的泥渣层，使水中杂质与泥渣悬

浮层的颗粒碰撞凝聚而分离沉淀的水池。 

２１．液面负荷  

在沉淀池、澄清池等沉淀构筑物的净化部分中，单位液（水）面积所负担

的出水流量。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ｍ３/（ｍ２·ｈ）表示。 

２２．气浮池  

运用絮凝和浮选原理使液体中的杂质分离上浮而去除的池子。 

２３．气浮溶气罐  

在气浮工艺中，水与空气在有压条件下相互溶合的密闭容器。简称溶气罐。 

２４．气浮接触室ｃｏｎｔａｃｔｃｈａｍｂｅｒ 

在气浮工艺中，设于絮凝室后，使水与饱和溶气水充分混合接触的地方。

简称接触室。 

２５．快滤池  

应用石英砂或白煤、矿石等粒状滤料对自来水进行快速过滤而达到截留水

中悬浮固体和部分细菌、微生物等目的的池子。 

２６．虹吸滤池  

以虹吸管代替进水和排水阀门的快滤池形式之一。滤池各格出水互相连通，

反冲洗水由其他滤格的过滤水补给。每个滤格均在等滤速变水位条件下运行。 

２７．无阀滤池  

一种没有阀门的快滤池，在运行过程中，出水水位保持恒定，进水水位则

随滤层的水头损失增加而不断在虹吸管内上升，当水位上升到虹吸管管顶，并

形成虹吸时，即自动开始滤层反冲洗，冲洗废水沿虹吸管排出池外。 

２８．压力滤池  



在密闭的容器中进行压力过滤的滤池。 

２９．移动罩滤池  

滤池上部设有可移位的冲洗罩，对各滤格按顺序依次进行冲洗的滤池。它

由若干小滤格组成，并具有同一进水和出水系统。 

３０．滤料  

用以进行水过滤的粒状材料，通常指石英砂，白煤或矿石等。 

３１．承托层  

其作用只在水过滤时防止滤料从集水系统中流失，在滤池滤料层下面铺设

的级配砾石层。在反冲洗时可起一定的均匀布水辅助作用。 

３２．滤速  

单位过滤面积在单位时间内的滤过水量。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ｍ燉ｈ表示。 

３３．强制滤速 

水厂中部分滤池因进行检修或翻砂而停运时，在总滤水量不变的情况下其

它运行滤格的滤速。 

３４．滤池配水系统  

在滤料层的底部，为使冲洗水在整个滤池平面上均匀分布而设置的布水系

统。 

３５．表面冲洗  

采用固定式或旋转式的水射流系统，对滤料表面层进行冲洗的一种方式。 

３６．反冲洗  

当滤料层截污到一定程度时，用较强的水流自上而下对滤料进行冲洗。 

３７．气水冲洗  

采用空气和水共同冲洗滤池的方式。 



３８．滤池冲洗水量  

滤料层反冲洗一次所耗用的水量。 

３９．冲洗强度  

冲洗滤池时，单位滤池面积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水量。其计量单位通常以

Ｌ/（ｍ２·ｓ）表示。 

４０．膨胀率  

滤池滤料层在反冲洗时的膨胀程度，以滤料层厚度的百分比计。 

４１．除铁接触氧化法  

在除铁过程中，利用接触催化作用，加快低价铁氧化速度而使之去除的处

理方法。简称接触氧化法。 

４２．清水池  

为贮存水厂中净化后的清水，以调节水厂制水量与供水量之间的差额，并

为满足加氯接触时间而设置的水池。 

第３．０．４条给水工程中输配水管网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自灌充水 

将离心泵的泵顶设于最低吸水位标高以下，启动时水靠重力充入泵体的引

水方式。 

２．转输流量 

水厂向设在配水管网中的调节构筑物输送的水量。 

３．配水管网  

将水送别分配管网以至用户的管系。 

４．环状管网  

配水管网的一种布置形式，管道纵横相互接通，形成环状。 



５．枝状管网  

配水管网的一种布置形式，干管和支管分明，形成树枝状。 

６．水管支墩  

为防止由管内水压引起的水管配件接头移位而造成漏水，需在水管干线适

当部位砌筑的墩座。简称支墩。 

 

 

 

 

 

 

 

 

 

 

 

 

 

 

 

 

 

 



 

第四章  工业用水软化除盐术语 
 

第４．０．１条工业用水软化除盐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软化水  

除掉大部分或全部钙、镁离子后的水。 

２．除盐水  

通过不同水处理工艺系统，去除悬浮物和无机的阳、阴离子等水中杂质后，

所得的成品水的统称。 

３．高纯水  

主要指水的温度为２５℃时，电导率小于０．１ｕｓ燉ｃｍ，ｐＨ值为

６．８～７．０及去除其他杂质和细菌的水。 

４．除硅  

采用离子交换或其他方法除掉水中二氧化硅的过程。 

５．脱碱  

采用化学或离子交换法除掉或减少水中的碳酸氩根离子的过程。 

６．酸洗  

采用酸去除设备或离子交换剂上不溶于水的沉积物的过程。 

７．石灰浆  

石灰经消化后与水混合呈糊状的浆液。 

８．石灰乳  

石灰浆用水稀释后的混浊液。 

９．树脂污染  



树脂的表面和孔隙中积累污垢或树脂的交换基团上吸附了不可逆交换离子

的污染物质。 

１０．树脂降解  

阴树脂受氧化剂和高温作用，它的季胺逐渐转为叔、仲、伯胺，而使其碱

性减弱，表现出强碱交换基团的数量逐渐减少。 

１１．离子交换剂  

能与水中离子进行交换反应的材料。有离子交换树脂、磺化煤等。 

１２．离子交换树脂  

由高分子化合物和交联剂经聚合反应而生成的离子交换剂。 

１３．弱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  

主要交换基团为伯、仲、叔胺基的阴离子交换树脂。 

１４．强碱性阴离子交换树脂  

主要交换基团为季胺基的阴离子交换树脂。 

１５．弱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  

主要交换基团为羧基（－ＣＯＯＨ）或酚基等的阳离子交换树脂。 

１６．强酸性阳离子交换树脂  

主要交换基团为磺酸基（－ＳＯ３Ｈ）的阳离子交换树脂。 

１７．凝胶型离子交换树脂  

树脂只有化学结构孔，当树脂浸入水中时，树脂颗粒本身发生溶胀过程中

才显示出孔眼。 

１８．大孔型离子交换树脂  

大孔型树脂具有不连续的离散的孔眼。它在水溶液中不显示溶胀。英文简

称ＭＲ。 



１９．磺化煤  

细颗粒烟煤经发烟硫酸处理得到的离子交换剂。 

２０．后处理  

联接在除盐系统后面的精处理系统，通常由超滤、精密过滤、紫外线杀菌

及反渗透器等装置组成。它多安装在用水点附近。 

２１．再生  

离子交换剂失效后，用再生剂使其恢复到原型态交换能力的工艺过程。 

２２．再生液置换  

离子交换器再生过程的一个步骤。离子交换器再生时，在停止注入再生液

后，继续注入水（水的流速与再生液流速相同），将离子交换器中的再生液排挤

出来的工序。 

２３．二级钠离子交换  

两台钠离子交换器串联运行的系统。 

２４．顺流再生  

再生液和处理水流经离子交换剂层的方向一致的离子交换工艺。英文简称

ＳＳ。 

２５．对流再生  

再生液流经离子交换剂层的流向与处理水流经离子交换剂层的流向相反的

离子交换工艺。英文简称Ｃ．Ｃ．Ｒ。 

２６．逆流再生  

对流再生形式之一。再生时再生液由下向上流经离子交换剂层，运行时处

理水由上向下流经离子交换剂层的过程。英文简称ＳＮ。 

２７．浮动床  



对流再生离子交换器形式之一。再生时，再生液由上向下流经离子交换剂

层，运行时处理水由下向上流经压实的或悬浮的离子交换剂层。简称浮床或Ｎ

Ｓ。 

２８．混合离子交换器  

阳、阴两种离子交换树脂，互相充分地混合在一个离子交换器内，同时进

行阳、阴离子交换的设备。简称混床。 

２９．空气顶压逆流再生  

在逆流再生过程中，交换剂层上部空间充压缩空气来维持床层稳定不乱层。 

３０．水顶压逆流再生  

在逆流再生过程中，交换剂层上部空间用压力水来维持床层稳定不乱层。 

３１．无顶压逆流再生  

在逆流再生过程中，交换剂层上部空间没有顶压措施（通大气），采取再生

液低流速和小阻力的中间排水装置或加压脂层以维持床层稳定不乱层。 

３２．离子交换剂床层膨胀率  

反洗时，水逆流通过交换剂层时，交换剂层发生膨胀的百分率。 

３３．移动床  

离子交换树脂在交换器、再生器和清洗塔之间，周期性流动的离子交换装

置。 

３４．再生剂耗量  

恢复失效离子交换剂的离子交换容量ｌｋｇ碳酸钙时，所需要的再生剂实

际用量ｋｇ。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ｋｇ/ｋｇＣａＣＯ３表示。 

３５．再生剂量  

再生单位体积的离子交换剂所需要的再生剂用量。 



３６．再生剂计量  

将一定浓度的再生剂利用某种装置，按需要量注入离子交换器。 

３７．超滤器  

孔径小于２０ｎｍ的过滤装置，用来除去水中微粒杂质。英文简称ＵＦ。 

３８．微孔过滤器  

孔径为０．２～１ｕｍ的滤膜过滤设备的统称。英文简称ＭＦ。 

３９．双层床  

离子交换器的一种形式。内装同性弱、强型离子交换树脂，中间不设隔板。 

４０．双室床  

离子交换器的一种形式，中间设有隔板，分为上下二室，内装同性弱、强

型离子交换树脂。 

４１．分步再生  

用硫酸再生阳离子交换剂时，为防止交换剂表面生成硫酸钙沉淀，分２～

３步逐渐地增大硫酸再生液的浓度的再生方法。 

４２．工作交换容量  

离子交换器从投入运行开始，直至出水中出现被除掉的离子漏出量超过要

求时为止，单位体积离子交换剂吸着的离子量。 

４３．树脂捕捉器  

用来捕集随水带出离子交换器的树脂颗粒的装置。 

４４．电渗析器  

利用离子交换膜和直流电场，使水中电解质的离子产生选择性迁移，从而

达到使水淡化的装置。英文简称ＥＤ。 

４５．反渗透器  



利用外加压力，使浓溶液中的水克服有机纤维素半透膜的渗透压而渗透到

淡水侧，达到使水除盐、淡化的装置。英文简称ＲＯ。 

４６．一级除盐系统  

水串流经过强酸阳离子交换器和强碱阴离子交换器的基本除盐形式。 

４７．单塔单周期移动床  

树脂的再生和清洗都在一个塔中进行，再生——清洗塔置于离子交换器顶

部而形成为一个（单）塔。失效树脂送入再生——清洗塔中，先由下部进再生

液，再生完毕后，仍由下部进水清洗，直到合格待用的一种移动床形式。 

４８．双塔连续再生移动床  

失效树脂在再生——清洗塔中呈悬浮状态，连续向下移动，再生液和清洗

水同时从再生——清洗塔的中部和底部连续地向上流经树脂层的一种移动床形

式。 

４９．单床离子交换器  

只装有一种离子交换剂的离子交换器。 

 

 

 

 

 

 

 

 

 



 
第五章  工业循环水冷却术语 

 

第５．０．１条工业循环水冷却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冷却塔  

水冷却的一种设施。水被输送到塔内，使水和空气之间进行热交换或热、

质交换，达到降低水温的目的。 

２．湿式冷却塔  

水和空气直接接触，热、质交换同时进行的冷却塔。 

３．干式冷却塔  

水和空气不直接接触，只有热交换的冷却塔。 

４．干／湿式冷却塔  

由干式、湿式两部分组成的冷却塔。 

５．自然通风冷却塔  

靠塔内外的空气密度差或自然风力形成的空气对流作用进行通风的冷却

塔。 

６．机械通风冷却塔  

靠风机进行通风的冷却塔。 

７．风筒式冷却塔  

具有双曲线形、圆柱形，多棱形等几何线型的一定高度的风筒的冷却塔。 

８．开放式冷却塔  

没有风筒，冷却塔的通风靠自然风力，在淋水填料周围设置百页窗的冷却

塔。 



９．抽风式机械通风冷却塔  

风机设置在冷却塔顶部空气出口处的冷却塔。 

１０．鼓风式机械通风冷却塔  

风机设置在冷却塔进风口处的冷却塔。 

１１．横流式冷却塔  

水流从塔上部垂直落下，空气水平流动通过淋水填料，气流与水流正交的

冷却塔。 

１２．逆流式冷却塔  

水流在塔内垂直落下，气流方向与水流方向相反的冷却塔。 

１３．淋水填料  

设置在冷却塔内，使水和空气间有充分接触，具有热、质交换表面的填充

材料。 

１４．点滴式淋水填料  

能使水流被连续溅散成无数细小水滴的淋水填料。 

１５．薄膜式淋水填料  

能使水流在填料表面形成连续薄水膜的淋水填料。 

１６．点滴薄膜式淋水填料  

能使水流在被连续溅散成细小水滴的同时，也在填料表面形成薄水膜的淋

水填料。 

１７．冷却塔配水系统  

在冷却塔内由槽、管和溅水喷头组成的水分配系统。 

１８．槽式配水系统  

由水槽和溅水喷头组成的水分配系统。 



１９．管式配水系统  

由管和溅水喷头组成的水分配系统。 

２０．管—槽结合式配水系统  

由水槽和水管联合组成的水分配系统。 

２１．池式配水系统  

由池底开孔，或池底安装喷嘴的浅水池构成的水分配系统。 

２２．旋转布水器  

由旋转轴和若干条配水管组成的配水装置。它利用从配水管孔口喷出的水

流的反作用力，推动配水管绕旋转轴旋转，达到配水的目的。 

２３．溅水喷嘴  

冷却塔配水系统的部件。通过它使水喷溅成细小水滴。 

２４．冷却塔配水竖井  

把进入冷却塔的循环水，输送并分配到配水系统中去的井式构筑物。简称

配水竖井。 

２５．淋水面积  

冷却塔内淋水填料层顶部的断面面积。 

２６．淋水密度  

单位时间通过每平方米淋水填料断面的水量。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ｋｇ/（ｍ

２·ｈ）表示。 

２７．逼近度  

经过冷却塔冷却后的水温与环境湿球温度的差值。 

２８．冷却水温差  

进入冷却设施的热水温度与冷却后水温度的差值。 



２９．除水器  

设置在冷却塔内，用来收集出塔气流中夹带的飘滴的装置。 

３０．飘滴  

冷却塔排出的空气中所含有的细小水滴。 

３１．湿空气回流  

冷却塔排出的湿热空气一部分又被吸入到该冷却塔内的现象。简称回流。 

３２．喷水池  

水冷却的一种设施。在水池内架设一定数量的喷嘴，水被喷溅到大气中，

形成细小的水滴和水股，与空气充分接触，达到降低水温的目的。 

３３．冷却池  

水冷却的一种设施。用来冷却循环水的池塘、水库、湖泊或专用水池等，

统称为冷却池。 

３４．深水型冷却池  

一般水池深大于４ｍ，有明显稳定的温差异重流的冷却池。 

３５．浅水型冷却池  

一般水池深小于３ｍ，仅在局部池区产生微弱的温差异重流或完全不产生

温差异重流的冷却池。 

３６．挡热墙  

设置在取水口前，并伸入到水面下一定深度的幕墙，以达到防止表层热水

被吸入取水构筑物的目的。 

３７．潜水堰  

设置在排水出口前并潜入水表层一定深度的过水堤堰。 

３８．蒸发损失  



在冷却设施中，由于蒸发而损失的水量。 

３９．风吹损失  

在冷却设施中，以水滴形式被空气带走的水量。 

４０．渗漏损失  

在冷却水系统中，通过管道、设备和冷却设施的裂缝、孔隙缓慢渗漏的水

量。 

４１．温差异重流  

水体因温差而产生的异重流。 

４２．水面综合散热系数  

蒸发、对流和水面辐射三种水面散热系数的综合。指单位时间内，水面温

度变化１°Ｋ时，水体通过其单位表面积散失热量的变化量。其计量单位通常

以Ｗ/（ｍ２·°Ｋ）表示。 

 

 

 

 

 

 

 

 

 

 

 



 

第六章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术语 
 

第６．０．１条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的水与水系统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循环冷却水  

经换热而返回冷却构筑物降温，并经必要的处理后，再循环使用的冷却水。 

２．直流冷却水  

在冷却过程中，只使用一次就被排掉的冷却水。 

３．直接冷却水  

与被冷却物质直接接触换热的冷却水。 

４．间接冷却水  

与被冷却物质通过换热设备间接换热的冷却水。 

５．补充水  

循环冷却水系统中，由于蒸发、风吹、渗漏和排污损失，而需不断补充的

水。 

６．旁流  

从循环冷却水中分流出来，经适当处理后，再返回系统。 

７．排污  

在冷却水系统中，为避免由于蒸发而产生盐类的过量浓缩，必须排掉的水。 

８．循环冷却水系统  

冷却水换热并经降温，再循环使用的给水系统，包括敞开式和密闭式两种

类型。 



９．直流冷却水系统  

冷却水只使用一次即被排掉的给水系统。 

１０．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冷却水换热后，借水的蒸发作用得到降温，再循环使用的给水系统。 

１１．密闭式循环冷却水系统  

冷却水（通常为软化水或除盐水）在密闭的系统中换热，通过空气换热设

备或水／水换热设备降温，再循环使用的给水系统。 

第６．０．２条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的结垢与腐蚀方面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

合下列规定： 

１．结垢  

由于水中的微溶性盐类沉积在换热面上而形成的垢层。 

２．污垢  

冷却水系统中，任何不溶解物质的聚集。 

３．生物粘泥  

由微生物及其产生的粘液，与其他有机的和无机的杂质混在一起，粘着在

物体表面的粘滞性物质。 

４．污垢热阻  

换热面上沉积物所产生的传热阻力。 

５．生物粘泥量  

采用生物过滤网法测定的循环冷却水中所含粘泥的浓度。 

６．腐蚀  

各种材料受环境介质作用而变质破坏的过程。冷却水处理中，主要指金属

表面受电化学或微生物作用所引起的破坏。 



７．全面腐蚀（均匀腐蚀）  

在整个金属表面上基本上是均匀的腐蚀。 

８．局部腐蚀  

集中在金属表面某些部位的腐蚀。 

９．垢下腐蚀  

金属表面沉积物下产生的腐蚀。 

１０．点蚀  

金属表面相对地集中在一个很小部位的局部腐蚀。 

１１．腐蚀率  

单位时间内，单位面积上金属材料损失的重量，或单位时间内，金属材料

损失的平均厚度。 

１２．点蚀系数  

金属材料或腐蚀试片的最大点蚀深度与以重量损失计算的表面平均损失深

度的比值。 

第６．０．３条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及水处理方面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阻垢  

利用化学的或物理的方法，防止换热设备的受热面产生沉积物的处理过程。 

２．缓蚀  

抑制或延缓金属被腐蚀的处理过程。 

３．防腐蚀  

泛指防止各种材料在各种环境中被腐蚀的处理过程。 

４．浓缩倍数  



循环冷却水中，由于蒸发而浓缩的溶解固体与补充水中溶解固体的比值，

或指补充水流量对于排污水流量的比值。 

５．系统容积  

在敞开式循环冷却水系统中冷却水容量的总和。包括系统中换热设备、冷

却塔、水池、管道和水泵等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所有水量的总和。 

６．饱和指数  

由理论推导公式得出的一个指数，以定性地预测水中碳酸钙沉淀或溶解的

倾向性。以水的实际ｐＨ值减去其在碳酸钙处于平衡条件下理论计算的ｐＨ值

之差来表示。 

７．稳定指数  

由经验公式得出的一个指数，以相对定量地预测水中碳酸钙沉淀或溶解的

倾向性。以水在碳酸钙处于平衡条件下理论计算的ｐＨ值的两倍减去水的实际

ｐＨ值之差来表示。 

８．冷却水处理  

泛指冷却水在系统内的各种处理。一般包括控制结垢、污垢、腐蚀和微生

物繁殖的处理。 

９．旁流水处理  

为控制循环冷却水水质不超过规定的指标，对系统中的旁流水进行的处理。

包括旁流过滤、软化和去除某种离子或其他杂质的处理。 

１０．补充水处理  

对循环冷却水系统的补充水进行的处理。除了通常为去除水中悬浮物和胶

体的沉淀、过滤处理以外，还可以包括杀菌、除藻、软化或除盐和除气等处理。 

１１．加酸处理  



阻垢的一种方法。一般用硫酸。冷却水中加硫酸后，可使水中碳酸钙转化

为溶解度较高的硫酸钙，以防止产生碳酸钙沉淀。 

１２．菌藻处理  

在冷却水系统中，为控制水中细菌和藻类的繁殖而引起金属腐蚀与生成粘

泥的处理。 

１３．旁流过滤  

对循环冷却水系统的旁流水进行过滤处理。简称旁滤。 

１４．预膜  

紧接冷却水系统清洗之后，投入预膜剂运行，使换热设备管道的金属表面

形成一层覆盖完整的保护膜的操作过程。 

１５．降解  

物质受生物作用引起的分解。 

１６．监测试片  

在冷却水系统中或试验室条件下，为获取腐蚀或沉积现象的 

资料所采用的标准试片。 

１７．腐蚀试片  

在流动的冷却水中，用来测试水的腐蚀性的监测试片。 

第６．０．４条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使用药剂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阻垢剂  

阻碍或延缓水中不溶盐类沉积的药剂。 

２．分散剂  

使水中析出的微粒悬浮分散的药剂。 



３．缓蚀剂  

抑制或延缓金属腐蚀过程的药剂。 

４．杀生物剂  

用以杀死水中生物的药剂。 

５．预膜剂  

用于循环冷却水系统，使金属表面形成保护膜的药剂。 

６．剥离剂  

能将微生物及其生成的粘泥从换热设备的金属表面或冷却塔壁上剥离的药

剂。 

７．表面活性剂  

能显著降低液体表面张力的药剂。 

８．消泡剂  

用于消除水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泡沫的一种表面活性剂。 

 

 

 

 

 

 

 

 

 

 



 

第七章  室 外 排 水 术 语 
 

第７．０．１条排水工程中排水制度和管渠附属构筑物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

下列规定： 

１．排水制度  

在一个地区内收集和输送废水的方式。它有合流制和分流制两种基本方式。 

２．合流制  

用同一种管渠收集和输送废水的排水方式。 

３．分流制  

用不同管渠分别收集和输送各种污水、雨水和生产废水的排水方式。 

４．检查井  

排水管渠上连接其他管渠以及供养护工人检查、清通和出入管渠的构筑物。 

５．跌水井  

上下游管底跌差较大的检查井。 

６．事故排出口  

在排水系统发生故障时，把废水临时排放到天然水体或其它地点去的设施。 

７．暴雨溢流井（截留井）  

合流制排水系统中，用来截留、控制合流水量的构筑物。 

８．潮门  

在排水管出水口处设置的单向启闭的阀，以防止潮水倒灌。 

第７．０．２条排水工程中水和水处理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生活污水  



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排出的废水。 

２．工业废水  

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水。它包括生产废水和生产污水。 

３．生产污水  

被污染的工业废水。还包括水温过高，排放后造成热污染的工业废水。 

４．生产废水  

未受污染或受轻微污染以及水温稍有升高的工业废水。 

５．城市污水  

排入城镇污水系统的污水的统称。在合流制排水系统中，还包括生产废水

和截留的雨水。 

６．旱流污水  

合流制排水系统在晴天时输送的污水。 

７．水体自净  

河流等水体在自然条件的生化作用下，有机物降解，溶解氧回升和水体生

物群逐渐恢复正常的过程。 

８．一级处理  

去除污水中的漂浮物和悬浮物的净化过程，主要为沉淀。 

９．二级处理  

污水经一级处理后，用生物处理方法继续除去污水中胶体和溶解性有机物

的净化过程。 

１０．生物处理  

利用微生物的作用，使污水中不稳定有机物降解和稳定的过程。 

１１．活性污泥法  



污水生物处理的一种方法。该法是在人工充氧条件下，对污水和各种微生

物群体进行连续混和培养，形成活性污泥。利用活性污泥的生物凝聚、吸附和

氧化作用，以分解去除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然后使污泥与水分离，大部分污

泥再回流到曝气池，多余部分则排出活性污泥系统。 

１２．生物膜法  

污水生物处理的一种方法。该法采用各种不同载体，通过污水与载体的不

断接触，在载体上繁殖生物膜，利用膜的生吸附和氧化作用，以降解去除污水

中的有机污染物。脱落下来的生物膜与水进行分离。 

１３．双层沉淀池（隐化池）、  

由上层沉淀槽和下层污泥消化室组成。 

１４．初次沉淀池  

污水处理中第一次沉淀的构筑物，主要用以降低污水中的悬浮固体浓度。 

１５．二次沉淀池  

污水生物处理出水的沉淀构筑物，用以分离其中的污泥。 

１６．生物滤池  

由碎石或塑料制品填料构成的生物处理构筑物。污水与填料表面上生长的

微生物膜间歇接触，使污水得到净化。 

１７．塔式生物滤池  

一种高８～２４ｍ，直径１～３．５ｍ，填料分层布设的塔柱形生物滤池，

填料一般用塑料制品。 

１８．生物转盘  

由水槽和部分浸没于污水中的旋转盘体组成的生物处理构筑物。盘体表面

上生长的微生物膜反复地接触槽中污水和空气中的氧，使污水获得净化。 



１９．生物接触氧化  

由浸没在污水中的填料和人工曝气系统构成的生物处理工艺。在有氧的条

件下，污水与填料表面的生物膜反复接触，使污水获得净化。 

２０．曝气池  

利用活性污泥法进行污水生物处理的构筑物。池内提供一定污水停留时间，

满足好氧微生物所需要的氧量以及污水与活性污泥充分接触的混合条件。 

２１．推流曝气  

活性污泥法中的一种运行方式。曝气池中液体的流动沿池纵长方向从池子

进口端顺序地流向出口端。 

２２．完全混合曝气  

活性污泥法中的一种运行方式。污水和回流污泥进入曝气池后，立即与整

个池内的混合液均匀混合。 

２３．普通曝气  

推流曝气的一种标准形式。污水与回流污泥全部在矩形曝气池进口端进入，

沿池纵长方向向下游流动至出口端。 

２４．阶段曝气  

普通曝气的一种改进形式。回流污泥在曝气池进口端进入，而污水沿池纵

长方向分多点进入，然后流向出口端。 

２５．吸附再生曝气  

普通曝气的一种改进形式。回流污泥先在曝气池上游再生区作较长时间的

再生曝气，然后与污水在曝气池下游吸附区作较短时间的混合接触，流向出口

端。 

２６．高负荷曝气  



活性污泥法的一种形式。特点是污泥负荷高、污水停留时间短与ＢＯＤ去

除率较低。 

２７．延时曝气  

活性污泥法的一种形式。特点是污泥负荷低、曝气时间长、有 

机物氧化度高和剩余污泥量少。 

２８．氧化沟  

平面呈椭圆环形或环形“跑道”式的活性污泥法处理构筑物，一般用机械

充氧和推动水流，以降解水中有机物。 

２９．稳定塘（氧化塘）  

一种污水停留时间长的天然或人工塘。污水在塘内主要依靠微生物的好氧

和（或）厌氧作用，以多级串联运行，稳定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有好氧塘、

厌氧塘、兼性塘和曝气塘。 

３０．灌溉田  

利用土地对污水进行天然生物处理的一种设施。它一方面利用污水培育植

物；另一方面利用土壤和植物净化污水。 

３１．隔油池  

利用油与水的比重差异，分离去除污水中颗粒较大的悬浮油的一种处理构

筑物。 

３２．固定布水器  

生物滤池中由固定的穿孔管或喷嘴等组成的布水设施。 

３３．活动布水器  

生物滤池中由穿孔管、喷嘴或水槽等组成的旋转或移动式布水设施。有回

转式布水器和往返式布水器两类。 



３４．空气扩散曝气  

利用鼓风机供给空气，通过各种类型扩散器，以气泡形式分布至曝气池混

合液中，达到对混合液充氧和混合的目的。 

３５．浅层曝气  

一种空气扩散曝气系统，栅状扩散器位于水深约８０ｃｍ处，并占池面积

之半，可采用低压离心风机，达到常规水深的曝气池充氧和混合的要求。 

３６．机械表面曝气  

依靠某种位于液体表面的机械的旋转，搅动和提升曝气池混合液，不断更

新气水接触面，达到充氧和混合的要求。 

３７．混合液  

活性污泥与污水在曝气池内的混合物。 

３８．堰门  

设置在堰口，用以调节堰的高度的闸门。 

第７．０．３条排水工程中污泥和污泥处理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原污泥  

未经污泥处理的初沉污泥、二沉剩余污泥或两者的混合污泥。 

２．初沉污泥  

从初次沉淀池排出的沉淀物。 

３．二沉污泥  

从二次沉淀池（或沉淀区）排出的沉淀物。 

４．活性污泥  

曝气池中繁殖的含有各种好氧微生物群体的絮状体。 

５．消化污泥  



经过好氧消化或厌氧消化的污泥，所含有机物质浓度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并趋于稳定。 

６．回流污泥  

由二次沉淀池（或沉淀区）分离出来，回流到曝气池的活性污泥。 

７．剩余污泥  

活性污泥系统中从二次沉淀池（或沉淀区）排出系统外的活性污泥。 

８．污泥气  

在污泥厌氧消化时，有机物分解所产生的气体。主要成分为甲烷和二氧化

碳，并有少量的氢、氮和硫化氢。俗称沼气。 

９．污泥消化  

在有氧或无氧条件下，利用微生物的作用，使污泥中有机物转化为较稳定

物质的过程。 

１０．好氧消化  

污泥经过较长时间的曝气，其中一部分有机物由好氧微生物进一步降解和

稳定的过程。 

１１．厌氧消化  

在无氧条件下，污泥中的有机物由厌氧微生物进行降解和稳定的过程。 

１２．中温消化  

污泥在温度为３３～３５℃时进行的厌氧消化工艺。 

１３．高温消化  

污泥在温度为５３～５５℃时进行的厌氧消化工艺。 

１４．污泥浓缩  

采用重力或气浮法降低污泥含水量，使污泥稠化的过程。 



１５．污泥淘洗  

改善污泥脱水性能的一种污泥预处理方法。用清水或废水淘洗污泥，降低

消化污泥碱度，节省污泥处理投药量，提高污泥过滤脱水效率。 

１６．污泥脱水  

对浓缩污泥进一步去除一部分含水量的过程，一般指机械脱水。 

１７．污泥真空过滤  

利用真空使过滤介质一侧减压，造成介质两侧压差，将污泥水强制滤过介

质的污泥脱水方法。 

１８．污泥压滤  

采用正压过滤，使污泥水强制滤过介质的污泥脱水方法。 

１９．污泥干化  

通过渗滤或蒸发等作用，从污泥中去除大部分含水量的过程，一般指采用

污泥干化场（床）等自然蒸发设施。 

２０．污泥焚烧  

污泥处理的一种工艺。它利用焚烧炉将脱水污泥加温干燥，再用高温氧化

污泥中的有机物，使污泥成为少量灰烬。 

第７．０．４条排水工程中物理量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合流水量  

合流管渠的总设计流量，它是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截留雨水三者设计流

量的总和（有时包括地下水渗入量）。 

２．雨水量  

降雨期间进入雨水管渠的地表径流量。 

３．暴雨强度  



单位时间内的降雨量。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ｍｍ燉ｍｉｎ或Ｌ/（ｓ·万ｍ２）

表示。 

４．人口当量  

某种工业废水的有机污染物总量，用相当于生活污水污染量的人口数表示。 

５．重现期  

在一定长的统计期间内，等于或大于某暴雨强度的降雨出现一次的平均间

隔时间。其计量单位通常以年表示。 

６．降雨历时  

降雨过程中的任意连续时段。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ｍｉｎ表示。 

７．地面集水时间  

雨水从相应汇水面积的最远点地表径流到雨水管渠入口的时间。其计量单

位通常以ｍｉｎ表示。简称集水时间。 

８．管内流行时间  

雨水在管渠中流行的时间，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ｍｉｎ表示。简称流行时间。 

９．汇水面积  

雨水管渠汇集降雨的面积。其计量单位通常以万ｍ２表示。 

１０．充满度  

水流在管渠中的充满程度，管道以水深与管径之比值表示，渠道以水深与

设计最大水深之比值表示。 

１１．表面水力负荷  

每平方米表面积单位时间内通过的污水体积数。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ｍ３燉

ｍ２·ｈ表示。 

１２．固体负荷  



每平方米过水断面积单位时间内通过的污泥固体量。其计量单位通常以干

固体ｋｇ/（ｍ２·ｈ）表示，用于二次沉淀池和污泥浓缩池。 

１３．堰负荷  

沉淀池每米出水堰长度，单位时间通过的污水体积数。其计量单位通常以

Ｌ/（ｓ·ｍ）表示。 

１４．容积负荷  

每立方米池容积每日负担的有机物量，一般指单位时间负担的五日生化需

氧量公斤数（曝气池，生物接触氧化池和生物滤池）或挥发性悬浮固体公斤数

（污泥消化池）。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ｋｇ/（ｋｇ·ｄ）表示。 

１５．表面有机负荷  

每平方米面积（生物转盘盘片面积或稳定塘池面积）单位时间负担的五日

生化需氧量公斤数。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ｋｇ/（ｍ２·ｄ）表示。 

１６．污泥负荷  

曝气池内每公斤活性污泥单位时间负担的五日生化需氧量公斤数。其计量

单位通常以ｋｇ/（ｋｇ．ｄ）表示。 

１７．需氧量  

去除每单位重量五日生化需氧量需要的氧量。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ｋｇ燉ｋ

ｇ表示。 

１８．供氧（气）量  

去除单位重量五日生化需氧量供应的氧（或空气）量。其计量单位通常：

供氧量以ｋｇ燉ｋｇ表示，供气量以ｍ３/ｋｇ表示。 

１９．氧转移率  

在水温２０℃和标准大气压状态下，空气通过某种扩散器向无氧清水中转



移的氧量占总供氧量的百分数。 

２０．充氧能力  

在水温２０℃和标准大气压状态下，某种表面曝气机械于单位时间内向无

氧清水中转移的公斤氧量。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ｋｇ/ｈ表示。 

２１．泥饼产率  

每平方米真空过滤机或板框压滤机有效面积单位时间生产泥饼的公斤数

（干重）。其计量单位通常以ｋｇ/（ｍ２·ｈ）表示。 

２２．污泥回流比  

曝气池中回流污泥的流量与进水流量的比值。 

２３．污泥浓度  

单位体积污泥含有的干固体重量，或干固体占污泥重量的百分比。 

２４．截流倍数  

合流排水系统在降雨时截留的雨水量与旱流污水量之比值。 

２５．径流系数  

一定汇水面积雨水量与降雨量的比值。 

２６．总变化系数  

最高日最高时污水量与平均日平均时污水量的比值。 

２７．生化需氧量  

水样在一定条件下，于一定期间内（一般采用５日、２０℃）进行需氧生

物氧化所消耗的溶解氧量。英文简称ＢＯＤ。 

２８．化学需氧量  

水样中可氧化物从氧化剂重铬酸钾中所吸收的氧量。英文简称ＣＯＤ。 

２９．耗氧量  



水样中可氧化物从氧化剂高锰酸钾所吸收的氧量。英文简称ＯＣ或ＣＯＤ 

Ｍｎ 

３０．悬浮固体  

水中呈悬浮状态的固体，一般指用滤纸过滤水样，将滤后截留物在１０５

℃温度中干燥恒重后的固体重量。英文简称ＳＳ。 

 

 

 

 

 

 

 

 

 

 

 

 

 

 

 

 

 

 



 

第八章  电 镀 排 水 术 语 
 

第８．０．１条电镀排水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电镀废水  

在电镀生产过程中所排出的各种废水。 

２．电镀清洗废水  

镀件在清洗槽清洗过程中所排出的废水。不包括冲洗地坪和容器以及跑、

冒、滴、漏等废水和废液。 

３．闭路循环  

利用有效处理方法，使废水达到循环利用的要求。 

４．连续处理  

废水连续进入处理设备，进行不间断运行。 

５．间歇处理  

废水间歇或分批进入处理设备，即第一批废水达到处理要求排出后，再进

入第二批废水。 

６．清洗槽  

用于清洗镀件所带出的电镀槽液的槽子，按不同清洗方法又可分为漂洗槽、

浸洗槽、回收槽等。 

７．连续式逆流清洗  

采用多级清洗槽对镀件进行漂洗，从末级清洗槽补水，水流方向与镀件运

行方向相反。补水方式有常流补水与间歇补水两种（间歇补水是指每当镀件进

行清洗时补水）。 



８．间歇式逆流清洗  

采用多级清洗槽，对镀件进行浸洗。当末级清洗槽达到控制浓度时，将第

一级清洗槽水抽出，其它各级清洗槽逐级逆向换水，末槽补充新水。 

９．反喷洗清洗  

每级清洗槽设有喷洗装置，镀件通过各级清洗槽时先浸洗，然后用后一级

的清洗水喷洗，是清洗效果较好的一种清洗方法。 

１０．清洗用水定额  

单位镀件表面积达到清洗要求时所需的水量，取决于清洗方法和电镀槽液

带出量等因素。 

１１．末级清洗槽浓度  

末级清洗槽单位体积内所含某种元素或化合物的量。 

１２．清洗倍率  

清洗水量与镀件带出的电镀槽液量之比。 

１３．碱性氯化法  

在碱性条件下，用氯系氧化剂氧化废水中的氰化物，是处理电镀含氰废水

常用的一种方法。 

１４．一级氧化处理  

用氧化剂处理含氰废水，氰被氧化成氰酸盐的阶段。 

１５．二级氧化处理  

用氧化剂处理含氰废水，将氰氧化成氰酸盐后，进一步再将氰酸盐氧化成

二氧化碳、氮和水。 

１６．槽内处理法  

在清洗槽内，直接用含有一定浓度的化学药剂（如氧化剂、还原剂等）的



溶液来清洗镀件所附着的污染物，使污染物得到去除的一种处理方法。 

１７．铁氧体法  

铁氧体是指具有铁离子、氧离子及其它金属离子所组成的氧化物晶体。一

般指亚、高铁酸盐的总体，是一种半导体。含有重金属离子的污泥，加工成铁

氧体之后可防止污泥的二次污染。 

１８．树脂交换容量  

单位体积或重量树脂中的交换基团所能交换的阴、阳离子克数（或克当量

数），是对树脂交换能力的一种量度。又可分为树脂工作交换容量、树脂饱和工

作交换容量、树脂全交换容量等。 

１９．空间流速  

单位时间单位体积树脂内所流过的废水量，或以单位时间内流过废水量为

单位树脂体积的若干倍计。 

２０．交换流速  

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树脂层的水量。 

２１．再生周期  

离子交换树脂两次再生所间隔的时间。 

２２．洗脱液  

再生液流过已饱和的离子交换树脂后所得到的溶液。 

２３．离子交换柱  

用来进行离子交换反应的柱状压力容器。 

２４．电解处理法  

利用电解反应处理电镀废水的一种方法。 

２５．电极密度  



阳极或阴极的极板表面积与电解槽溶液体积之比。 

２６．极距  

电解槽内相邻两块阴、阳极板间的距离。 

２７．双极性电极  

一个不与外电源相连的浸入阳极与阴极间电解液中的导体，靠近阳极的一

面起着阴极的作用，而靠近阴极的一面起着阳极的作用。即同一块极板，一面

是阳极而另一面是阴极。 

２８．不溶性阳极  

在电解过程中，不发生或极少发生阳极溶解反应的阳极。 

２９．周期换向  

在进行电解法处理废水时，在某些情况下，要求电流方向作周期性变化。 

３０．脉冲电解  

使用脉冲电源代替直流电源的电解处理方法。 

 

 

 

 

 

 

 

 

 

 



 

第九章  建 筑 给 水 排 水 术 语 
 

第９．０．１条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中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流出水头  

为保证给水配件的给水额定流量值，而在其阀前所需的静水压。 

２．给水额定流量  

卫生器具配水出口在单位时间内流出的规定的水量。 

３．设计秒流量  

按瞬时高峰的给排水量制订的用于设计建筑给排水管道系统的流量。 

４．卫生器具当量  

不同卫生器具的流量与其以某一卫生器具流量作为一个当量的流量值的比

值。 

５．设计小时耗热量  

热水供应系统中，用水设备（或用水计算单位）最大小时所消耗的热量。 

６．热水循环流量  

热水供应系统中，当全部或部分配水点不用时，将一定量的水流回重新加

热，以保持热水供应系统中所需热水水温，此流量为热水循环流量。 

７．循环附加流量  

在机械循环的热水管网中，为了保证管网某些配水点用水时循环不致被破

坏，而在确定配水管路水头损失时考虑的附加循环流量。 

第９．０．２条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中系统布置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配水点  

生活、生产给水系统中的用水点。 

２．上行下给式  

给水横干管位于配水管网的上部，通过连接的立管向下给水的方式。 

３．下行上给式  

给水横干管位于配水管网的下部，通过连接的立管向上给水的方式。 

４．单向供水  

室内给水管网只由一条引入管给水的方式。 

５．双向供水  

从建筑物不同侧的室外给水管网中设两条或两条以上引入管，在室内连成

环状或贯通枝状的给水方式。 

６．竖向分区  

建筑给水系统中，在垂直向分成若干供水区。 

７．明设  

室内管道明露布置的方法。 

８．暗设  

室内管道布置在墙体管槽、管道井或管沟内，或者由建筑装饰所隐蔽的敷

设方法。 

９．回流污染  

（１）由于给水管道内负压引起卫生器具或容器中的水或液体倒流入生活

给水系统的现象。 

（２）非饮用水或其它液体、混合物进入生活给水管道系统的现象。 

１０．空气间隙  



（１）给水管道出口或水龙头出口与用水设备溢流水位间的垂直空间距离。 

（２）间接排水的设备或容器的排出管口与受水器溢流水位间的垂直空间

距离。 

１１．粪便污水  

居民日常生活中排泄的大小便污水。 

１２．生活废水  

居民日常生活中排泄的洗涤水。 

１３．水流转角  

水流原来的流向与其改变后的流向之间的夹角。 

１４．内排水系统  

屋面雨水通过设在建筑物内的雨水管道排至室外的排至室外的排水系统。 

１５．外排水系统  

屋面雨水排水管设在墙外侧的排水系统。 

１６．集中热水供应系统  

由加热设备集中制备热水，并用管道输送至建筑物的配水点的系统。 

１７．开式热水供应系统  

设有直接连通大气的设备或管道的热水供应系统。 

１８．单管热水供应系统  

仅设一根管道供应使用温度的热水系统。 

１９．自然循环  

采用热水的供水与回水温差而使热水在管网中自行循环的方式。 

２０．机械循环  

采用动力机械使热水管网中的水进行循环的方式。 



２１．第一循环管系  

热水供应系统中制备热水的循环管系。 

２２．第二循环管系  

热水供应系统中输配热水的循环管系。 

第９．０．３条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中管道和附件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引入管  

由室外给水管引入建筑物的管段。 

２．排出管  

从建筑物内至室外检查井等的排水横管段。 

３．立管  

呈垂直或与垂线夹角小于４５度的管道。 

４．横管  

呈水平或与水平线夹角小于４５度的管道。 

５．悬吊管  

悬吊在屋架、楼板和梁下或架空在柱上的雨水横管。 

６．清扫口  

装在排水横管上，用于清扫排水管的配件。其上口与地面齐平。 

７．检查口  

带有可开启检查盖的短管，装设在排水立管及较长水平管段上，作检查和

清通之用。 

８．存水弯  

在卫生器具内部或器具排水管段上设置的一种内有水封的配件。 



９．水封  

在装置中有一定高度的水柱，防止排水管系统中气体窜入室内。 

１０．通气管  

为使排水系统内空气流通，压力稳定，防水封破坏而设置的与大气相通的

管道。 

１１．伸顶通气管  

排水立管与最上层排水横支管连接处向上垂直延伸至室外作通气用的管

道。 

１２．专用通气立管  

仅与排水主管连接，为污水主管内空气流通而设置的垂直通气管道。 

１３．主通气立管  

连接环形通气管和排水立管，并为排水支管和排水主管空气流通而设置的

垂直管道。 

１４．副通气立管  

仅与环形通气管连接，为使排水横支管内空气流通而设置的通气管道。 

１５．环形通气管  

在多个卫生器具的排水横支管上，从最始端卫生器具的下游端接至通气立

管的那一段通气管段。 

１６．器具通气管  

卫生器具存水弯出口端接至主通气管的管段。 

１７．结合通气管  

排水立管与通气立管的连接管段。 

１８．间接排水管  



设备或容器的排水管道与排水系统非直接连接，其间留有空气间隙。 

１９．雨水斗  

将建筑物上的雨水导入雨水立管的装置。 

２０．回水管  

在循环管系中仅通过循环流量的管段。 

第９．０．４条建筑给水排水工程中设备与构筑物的术语及其涵义，应符合下

列规定： 

１．卫生器具  

供水或接受、排出污水或污物的容器或装置。 

２．气压给水设备  

由水泵和密闭罐以及一些附件组成，水泵将水压入密闭罐，依靠罐内的空

气压力，将水送入给水系统的设备。 

３．隔油井  

分离、拦集污水中油类物质的小型处理构筑物。 

４．降温池  

降低排水温度的小型处理构筑物。 

５．化粪池  

将生活污水分格沉淀，及对污泥进行厌氧消化的小型处理构筑物。 

６．接触消毒池  

使消毒剂与污水混合，进行消毒的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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