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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简介及资质 

我公司是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高科技企业。拥有的模块集成式臭氧发生

器，是国内唯一具有几十项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臭氧产品，不仅在国内独创，也

实现了臭氧生产技术自 1840 年人类发现臭氧至今，又一重大突破。完美的材料

与精湛工艺组合及卓越的性能指标，标志着由传统臭氧技术向新一代高科技臭氧

技术的转型。 

公司是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技术应用、安装调试、技术服务于一体的

综合性高科技企业，拥有国内外一流的臭氧设备研发和技术应用专家组和技术团

队，以及严格按照 ISO9001 质量体系和军工产品的高标准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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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公司臭氧发生器技术优势 

2.1 安全性保障 

    放电室采用非压力容器设计，气体流通性好；加之灵敏的高压保护设计，从

根本上杜绝了容器爆裂隐患。 

2.2 极高的稳定性 

高、低压电极采取全金属氧化物陶瓷覆盖处理，以及电子级高导热金属陶瓷

介质，消除了点晕放电等离子对金属电极的腐蚀，多年使用臭氧浓度不衰减。 

2.3 极高的可靠性 

模块中小单元和模块连接的水、气、电分支路相互独立，当某一小单元或某

一模块出现异常，不会影响其他小单元或模块正常工作，因此我公司提供的臭氧

发生机组无需设置备用，确保用户 24 小时正常生产。 

2.4 运行成本低 

    采用高频驱动电源节电技术和极窄的放电间隙降低系通过做能耗；通过高频

陶瓷介质损耗极低；臭氧产生电极表面催化技术，延长电极使用寿命；铝镁合金

基材和高效导热水冷系统提高臭氧产生效率。此外，VPSA 空分技术在延长分子

筛使用寿命的基础上极大地降低了空分耗能。 

常规产品的每 1kg·O3/h 综合费用 16~18 元，我公司臭氧发生器综合运行

成本每 1kg·O3/h 不超过 8 元。 

2.5 采购成本低 

    机组无需冗余备份，无需加氮设备。传统臭氧发生系统的设计方案多为 N+1，

即实际需要量加备用量，我公司新型臭氧发生系统完全按实际需要产能配套，无

需备用设置，由此降低了采购成本，减少了占地空间。新型臭氧发生器电极不需

要加氮保护，更好地为用户节省采购成本与建设投资。 

2.6 抗机械振动 

    我公司新型臭氧发生器带有弹力缓冲垫设计和热、机械应力释放措施，使得

设备可在运动中安全工作，在航海、航天、野外医院、灾区防疫、移动式装备等

用用环境条件中可有效抵消机械冲击，绝无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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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体积小、重量轻 

    一台产能为 3kg·O3/h 的传统管式臭氧发生器主机，重约 1.5ton，占地面积

大于 3m2；新型板式 3kg·O3/h 臭氧发生机组重量不足 0.3ton，占地面积 0.42m2，

满足了众多用户空间不足时的要求。 

3、新型臭氧发生器特点 

新型臭氧发生器具有臭氧浓度高、臭氧浓度长时间运行不衰减、能耗低、模

块化集成、安全性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运行费用低、维修方便等特点。通

过调整产品的频率、功率、臭氧的浓度、模块集成单元数量等参数，可以集成适

用于生活饮用水处理、污水处理、中水处理、脱硫脱销、化工氧化、香料生产、

泳池水净化、渔业(禽类)养殖、医疗卫生、臭氧家电等行业的模块化臭氧系统。

同时，我公司针对当今 为先进的高级氧化 AOP 提供专业设计，提供完整的专

业成套设备，同时为高级氧化或臭氧氧化应用需求配套了相应的辅助设计。 

新型臭氧发生器的设计采用国际高端标准，各项性能技术指标的突出特点如

下： 

    1）、产生臭氧浓度高（150～230mg/L）：独特的结构设计，使放电间隙<0.2mm，

有助于气体散热和提高微放电密度，从而提高臭氧产率及浓度。臭氧发生器产生

臭氧浓度可以稳定在 150～230mg/L，高于《臭氧系统设备选用指南》中所要求

的标准，达到国外同类臭氧产品标准。在产生高浓度臭氧的同时，发生器的电耗

仍处于较低水平，在不增加电耗的情况下，显著减少氧气量，降低运行成本。 

高浓度臭氧可减少气体投加量，在水处理应用中，提高溶气效率和氧化效果，

减少用户投资。  

    2）、臭氧浓度长时间运行永不衰减：臭氧发生器的地电极表面采用了特殊的陶

瓷化处理工艺，与传统结构材料相比，在长期连续运行过程中，陶瓷化处理的地

电极表面不会形成金属氧化物，更不会因时间运行而产生金属氧化物增厚，以及

出现氧气过流阻力增加、破坏散热的现象，造成臭氧浓度持续下降，发生器整体

效率逐步下降的问题。目前该项指标为国际领先水平。   

  3）、 臭氧单位功耗低：臭氧发生器采用高频电源，通过提高频率减小了变压器

的体积，从而减小了变压器本身的损耗，更好地实现了节能降耗。 功率因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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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0.99。单位功耗优于同类产品水平。运行 3000 小时后与传统管式臭氧发生器

相比，节电可达 20~25%。 

4）、不同臭氧产量可通过模块化集成方式实现：臭氧发生器采用非压力容器设计，

所有放电单元无需放置于压力容器中，方便灵活调整臭氧产量成为臭氧个性化服

务的特色之一。因此，根据用户对不同臭氧产量的需求，可通过不同数量的放电

单元模块化集成的方式来实现，而不会受压力容器的条件限制。通过模块化集成

方案可以提高整个臭氧系统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 

   5）、 独特的板式结构：发生器的放电室是板式结构，板式结构的优势在于容易

实现模具化生产、高精度加工、面与面间紧密结合的小体积结构，便于维修保养，

各个部件都可独立互换、且性能不受影响。为模块化集成提供了可靠保证。   

板式放电室属于短流程设计，较之传统的管式放电室温升低、效率高，使用

寿命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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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安全性、稳定性、可靠性高：采用模块集成方案，可以有效提高用户

使用臭氧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每一个模块相互独立，当其中一个模

块发生器问题时，不影响整个臭氧发生器的工作，可以确保用户连续使用不停

机。 每一个放电室配备对应独立设置的电源模块可以大大提高整个臭氧系统的

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单个独立模块的整体技术方案是目前全球 为安全、

可靠、稳定的解决方案，较之传统的大功率电源设计，不会在部分放电单元故障

时出现系统停机现象，独立对应电源设计，即使在某个放电单元模块出现故障时，

也不会使整个臭氧发生器瘫痪。因此，采用模块化集成的方案可以大大提高臭氧

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 

 7）、根据用户实际需要进行的变量运行设计 

通常大型臭氧发生器机组在半量或减量运行的时候，是通过调压、调频、调

幅（脉宽）方式降低运行功率，但这需要同步减少进气量，否则会在用气末端阀

门关闭时产生较大的压力反馈冲击！为此我们进行了保护设计，依靠臭氧输送管

路压力变化曲线控制系统运行，消除上述影响。 

再有，大型中央电源供电的臭氧发生器，在减半运行时，不易适应如此大的

功率调节范围，且会由于进气量的减少而放电面积不变影响臭氧产气浓度，放电

室温升也会受其影响而升高，介电材质使用寿命亦会缩短。而我公司提供的臭氧

发生器采用单元板式短流程放电室，对应配套独立的电源系统，能在正常允许调

节范围之外通过改变放电室工作数量适应不同的用气量需求，在用气点出现大幅

度需气量减少时，首先会减少参与工作的放电室数量，继而再通过内部控制单元

进行线性调节，使系统工况随用气量变化平滑过渡，并确保产气浓度。此举对于

用户而言更为安全、实用! 

    8）、掌握了容性负载工况 PWM 高频高压电源的工艺技术 know-how。  

    9）、体积小（占地空间仅为传统设备的 50~70%）、操作简便、易维护。 

4、臭氧系统综述 

臭氧系统采用空气通过 VPSA 制氧机产生氧气或液氧源的氧气作为臭氧发

生器的气源，供臭氧发生器产生臭氧，再利用不同的溶气、曝气方式将臭氧投加

到水中，实现对中水各类污染物的氧化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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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公司根据用户对臭氧的用途、投加方式有针对性的进行工艺设计，并配备

满足系统安全稳定可靠运行的工艺、仪表和自控系统设备，完全满足工程项目需

要。臭氧系统由臭氧发生器主机、臭氧输出逆流保安单元、内侧除菌式冷却水系

统、尾气破坏器、PLC 控制柜、仪表、（手）自动阀门等组成。臭氧输出逆流保

安单元还包括敏感式压力反馈保护、逆流保护开关、双路保安阀、自维护吹扫控

制等关键配置。 

用于水处理的臭氧输出逆流保安单元可在输出管路回水、回压、憋压以及出

现超常负压的情况下瞬间反应，确保臭氧发生系统的安全运行。 

内侧除菌式冷却水系统有别于常见的隔离冷却设计，冷却水容器为密闭设

备，加装除菌式呼吸器，防止系统运行时水位变化带入细菌粉尘引发水质劣化；

为确保进入臭氧发生器的冷却水质，还在循环管路配置了 5um 串接式过滤器，

提高系统运行条件。 

4.1 臭氧产生的原理 

臭氧是仅次于氟的强氧化剂，有效使用臭氧可以大大改善我们的生存条件和

环境。臭氧的益处主要在于其对污染物质的氧化能力。臭氧气体本身不稳定，因

此在使用时必须现场制备。臭氧分解的产物是氧气，因此臭氧是一种环境友好的

氧化剂。 

臭氧产生通过介质阻挡放电法产生。介质阻挡放电法是把绝缘介质放入到

放电空间的一种气体放电方式。在两平行高压电极之间隔以绝缘介电体，而且放

电间隙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接入高压电源时，会产生交变高压电场和磁场，当

干燥空气或氧气通过放电通道时，氧分子被高能电子激发而获得能量，并相互碰

撞形成臭氧分子。 

项目 臭氧 氧气 

分子式 O3 O2 

分子量 48 32 

主要性质 强氧化性气体 氧化性气体 

气态颜色 淡蓝色 无色 

浓度 氧气环境中 高可达 18wt%   

密度 2.14kg O3/m3 1.43kg O2/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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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解度 640ml/L 491 ml/L 

4.2 臭氧制备过程及氧化应用 

众所周知，臭氧产量=输出气体中臭氧浓度×输出气体流量，臭氧投加量也

应按照实际臭氧浓度计算。据此，低浓度臭氧气体中非臭氧气体含量会反比升高；

同理，同等臭氧量的要求下，氧消耗量会增加，这就影响了臭氧制备、应用成本

和溶气效率；同时在水处理过程中，非臭氧气体还会降低臭氧氧化速率、污染物

去除效率、干预氧化过程，以及负面影响水质。 

4.2.1 臭氧制备过程中的副产物 

在常见的管式臭氧发生器工作过程中，由于放电室气体流程较长，已生成的

臭氧分子易遭受再次电力分解，管式臭氧发生器内部环境温升较高，会使臭氧在

离开放电室的过程中部分被分解，导致输出的臭氧浓度低于放电室初始浓度，并

且非臭氧气体含量增加。 

为提高臭氧产量，延长电极使用寿命，在很多以液氧源制备臭氧的系统设计

中，会采用补充氮气的方式弥补长流程放电室的不足。此举虽有助于产臭氧浓度

的提高，但输出臭氧气体中存在不容忽视的副产物——氮氧化物！ 

氮氧化物是空气源臭氧制备生产常见的伴生副产物，是由空气中的氮与氧在

放电室被电离结合生成的 NOx。NOx 作为伴生副产物通常是指一氧化氮 NO 和

二氧化氮 NO2，而 NO 又在臭氧环境中与臭氧发生反应生成二氧化氮，所以在空

气源臭氧发生器的副产物 NOx 主分为 NO2。由于空气中氮气含量约 78%，所以

空气源臭氧发生器产生的氮氧化合气体含量也很高。为此，在臭氧工业化时代初

期，就开始选择使用纯氧或富氧气体制备臭氧，旨在消除氮氧化物对臭氧应用的

负面影响。 

在刻意混注氮气的臭氧制备系统中，通常的氮气加注量不少于氧气的 3%，

而且注入的为 99%以上的高纯氮，试想，NOx 和 NO2 的产生量及负面影响是绝

对不能忽视的。此外，补加氮气会提高臭氧制备成本，氮气存储、运输又增加了

企业安全生产防范环节。 

  4.2.2 臭氧副产物对臭氧氧化应用的过程影响 

臭氧发生器输出气体中，不仅氮氧化物是副产物，液氧中乙炔、碳氢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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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微量烃的存在也会影响产品质量，但 主要还是氮氧化物带来的负面影响。 

臭氧中氮氧化气体与臭氧一同进入水中，在抑制臭氧传递的同时会转化为硝

酸，部分还会与水中污染杂质协同产生硝酸盐，在净水处理中是不允许的。虽然

在污水处理中，该副产物影响对水质净化的利弊影响不明确，但其对臭氧传递抑

制和消耗的确存在。 

在有臭氧参与的高级氧化过程中，气体中氮氧化物会直接影响·OH 的产生，

且会缩短·OH 于水中的存在时间，影响氧化效果。 

  4.2.3 低浓度臭氧中剩余氧的问题 

不论是臭氧氧化还是利用臭氧实现高级氧化，都对臭氧浓度有较高的要求，

这不仅是要提高臭氧本身的氧化效果，还是为了减少臭氧气体中剩余氧对臭氧利

用的干预。 

受溶解度限制，过多的氧气体会降低臭氧于水中的溶解度，缩短臭氧半衰期，

加快臭氧溢出速率，抑制臭氧于水中的传递效率。而在高级氧化过程中，过多的

氧干预还会影响羟基自由基·OH 的生成与能量密度，因此在高级氧化应用领域

中不乏引入 185nmUV 和对原水预先除氧的做法，以此提高臭氧传递与转化效率，

提升并维持臭氧浓度，改善·OH 对水中污染杂质的氧化效果。 

基于上述原因，我公司臭氧发生器兼容液氧和 VPSA 气源，且无须添加氮气，

既可以降低采购成本和运营成本，又能提高臭氧的浓度和氧化效率和效果。 

臭氧发生器入口洁净氧气源的技术要求如下： 

1 气源 液氧或空分气源 

2 氧气流量 按规模配给 

3 氧气的浓度 ≥93%（vol） 

4 氧气露点（1 个标准大气压下） ≤-60℃ 

5 氧气送出压力 
在交接界面处0.2MPa 
（压力波动值±60mbar） 

6 氧气送出温度 5~33℃ 

7 氧气中颗粒物粒径 ≤0.1μm 

8 氧气中氟里昂或相似物和溶剂 全部去除 

9 氧气中总碳氢化合物（CH4） ≤14v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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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新型板式臭氧发生器 

  放电室是臭氧发生器的核心部件，根据臭氧产生的原理，臭氧发生器放

电室的结构设计原理图如下图所示。 

地电极

地电极

高压电极

陶瓷介电体

陶瓷介电体

导热片

导热片

冷却水

高压进

冷却水

氧气

氧气

冷却水

冷却水

臭氧气

臭氧气

 

放电室主要由地电极、高压电极、陶瓷介电体、气导管、密封垫、钛板等组

成。放电室呈上下均匀对称分布，分别为地电极、陶瓷介电体 、导热片、高压

电极、导热片、地电极。冷却水通过地电极将放电室的热量外排，地电极已经做

过特殊处理具有较强抗腐蚀能力。 

由于臭氧有强氧化性，所有的与臭氧接触的材料均选用具备耐臭氧特性的材

料比如陶瓷、聚四氟乙烯、钛合金等。放电室的放电间隙为<0.2mm，窄的工作

气隙有助于此板式结构模式的层流气体散热，并有助于提高微放电密度从而提高

臭氧产率。超短的工作气体电离流程，有利降低功耗，缩小设备体积。同时板式

结构放电室采用了电子级的高品质复合陶瓷介质（高铝陶瓷）导热基板，均质且

介电强度高，因此可以使用高频率的电源,从而大幅提高臭氧产率。由于陶瓷介

质导热基板可以做很薄（＜0.6mm）,与导热陶瓷垫片叠层式装配结构相结合，因

此容易制成 0.2mm 窄的均匀放电间隙。本设计选择的放电室的结构为板式，具

有精确地的电晕间隙，可以提高臭氧的产量，降低臭氧的能耗，提高效率。  

放电室按每天 24 小时连续运行设计，可保证 10 年以上的使用寿命。放电

室若有质量问题终身免费维修。每个放电单元在出厂之前和系统安装使用前经过

2 倍的运行电压测试，击穿电压高于 8 倍 高运行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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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氧发生器的电源采用高频高压电源，工作频率在 6~8kHZ，工作电压

6000~7000V 左右。通过整流滤波电路和全桥逆变电路到变压器然后再接到放电

室，电源的结构框图如下： 

 

 

 

 

 

 

 

 

 

 

 

 

 

 

  

4.4 新型板式臭氧发生器的优越性能体现 

A 臭氧发生器按全天 24 小时运行设计，放电室可以保证至少 10 年的使用寿命。 

B．每组放电单元在出厂之前和系统安装使用前经过 2 倍的运行电压测试。 

C 臭氧发生量（O3 浓度： 150~230mg/L,冷却水入口温度≤30℃）。 

D 臭氧发生器的产量调节范围从 0%到 110%。 

E 输出臭氧浓度可以在 0mg/L 到 230 mg/L 之间可调并确保长期稳定运行。 

F 臭氧发生器的耗电量小于 8KWh/kg.O3(O3 浓度：≥150mg/L，冷却水入口温度

25 )℃ 。 

H．臭氧发生器的放电室符合国际、国内标准并且符合中国有关消防、压力容器

规定。 

I．臭氧发生器的各项性能指标满足 HJ/T264-2006 标准的要求，同时可以达到国

际相关标准的要求。 

J．每台臭氧发生器主电源的功率因数在正常工况下不低于 0.99。 

K．臭氧发生器中各电器绝缘零部件符合高电压绝缘性能和结构的要求，处于放

电臭氧环境中的绝缘零部件满足使用环境对其物理和化学性能的要求。 

电网

交流

输入

整流

滤波

电路

全桥

逆变

电路

高频

变压
 器

臭氧

放电

 室

控制保护电路辅助直流电源

臭氧发生器电源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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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电源供应单元 PSU 提供升压变频及附件以保证发生器安全运行。 

—  高压变压器为高频高压电感式变压器，有 10％超负荷能力。 

—  电源 PSU 装有滤波及防雷装置，防止谐波对电网造成污染，这点对于现代

化生产企业尤为重要。 

—  每套电源PSU可在 0-110％额定范围之间为臭氧发生器提供持续稳定的可调

功率。 

—  控制屏包括于每套电源系统中，与所有仪表预先布线，采用人机对话界面，

显示所有操作、故障和主要状态，具有控制开机、关机、调节发生量、故障联锁、

远程控制与中心控制柜通信功能。 

M．每台臭氧发生器有单独的功率表计量。 

N．各项命令/选择可以在 PSU 人机对话界面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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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冷却水系统 

臭氧发生器的部分电能会在工作过程中转化成热量，如果这部分热量得不

到有效的散失，臭氧发生器放电间隙的温度会持续升高甚至超过设计的运行温

度。高温不利于臭氧的产生反会使臭氧分解, 导致臭氧产量和浓度下降，此现

象在管式等长流程放电室设计中较为多见。对于新型板式臭氧系统，铝镁合金

材料热传递系数高，加之是短流程放电室产热量少，冷却效果优于长流程的放

电室，可以实现快速冷却，配套的闭环水冷系统，确保适宜的工作温度。 

闭环式冷却系统有 1 台热交换器和 2 台循环水泵（1 用 1 备）和必要阀门

仪表组成。闭环冷却水系统采用换热效率高、安装体积小的板式热交换器。内

侧冷却循环水带出的热量经板式换热器与外侧冷却水交换，从而使得内侧冷却

水温度趋于恒定，确保了臭氧发生器的稳定性能。冷却臭氧发生器的内侧循环

冷却水采用纯水（或去离子水），储水容器为密闭型设计，加装了除菌过滤式

呼吸器，彻底消除了冷却水质不良对臭氧发生器的危害。该单元配置 2 台闭路

冷却水泵，一用一备（在线式备用），当一台泵发生故障时另一台泵会自动启

动。为防止由于换热冷却过程中因冷却水的体积变化影响系统水压，闭环冷却

水系统中配套安装了膨胀罐。整个系统设计在保证冷却水温 30℃时冷却水不

超过额定流量。开放直接回路的冷却水可使用再生水或公用循环冷却水。如果

压力不能满足要求，则须配套增压泵。若由于外环冷却水某些水质指标不能保

证稳定达标，我公司可根据所提供的水质参数选择适用的设备及材质，保证在

上述不利冷却的水质条件下，系统能长时间稳定可靠运行，无任何腐蚀损坏。 

4.5、尾气破坏系统 

臭氧尾气破坏系统由臭氧尾气破坏罐（内含触媒），加热器，风机，温度计，

温度开关和外气导入阀组成的一体化单元，臭氧尾气破坏器的处理能力根据实际

需要有多种选型。臭氧尾气从进口电动阀进入尾气破坏器，通过加热器大约升温

到 30℃左右。然后通过臭氧尾气破坏塔的触媒被分解成氧气。分解后的氧气通

过排气风扇排放到大气中。该系统可以满足全天候运行。 

反应池中的剩余臭氧尾气由风机抽出，通过一个预加热带将温度升高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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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气破坏带，再通过催化破坏方式将臭氧破坏。单台臭氧尾气破坏器可处理的尾

气浓度达 2%。出气口臭氧浓度小于 0.1ppm。 

 

 

 

 

 

 

 

 

 

 

 

 

为了防止水滴进入破坏器，在破坏器前设有除雾器和消泡器。主要材质如下： 

— 消泡器    AISI 316Ti 或 AISI 316L 

— 除雾器    AISI 316Ti 或 AISI 316L 

— 电动阀    AISI 316Ti 或 AISI 316L 

4.6、臭氧控制系统 

臭氧控制系统包括 PLC 控制系统、人机界面（触摸屏）、在线监测仪及仪表

阀门等。在线监测仪及仪表阀门包括臭氧浓度检测仪、泄露报警仪、在线流量计、

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阀门等。 

臭氧控制系统选用西门子 PLC,臭氧发生器自带本地 PLC 及触摸屏，包括开

关机、功率投加控制等在内的所有操作均可以在本地完成。 

可将臭氧系统运行数据以网络通讯或线缆直接传输方式传送至上位机，通讯

方式采用 Profibus-DP 及以太网通讯。 

臭氧发生器、VPSA 制氧以及尾气破坏器均具有完整独立的操控系统和人机

对话界面(触摸屏)，即可独立操作，又可联结运行。主控柜的人机界面可就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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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位显示臭氧系统的运行、报警、趋势、联结等工况，并可通过编程预设一键启

停整套系统，实现完整的中央监控。 

臭氧自控系统操作面板(人机界面)显示文字包括：中文、字母和数字。臭氧

控制系统的可以实现如下技术要求： 

 根据待处理水源的过流量变化及水中残余臭氧浓度设定，自动调节臭氧

产量及工作台数； 

 按需启停或保护性待、停机； 

 改变进气量及每台臭氧发生器的功率以控制臭氧产量； 

 对氧气及臭氧泄漏报警反应，启动通风设备，并在环境浓度超限时自动

断电关机； 

 对发生器系统故障迅速作出反应。 

 根据工作温度需要自动控制冷却水系统；按照工况需要自动控制气源系

统。 

主要的工艺控制：臭氧发生器输出的臭氧浓度；臭氧投加的流量；水中臭氧

浓度；进入臭氧发生器的冷却水量；臭氧发生器压力、温度及其它所有参数；通

过臭氧发生器的气体及流量；进气露点（干燥度）；关键点的压力信号。 

安全性控制设计： 

 臭氧输出逆流保安设计。主要包括敏感式压力反馈保护、逆流保护开关、

双路保安阀、自维护吹扫控制等关键配置。该单元在输出管路回水、回压、

憋压以及出现超常负压的情况下瞬间反应，确保臭氧发生系统的安全运行。 

内侧冷却水系统的除菌设计。该设计有别于常见的隔离冷却配置，在密闭

的冷却水容器上加装了除菌式呼吸器，防止系统运行时水位变化带入细菌、

粉尘引发水质劣化；为确保进入臭氧发生器的冷却水质，还在循环管路配

置了 5um 串接式过滤器，改善系统运行条件。此外还可根据用户要求增配

超滤膜分离水质净化单元。 

具备的主要功能：监视、控制、设定、调节、总体工艺流程显示、工艺参数

历史曲线回放，详细工艺单元显示、报告、报警、循环开车、紧急停机、记录、

故障联锁、通讯功能、厂界联网运行等。根据所供系统，配备满足系统安全、可

靠、稳定运行的全部仪表，除上述要求外，还满足全厂检测仪表的通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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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臭氧系统的电耗 

臭氧制备的方法有多种，目前工业化臭氧制备的电耗指标多在

10kw·h/kg·O3 以上；然我公司设计制造的臭氧制备系统电耗指标仅为 8.5~9 

kw·h/kg·O3，在工业化连续生产应用中，可较大地降低臭氧制备成本，突出体

现了企业节能降耗宗旨。下图为 1kg·O3/h 臭氧系统电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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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kg/h 臭氧发生器进气量-浓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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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kg/h 臭氧发生器进气量-单位电耗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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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kg/h 臭氧发生器功率-浓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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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kg/h 臭氧发生器功率-产量曲线 

 

5、新型臭氧发生器的主要性能参数 

    主要技术指标参照国际高标准设计，满足 HJ/T264-2006 标准的要求，同时

达到了国际相关标准的要求，主要性能参数如下： 

一 工作条件  

1. 设备工作环境 室内；室外须考虑防冻、防雨 

2. 工作制 24h/d，可交替运行，无缝切换

3. 电源 
380V,3ph,50Hz 

220V,3ph,50Hz 

4. 气源 VPSA 制氧机或液态、气态纯氧

二 技术参数  

1. 臭氧系统进水水质 满足 GB5749-2006 水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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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装调试及培训 

6.1、臭氧系统的安装 

设备周边预留安全维修空间，管路高度便于仪表阀门安装操作，其满足操作

2. 设计额定臭氧浓度 160mg/L 

3. 臭氧浓度调节范围 0~230 mg/L（可调） 

4. 臭氧产量调节范围 0~110％ 

5. 臭氧输出压力 0.1Mpa 

6. 冷却方式 循环水冷 

7. 设计冷却水温度 ≤30℃ 

8. 内循环冷却水压力 0.15Mpa，闭路循环 

9 外循环冷却水压力 0.2Mpa，可温控自动调节流量

三 保安设计  

1 异常压力保护方式 压敏反馈调节，输出并上传报警

2 逆流保护方式 旁路泄水、自动吹扫 

3 停机断氧控制方式 输出口臭氧浓度控制 

4 氧气源露点保护 内置传感器，输出报警 

5 循环水异常保护 压力、流量开关，无缝备用切换

6 待处理水源异常保护 根据流量传感器调节、保护 

7 环境泄露保护 空气浓度监控，连锁通风系统 

8 异常停电保护 水、气旁路常开阀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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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人员穿行。 

动力电缆、高压电缆与信号电缆分开铺设，避免干扰。动力电缆、气路、水

路水平布置有交叉时采取不同高度安装且保持一定距离，原则上由高至低顺序是

电缆、气管路、水管路。臭氧系统运抵现场后，我公司现场指导安装。 

安装并完成安装验收后，我公司会同用户单位相关部门人员进行系统调试。 

6.2、臭氧系统的培训 

为确保操作人员能够独立地运行系统，熟练掌握对系统的操控和故障分析，

我公司向用户提供全面系统的培训。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针对臭氧的

性质、制取过程、氧化机理、投加方式、相关计算进行细致培训，使操控人员对

系统使用和臭氧应用有足够的了解。此外，对用户单位的装备维修人员传授常见

故障分析、故障恢复以及装备结构性维护等技能。 

7、售后服务保障 

我公司对所供臭氧生产装备承诺如下质保服务：   

1. 臭氧发生器主机免费质保二年，放电室免费质保十年。 

2. 我方提供设备说明书、安装手册、维修专用工具和相关的出厂质检文件。 

3. 质保期内出现的非人为质量问题和设备故障时，我方一个小时内响应，

二十四个小时内到场维修。 

4. 我司将对所提供设备的维护、保养及对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长期跟踪和

不定期的现场回访。 

5. 对用户臭氧应用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 

8、性能综述 

序号 名称 新型板式 传统管式 备注 

1 臭氧 高浓度 mg/l 230 120 见说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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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臭氧浓度衰减性 不衰减 衰减 见说明 2 

3 臭氧功耗 KWh/kg.O3 小于 8 大于 10.5 见说明 3 

4 功率因数 0.99 0.93~0.97 见说明 3 

5 模块化集成 有 无 见说明 4 

6 材质寿命 长 短 见说明 5 

7 安全性 高 低 见说明 6 

8 可靠性 高 低 见说明 4 

9 稳定性 高 低 见说明 4 

10 运行成本 低 高 见说明 7 

 

1、臭氧浓度高 

 放电室采用独特的结构设计，使放电间隙<0.2mm，有助于气体散热和提

高微放电密度，从而提高臭氧产率及浓度。 

 短流程放电室设计，较之长流程管式放电室避免了臭氧的重复电离和热

解消耗。所以，臭氧发生器产生臭氧浓度可以稳定在 150～230mg/L。 

2、性能始终稳定 

因为放电室内部全部采用了特殊的陶瓷化处理工艺，不会被臭氧氧化腐蚀；

而传统管式放电室内部的材料会被臭氧氧化，随着运行时间的增加，臭氧浓度逐

步衰减降低，从而降低效率加大了能耗。该项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3、节能降耗 

 采用了高频高压电源，频率可达 6~8khz，电压可达 6000~7000V,功率因

数为 0.99。而传统管式臭氧发生器大多是中频中压电源，功率因数仅为 0.93~0.97。 

 放电室的模块化组合可在变量生产过程中通过改变放电室加电数量控制

产出，相对于中央电源供电的管式臭氧发生器更为节能。 

4、模块化集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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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流程放电室的模块化集成属国际上 先进的臭氧解决方案。有别于传

统管式臭氧发生器的蜂房式结构，模块化集成的核心内容为一个模块由一组放电

室和一套独立对应电源组成，每个模块的臭氧产量在 1.0~1.5kg 范围，该模块不

受空间限制，可随意组合。模块集成化系统在对臭氧气体有不同需量时通过自动

改变模块工作数量进行变量生产，从而对臭氧产出和稳定浓度实现精确控制。 

 采用模块集成方案，确保臭氧工业化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系统中每

一个模块相互独立，当其中一个模块发生器问题时，其它模块正常工作，不影响

整机运行，从而确保用户连续生产。 

5、完善的保护设计 

针对臭氧应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我公司提供的臭氧系统中包含了完

善的保护性设计，主要内容如下： 

 臭氧及氧泄漏保护。系统在检测到周围空气环境中存在臭氧或氧泄漏时，

自动输出警告信号，并启动车间循环换气系统；若出现大量泄漏会自动停用故障

模块。 

 逆流保护。逆流保护包括水逆流和气阻等保护，在输出气体管路安装传

感装置和机械开关，当管路中出现水逆流时及时开启旁路泄水阀，防止臭氧系统

进水。若单纯安装逆止阀，会在逆水时影响臭氧发生系统的正常运行。当输出管

路出现气阻时，设备自动减量运行，若气阻加大至上限时（预先设定），设备报

警停机，确保安全生产。 

6、材质寿命： 

模块电源采用的是军工质量体系完成，使用寿命在 10 年以上，单个模块的

放电室采用陶瓷化处理，介质材料采用陶瓷片，整个放电室采用全密封处理，甚

至可以浸没于水中运行。由此证明模块有着极高的的可靠性、安全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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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同放电形式的臭氧发生器比较 

  不同放电形式的臭氧发生器比较 

序号� 比对项目� 板式臭氧发生器� 管式臭氧发生器�

1 放电室结构 叠片板式 蜂房管式 

2 介电材质 铝镁合金表面 MPO 陶瓷化处理 金属搪瓷或玻璃管 

3 气体通过时间 短流程，臭氧分子受电子轰击次数少，输出浓度高。 长流程，臭氧分子受电子轰击次数多，输出浓度低。 

4 电流影响因素 电子雪崩效应生成高密度粒子放电表面，放电电流小。 强调表面光洁度，放电电流大。 

5 臭氧能耗（150mg/L） ≤8Kw·h/kg.O3 ≥10.5Kw·h/kg.O3 

6 冷却效率 叠加铝镁合金导热片，热传递效率高。 普通不锈钢或玻璃，热传递较慢。 

7 放电室温度影响 放电室温升低，臭氧热分解较少，产出臭氧浓度较高。 放电室内部温度较高，臭氧热分解严重，产出浓度低。 

8 额定臭氧浓度（实际） ≥160mg/L。 ≤120mg/L。 

9 臭氧浓度调节范围 10~200mg/L，通过线性调节和模块减量实现变量运行。 80~120mg/L。 

10 臭氧产量调节范围 0~110%。自动调节供气量和运行功率稳定产量，低成本运行。 0~100%。必须人为干预，容易加大原料消耗和能耗。 

11 备用设置 出现模块故障时备用模块自动介入工作，无备用设备投资。 设备备用，故障切换时间长，备用设备投资较高。 

12 气源要求 VPSA 制氧机供气或者液氧气化供气。 PSA 制氧机或气化液氧，有些设备另需加氮保护。 

13 故障恢复及检修维护 独立模块化放电室，可随意断开检修，故障恢复无需停机。 管式放电室为蜂房式装配结构，局部损坏亦须停机大修。 

14 放电室寿命 抗氧化、腐蚀材料，高强度表面处理，10 年质保。 不锈钢搪瓷处理电极，厂商 多质保 3 年 

15 浓度衰减 因表面无氧化、烧蚀、积碳现象，臭氧浓度 10 年不衰减。 受氧化、烧蚀、积碳影响，臭氧浓度逐年递减。 

16 逆流保安设计 逆流保护开关、压敏式传感器、稳流传感器，自动排水保护。 仅有单向阀设计。 

17 水处理工程专业设计 分流比例阀调节输出支路流量，自闭式稳压阀断流自闭。 分气罐，不能针对不同的气量需求进行比例调节，缺少保护。 

18 浓度优势 臭氧投加量一定时，因总投加气量少，臭氧溶解度高。 低浓度臭氧投加气体总量较高，臭氧溶解效率低。 

19 逻辑控制特点 开关机氧气吹扫，消除结露损坏放电介质，防臭氧残留氧化。 一般无此设计，管式放电室多受结露和残留臭氧氧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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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线伺服备用介入 冷却系统故障时可无缝切换备用，不影响系统运行。 为降低设备控制成本，一般为冷备设计。 

21 副产物影响 纯氧供气，无氮氧化物影响氧化效果。 加氮设计，后期氮转化过程中消耗臭氧，影响氧化效果。 

 氧干预影响 自动变量控制，无过多氧干预臭氧氧化效果。 供气无自动变量，剩余氧对臭氧氧化有较大的干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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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SA 制氧机+50KG 臭氧发生器机组装配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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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kg 臭氧发生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