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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公司用水分析
及节水策略
李晓亮!吕正虎

"河北省邢台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河北 邢台!#,/####

#摘!要$!本文介绍了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的用水管理%供水情况%生产用水工艺%用水现状$分析了企

业用水的合理性$对用水不合理的环节提出建议& 建议企业采取有效的节水措施$并制定科学性改造方案$以达到

节约用水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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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水基本情况

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是生产单晶硅棒"

单晶硅片及多晶硅铸锭等电子材料的公司( 公司用水

分为生产用水"办公生活用水( 办公生活用水主要包

括办公楼"车间的卫生洒扫及饮用水和绿化用水等-生

产用水主要包括材料清洗"铸锭"电子车间等设备冷却

用水以及品质部对产品的检测"截断"研磨等工序的冷

却及工艺用水(

$-$!用水管理情况

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用水由动力部负责

管理( 值班人员每天填写值班日志与备忘录%记录水

表水量"水泵"制冷机"空调等的运行情况以及各用水

单元的检修情况( 在节水"节能减排方面%该公司投入

了不少人力"物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公司建立了用水档案( 历年新水量"重复利用水

量"考核指标等数据见表 $(

,($,



表 $( 宁 晋 松 宫 半 导 体 有 限 公 司 历 年 用 水 情 况 统 计

年 份

新水量0万K

& 重复利用水量0万K

& 其他水量0万K

& 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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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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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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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0U

达标排

放率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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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水源情况

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现有自备水井 & 眼%

$ 号井位于公司生产区西北%坐标为东经 $$/m,&n"&o%

北纬 &+m&*n",o%井深约 "##K%配有变频水泵向生产和

生活供水-" 号井位于公司生产区材料一车间南侧%坐

标为东经 $$/m,&n",o%北纬 &+m&*n$/o%井深约 &##K%配

有变频水泵向生产和生活供水-& 号井位于公司东仓

库区%坐标为东经 $$/m,&n&&o%北纬 &+m&*n$&o%井深约

/##K( & 眼井均配有变频水泵相互连通构成供水主管

网联合为生产和生活供水( 取水水源情况见表 "(

表 #(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取水水源情况统计

序号
水源

类别

新水量0&K

&

0?'

常规取水量

设计 实际

输水管

径规格

0KKj

数量

水!质

水温 F2

主要用途

$ 地下水 +"# "%+ *# j$ $.-% *-$ 生产"生活

" 地下水 $"## +#& .# j$ $.-# *-# 生产"生活

& 地下水 +"# %$+ *# j$ $*-* *-# 生产"生活

$-&!给排水管网情况

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供水管网呈不规则

环状沿厂区布设%调频水泵根据管网压力自动调整向

生产"生活的供水水量( 生产车间"办公楼等用水单元

就近与主管网相接( 材料车间主要负责纯水制备而后

供给本车间材料冲洗"生产车间晶炉冷却纯水循环系

统补水以及职工饮用水等%反渗透产生的浓水汇集到

水池用于景观绿化%材料冲洗的废水经水泵加压排到

调节池进行污水处理-品质部抛光"研磨用新水量较

大%破方设备冷却及截断所用的纯水由本部的纯水制

备装置生产"水量较小%制水装置产生的浓水同样收集

于水池%产生的污水经水泵加压排到污水站调节池进

行处理( 生产车间冷却塔排污及办公生活产生的废水

经沉淀池絮凝等处理后排到城市污水管网( 园区污水

处理站处理污水水质达到污水排放 " 级标准%排到汪

洋沟%现拟回用于品质部研磨"抛光工序(

$-/!用水计量情况

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对生产部门节能减

排工作考核比较重视%计量设施比较齐全( 一"二级水

表能够满足公司取水量计量及考核( 一级水表应安装

& 块%实际安装 & 块%配备率为 $##U%完好率 $##U-二

级水表应安装 $, 块%实际安装 $, 块%配备率为 $##U%

完好率 .&-*U(

#(主要生产用水工艺

公司主要用水生产车间为多晶硅铸锭车间"单晶

硅车间"材料车间"品质部车间"污水处理站( 生产工

序主要包括原材料清洗"单晶炉拉晶"多晶硅铸锭"产

品检测与加工等( 主要用水设备包括水洗槽"单晶炉"

铸锭机"截断机"研磨机"冷干机"空调等( 其中%生产

车间消耗多为循环水系统的冷却塔蒸发"飞散-材料车

间为原料清洗用水%品质部主要是产品检测与加工

用水(

%(公司采取的节水措施

2-串联用水%减少取用水量( 为全面推进节能减

排工作的开展%材料车间的浓水排到园区池塘用于办

公楼前绿化及园区景观利用等节水措施%全年少采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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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 #-. 万K

&

(

E-建设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 公司建立污水处

理站%设计处理能力 *##K

&

0?%水处理工艺流程为机械

格栅拦"调节水量和均衡水质"隔油"沉淀"F2值调节"

气浮絮凝"生物接触氧化"二级生化处理"泥水分离"过

滤去工序%出水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的 $ 级标准(

公司已铺设管路拟把处理后的中水用于品质部的研

磨"抛光工序( 实施后年可节约新水 $&-$ 万K

&

(

4-其他节水措施( 为了将节水意识深入人心%公

司充分利用黑板"宣传栏等宣传工具%在班会"公司全

体会上大力提倡节约用水%使员工能够改变传统观念%

积极投入到节水活动中来%加强用水检查%发现问题及

时整改(

'(公司用水结构分析

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 "#$, 年共取新水

/.-%* 万 K

&

%总用水量 $$+,$-%% 万 K

&

%重复用水量

$$+#$-.* 万K

&

%重复利用率为 ..-%U( 该公司的主要

用水为间接冷却水%间接冷却水的总用水量为

$$%&"-"" 万K

&

07%占总用水的 .*-.*U-工艺用水的总

用水量为 $++-++ 万K

&

07%占总用水的 $-#$U-生活水

为 $-"+ 万K

&

07%仅占总用水量为 #-#$U(

J(公司用水水平评价

2-单位产品取水量( 公司的单晶硅单位产品取

水量为 $#+-+#K

&

0D-多晶硅单位产品取水量 ""-#.K

&

0D

&*河北省用水定额+ &c]$&0Z$$%$."##.'无此取水

定额'( 与同类企业保定凌爵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单

晶硅单位产品取水量为 $#.K

&

0D-多晶硅单位产品取水

量 "$K

&

0D'相比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E-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 公司的万元工业增

加值取水量为 "/-+K

&

0万元%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

高于邢台市 "#$, 年万元工业增加值平均取水量

$*-,K

& 的目标值(

4-职工生活日取水量( 公司的职工生活取水量

为 &.-. 0̂&人,?'%低于*河北省用水定额+中规定的

乡镇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职工生活取水量较低的原因

是本公司大多为本地人%公司没有单独的浴池"食堂-

职工一般在园区物业公司的食堂进餐(

:-重复利用率( 公司的重复利用率为 ..-%U%高

于*中国城市节水 "#$# 年技术进步发展规划+确定的

.#U节水目标(

,(节水建议

河北宁晋松宫半导体有限公司近年来从环境保

护"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已经充分认识到企业节水

的长期性和必要性%在企业节水方面已经投入人力"物

力并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节水尚存在薄弱环节%谨提

出如下建议!

2-公司应进一步保证用水计量器具的配备率和

完好运行率%以便能准确"真实的统计企业各工序用水

定额%为加强用水考核提供技术支撑(

E-办公楼内供水系统建议采用变频调压供水设

备%可根据需水量自动调节流量%以达到节水目的(

4-公司应定期检查水泵水表等设备%以防长期开

启而导致漏水(

:-公司应尽快利用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中水%这

样可年节水 $&-$ 万K

&

%相当于现在取水量的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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