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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业用水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本文在对我国工业用水节水管理基本

现状进行论述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家及各行业加强工业用水节水标准化建设的最新进展$对现有工业用水节水领

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技术规范等进行了归纳梳理和总结分析$并从编制国家级的技术标准体系%完善现有行业

标准体系以及加快标准编制速度等多个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和加强工业用水节水标准体系的具体建议和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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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资源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资源短缺%用水

紧张状况加剧-二是用水效率低"浪费大-三是水污染

严重%又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 对于工业而言%我国水

资源条件不允许工业用水过快增长%工业用水必须从

,!%,



战略高度出发%立足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和效益%

减少水损失( 从 $..+ 年以来%我国工业用水占总用水

量的百分比基本维持在 "#U左右%从 "##& 年以来略有

增高%"#$/ 年为 ""-"U

1$2

-且自 $..+ 年以来%用水效

率明显提高%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均呈显著下降趋势( 按 "### 年可比

价计算%万元 \cP用水量由 $..+ 年的 +#,K

& 下降到

"#$& 年的 $*"K

&

%$% 年间下降了 +/U-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由 $..+ 年的 &%&K

& 下降到 "#$& 年的 ./K

&

%

$% 年间下降了 +/U( 与 "#$# 年相比%按可比价计算%

万元 \cP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U和 "/U(

然而%与国外工业用水节水先进技术相比%我国工

业用水节水仍有很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一是我国工

业用水节水管理工作薄弱%浪费现象较严重-二是节水

资金投入不足%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中的资金不到位-

三是企业规模结构"产品结构和原材料结构不合理导

致用水取水数量居高不下( 工业用水节水管理工作方

面主要是比较多的企业没有建立起来节约用水的管理

制度%工业用水定额不完善%用水计量不健全%水的循

环利用率低( 因此%完善和优化工业用水节水技术标

准体系在提高工业用水效率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工业用水节水的标准体系及相关管理机构

$-$!工业用水节水的管理及进展

"##"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年

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为我国工

业用水节水"清洁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

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作为第六章专门陈述%提出建立用水效率控制制度(

"#$, 年%国务院发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推

进循环发展%加强工业水循环利用-鼓励钢铁"纺织印

染"造纸"石油石化"化工"制革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

处理回用-促进再生水利用-提高用水效率%建立万元

国内生产总值水耗指标等用水效率评估体系%把节水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地方政府政绩考核( 为了规范

取水用水和水资源费%"##% 年国务院颁布了取水许可

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就工业用水节水管理方面来说%主要涉及工业和

信息化部"水利部( 水利部主要是水资源司&全国节约

用水办公室'负责用水节水方面的管理工作( 近年来%

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等部委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管

理职能%强化了工业用水节水的管理工作%成效明显(

工业和信息化部与水利部等部门联合印发了*重点工

业行业用水效率指南+ *关于深入推进节水型企业建

设工作的通知+等-水利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印发5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

制度考核工作实施方案6+*节水型社会建设#十二五$

规划+*关于加强节水产品质量提升与推广普及工作

的指导意见+等-水利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重点监控用

水单位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关于做好用水定额评

估工作的通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水利部等 %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实施方案+(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

联合公告*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

&第一批'第二批'+ *国家节水标杆企业和标杆指标

&第一批'+*高耗水工艺"技术和装备淘汰目录&第一

批'+等(

各工业行业和地方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加大工

业用水节水建设力度%并取得新的进展( 吉林省印发

了*工业节水管理办法+-北京市发布了*工业当前限

制"禁止发展采用高耗水工艺生产的产品目录+-山东

省发布了*高耗水工艺"设备和产品名录&第一批'&造纸

行业'+*山东省高耗水工艺"设备名录&印染行业'+-

江苏省发布了*实施八大行业节水行动方案+等(

目前%中央和各工业行业用水节水管理的各项工

作正在积极有序地推进(

$-"!工业用水节水的标准体系及管理

用水节水标准就是对用水节水过程&包括取水"供

水"用水"耗水"排水等'"用水节水管理&包括测试"计

,"%,



量"检测"运行"统计"考核"评价"审计等'"用水节水产

品&包括器具"设备"管材"材料与药剂等'"用水节水

技术及水效"工艺%以及用水节水综合&包括术语"符

号"设计"规划"信息化"水系统集成优化等'用水节水

的事务所作的统一规定%以用水节水科学"技术和实践

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部门协商一致%由主管

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

据( 用水节水方面的标准包括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与企业标准%以及团体标准等(

为了加强工业用水节水的管理%使各项水政策水

法规"水规章制度得以落实%国家和行业标准主管部

门"各级地方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工业用水节水管

理的标准定额与规范规程等1$L&2

(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

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农业部等部门编制了*"##* V"#$# 年资源节约与

综合利用标准发展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 该*规

划+共分为 * 个标准分体系%节水标准是第二个分体

系( 节水标准分体系又分为 , 个子体系%即综合"基础

标准子体系%工业节水标准子体系%城镇节水标准子体

系%农业节水标准子体系%以及海水0苦咸水淡化和利

用标准子体系( 这 , 个子体系中共列有需要制修订的

标准 $#% 项%其中国家标准 +# 项"行业标准 &% 项(

水利部 "#$/ 年修订发布的*水利技术标准体系

表+中列有水资源专业门类%该专业门类中含有用水节

水方面的相关标准1&2

%如已发布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有*节水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用水审

计技术导则+*用水指标评价导则+ *取水计量技术导

则+*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节水产品认证规范+

*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拟编标准有*供用水统

计技术规程+*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 *节水型工业

园区评价导则+ *矿井水利用技术导则+ *高用水工业

企业水平衡测试导则+建设项目节水措施方案编制导

则%火电"滨海核电"钢铁"化工"造纸"纺织"食品"采掘

业行业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用水节水标准的宏观管理由水利部下设的水资源

司负责&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挂靠在该司'%其职能是

#组织实施水资源取水许可"水资源有偿使用"水资源

论证等制度-组织水资源调查"评价和监测工作-指导

水量分配"水功能区划和水资源调度工作并监督实施%

组织编制水资源保护规划%指导饮用水水源保护"城市

供水的水源规划"城市防洪"城市污水处理回用等非传

统水资源开发的工作%指导入河排污口设置工作-指导

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工作$( 水利部下设的国际合作

与科技司其职能中也有#拟订水利行业技术标堆"规程

规范并监督实施$(

随着我国对节水工作的日益重视%节水标准化工

作全面展开%节水标准的数量也越来越多%节水标准化

工作的特质性不断凸显( 为整合专家资源"构建知识

和技术平台"完善标准体系"统一标准规划"协调标准

内容"共同推进工业节水标准研制和实施%"##* 年国家

标准委批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成立全国工业节水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其主要负责工业节水的基础"方法"管

理"产品等%包括工业节水术语"节水器具"节水工艺和

设备"节水管理规范"取用水定额"用水统计和测试"污

废水再生处理和循环利用等领域的国家标准制修订工

作( 此外%石油领域也有工业节能节水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 $..+年%现有委员人数 /,名(

#(工业用水节水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概况

工业用水节水方面的国家标准主要由质检总局下

设的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全国工业节水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来制定%属于工程建设标准&编号为 , 万以上'

领域的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归口管理和发布%属于产

品标准&编号为 , 万以下'领域的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归口管理和发布(

工业用水节水国家标准包括工业用水节水术语"

用水统计"水平衡测试"取水定额编制通则等基础性标

准%以及工业各行业的取水定额"节水型企业等具体标

准等( 截至 "#$, 年底%已发布相关国家标准约 ,$ 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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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 和表 "%其中工业取水定额方面共计 "# 项(

表 $( 工 业 用 水 节 水 相 关 的 国 家 标 准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标准号' 备注

$ 工业用水节水 术语 &\]0Z"$,&/."##*'

" 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0Z$"/,"."##*'

&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 \]

"/+*.."##.'

/ 企业用水统计通则&\]0Z"%+$.."#$$'

, 工业企业用水管理导则&\]0Z"+**%."#$$'

% 取水许可技术考核与管理通则&\]0Z$+&%+.$..*'

+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0Z+$$.."##%'

* 节水型企业 纺织染整行业&\]0Z"%."&."#$$'

. 节水型企业 钢铁行业&\]0Z"%."/."#$$'

$# 节水型企业 火力发电行业&\]0Z"%.",."#$$'

$$ 节水型企业 石油炼制行业&\]0Z"%."%."#$$'

$" 节水型企业 造纸行业 &\]0Z"%."+."#$$'

$& 节水型企业 乙烯行业 &\]0Z&"$%/."#$,'

$/ 节水型企业 味精行业 &\]0Z&"$%,."#$,'

$, 循环冷却水节水技术规范&\]0Z&$&".."#$/'

$%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0Z,#$#"."##&'

$+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 钢铁企业节水设计规范&\],#,#%."##.'

$.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

纺织废水膜法处理与回用技术规范 & \]0Z

&#***."#$/'

"$

工业锅炉水处理设施运行效果与监测 &\]0Z

$%*$$."##,'

"" 节水型产品通用技术条件&\]0Z$**+#."#$$' 代替 "##"

"& 工业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导则&)]0Z".+/.."#$&'

"/

钢铁联合企业水系统集成优化实施指南 &)]0Z

&#**+."#$/'

",

工业蒸汽锅炉节水降耗技术导则&)]0Z".#,".

"#$"'

"%

衣料用洗涤剂耗水量与节水性能评估指南&)]0Z

"%&.*."#$$'

"+ 煤矿矿井水分类&\]0Z$.""&."#$,'

代替

"##& 版

"* 地下水资源分类分级标准&\]$,"$*.$../'

". 煤矿矿井水利用技术导则&)]0Z&$&."."#$,'

&#

油气田生产系统水平衡测试和计算方法 &)]0Z

&$/,+."#$,'

&$ 化学清洗废液处理技术规范&)]0Z&$$**."#$/'

表 #( 工 业 取 水 定 额 的 国 家 标 准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标准号' 备注

$ 工业企业产品取水定额编制通则&\]0Z$**"#."#$$'

代替

"##"

" 取水定额第 $ 部分火力发电&\]0Z$*.$%-$."#$"'

& 取水定额第"部分钢铁联合企业&\]0Z$*.$%-"."#$"'

/ 取水定额第 & 部分石油炼制&\]0Z$*.$%-&."#$"'

, 取水定额第/部分棉印染产品&\]0Z$*.$%-/."#$"'

% 取水定额第 , 部分造纸产品&\]0Z$*.$%-,."#$"'

+ 取水定额第 % 部分啤酒制造&\]0Z$*.$%-%."#$"'

* 取水定额第 + 部分酒精制造&\]0Z$*.$%-+."##/' 拟修订

. 取水定额 第 * 部分 合成氨&\]0Z$*.$%-*."##%'

$# 取水定额第 . 部分味精制造&\]0Z$*.$%-.."#$/'

$$ 取水定额第$#部分医药产品&\]0Z$*.$%-$#."##%'

$" 取水定额 第 $$ 部分 选煤&\]0Z$*.$%-$$."#$"'

$& 取水定额第 $" 部分氧化铝&\]0Z$*.$%-$"."#$"'

$/ 取水定额 第 $&部分 乙烯&\]0Z$*.$%-$&."#$"'

$,

取水定额 第 $/ 部分!毛纺织产品&\]0Z$*.$%-$/.

"#$/'

$% 取水定额第$,部分!白酒制造&\]0Z$*.$%-$/."#$/'

$+

取水定额 第 $% 部分!电解铝生产&\]0Z$*.$%-$/.

"#$/'

$*

取水定额 第 $* 部分!铜冶炼生产&\]0Z$*.$%-$*.

"#$,'

$.

取水定额 第 $. 部分!铅冶炼生产&\]0Z$*.$%-$..

"#$,'

"#

取水定额 第 "& 部分!柠檬酸制造&\]0Z$*.$%-"&.

"#$,'

"-"!行业标准概况

工业用水节水方面的行业标准主要由各工业行业

来制定和使用%其具体标准见表 & 和表 /( 从表 & 和表

/ 可见%行业标准共计有 && 个%其中工业取水定额的

行业标准有 * 个( 其他行业标准有!城建行业的用水

分类"考核"用水器具等-电力行业的节水导则"水平衡

试验"冷却塔等-纺织行业的产品取水计算办法等-石

油行业的水平衡测试"用水指标统计等-水利行业的节

水产品认证等( 特别是近年来制定修订的标准较多%

体现出行业主管部门对其监督管理之需%也体现出工

业用水节水发展对标准规范的需求和需要(

,$%,



表 %( 工 业 用 水 节 水 相 关 的 行 业 标 准

序号 标 准 名 称 &标准号' 备注

$ 工业用水分类及定义&)Y/#.$...'

" 工业企业水量平衡测试方法&)Y/$.$...'

& 工业用水考核指标及计算方法&)Y/".$...'

/

城镇供水水量计量仪表的配备和管理通则&)Y0Z

&#$..$..&'

,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Y$%/."#$/' 代替 "##"

% 混凝土节水保湿养护膜&Y\0Z$**."#$#'

+

火力发电厂能量平衡导则 第 , 部分!水平衡试验

&ĉ 0Z%#%-,."##.'

* 火力发电厂节水导则&ĉ 0Z+*&."##$'

. 冷却塔塑料部件技术条件&ĉ 0Z+/"."##$'

$# 工业冷却塔测试规程&ĉ 0Z$#"+."##%'

$$

机织印染产品取水计算办法及单耗基本定额

&à 0Z#$$#/."#$#'

$"

针织印染产品取水计算办法及单耗基本定额

&à 0Z#$$#,."#$#'

$& 化工企业冷却塔设计规定&2\0Z"#,"".$.."'

$/

工业水和冷却水净化处理滤网式全自动过滤器

&2\0Z&+&#."##/'

$, 水处理剂!产品分类和命名&2\"+%".$..%'

$% 石油企业常用节能节水词汇&[>0Z%"%.."#$#'

$+

油田生产系统水平衡测试和计算方法 & [>0Z

%+"$."##*'

$*

石油企业耗能用水统计指标与计算方法& [>0Z

%+""."##*'

$. 节水产品认证规范&[ /̂+%."#$#'

"# 水务统计技术规程&[ /̂++."#$#'

"$ 水资源评价导则&[ 0̂Z"&*.$...'

""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 代替 "##,

"& 地表水资源质量评价技术规程&[ &̂.,."##+'

"/ 用水审计技术导则&[ 0̂̀ ,/.."#$"'

", 工业用水自动反冲洗过滤器&Y]0Z$#/$#."#$/'

表 '( 工 业 取 水 定 额 的 行 业 标 准

序号 标准名称&标准号' 序号 标准名称&标准号'

$

纯碱取水定额

&2\0Z&..*."##*'

,

尿素取水定额

&2\0Z/$*+."#$$'

"

合成氨取水定额

&2\0Z&...."##*'

%

湿法磷酸取水定额

&2\0Z/$**."#$$'

&

烧碱取水定额

&2\0Z/###."##*'

+

聚氯乙烯取水定额

&2\0Z/$*.."#$$'

/

硫酸取水定额

&2\0Z/$*%."#$$'

*

饮料制造取水定额

&(]0Z".&$."##*'

%(完善和加强工业用水节水标准体系建设

的建议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水利"节水工作高度重

视1/2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坚持节水优先-党的十

八大五中全会再次强调坚持节约优先%以水定产"以水

定城( 这为完善和加强工业用水节水标准提供了良好

的快速发展机遇和挑战(

&-$!编制国家级的工业用水节水技术标准体系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工业用水节水标准涉及各工

业众多行业%如电力"食品"化工"造纸"冶金等行业%以

及水利"机械等部门( 因此%作为主管工业用水节水的

工业和信息化部和水利部应从工业用水节水国家宏观

角度出发%在*水利技术标准体系表+水资源专业门类

的基础上开展编制国家级的工业用水节水技术标准体

系%以引导和规范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工业用水节水技

术标准的制修订%强化水利部的工业用水节水行业的

管理职能(

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应继续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等部门编制

含工业节水标准子体系的*十三五资源节约与综合利

用标准发展规划+(

&-"!加快工业用水节水标准的编制进程

"#$/ 年发布的*水利技术标准体系表+中水资源

专业门类共计有 ++ 项标准( 通过 " 年多的发展%至今

仍有拟编标准 // 项%其中工业用水节水方面缺口就有

$. 项之多( 可见%标准的制修订速度缓慢%严重制约

着工业用水节水事业的发展( 因此%需以*水利技术标

准体系表+的规划为契机%加快工业用水节水标准制修

订速度( 在未来几年内急需加快工业各行业建设项目

水资源论证导则方面的标准规范%如火电"钢铁"化工"

造纸等行业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以及高用水工

业企业水平衡测试导则的编制等(

此外%需加快节水评估技术通则"合同节水管理技

术通则"节水量计算通则的征求意见稿和报批稿的进

程%早日发布和实施%以期为工业用水节水管理提供技

术支撑(

,%%,

李贵宝等0我国工业用水节水标准现状及对策建议!!!!! !!!!



&-&!完善工业用水节水专业门类标准体系%强化

工业用水节水管理与信息化技术标准

!!与工业节能标准数量相比%工业节水标准显得更

少( 这远远不能满足新时期工业用水节水事业工作的

需要( 因此%要根据未来工业用水节水工作的目标和

任务%以及已有的工业用水节水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

完善工业用水节水专业门类标准体系%强化工业用水

节水管理与信息化方面的技术标准%如加快节水型工

业园区评价导则"用水定额编制技术导则的编制%修订

水资源管理信息代码编制规定等(

同时应加紧修订发布时间已超过 $# 年以上的"不

能适应工业用水节水发展的技术标准%如取水许可技

术考核与管理考通则 $..* 年发布至今尚未修订过%这

一类相关标准具有全行业指导性%对于行业的可持续

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应尽快修订发布( 取水

定额方面尽快编制尚缺工业品种和产品种类的取水定

额%如采矿业"木材加工业"炼焦"农药"橡胶塑料制品

业"金属制品业"汽车制造业等-加快修订酒精制造等

取水定额等(

&-/!加强工业用水节水标准的宣贯工作

在完善工业用水节水专业门类标准体系的基础

上%要加大工业用水节水标准的宣传和贯彻力度%使之

准确"及时"完整地传达到生产者"管理者和消费者之

中%让社会全面了解"认识和领悟标准的内涵%并按照

标准要求组织生产"管理和使用合格的节水产品和设

备%逐步提高社会的标准意识"质量意识"节水意识%确

保工业用水节水标准的普及应用%使其发挥应有的

作用(

通过工业用水节水标准的宣贯工作%促进工业领

域加大节水工作力度%加强工业取水定额管理%提高工

业企业用水效率%让整个社会都成为标准的使用者和

受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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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不同水质评价方法的评价结果

J(结(论

本文研究了层次分析法在大连市地下水环境质量

评价中的应用%评价结果表明!苏家监测断面水质类为

+

类-兴民"付家"二十里"南鸦鸬嘴和小黑石水质类别

为
"

类-尹家监测断面水质类别为
#

类水-黄旗监测断

面为
!

类水( 除苏家外%其余 + 个监测断面水质均未

超过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
"

类水标准( 将该评价

结果同内梅罗指数综合评价法进行比较%发现层次分

析评价法采用变化的权重来处理评价因子%考虑了全

部评价因子对水环境质量的贡献%各个评价参数之间

相互联系%因而能全面反映水体污染的综合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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