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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水资源和能源，而水资源与能

源也密不可分。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污水处理

系统不仅承担着消纳水污染和环境压力的重任，同时也

和城市低碳发展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污水处理量的增

长以及水质要求的提高，都意味着系统能耗强度的迅速

增加，对城市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近年来，严峻的水污染问题、极端天气频发、缺乏

水资源调蓄工程等因素使得成都市从一座水资源丰沛、

水压力较小的城市转变为“配置型、区域型、工程型、

水质型”缺水城市。水资源和环境压力加大促使成都必

然提高污水处理能力以及排放水质要求，从而使得城市

污水处理系统能耗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对成都市的绿色

低碳城市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新的挑战。

为了帮助成都市建设成为一座可持续宜居的城市，

有必要从环境治理、资源循环利用与能源消耗的视角

出发，研究成都市污水处理系统的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路

线， 帮助成都在实现水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同时，

提高污水处理系统能效，助推成都市绿色低碳城市建设

目标的实现。

本研究是“成都市低碳发展蓝图研究”的有机组

成，报告从成都市低碳发展目标以及水污染减排目标入

手，分析成都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能效现状，并根据情

景分析预测成都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节能潜力，对如

何通过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能效，推动成都市低碳城市目

标实现提出建议。

我们希望本研究能为中国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可

持续低碳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从环境治理和温室气体

排放相结合的角度更加科学的考虑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建设和能源管理问题，为低碳城市的设计和建设提供

技术支持。

序

李来来 

中国区首席代表 

世界资源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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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水基础设施（包括供水、

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建设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日益严峻的水

污染问题也对城市水污染控制以及污水处理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无

论是水质要求提高带来的设施升级改造还是污水排放量增长促生的污

水处理能力增长，都意味着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能耗强度的迅速增长，

这对城市的低碳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

能源管理已经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研究重点，但是在我国城市化相关

研究中尚处于起步阶段，城市水系统的能耗以及能耗强度随水质要求

而增长的问题也一直被长期忽视。1988年我国即出台了污水排放的相关

标准，而直到2013年北京市对其《城镇污水处理能源消耗限额》征求意

见，才出现我国污水处理设施能耗管理的首个地方标准。

本报告作为世界资源研究所“可持续宜居城市”项目的一部分，

将从成都市的低碳发展以及水污染减排目标入手，分析成都市城镇污

水处理设施能效现状，并根据情景分析预测成都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的节能潜力，对如何通过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能效，推动成都市低碳城

市目标实现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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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一直被视作水资源丰富、水压力较小的城市

之一，居民生活用水方式相对粗放，2011年成都市城区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含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和公共服务用

水）为289升，位居全国36座重点城市第6位。但是近

年来，由于水污染加剧，极端天气频繁发生，以及缺乏

水源调蓄工程，导致成都从一座丰水城市转变成“配置

型、区域型、工程型、水质型”缺水城市。随着城市化

程度的不断提高，成都市面临的水资源压力和水风险必

然增大，对污水排放水质要求的提高也必然会导致城市

污水处理系统能耗的增加。

城市污水处理中的水－能关系 
与污水处理厂能源管理

水与能源密切相关。能源生产离不开水，为了去除

水污染物，改善水环境，也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来支持城

市污水的收集、处理和循环利用。随着水质要求的提高

以及污水再生循环利用的需求增加，城市污水处理系统

的能源强度往往会出现激增，能耗也是污水处理厂最主

要的成本组成部分。

很多国家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就开始关注污水

处理厂的能耗和能效问题，欧美国家对污水处理系统采

取的节能措施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厂能源综合管理、污

水收集系统改造、污水处理系统优化（主要指对污水处

理厂的污水提升系统和曝气系统进行优化）。相比于欧

美、日本等国家，中国城市污水处理厂对能源管理不够

重视，没有建立系统的能源审计与监测，也没有相应的

能源管理计划。

成都市水管理现状与水污染减排目标

成都市工业节水工作自1980年以来取得显著成

果，2011年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从35%提高到88.2%，

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85.7%）；万元工业增加值耗

水量（按2005年可比价计算）由743立方米下降到48立

方米。但是成都市人均生活用水量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中心区达到289升/日（含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和公共服务

用水），远高于相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城市，尚有节

水空间。为了解决水污染问题，成都市大力发展城市污

水处理厂建设，截至2012年底全市共建成244座污水处

理厂（站），日处理能力达到250.1万立方米。根据成

都市相关规划，到“十二五”末将完成现有污水处理厂

的除磷脱氮升级改造。

成都于“十五”开始以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为污

染治理核心主线，在实现“一控双达标”的基础上，实

行主要污染物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的方针，积

极调整工业结构，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及试

点研究，由此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自2005年后出现大幅

度下降，2011年成都市工业COD和NH3-N排放量分别

较2002年下降49.0%和56.0%；与此同时，随着城镇化

进程的推进，生活源COD和NH3-N的排放量则显著上

升，2011年成都市生活源COD和NH3-N排放量分别较

2002年增长了36.1%和66.7%。

“十二五”期间，成都市在水污染物减排工作方面

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成都市“十二五”期间将把COD
和NH3-N排放量分别控制在20.74万吨和2.47万吨，意

味着COD和NH3-N削减量分别达9.57万吨和1.21万吨，

污染物减排压力大；二是“十二五”期间成都市86.2%
的COD和88.4%的NH3-N削减量将通过生活源减排实

现，需要加大力度进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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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污水处理厂的主导工艺与能耗现状

成都市中心城区（9座）和郊区（市）县（25座）

共有34座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主要采用氧化沟和A/
A/O作为主要工艺。2012年，成都已运行中心城区和郊

区区（市）县污水处理厂的平均吨水处理电耗为0.240
千瓦时/立方米，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但是

污水收集系统建设尚不完善，尤其是雨污分流系统改造

不彻底，进水浓度偏低，影响了部分污水处理厂减排效

率的发挥。成都市当年平均吨水污染物削减量为0.204
公斤COD/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0.255公斤COD/

立方米的80%；同时成都市污水处理厂平均吨污染物削

减电耗为1.176千瓦时/公斤COD，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0.902千瓦时/公斤COD）的将近1.4倍。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单位污染物 
削减能耗比较

将成都市已运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吨水处理电

耗、吨水污染物削减能力与全国平均水平和西南地区平

均水平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 在处理能力和处理工艺相近的条件下，成都城市生

活污水处理厂的吨水污染物削减能力普遍低于全国

和西南地区平均水平；

• 在处理能力和处理工艺相近的条件下，作为成都投

运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主流工艺，5万立方米/日

以上A/A/O工艺项目的能效显著低于全国和西南地

区平均水平；

• 氧化沟和SBR工艺项目的吨水电耗低于全国和西南

地区平均水平；

• 成都市已运行规模在10万立方米/日以下的项目每

公斤COD削减电耗低于全国和西南地区平均水

平；但规模在10万立方米/日以上的项目每公斤

COD削减电耗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成都市2030年污水处理设施 
节能潜力情景分析

由于污水处理系统能耗与污水处理量和单位污水处

理电耗相关，本报告根据2011年的用水水平和发展模式

设置基准情景，并根据节水情景和再生水情景分别预测

2030年污水处理量，根据污水处理设施的节能情景和提

标改造情景预测2030年污水处理厂的能耗与节能潜力。

1. 对污水处理厂采取节能措施可以显著降低系统
能耗。

在节水情景下，如果将成都市已运行和新建设施

能效全部提升至全国/成都最优值，则可节能19.7%或

48.4%；在再生水情景下，如果将成都市已运行和新建

设施能效全部提升至全国/成都最优值，则可节能19.5%
或32.0%。

2. 提标改造将提高系统能耗。

在基准情景下，如果根据成都市发展规划将现有日

处理规模1万立方米/日以上的污水处理厂全部提标改造

至1级A排放标准，新建设施全部按照1级A标准建设，

则提标改造将成都市污水处理系统电耗提升8.4%；在

节水情景下，提标改造将成都污水处理系统电耗提升

7.9%；由于再生水情景已对水质要求提高所必需的提标

改造能耗进行考虑，在此情景下不再将单独讨论提标改

造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本研究对成都市COD削

减量的预测，到2030年成都市生活COD削减量将达17.9
万吨，而如果不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提标改造，则无法

满足生活COD削减量的要求，提标改造是成都市实现污

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必然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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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和建议

1. 成都市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减排效率较低，应
通过排水管网改制、优化污水收集系统等措施提
高进水浓度。

根据处理工艺和处理规模的不同，成都市城市生活

污水处理厂的吨水污染物削减能力为0.120-0.239公斤

COD/立方米，普遍低于同样工艺和规模下的全国平均

水平（0.200-0.398公斤COD/立方米）和西南地区平均

水平（0.160-0.360公斤COD/立方米），这与成都市的

排（污）水管网缺乏长效维护机制、污水管网与污水处

理设施不配套、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浓度较低有关。

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和负荷率低仍然是困扰成都

污水处理系统有效运行的两大因素，同时也造成了成都

污水处理系统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和成本损失。通过排水

管网改制、强化排水管网维护、提高污水收集率、优化

污水处理设施收集系统（如增加调节池）、加强节水管

理、提升用水效率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污水处理

设施的进水浓度，确保污水处理设施在最优设计工况运

行，提升设施的污染物减排效率。

2. 成都市污水处理系统能耗强度增加，现有设施
运行能效尚有提升空间。

目 前 ， 成 都 市 污 水 处 理 设 施 的 吨 水 处 理 能 耗

（0.240千瓦时/立方米）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但是吨

污染物削减能耗（1.176千瓦时/公斤COD）却远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0.902千瓦时/公斤COD）。可见，成都

市现有设施的吨水处理电耗虽然和全国、西南地区平均

水平持平或更优，但是由于成都市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污

染物浓度普遍较低，单位污染物去除电耗明显高于全国

和西南地区平均水平，能效具有一定提升空间。

以全国、西南地区、成都市同类工艺、同类规模的

最佳能耗为参考，成都市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的节能空间

分别为42.7%、37.9%和29.9%。随着水质要求提高，成

都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能耗强度会出现增长趋势，二级污

水处理工艺的平均能耗为0.236千瓦时/立方米，而脱氮

除磷工艺的平均能耗为0.336千瓦时/立方米。

3. 生活污染源将成为成都市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
的关键。

随着成都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经济发展，污染物

总量控制将更大程度依赖于生活源污染物的减排。根据

基准情景预测，成都市2030年生活污水处理量将达9.2
亿立方米，预计2015年到2030年期间，成都市生活源

COD新增量将达到17.8万吨，相当于成都市“十二五”

期间COD新增量的1.85倍。这意味着成都市要实现污染

物减排目标，巨大的新增量将成为重要挑战。

4. 节水不仅减少污水产生量，而且可以提升进水
浓度和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去除效率和能效。

成都市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289升/日（2011年水

平，含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和公共服务用水），远高于全

国同期平均水平（171升/日）和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近似

的城市。假设2030年成都市市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较

2011年下降10%（261升/日），而其他地区和县城人均

日生活用水量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达到137-263升

/日之间，则相对于基准情景，成都市2030年的生活用

水量可以降低3.5%，随之而来的污水排放量和污水处理

量的下降，促使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浓度提高43.1%，从

而提升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去除效率和能效。

5. 再生水利用可以有效减少新鲜水资源需求，但
会显著提高污水处理系统能耗。

再生水利用的发展可以降低成都市新鲜水资源的需

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城市水源供给的保障率。根据情

景分析测算，假设成都市在2015年实现中心城区40%、

其他地区25%再生水利用率的基础上，2030年继续提

升再生水利用率至中心城区50%和其他地区40%，所有

再生水均用于公共服务用水（如市政绿化），则2030
年成都市的再生水量可以到达4.9亿立方米，可以替代

44.8%的公共服务用水。

由于再生水需要更高要求的处理工艺，需要对现有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这必然会带来污水处理系

统能耗的增加，同时由于再生水的制水能耗也远高于传

统地表水的制水能耗，所以再生水利用的发展会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成都市城市水系统能耗的增加。

6. 提标改造是成都市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
必然选择，也将带来污水处理系统能耗增加。

提标改造必然会造成成都市污水处理系统电耗上

升，但是根据本研究对成都市COD削减量预测，到

2030年成都市生活COD削减量将达17.9万吨，如果不对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提标改造，则无法满足生活COD削减

量的要求。为了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提标改造已

经成为成都市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必然途径，也

将使成都市污水处理系统能耗增加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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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强污水处理厂综合能源管理提高设施能效，
将降低污水处理系统能耗，帮助成都污水处理系
统实现低碳与可持续发展。

在节水情景和再生水情景下分别假设成都市污水处

理设施的能耗实现国家最佳水平，则2030年成都市城市

污水处理厂的总能耗分别为28951.3万千瓦时和66529.8
千瓦时，节水情景相对于基准情景可以节能14.8%，而

再生水情景则能耗翻番。如果以成都最佳水平为基准，

则在节水和再生水情景下，2030年成都市城市污水处理

厂的总能耗则较节能之前可分别节约19.7%和19.5%。

因而，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的能源管理，提高设施能

效是帮助成都市建设低碳污水处理系统的必然选择，根

据欧美国家经验，可以通过建立综合能源管理、开展能

耗监测与评估、优化设计和污水收集泵站、优化风机和

曝气方式等措施提升设施运行能效。

8. 探索污泥能源化技术是实现成都市污水处理系
统低碳化的措施之一。

污泥处理环节决定了污水处理厂是否能够实现能量

的自给自足，而污泥厌氧消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环。

与污泥卫生填埋和焚烧相比，厌氧消化技术可以把污泥

转化为生物燃气（沼气），其转化率为20%-30%，而

使用热水解作为预处理更可将沼气转化率提高至50%。

可以部分甚至全部替代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行所需电耗，

降低用电成本；并可以用做城市供电或车用CNG，在减

少污泥处理处置过程和碳排放的同时，实现城市污泥的

减量、低碳和高附加值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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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aspect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s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water infrastructure (including water supply,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recycling). as 

water pollution worsens it puts even more pressure on urban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Whether a city develops by upgrading and improving 

its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or builds new facilities, both lead to a rapid growth in 

energy intensity for the urban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and both pose new challenges 

for the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 city. research in developed 

nations such as europe and america has long focused on energy management for urban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however research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the 

growing problems of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intensity of urban water systems, 

along with rising demands on water quality, have long been ignored. in september 

2013, beijing solicited for ideas for regional standards of the stipulation of energy 

Consumption of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 which is the first regional standards 

on energy management for China’s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this report takes Chengdu’s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s 

reduction goals as its starting point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energy efficiency of 

its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it uses scenario analysis to forecast 

the potential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of Chengdu’s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WWtps in order to help Chengdu achieve its low-carbon city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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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du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Chinese 
cities that has plentiful water resources and where there 
is little pressure for access to water. Residential water 
consumption has been relatively indiscriminate; the 
per capita water consumption of residents in Chengdu 
city in 2011 was 289 liters per day (including public and 
domestic water use), ranking sixth among 36 key national 
cities. However,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orsening water 
pollution and frequent extreme weather events have 
turned Chengdu from a city that once had abundant water 
resources to one that now lacks water. As Chengdu has 
become ever more urbanized, inevitably the pressure 
on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risk of water shortages have 
intensified. The growing demand for water quality will 
inevitably cause an increase in energy consumption.

WAteR MAnAgeMent And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In chengdU

Chengdu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industrial 
water conservation since 1980. By 2011 its industrial water 
recycling rate had risen from 35% (in 1980) to 88.2%,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in the same year (85.7%); 
water consumption for every 10,000 yuan worth of 
industrial value added went from 743 cubic meters (1980) 
down to 48 cubic meters (2011). However, domestic water 
consumption per capita remains at a high level,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it reached 289 liters per day (including 
public and domestic water use) in 2011, much higher than 
other cities with the sam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olve its water pollution problem, Chengdu has rapidly 
built up its municipal urban WWTPs. By the end of 2012, 
it had constructed 244 WWTPs (including county level 
towns), with a daily treatment capacity of 2.5 million 
cubic meters. By the end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FYP, 
2011-2015), it will have completed the upgrading of the 
phosphorus and nitrogen removal of its WWTPs.

During its 10th FYP (2001-2005), Chengdu started 
making total pollution emissions control as the focus 
of its pollution control. As part of its One Control, Two 
Standards (in which emissions of 12 types of industrial 
pollutants were capped – one control – and air quality 
and surface water quality should reach national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 two standards), controlling 
the concentrations of key pollutants was combined an 
emissions cap on that pollutant. This was achieved by 
overhauling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ean production, developing a circular economy 
and pilot studies. Because of this,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s fell sharply after 2005. In 2011, industrial COD 
emissions fell 49.0% from 2002 levels, whilst industrial 
NH3-N emissions fell 56.0% over the same period. 
Meanwhile, emissions from domestic sources of COD 
and NH3-N rose by a large margin. In 2011, domestic 
COD emissions climbed 36.1% from 2002 levels, whilst 
domestic emissions of NH3-N increased by 66.7%.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2th FYP, Chengdu will face 
two major challenges in tackling its water pollution 
emissions reduction: the first is that the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are steep and thus there will be a lot 
of pressure to meet them; during the 12th FYP period 
Chengdu must control its COD emissions to 207,400 
tons and NH3-N emissions to 24,700 tons from all 
sources, this means that COD emissions must be cut 
by 95,700 tons and NH3-N must be lowered by 12,100 
tons. The second challenge is that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will mainly rely on realizing emissions cuts 
from domestic source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2th 
FYP, 86.2% of the COD emissions cuts and 88.4% 
of the NH3-N emission cuts will need to come from 
domestic sources.

WAteR-eneRgY nexUS of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eneRgY 
MAnAgeMent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WWtpS)

In order to remove water-borne pollutants and 
improve water quality, a large amount of energy 
is needed to support urban wastewater collection, 
treatment and recycling. The growing demand for 
better water quality and the requirement to recycle 
wastewater will tend to cause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urban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to surge 
and this also means that energy consumption will 
comprise the largest part of the costs to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Countries oversea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of WWTPs 
as early as last centur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The 
key measures adopted by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on energy conservation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include: integrating the energy 
management for WWTPs, updating wastewater 
collection systems and optimiz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this mainly refers to the 
optimization of wastewater hoisting pumping systems 
and wastewater aeration systems). Compared to 
European nations, the US,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China’s urban WWTP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on 
energy management, there is no system for auditing 
or monitor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energy management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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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nt technologY And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engdU’S WWtpS

Currently, there are 34 WWTPs in operation in 
Chengdu city and its counties; the main technologies 
used are oxidation ditch (OD) and anaerobic/anoxic/
oxic (A/A/O). In 2012, Chengdu’s WWTPs in the 
central district and the district (city) were operating 
at a 0.240 kWh per cubic meter of wastewater 
treated,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e national average 
over the same period. Howeve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stewater collection system is lagged behind 
WWTPs, in particular the upgrade to the rain and 
wastewater diversion system is not yet finished, the 
influent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is on the low side, 
which impa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WWTPs at 
reducing emissions. In Chengdu, for each cubic meter 
of wastewater, the WWTP is able to remove 0.204 kg 
of COD emission. This is approximately 80% of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0.255 kg of COD emission/cubic 
meter. Furthermore, for every kg of COD emission 
reduced,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s 1.176 kWh/kg, 
that’s equivalent to 1.4 times of the national average 
(0.902 kWh/kg of COD).

coMpARISon of eneRgY conSUMptIonS 
foR pollUtAnt RedUctIon of 
chengdU’S WWtpS

Comparing Chengdu’s currently operating municipal 
WWTPs’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ubic meter of 
wastewater treated and COD removal per cubic meter 
of wastewater treated with the national averages and 
the averages for the Southwest region, it is found 
that: (1) with similar treatment capacities and using 
similar treatment technologies, the COD removal 
per cubic meter of wastewater treated of Chengdu’s 
municipal WWTPs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both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the average for the Southwest; 
(2) with similar treatment capacities and using 
similar treatment technologies, as A/A/O technology 
is the mainstream technology used by Chengdu’s 
municipal WWTPs,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those A/
A/O technology WWTPs and that have a capacity of 
over 50,000 cubic meters/day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oth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the average for 
the Southwest; (3) th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ubic meter of wastewater treated for OD and SBR 
technologies is much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the average for the Southwest; (4) Currently 
operating plants with a size lower than 100,000 
cubic meters/day, have an energy consumption for 
1 kg of COD emissions reduction, which is much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the average for 
the Southwest. However, for those plants operating 
at a scale larger than 100,000 cubic meters/day, 
th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1 kg of COD emissions 
reduction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nAlYSIS of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potentIAl of chengdU’S WWtpS In 2030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wastewater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volume of wastewater treated and 
the unit energy consumption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This report takes 2011 data on water usage as a 
baseline, and uses two different scenarios – a water-
conservation scenario and a reclaimed water reuse 
scenario -- to predict the volume of wastewater treated 
in 2030. It also predicts th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potential of WWTPs in 2030 
according to whether WWTPs are upgraded and how 
they rate on energy conservation.

•   By adopting energy-conservation measures, WWTP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Under the water-conservation scenario, if all the 
currently operating and newly-built facilities in 
Chengdu upgrade their energy efficiency to the 
national optimal level (BMP) then they can reduce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by 19.7%, and if their 
energy efficiency can be upgraded to the Chengdu 
BMP, they can reduce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by 
48.4%. Under the reclaimed water scenario, if all the 
currently operating and new facilities in Chengdu 
upgrade their energy efficiency to the national BMP 
then they can reduce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by 
19.5%, and if their energy efficiency can be upgraded 
to the Chengdu BMP then they can reduce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by 32.0%.

•   Upgrading the WWTPs can increase the system’s 
energy requirement. According to Chengdu's 
development plan, all the WWTPs that are currently 
operating and has a treatment capacity over 10,000 
cubic meters/day are upgraded to Class 1A discharge 
standards, and all new facilities also confirm with 
Class 1A discharge standards, then the upgrade 
will increase energy consumption by8.4%. Under 
the water-conservation scenario, the upgrade 
will increase energy consumption by 7.9%. As the 
reclaimed water scenario has taken the increase 
of energy consumption associated with high water 
quality requirement for reclaimed water, there is no 
need to discuss the upgrade under this scenario. It i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report’s prediction for 
COD emissions reduction. By 2030, it is estimated 
that domestic COD emissions reductions will reach 
179,000 tons. If the WWTPs are not upgraded,  
the predicted COD emission cuts cannot be met. 
Upgrading its WWTP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engdu to meet its pollution control targ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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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1.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the influent pollutant 
concentration,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ollutant 
reduction efficiency of chengdu’s WWtps. 

Depending on the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the scale 
of operation, the COD removal per cubic meter of 
wastewater treated of Chengdu’s municipal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ments plants is 0.120-0.239 kg of COD; 
this is generally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for the 
same technology and scale (0.200-0.398 kg of COD/ 
m3) and the average of the Southwest (0.160-0.360 kg 
of COD/m3). This is low because of the lack of long-
term maintenance Chengdu’s pipe network, the fact that 
Chengdu has been slow to build up its pipe network, and 
the relatively low influent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The low influent pollutant concentration and the 
relatively low load rate are still two main factors plaguing 
the effective running of Chengdu’s WWTPs, and they 
have also caused unnecessar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additional costs to Chengdu’s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By restructuring the wastewater pipe network, 
raising the rate of wastewater collection, optimizing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water collection 
systems (such as adding wastewater adjustment tanks), 
implementing better water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and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water use, the influent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can be increased to a certain 
extent, ensuring that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run 
at optimal design conditions, making them more effective 
at reducing pollution.

2. Although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chengdu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is growing, there 
is still room to improve existing facilities’ energy 
efficiency. 

Currently, Chengdu’s WWTPs are operating at an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ubic meter of wastewater treated of 
0.240 kWh, the same as the national average. However,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 for unit pollution reduction of 
COD is 1.176 kWh/kg COD,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of 0.902 kWh/kg COD. Although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engdu’s existing facilities 
is the same or bett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the 
average in the Southwest, th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unit pollution reduction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and the average of the Southwest, leaving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as the influent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of Chengdu’s WWTPs is low.

If Chengdu can meet the optimal energy levels for 
national, the Southwest and Chengdu, with plants using 
similar technology and scale of operation, Chengdu’s 
operated WWTPs can reduce their energy consumptions 

by 42.7% (national), 37.9% (the Southwest) and 29.9% 
(Chengdu). As demand for better water quality rises, the 
energy intensity of Chengdu’s WWTPs will keep rising, 
Grade 2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s average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ubic meter of wastewater treated 
is 0.236 kWh, while the average energy consumption for 
the removal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technology is 
0.336 kWh.

3. domestic wastewater will pose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chengdu to meet its total pollution 
control targets. 

Along with Chengdu’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omestic sources of pollution emissions 
reduction play a key role in achieving total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According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the 
volume of domestic wastewater treated in Chengdu will 
reach 860 million cubic meters in 2030. It is forecasted 
that between 2015 and 2030, domestic sources of COD 
emissions in Chengdu will increase another 178,000 tons 
(equivalent to 1.85 times the new COD emissions add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2th FYP), posing a big challenge 
to Chengdu.

4. Water conservation not only reduces the amount 
of wastewater generated, it also improves the 
influent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and efficiency of 
WWtps. 

The per capita daily water usage in Chengdu city was 289 
liters/day in 2011, much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for the same period (171 liters/day) and that of other cities 
with a simila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uming 
Chengdu’s per capita daily average water usage is 10% 
lower than that of 2011 (261 liters/day), and the per capita 
daily water usage of other regions and counties vary 
between 137 and 263 liters/day according to thei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2030, Chengdu can lower 
its domestic water usage by 3.5%, and raise the influent 
pollution concentration by 43.1%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thus improving both the energy and pollutant 
emissions reduction efficiency of WWTPs.

5. Reclaimed water reuse will effectively reduce 
demand for freshwater resources as well as 
increas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 

Reclaimed water reuse will reduce the demand for 
freshwater resources in Chengdu, and better safeguard 
the urban water supply to a certain extent. According to 
estimates from the scenario analysis, assuming that by 
2015 recycled water usage rate for Chengdu city center is 
40%, while the rate for other districts is 25%, and that by 
2030, the rate for the city center climb to 50%, and that 
of other districts to 40%, and that all the recycled water is 
used for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urban greening), the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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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the volume of recycled water in Chengdu may reach 
490 million cubic meters, making up 44.8% of water used 
for public services.

Since reclaimed water needs more advanced treatment 
technology, exist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need 
to be upgraded and so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will rise. 
Also, since the production of reclaimed water requires 
much higher amounts of energy than traditional methods 
of water supply, to some extent, developing reclaimed 
water use will also increas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engdu city’s water system.

6. Upgrade of WWtps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chengdu to meet its pollution reduction targets, 
but it will bring about increase i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wastewater system.

Upgrading Chengdu’s WWTPs will inevitably drive 
up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system, however,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Chengdu’s COD emissions 
reduction from domestic sources must reach 179 
thousand tons by 2030 if it is to meet its target. If the 
WWTPs are not upgraded, Chengdu will not be able to 
meet its domestic COD emissions reductions targets. 
Meanwhile, upgrading WWTPs will bring about a 
8.4% increase in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engdu’s 
wastewater system.

7. the integrated energy management for WWtps 
provides good solution for reducing energy 
consumption of wastewater system and contribute 
to the low carb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engdu’s wastewater system.

In both the water-conservation scenario and the 
reclaimed water scenario, if Chengdu is able to bring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its WWTPs up to the national 
BMP, then by 2030,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engdu’s municipal WWTPs will reach 198.719 million 
kWh (water-conservation) and 497.244kWh (reclaimed 
water). Compared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the water 
conservation scenario can save 34.9% the energy 
consumption, while the recycled water scenario would 
increase it by 62.7%. Using Chengdu’s BMP of energy 
consumption per cubic meter of wastewater treated as a 
benchmark, then by 2030, the tot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engdu’s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would be 227.143 million kWh (water-conservation) and 
525.668 million kWh (reclaimed water).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scenario, the water conservation scenario can 
save 25.7% energy consumption while the recycled water 
scenario would increase it by 72.0%.

Thus, improving the energy management of the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and making the facilities 
more energy efficient, are essential steps to helping 

Chengdu build a low-carbon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of the facilities 
can be improved by setting up an integrated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carrying out energy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optimizing design and wastewater 
collection pumping stations, optimizing fans and 
aeration modes, and so on.

8. Recovering energy from sludge provide a 
good solution for chengdu to achieve low-carbon 
wastewater treatment. 

Recovering energy from sludge can enable a WWTP 
become self-sufficient in energy, with the anaerobic 
digestion of sludge playing a decisive role. Compared with 
sludge landfill and combustion, the anaerobic digestion 
technique can convert organic matters in sewage sludge 
into biogas (methane), generating clean bioenergy, 
helping to achieve sludge reduction goals, the high-value 
recycling of urban sludge, and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from th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of sludge. The biogas 
produced can be used as on-site energy which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operating cost of the WW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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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和能源是全球发展所关注的重点，也

日益成为中国城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性

条件。为了应对全球能源、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

等多重挑战，各国都在积极探索低碳技术或低碳经

济发展模式、建设低碳城市，并将这种以绿色经济

技术为主体的新一代转型称之为继“蒸汽时代”、

“电气时代”、“信息时代”后的第四次工业革

命。1 中国政府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也积

极承担大国责任，提出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要

求2020年单位生产总值二氧化碳（CO2）排放在

2005年基础上下降40%-45%；并在“十二五”国

民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碳强度减排的阶段性目

标，要求2015年单位生产总值CO2排放在2010年基

础上下降17%，该目标已经逐级分配至各省市，并

纳入地方政府考核内容。

世界经济论坛（WEF）在《2012全球危机》报

告中指出，水资源危机已经被列为全球最有可能发

生而且是影响最大的五大危机之一。2 水资源短缺、

水质污染、生态系统恶化以及气候变化都成为了加

剧水资源危机的重要因素。虽然人们一直将水资源

问题和能源问题区别对待，并交由不同部门管理。

但是水资源与能源在各方面紧密关联（见图1-1）。

一方面，水在能源开采、电力生产中是不可或缺

的要素（煤炭开采、水力发电和火力发电都离不开

水）；另一方面，水的生产、输配，以及污水处理

和再生利用都需要大量的能源投入。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水基础

设施（包括供水、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的建设成

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与此同时，日益严峻的水

污染问题对城市的水污染控制以及污水处理设施提

出了更高要求。无论是已有设施的升级改造还是新

设施的建设发展，都意味着城市污水处理系统能耗

总量将出现迅速增长，这对城市的低碳和可持续发

展提出新的挑战。

为了帮助中国城市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

能源和环境问题，探索适宜的低碳城镇化路径，世

界资源研究所（WRI）在卡特彼勒基金会的资助下

设立了“可持续宜居城市”项目，首先在青岛和成

都两个城市开展试点，通过剖析城镇化过程中面临

的水资源、能源和交通挑战，从不同角度、不同行

业探索提高资源能源效率、降低碳强度的方法，为

城市的可持续低碳发展做出贡献。

 

成都市是四川省省会，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

一，地处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腹地，辖9区4市6
县，是中国中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也是西南地

区的重要文化、教育、交通和商贸中心。由于地处水

量充沛的长江流域，成都市一直被视作水资源丰富、

水压力较小的城市之一，居民生活用水方式相对粗

放，2011年成都市城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含居民家

庭生活用水和公共服务用水）为289升/日，位居全国

36座重点城市第6位。3 但是近年来水污染加剧，极端

天气频繁发生，以及水源调蓄工程的不足，已经使得

成都市转变为“配置型、区域型、工程型、水质型”

缺水城市。4 随着城市化程度不断提高，成都市水资

源压力和水风险必然增大，水质要求的提高也必然会

导致污水处理系统能源强度和能耗的增加。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能源管理已经成为欧美发

达国家的研究重点，但在我国尚处起步阶段。本报

告将从成都市的水污染减排目标以及低碳发展目标

入手，分析成都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能效现状，并

根据情景分析预测成都市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节能

潜力，对如何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能效、促进成都市

低碳城市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第1章	 	

前言

能源气候变化水资源

取水、饮水处理、输水、污水处理

（矿石）燃料的开采、生产和发电

图 1-1  |  水资源-能源关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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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工业行业相比，城市供水和污水处理设

施系统（见图2-1）能耗相对较低（以美国为例，约

占全国能耗的3%-4%5），往往被城市管理者所忽

视。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突出，由于城市往往缺乏

水系统能耗信息而没有意识到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

2.1 污水处理系统的能源需求

第2章		

城市污水处理中的	
水－能关系

能耗增加的趋势。污水处理行业是能源密集型行

业，尤其是随着水质要求的提高以及污水再生循

环利用的需求，污水处理的能源强度出现激增。

2013年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总能耗较2007年

增加了1.8倍，吨水污水处理能耗也提高了11% 6。

图 2-1  |  城市水系统示意图

水处理抽水、输水

渗漏 渗漏

渗漏

渗漏

污水

污泥

排放

渗漏

直接利用（灌溉、能源制造、工业用水等）

再生水

原水

自来水

抽水、输水

终端市场
  能源恢复：
沼气、n2o

蒸发、降雨

终端用户：
农业、能源
生产、工
业、商业、
居民生活

抽水、输水

抽水、输水达标污水排放 污水收集

   原水、湖泊、 
水库、海洋

配水

数据来源：根据Water in the West（2013）修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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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李红启，2010 9. 

与此同时，污水处理厂能耗也是其最大的成本组成

部分，一般约占污水处理厂运营维护成本的60%-90%
（其中电耗占到能耗成本的80%-90%）8。污水处理厂

实际运行中的电耗与污水厂处理规模、进水水质特征、

处理程度、处理工艺、运行模式等因素有关，主要集

中于曝气、污水提升和污泥处理环节（见图2-2）。随

着对出水水质要求的不断提高，污水处理厂面临升级改

造、采用先进污水处理技术的选择，这些都意味着设施

能耗的提升。由此，关注污水处理厂能耗问题，提高能

效，对于实现城市节能减排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图 2-2  |  典型二级污水处理厂处理单元电耗分布

22.6%

2.4%

54.5%

7.5%

10.5%

2.6%

总电耗 爆气供氧设备

回流污泥泵

污泥处理

照明及其他

  格栅、沉沙池、 
沉淀池、浓缩池

进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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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早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关注污水处理厂的

能耗和能效问题 10，并开展了较为深入广泛的研究。很

多欧美国家已经出台了系统性的污水处理厂能源管理办

法，例如美国国家环保局（United States E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成立专门研究小组对污水处

理厂的节能措施及其节能效果进行评估，并发布供水和

污水处理厂能源管理最佳操作指南，提出19项污水处理

厂节能的“最佳实践”11；美国水环境联合会（Water 
Environment Federation, WEF）发布专门的技术手册

指导污水处理厂进行节能管理和改造；在欧洲，瑞士联

邦环境、森林和风景保护署12和德国北莱茵河威斯特法

利亚13分别于1994年和1999年发布污水处理厂能源管理

手册，奥地利也于2001年对境内运行污水处理厂的能耗

水平进行评估 14。总体来看，欧美国家针对城市污水处

理系统的节能管理主要包括能源综合管理、污水收集系

统改造、污水处理设备优化、污泥处理处置能源回收利

用等方面。本节对现有的措施及其节能效果进行汇总，

并总结发达国家污水处理厂节能管理的典型案例，以期

对成都市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能效管理提供支持。

污水处理厂能源综合管理

欧美国家污水处理厂节能管理的核心之一是在采取

节能措施之前建立污水处理厂综合能源管理计划。EPA
（2010）15提出，为了使节能措施效果最大化，不应将实

施节能措施看做是“一次性投资”，而应该将其作为综

合能源管理计划的一部分，对节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

并针对污水处理厂实际运行情况作出调整。EPA建议污

水处理厂采用“计划－执行－检查－行动”的顺序，按

照9个步骤实施节能计划，包括：建立可持续能源管理小

组、收集数据、对当前能耗进行评估、开展能源审计、

提出节能目标、建立节能计划、实施节能措施、对节能

效果进行监测、节能效果分享等。

在欧洲，瑞典有2/3的污水处理厂制定了能源综合管理

计划，并依此进行能耗水平分析和评估，实现污水处理厂

能源成本下降38%；而德国对北莱因-威斯特法伦344座污

水处理厂的能耗进行分析，认为其能耗水平可降低50% 16。

污水收集系统改造

由于需要同时抽送液体和固体，污水泵的效率往往

低于清水泵17，同时也容易导致更多的污水回流和更高

的能耗。因而在设计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地形高差作

用，利用重力流原理将供水厂设置在地势相对较高的位

置，而将污水处理厂设置在地势相对较低的地方，以削

减污水提升和处理的能耗和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在重

力流系统的运行过程中，需要将系统的流量控制在设计

的重力流态范围之内，以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此外，污水收集管网老化造成的渗漏，以及雨污

合流制管网系统也会造成污水提升和处理的能耗上升

以及成本增加。根据EPA测算，21世纪初美国投资541

亿美元用于污水处理收集和输送管网改造，以降低污

水处理的能耗和成本18。

污水处理系统的优化

如前所述，为了帮助污水处理厂实现节能降耗，

欧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污水处理厂节能降耗的“最佳操

作”（Best Management Practice, BMP）指南，针对

污水处理厂主要能耗单元（如污水提升系统、曝气系

统）进行节能改造。据估算，通过改进污水提升和曝气

系统，美国污水处理厂每年可节电5-10亿千瓦时，占污

水处理行业总用电量的3%-6% 19。

表2-1（下页）总结了欧美国家污水处理厂节能经

验的典型案例。常见系统优化措施如下：

1.	污水提升系统

污水提升系统节能改造主要集中在污水泵工作效率

的提升，通过使污水泵在最佳工况点下运行，并定期进

行维护，可以节能30% 20。目前欧美国家对提升污水泵

能效的措施主要包括：优化泵系统设计、变频调速和采

用高效电机等。

 (1) 优化泵系统设计。

其关键在于站在系统节能角度上做到系统各组

件的最佳匹配，根据泵装置的特性合理确定水泵的

流量、扬程及几何安装高度，发挥泵的最佳效果。

其中，降低泵扬程可以显著降低系统的能源消耗。

根据日本经验，初沉池、曝气池、二沉池均采用方

形平流式，三池为一体，首尾相连，水流通畅，可

以最大限度减小水头损失。日本一般污水处理厂总

水位差仅为2.0米，远远低于我国大部分污水处理

厂的总水位差（4-6米）21，虽然造价相对较高，但

其节电效益显著，投资回收期短。

 (2) 变频调速（VFD）。

污水厂进水量往往随时间、季节波动，如果

按最大流量作为选泵依据，则水泵全速运转时间不

超过10%，大部分时间无法高效运转，造成能源浪

费22。通过变频调速使输入电力与泵系统提升污水

所需实际电力匹配，提高泵工作效率是目前国外普

遍采用的高效节能措施之一。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EPRI，1998）23和

BASE能源公司（BASE Inc, 2009）24的研究表明，

变速调节在污水处理厂中的节能效果可达7-28万千

2.2 污水处理系统中的能源管理：国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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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时/年。EPA（2010）也指出变速调节在流量变化

较大的情况下其能效水平远高于其他控制办法。目

前，技术进步使得VFD成本大幅下降，美国污水处

理厂的VFD投资回收期在半年至五年之间。

 (3) 采用高效电机。

根据WEF（2009）统计，典型污水处理厂的

电机运行所耗电力约占总电耗的90% 25，而电机老

化会造成不必要的电力消耗。美国电气制造商协会

（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s Association，

NEMA）（2006）26也指出采用高效电机的节能效

果在4%-8%之间。虽然高效电机一次性投资比普通

电机高10%-15%，但在电机投入运行后，该部分投

资回收期很短，一般几个月或者数年就可回收增加

的成本。目前美国能源部及其合作伙伴正在研发新

一代超高效电机，预计节能效果可达15%。

2.	曝气系统

鼓风曝气是目前使用最为普遍的充氧方式，其能效

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指标：扩散通量率（Diffuser Flux 
Rate）、氧转移速率（Oxygen Transfer Rate，OTR）、氧

转移效率（Oxygen Transfer Efficiency，OTE）以及混合液

溶解氧浓度（Mixed liquor DO concentration）。其中OTE
的改善能有效提高能量利用效率，其影响因素包括：水质

表 2-1  |  污水处理厂节能措施的国际案例总结

主要节能措施 项目名称
设计规模

（万吨/日）
具体措施 节能效果 投资成本

污水处理提升

系统优化

加州san Jose/santa 

Clara污水处理厂
49

污水提升泵系统优化：采用流

程控制对bnr脉冲曝气和daf浓

缩工艺进行优化

•  电耗节约$1,178,811/年；

•  优化泵站系统节能20%；

•  采用脉冲空气混合节能23%

（4.8 x 106 千瓦时/年）

$269,569

曝气系统优化

威斯康辛州，green 

bay metropolitan sew-

erage district de pere污
水处理厂

4
曝气系统升级：将5个容积式

鼓风机替换为hst® abs磁悬浮

离心鼓风机

年节能50%（2,143,975 千瓦

时/年），节约成本$63,758/年
$850,000

密歇根州sheboygan
污水处理厂

5

曝气系统升级：

•  将4个容积式鼓风机替换为

2个带有升级的溶解氧控制

和监控组态软件的turblex ® 
鼓风机；·

•  曝气头安装空气控制阀

•  鼓风机：年节能

13%（358,000 千瓦

时/年，$25,644/年）

•  空气控制阀门：年节

能17%（459,000 千瓦

时/年，$38,245/年）

鼓风机: 

$790,000
空气控制

阀门:  

$128,000

得州，Waco metro-
politan污水处理厂

11
曝气系统升级：增加扩散器数

量，安装溶解氧探测器和自动

曝气和曝气系统控制装置

年节能33%（4,642,741 千瓦

时/年）

$397,708 
（$2002）

华盛顿big gulch污

水处理厂
1

•  将机械曝气替换为sanitare
微孔曝气和 Kturbo 气浮鼓

风机；

•  升级至自动溶解氧控制；

•  安装使用orp参数控制硝化

系统（dnox缺氧控制系统）

年节约电费$10,721/年

氧化沟a: 
$487,066; 

氧化沟b: 
$1,045,023

田纳西州bartlett污
水处理厂

0.5
使用4-20ma信号光学溶解氧

探测器的变频控制氧化沟转子

年节能13%（71,905 千瓦

时/年，$9,176/年）
$13,500

加州oxnard市， 

32号工厂
10

使用流程建模来控制优化污泥

停留时间和溶解氧
年节能20% （306,600 千瓦

时/年，$26,980/年）
$135,000

罗得岛州bucklin 
point - narragansett bay
委员会

11
使用浮压控制鼓风机和敞开式

阀门策略优化溶解氧含量
年节能11.6%（1,247,033 千瓦

时/年，$135,786/年）
$200,000

污水处理厂能

源回收

马里兰州suburban 
sanitary Comission 
Western brach污水

处理厂

10

固体处理系统升级：

• 废热回收；

•  烟气循环（fgr）；

•  圆槽喷射空气注入系统

年节约热能76%（320,000 
therms/年, $400,000/年

$4,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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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反应器水深、气泡直径、风量风速、扩散器密度以

及曝气头的堵塞情况等。目前国际上对曝气系统所采取的

节能措施主要是通过精确曝气、微孔曝气、风量控制、风

机系统优化配置、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 DO）自动

控制等手段解决曝气系统效率不高和过度曝气的问题。

 (1) 精确曝气。

根据进水负荷的变化以及出水水质情况精确调

整曝气量，使曝气量正好满足污水处理的需要，实

现稳定出水，节能降耗。精准曝气系统可以通过集

成控制实现间歇曝气、微量曝气、正常曝气、溶解

氧分布控制等，帮助用户实现工艺精细调节。通过

精准曝气，曝气系统的耗电量相比DO手动控制和

恒定曝气量控制方式可以节约10%以上，降低污水

处理厂运行成本6%27。

 (2) 微孔曝气。

通过减小气泡尺寸、增大表面积来提高OTE，节

约风量28。英国有报道称，采用微孔曝气方式，每去

除1公斤BOD可节约风量25%，节约电力18%29。美国

通过改造老式穿孔曝气系统也取得了显著效果，如美

国的Hartford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22万立方米/日）

投资60万美元，将曝气系统改造为微孔曝气，实现了

实际氧利用率从4.4%到10.0%的提高，每年节约电费

20万美元，如不计清洗费用，3年即收回改造投资30。

 (3) 风量控制。

风量控制是曝气系统效果最显著的节能方法，

据EPA对12个处理设施的调查结果显示，以DO为

指标控制风量时可节电33%31。通常污水处理厂设

计计算需气量时会加上足够大的安全系数，以满足

最大负荷需要，在日常负荷下应适当减小风量，实

现节能，也可防止曝气过量，保证处理效果。

 (4) 风机系统配置和选择。

对于大型污水处理厂来说，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对风机进行配置以达到节能的目的。EPA推荐风机

系统的量程比最低应该达到5:1。对于四台风机组

成的系统，通常将每台风机的量程比设置为33%；

或者两台风机量程比设置为25%，另外两台设置为

50%。美国City of Waukesha的一个规模为4.5万立

方米/日的污水处理厂通过用马力较小的鼓风机替代

马力过大的鼓风机，每年节电达10万千瓦时，相当

于该污水处理厂年用电量的9%，节约成本6.5万美

元。该项投资约为20万美元，投资回收期为3年32。

 (5) 实施DO自动控制系统。

根据实际测得的溶解氧值调节曝气风量及管路

的阀门改变充氧量。对于采用活性污泥法进行处理的

系统，通过自动控制系统实施控制曝气率，使得系统

控制参数与排放标准相匹配，可以节电25%-50%33。

污泥处理处置能源回收

采用厌氧消化方式对污水处理厂污泥进行处理，并

捕获反应过程中产生的沼气，进行热能回收，可以满足

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行所需的部分甚至全部能源。

1.	污泥厌氧消化

污泥厌氧消化技术可以把污泥转化为生物燃气（沼

气），产生清洁生物质能源，满足污水处理厂日常运行

需求，在实现城市污泥减量化和高附加值循环利用的同

时，更可以减少污泥处理处置过程的碳排放，这是城市

污泥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发展方向。厌氧消化在欧洲国

家是实现污泥稳定化的主要方式，对污泥的处理量占

欧洲总污泥量的40%-50%34。欧洲各国污泥厌氧消化的

比例是：英国96.7%、瑞士95.1%、德国86.7%、荷兰

66.2%、瑞典55.6%、丹麦52.3%35。另外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目前50%的污水处理厂污泥通过消化产生沼气36。

将沼气用于热电联产替代传统能源，是沼气利用的重

要途径。根据EPA的预测，2万立方米的污水产生的污

泥可以产生100千瓦时的电能，而通过厌氧消化产生的

沼气每年可以为美国节约600-1000 吉瓦时的电能37。

2011年，美国30个州共有133个污水处理厂热电联产项

目投入运行，年供电量达到437兆瓦时38。

为了解决污泥有机质含量较低，产气量不高的问

题，欧洲采用城市有机废弃物与污泥混合消化，以达到

提高产气量和有机物分解率的目的。此外，通过热水解

技术对污泥实施预处理，可以有效加快污泥水解速度，

缩短消化时间，提高沼气产量，此法在欧洲也有许多执

行案例。以英国曼城Bran Sands厌氧消化项目为例，该

项目将污泥处理处置技术从干化转变为“热水解+厌氧

消化”后，扭转了每年耗能17兆瓦时的局面，在满足自

身运转需要的基础上，还可年产能3兆瓦时39。

目前在国内也有“热水解+污泥厌氧消化”的典型

项目投入运行。如湖北襄阳市鱼梁州污水厂污泥处理处

置项目，通过热水解对污泥进行改性，提高污泥含固率

和消化池利用率，沼气产气率提高40%，该项目产生的

沼气除满足该污水处理厂自身日常生产需求外，剩余部

分经提纯后制成车用CNG，供出租车和公共交通工具使

用，创造了可观的环境效益、经济收益和能源效益40。

2.	污泥焚烧

污泥焚烧发电是污水处理厂能源回收的另一种方

式。污泥焚烧实现了污泥处理处置的稳定化、减量化和

资源化要求。日本81%的污泥采用焚烧方式进行处理，

焚烧发电容量已逾2000兆瓦，而美国也对20%污水处

理厂产生的污泥进行焚烧41。然而，污泥焚烧面临投资

巨大，运行监管困难的问题，同时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

也备受公众质疑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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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水管理体制一直都处于行政分割状态，主

管部门较多且职能分散。成都市的水管理主要涉及水

务局、环保局、发改委、城乡建设委员会等机构（见

图3-1），其中，成都市水务局主要负责水资源、供

水、污水和再生水、城市节水，以及农业灌溉和农业

节水等管理工作；成都市环保局主要负责污染物总量

控制以及水污染物排放监管；成都市发改委负责节能

减排、投资规划以及水价制定；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

会负责新建、改建、扩建给水（供水）、排水（污水

处理厂）及管网建设保护等。

本节将从水资源管理目标、节水管理、水污

染物减排目标与水污染治理设施管理，以及再生

水利用等方面，对成都市现有相关政策进行全面

而系统的分析。

水资源管理目标

2011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发[2011]1号）提出

了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随后国务院发布

《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

发[2012]3号），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

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成都市政府也在《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

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成府发[2012]20

号）中设定了2015年水资源管理目标，除在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上提

出更高的要求，还提出了万元GDP用水量控制目

标（见表下页3-1）。

2013年4月，成都市自《成都市水资源管理条

例》实行以来21年后首次对其进行修订。新《条

例》重点关注地下水的保护，强调雨水、洪水，尤

其是再生水的利用，显示出成都市鼓励非常规水资

源利用，保护和节约传统水源，保证人民生活和经

济发展的水资源战略路线。

节水管理

成都市于1981年率先在国内成立节水办公

室，统筹管理全市节水工作43。随着经济发展和

城市水管理工作重点的调整，成都市的节水工作

思路也在发生变化，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开

3.1 成都市水管理体制 3.2  成都市水资源管理和水
污染物治理政策综述

第3章		

成都市水管理体制	
与水污染治理政策



wri.org22

图
 3
-1

  |
  中

国
、

四
川

省
和

成
都

市
水

管
理

框
架

注
：

图
中

纵
向

表
示

不
同

级
别

（
国

家
、

省
级

、
市

级
）

对
水

资
源

相
关

内
容

进
行

管
理

的
部

门
；

横
向

表
示

各
部

门
的

管
理

职
能

。

国
家

发
改

委

价
格

司

四
川

发
改

委
成

都
发

改
委

环
境

保
护

部

城
市

建
设

司

水
利

部
住

房
与

城
乡

建
设

部

资
源

节
约

和
环

境
保

护
司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司

污
染

节
约

和
环

境
保

护
处

污
染

节
约

和
环

境
保

护
处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空

之
处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处

职
能

资
源

和
环

境
 

价
格

处
资

源
和

环
境

 
价

格
处

四
川

省
水

利
厅

成
都

税
务

局

城
市

建
设

处
水

资
源

管
理

处

供
水

管
理

处

排
水

管
理

处

城
市

节
水

办
公

室

农
村

水
利

水
保

处
农

村
水

利
水

保
处

 水
资

源
司

（
全

国
节

约
 

   
 用

水
办

公
室

）

 水
资

源
处

（
四

川
省

节
约

 
   

 用
水

办
公

室
）

水
力

水
保

处

成
都

城
乡

建
设

 
委

员
会

成
都

环
保

局
四

川
人

环
保

厅

国
家

部
门

职
能

节
能

减
排

水
价

制
定

水
资

源
管

理

供
水

管
理

污
水

和
再

生
水

城
市

节
水

农
业

灌
溉

和
节

水

省
级

市
级



成都低碳发展蓝图专题研究：城市水系统中的水-能关系 23

表 3-1  |  全国、四川省和成都市水资源管理目标比较

表 3-2  |  四川省和成都市农业节水目标与完成情况

类型 指标 单位

现状 “三条红线”目标

2011 2015 2020 2030

成都d 全国c 四川e 成都d 全国c 全国c

水资源开发利

用控制红线
用水总量 亿立方米 61.2 6350 377 80 6700 7000

用水效率 

控制红线b

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a
立方米 47.9 63 - 41* 65 40

万元GDP 

用水量
立方米 87.8 - 120 77* - -

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
0.47 

（2010）
0.53 0.45 0.55 0.55 0.6

水功能区限制

纳污红线

水功能区水质

达标率
- 60% - 75% 80% 95%

指标 单位

全国a 四川b 成都c

十一五
完成情况

十二五
规划目标

十一五
完成情况

十二五
规划目标

十一五
完成情况

十二五
规划目标

新增节水 

灌溉面积
万亩 - - 489 1310 50 80

灌溉用水 

有效利用系数
0.5 0.53 0.41 0.45 0.47 0.55

注:

a. 2015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万元gdp用水量目标值下降幅度以2010年作为基期；

b. 成都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为测算值：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工业增加值，万元gdp用水量=用水总量/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 

c.《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

d.《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成府发[2012]20号)

e.《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意见》（川府发[2011]39号）

数据来源: 

a. 《水利发展规划（2011-2015年）》（发改农经[2012]1618号）；

b. 《四川省“十二五”水利发展规划》（川办发[2011]77号）；

c. 《成都市水务发展“十二五”规划》（成府发[2012]32号）。

源与节流并重”44到90年代的“开源、节流与污染并

重”45，再到目前的“节水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

开源”和“节水减排、科学发展”46，成都市一直在

为提高用水效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合理开发水资

源而努力。2005年，成都市入选全国第二批节水城

市。47 

1. 工业节水

成都市自“十五”开始重视调整工业结构，推行

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及试点研究，并取得显著成

果。与1980年相比，2010年成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由

35.0%提高到88.2% 48，比同期全国水平高出2.5个百分

点49；成都万元工业增加值耗水量（按2005年可比价计

算）由743立方米下降到48立方米，下降了92.2% 50。



wri.org24

2. 城市生活节水

与全国其他城市的节水管理工作类似，成都市生活

节水围绕着装表计量、推广节水型生活器具、利用价格

杠杆作用、降低城市供水管网漏失率、提高生活用水效

率等方面展开51。1989年成都市发布《成都市城镇计划

用水节约用水管理办法》（成府发[1989]195号），对城

镇用水的管理部门、用水配额、违反规定的处罚措施等

做出了规定。

为了贯彻落实节水型社会建设，成都市于2009年1

月1日开始实施《成都市节约用水管理条例》（成人发

[2008]34号），一是明确成都节水工作的责任部门52，

二是注重利用经济杠杆来引导和促进节水管理53。2010

年，成都市开始着手编制《成都市2010-2020年节水发

展规划》，打破原来仅编制单一城市节水规划的局限

性，按照“全域成都”理念54，要求统筹规划城镇和城

乡节水工作。2011年成都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含居民

家庭生活用水和公共服务用水）从2000年的315.71升/日

降至289.86升/日，降幅达8.2%，但仍为同期全国平均

水平的1.69倍，尚有一定下降空间55。

3. 农业节水

作为农业大省，四川省对农业节水工作的推进与

国家同步，成都市在农业节水工作上取的成果在全省处

于领先地位，自“九五”开始就在提高用水效率、农作

物灌溉定额、节水灌溉制度、节水灌溉技术示范等农业

节水方面开展工作。2010年，成都市灌溉用水有效利

用系数达到0.47，好于四川省同期水平0.41，到2015年

成都市计划将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见表

3-2），在农业节水效率方面尚需更多努力56, 57。

水污染物减排目标与水污染治理设施管理

1. 水污染减排目标

为了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我国于“九五”期间开始

对污染物总量进行控制，提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12

项指标计划58。“十五”期间国家明确提出要求实行水

污染总量控制59，并确定6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

标60，但是各项指标均未纳入约束性指标。“十一五”

期间，二氧化硫（SO2）和化学需氧量（COD）首次作

为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二五”国家对污染物排放总量

的控制再度升级，除“十一五”考核指标之外，氨氮

（NH3-N）和氮氧化物（NOx）也被纳入约束性考核指

标。同时，国家“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的另一大进展

是要求建立农业源排放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并将农业源

减排纳入减排目标体系之中61。

四 川 省 在 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总 量 控 制 方 面 提 出 了

比国家更为严格的要求，“十一五”期间即设定了

NH3-N减排目标，成都市也设定了相应目标，并在

“十一五”期间实施COD减排项目2535个，实现COD
排放总量比2005年下降23.7% 62，而同期全国和四川

省COD排放量则分别下降12.45% 63和5.43% 64。图3-2
总结了“九五”至“十二五”期间全国以及成都市水

质管理目标的演变过程。

“十二五”期间，成都市水污染物减排工作面临两

大挑战，一是成都市“十二五”期间的COD和NH3-N削

减量将分别达9.57万吨和1.21万吨65，污染物减排压力加

大；二是“十二五”间成都市86.2%的COD和88.4%的

NH3-N削减量将通过生活源减排实现66，意味着仍需加

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2.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2008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市城镇污水

处理厂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成府发[2008]15号）

首次提出排水规划要覆盖“全域成都”，覆盖城乡；随

后2009年发布的《成都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水务局关于

建立和完善我市统筹城乡生活污水处理体系意见的通

知》（成府发[2009]34号）进一步提出排水规划不但要

覆盖城乡，更应统筹城乡，按照市域、中心城区、郊区

（市）县县域、郊区（市）县城、乡镇范畴制定。

政策的密集出台促生了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提速，

截止2010年末，成都实现了中心城区和区（市）县县城

污水处理厂全覆盖（其他乡镇覆盖率达到70%）67。成都

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较2005年底的水平提升了43.29
个百分点68，也比同期全国水平高出9.40个百分点69。

“十二五”期间，《“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

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国办发[2012]24号）对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一方面将建设污

水处理设施的要求从设市城市拓展到了县城，要求所有

设市城市和县城都要具有污水集中处理能力，另一方面

对污水处理能力和污水处理率的要求也有较大提高。根

据该规划和《成都市水务发展“十二五”规划》（成府

发[2012]32号），到“十二五”末，成都市中心城区、

区（市）县城、乡镇的污水处理率将分别达到95%、

85%、70%以上。截至2012年底，成都市共建成244座

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规模达250.1万吨/日，

新建污水处理厂中90%以上为乡镇污水处理厂，实现了

乡镇污水处理全覆盖全运行70。

3. 达标排放和升级改造

(1). 达标排放

为了实现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我国对污水处

理厂的排放标准要求愈发严格。表3-3对不同标准的水质

要求进行了比较，现行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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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  国家和成都水污染物总量控制和水资源管理政策的演变进程和影响

约束性指标考核：cod: -8%, 
nh3-n: -10%

2010: cod排放量下降33.7%

2010: cod排放量下降12.45%

约束性指标：cod排放量: 7万吨， 
nh3排放量: 1.1万吨/年

“十五”规定的6项指标降幅达6%-34%，
其中cod排放量下降33.7%

“十五”规定的6项指标计划除So2上升，
其他均较“九五”期末下降

“九五”规定的12项指标计划比“八五”
期末分别下降10%-15%

约束性指标考核：cod: -10%

总量控制6项指标计划

污
染
物
总
量
控
制

水
资
源
管
理

二
十
五

十
一
五

九
五

十
五

总量控制12项指标计划

政策及规定 实施成果

约束性指标考核：cod: -3.9%, 
nh3-n: -5.5%

2011：用水总量：6107亿m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78m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2010） 

“三条红线”：
2015：用水总量：6350亿m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63m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3；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60%；
并制定了2020、2030年目标

“三条红线”：
2015：用水总量：80亿m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41m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55；
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75%；

2011：用水总量：61.2亿m3；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48m3；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0.47

图例 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及规定

成都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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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标准》（GB18918-2002，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对

其4.1.2.2条进行了修订，目前执行修订后的版本71）提出

了总氮的要求和卫生学指标，在系统性、完整性、可操

作性方面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

在此基础上，成都市也相应提高了对污水处理

厂达标排放的要求。2008年发布的《成都市人民政

府关于加强全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

见》（成府发[2008]15号）要求成都区（市）县城新

建和改建污水处理厂严格执行GB18918-2002中规定

的一级A排放标准，乡镇污水处理厂排放主要污染物

（COD、NH3-N）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农民集中居

住区（新型社区）污水处理设施排放主要污染物指标

达到一级B排放标准。

“十二五”期间，《成都市环境保护“十二五”规

划》（城府发[2012]18号）提出要对没有达到一级A的污

水处理厂（1万吨/日以上）提标改造，截至2012年成都

投运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中尚有部分没有达到一级A排放

标准，提标改造成为必然。

(2). 升级改造

排放标准的提高要求对已有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

改造，对新建的设施合理选择技术。

针对国家要求，四川省和成都市分别于2011年和

2012年发布《四川省“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

案》（川府发[2011]40号）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成都市“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城府发[2012]6号），要求提高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脱氮

除磷能力，并将生物脱氮除磷技术作为“十二五”期间

的重点扶持技术之一。

表 3-3  |  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中的主要污染物及指标值变化（单位：毫克/升）

标准编号 Cod bod ss nh3-n

tp

tn
2005年12
月31日前
建设的

2006年1月
1日起建

设的

CJ3025-93a 250 150 120 - - - -

gb 8978-1996 b

一级 60 20 20 15 0.5 - -

二级 120 30 30 15 1 - -

一级A 50 10 10 5 (8) 1 0.5 15

一级B 60 20 20 8 (15) 1.5 1 20

二级 100 30 30 25 (30) 3 3 -

gb18918-2002 c 三级 120 60 50 - 5 5 -

数据来源：

a. 《CJ3025-93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水污泥排放标准》；

b. 《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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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水利用

随着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发展以及水资源

日益紧缺，污水被视作可利用的水资源之一，并从上个

世纪90年代开始纳入水资源管理范畴。从90年代首次提

出“中水系统”72概念，到“污水资源化”73理念，再到

成为“十一五”全国各城市节水或污水处理设施发展规

划的重要内容，污水再生利用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地处丰水流域的成都市近年因为严峻的水污染影响而

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四川省“十二五”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规划的通知》（川办发[2011]95号）要求以成都、

德阳、绵阳、攀枝花等缺水地区为重点，大力推行污水再

生利用，2015年全省新增再生水设施建设规模51万立方米

/日（2010年为20.2万立方米/日），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

10%以上74。为了促进污水再生利用，成都市将《成都市

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规划》编制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

并准备出台地方性政策规范管理再生水利用。《成都市人

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实施意见》（成府

发[2012]20号）提出全市新建住宅小区和公共建筑的景观

用水必须严格按要求设计再生水系统并使用再生水，要求

到“十二五”末中心城区污水再生利用率达到40%以上，

全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5%。2012年成都市双流县建设东

升（3000吨/日）、华阳（1000吨/日）、航空港（1000
吨/日）3个中水回用项目试点投运，节水效果显著。但是

大规模利用再生水需配套建设再生水管网系统单独输送中

水，涉及面广、建设周期长、投资大，这对成都市再生水

的发展形成了极大的挑战。

国家和成都市关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达标排放

和升级改造，以及污水的相关政策演变进程和影响见

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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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  国家和成都污水处理设施发展和再生水相关政策的演变进程和影响

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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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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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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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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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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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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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及规定 实施成果

2012年成都双流县建设东升（3000吨/日）、
华阳（1000吨/日）、航空港（1000吨/日）3个
中水回用项目

2012：成都投运的城市污水处理
厂中尚有约33%没有达到一级A

全国再生水利用率<10%

加快现有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规
划升级改造规模2000万立方米/日

区（市）县城新建和改建污水处理
厂、乡镇污水处理厂排放主要污染
物（cod、氨氮）执行一级A排放标
准，农民集中居住区（新型社区）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主要污染物达到
一级B排放标准

2015：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85%
；污泥无害化处理率：70%；污水处
理规模：20805万立方米/日

2015：中心城区、区（市）县
城、乡镇的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
95%、85%、70%以上

2015：全国再生水利用率15%

2015：中心城区污水再生利用率
达到40%以上

2015：改造除磷脱氮功能欠缺、不
具备生物处理能力的污水处理厂，
升级改造规模2611万立方米/日

2015：对没有达到一级A的污水处
理厂（1万吨/日以上）提标改造，
提高城市污水处理厂脱氮除磷能力

北方地区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
达到污水处理量的20%以上

到2005年，全国661座设市城市共有污水集
中处理厂792座，设计处理能力5725万立方
米/日，尚有289个城市未建成污水处理厂

所有设市城市都要建设污水处理
设施；我说处理率：50万上人口城
市>60%

全国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能力：12476万立方
米/日；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77.5%；县城设
市城市污水处理率60.1%；省会以上城市污水
处理厂污泥稳定化处理

全国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能力：10500
万立方米/日；城市污水处理
率：77.5%；36个重点城市100%，
地级市85%，县级市70%；省会以
上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稳定化处理

实现中心城区和区（市）县县城污水处理厂
全覆盖（其他乡镇覆盖率达到70%）；共建成
91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规模达到
213.5万吨/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6.9%

实现区（市）县县城、乡镇、50户
以上农村新型社区污水处理设施全
覆盖。中心城区、县城、乡镇守生
活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0%、75%
和60%以上

图例 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政策及规定

成都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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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快速发展，国家开

始关注污水处理系统节能降耗问题。“十一五”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城市污水处理厂节能降

耗技术”75重点针对城市污水处理厂能耗高的问题，

通过选择几种目前城市污水厂应用广泛的污水处理

工艺，开发节能降耗的关键技术，采用工艺优化和

重组的方式有效降低能耗。同时，北京市于2013年

9月开始就北京地方标准《城镇污水处理能源消耗限

额》76征求意见，该限额对不同规模污水处理厂的综

合电耗限定值作出了规定，并提出了城镇污水处理

能源消耗的标准。

虽然尚未出台与污水处理系统节能降耗直接相关的

政策，且目前国家和地方层面对污水处理系统能耗的考

虑仍然集中在技术层面，但是污水处理系统节能降耗项

目的开展和地方标准的制定显示出政府已经意识到提高

污水处理系统能效的重要性，污水处理系统节能降耗在

未来有望进入国家政策范畴。

3.3 成都市现行水管理政策对污水处理系统能耗的考虑



wri.org30



成都低碳发展蓝图专题研究：城市水系统中的水-能关系 31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环境污

染程度往往也呈现上升趋势；但是随着经济水平进一

步提高，环境污染程度会因为环境问题污染治理投入

的增加以及技术革新而呈现下降趋势77。

为了了解成都市经济发展和污染物产生量之间的

关系，本研究比较分析了2002-2010年期间的成都市

人均COD产生量与人均GDP，以及人均工业COD产

生量与人均万元工业增加值（见图4-1）的关系，并

与国内其他城市进行比较，得到如下结果：

4.1 成都市经济发展与水污染的关系

第4章		

成都市水污染减排	
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发展现状

(1) 成都市的人均COD排放量在人均GDP为1700
美元（2002年）时开始出现下降，早于国际经

验值，也早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当人

均GDP达到2700美元左右时（2006年），人均

COD排放量出现上扬后再度进入下行趋势；

(2) 成都市人均工业COD排放量与人均COD排放

量变化类似，自2002年开始保持下降趋势，也早

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此外，2006年时人

均工业COD排放量也出现上扬，之后再度下行。

图 4-1  |  成都市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对比（2002-2010年）(1) 人均gdp vs 人均cod产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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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

数据来源：a.《成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与农民有关问题分析》，成都市统计局；b.《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图 4-1  |  成都市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对比（2002-2010年）(2) 人均工业增加值 vs 人均工业cod产生量

图 4-2  |  成都市重点年份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注：人均gdp、人均工业增加值以2005年不变价计算；

数据来源：a. 《成都市统计年鉴》；b. 《中国环境统计年报》

甯江冰、张川等人（2009）78在分析成都市1991-
2007年的水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发展情况时也得出与本

研究相似的结论。成都污染物排放量相对于经济发展水

平出现下降的时间早于发达国家经验值（3000美元）

以及国内其他城市，其主要原因有可能是受产业结构调

整和环保投资加大的影响：

(1) 从经济发展看，1990年以后成都市经济进入持续

快速发展阶段，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二、三产

业交互上升，从2006年后，成都市产业结构稳定在

“三、二、一”格局（见图4-2）。第三产业具有资

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产品附加值高的特点，也是

自2006年后成都市污染物人均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

(2) 从环境污染治理来看，成都市环境污染治理投

资逐年上升。“十五”开始成都市投资180多亿元

实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到“十一五”成都市规定

全市环保投资指数大于2%并逐年增加，投资370多

亿元开展319项环境污染治理工作79。环境污染治理

投资加大促使成都在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上取得不

菲成果，对成都市水污染物排放人均水平持续下降

发挥了重要作用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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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1年成都市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数据缺失，根据成都10区生活污水排放量以及乡镇污水处理量进行估算。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1999-2011年，住建部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1999-2011年

图 4-3  |  1999-2011年成都市城镇生活排放量

图 4-4  |  1999-2011年成都市城镇生活排放量

成都市城市生活污水排放和处理现状

如前所述，生活源污染物减排已成为成都市实现水

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关键。由此本研究关注成都市城

镇生活污水处理，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用水需求增长，

4.2 成都市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发展现状

成都市生活污水排放量也随之上升，2011年成都市生活

污水排放量较2000年提高了75.6%。为了应对不断提

高的污水处理需求，成都市进一步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和

配套管网建设，特别是“十一五”期间成都市城镇生活

污水处理能力迅速增长，污水处理效率也迅速提高，生

活污水处理率从2005年的66.2%提高到2010年的86.9%
（见图4-3和图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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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建设 
和发展现状

如前所述，为了满足污水处理需求，实现减排目

标，“十一五”期间成都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提速。在

中心城区建设基本到位后，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重心转

移到乡镇，到2012年底中心城区和郊区（市）县县城、

乡镇实现生活污水处理厂全覆盖，成都共有244座污水

处理厂（站）投入运行（其中乡镇污水处理厂从2008年

的21座增长到185座），污水处理能力达到250.1万吨/日

（见图4-5和图4-6） 82。

由于乡镇污水处理厂数量迅速增长，成都市有87%
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低于1万立方米/日（见

图4-7）。同时，尚有50%的污水处理厂没有达到一级A

的排放标准（见图4-8）。

成都市污水管网建设现状

污水处理能力提升的同时，成都市也在逐步完善

污水处理收集系统。至2011年，成都市排水管网长度

达5430公里，是2002年的2.5倍（见图4-9）；其中

污水管网长度为2427公里，是2002年的5.5倍。管网

建设加速促使污水收集效率提高，成都市中心城区污

水收集处理率在2011年达到91.3% 83。但根据《成都

市中心城（五城区）排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成

都市中心城区排水管网尚存在覆盖不均的问题，影响

污水处理厂运行处理效率的提升。县城、乡镇污水收

集系统建设也相对滞后，以都江堰市和大邑县为例，

“十一五”末期这两个地区的污水收集率分别在60%
和70%，如果要实现“十二五”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

提出的污水处理率达到85%以上的目标，污水配套管

网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

图 4-5  |  都市城镇污水处理投运污水处理设施数量（2006-2011年）

图 4-6  |  成都市城镇污水处理投运污水处理能力（2006-2011年）

数据来源：《成都市污水处理厂（站）运行情况》2006-2011年，成都市水务局网站

数据来源：《成都市污水处理厂（站）运行情况》2006-2011年，成都市水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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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  成都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规模分布

图 4-8  |  成都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分布

图 4-9  |  成都市排水管网建设情况(1999-2011年)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1999-2011年，住建部

数据来源：2012成都市污水处理厂（站）运行情况，成都市水务局

数据来源：2012成都市污水处理厂（站）运行情况，成都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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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于“十五”开始以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为污染

治理核心主线，在实现“一控双达标”84的基础上，实

行主要污染物浓度控制与总量控制相结合，积极调整工

业结构，推行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及试点研究，由

此工业污染物排放量自2005年后出现大幅度下降，2011
年成都市工业COD和NH3-N排放量分别较2002年下降

49.0%和56.0%（见图4-10和图4-11）。

根据图4-10和图4-11，工业污染物总量控制获得成效

的同时，人口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生活用水需求

增长，导致生活源COD和NH3-N排放量显著上升。2011
年成都市生活源COD和NH3-N排放量分别较2002年增长

了36.1%和66.7%，意味着成都市在“十二五”及后期的

4.3 成都市水污染物总量减排现状

污染物减排目标主要依靠生活源污染物减排实现，工业污

染物减排的潜力非常有限。虽然国家自“十二五”开始要

求对农业源排放进行监测，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但农

业源减排刚刚起步，缺乏配套政策、信息和监管体系，成

都并未设置较高的农业源减排目标。

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十二五”主要

污染物总量削减工作的实施意见》（成府发[2012]23
号），“十二五”期间，成都市COD将削减9.57万吨，

其中生活、工业、农业COD分别削减8.25万吨、0.45万

吨和0.87万吨； NH3-N削减1.21万吨，其中生活、工

业、农业NH3-N分别削减1.07万吨、0.05万吨和0.09万

吨（见图4-12）。

图 4-10  |  成都市污水cod排放情况（按工业源和生活源区分，2002-2011年）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02-2011年，环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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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  成都市污水cod和nh3-n削减情况和发展目标

图 4-11  |  成都市污水nh3-n排放情况（按工业源和生活源区分，2005-2011年）

注：2015年数值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目标。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报》，环保部；《成都市“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

数据来源：《中国环境统计年报》2002-2011年，环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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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成都市城市生活污水	
处理厂能效现状

水污染物减排战略推动了城镇污水处理新建工

程项目的快速发展；同时，“十二五”期间中国将

NH3-N纳入污染物减排考核责任目标85，大力推动

了已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升级改造86。不论是污水处

理能力提高，还是选择先进处理技术87，均意味着

污水处理系统能耗的增加。由此，全面提升污水处

理厂减排能力，保障稳定发展并同时达到节能降耗

的效果，已经成为我国污水处理厂发展的必然选择

和方向。

在污水处理厂节能方面，国际国内均已有了广

泛的研究，但是对通过合理选择污水处理技术降低

污水处理厂能耗的研究却很有限。其中，羊寿生88

对我国典型一级、二级污水处理厂各单元进行过能

耗估算，但是该研究并没有揭示各部分能耗的影响

因素，也没有根据各部分能耗的特点给出估算值。

高旭、龙腾锐89等进行了污水处理工艺单元能量平

衡分析研究，提出用Exergy（能量中可以无损耗地

转化为功的部分，即能流中的有用部分）的概念分

析污水处理单元能效，但是不便对实际运行中的污

水处理厂进行能耗分析和评价90。由此有必要对全

国投运污水处理厂的能耗数据进行分析，确定其影

响因素，进行污水处理厂能耗基准核定，并依此对

成都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和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技术

选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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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说明和研究方法

1. 数据说明

本节分析数据来自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的全国城镇污

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3836
座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投运，总设计处理能力为1.49亿立

方米/日，平均日处理水量1.16亿立方米91。经数据预处

理和筛查，能够获得污水处理设施能耗信息的样本量为

2598座，占投运污水处理设施总数的70%。

由于数据统计以及信息获取的限制，本报告中分析

研究的能耗仅包括污水处理设施的电耗，其他能源消耗

（如燃料等）未计入。

2. 方法说明

本节运用统计分析中的描述性统计、聚类分析、

非参数检验、相关分析等方法，分析比较不同地区、不

同污水处理工艺的能耗情况，并分析可能影响能耗（电

耗）的潜在因素。

5.1 全国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能效现状

全国投运污水处理厂能耗现状

1. 平均能耗水平

通过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2012年全国已运行污

水处理厂平均吨水处理电耗约为0.240千瓦时/立方米。

与杨凌波92、谢淘93等人分别对2006年和2009年全国已

运行污水处理厂的平均吨水处理电耗（分别为0.290千

瓦时/立方米和0.254千瓦时/立方米）比较，能效有所提

升。但是我国污水处理厂平均吨水处理能效仍然显著低

于发达国家。1999年，日本和美国污水处理厂能耗分别

达到0.26千瓦时/立方米和0.20千瓦时/立方米94，这一能

耗包含了污泥处理处置环节的能耗。由于污泥处理通常

占到污水处理电耗的11%左右（李红启，2010），可见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能耗仍然高于发达国家，能效尚具

提升空间。

2. 污水处理能耗和地区的关系

按照我国7个行政地理分区来考察城镇污水处理的

能耗水平。K-W检验结果表明，不同地区污水处理平

图 5-1  |  全国不同地区污水处理平均电耗

全国平均吨水处理电耗：

0.240千瓦时/立方米

单位：千瓦时/立方米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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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  不同污水处理工艺电耗、污染物和污泥产生量比较

公斤/立方米 千瓦时/立方米

均能耗存在显著差异。对样本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

我国华南、华中地区污水处理的平均吨水用电量相对

较低，分别为0.209千瓦时/立方米和0.219千瓦时/立方

米（见图5-1）。成都所属的西南地区污水处理厂平均

吨水处理电耗约为0.262千瓦时/立方米，略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

这一结论与杨凌波95等人的研究相吻合，各地区的

自然环境条件与地区总能耗对污水处理的能耗存在显著

影响，地区能耗差异主要与地区年均气温、降水量、单

位GDP能耗、单位GDP电耗等变量有关。

3. 污水处理能耗和污水处理工艺的关系

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建设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大

部分采用普通曝气活性污泥法或一级处理，80年代中

期开始推行二级生物处理，90年代开始进入城镇污水

处理的快速发展阶段，改良厌氧-缺氧-好氧活性污泥

法(Anaerobic-Anoxic-Oxic，A/A/O)、脱氮除磷氧化

沟等生物脱氮除磷工艺开始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96。

根据统计数据，当前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采用的主要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工艺包括：氧化沟（22.2%）、A/A/O（16.1%）、

传统活性污泥法（12.6%）、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 8.8%）等97。

为了研究污水处理工艺与能耗之间的关系，采用

K-W检验分析不同工艺的能耗分布，发现一级处理与

二级处理，以及不同二级处理工艺之间的电耗均存在显

著差异。二级处理吨水电耗在0.259-0.503千瓦时/立方

米，显著高于一级处理的吨水电耗（0.197-0.299千瓦

时/立方米）。

忽略地域差异和污水处理工艺的规模效益不计，

我国污水处理的主流工艺中，氧化沟、SBR、传统活

性污泥法和A/A/O的平均吨水电耗分别为：0.282千

瓦时/立方米、0.293千瓦时/立方米、0.310千瓦时/立

方米和0.323千瓦时/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

污水处理技术中，曝气生物滤池无论是在吨水处理用

电量、吨水脱水污泥产量还是在单位COD削减用电

量方面，较主流污水处理工艺具有一定的优势（见图

5-2）。

单位Cod削减电耗 吨水处理电耗 吨水Cod削减量 吨水脱水污泥产生量

1.0 0.5 0.0 0.5 1.0 1.5 2.0

生物膜法

a/o

a/a/o

传统活性污泥法

sbr

氧化沟

暴气生物滤池

普通生物滤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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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国不同规模和工艺污水处理技术能耗比较

目前对污水处理规模效益的研究98已广泛展开。本

研究通过对不同规模污水处理厂的吨水电耗比较发现，

虽然各种污水处理工艺的原理和流程有所差异，但总体

上均存在着一定的规模效益，即随着污水处理厂规模扩

大，吨水电耗呈下降趋势（见图5-3和图5-4）。

图 5-3  |  主流污水处理工艺在不同规模污水处理厂运行中的电耗比较

图 5-4  |  不同规模污水处理厂采用污水处理技术的电耗比较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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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  成都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技术分布

数据来源：成都市污水处理厂（站）运行情况，成都市水务局

5.2 成都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能效现状

根据成都市发改委提供的数据，本报告对成都中心

城区和郊区（市）县已运行34座城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工

艺和污染物削减能力、能耗之间关系的分析讨论。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工艺分布

在成都市中心城区和郊区（市）县已经运行的34
座污水处理厂中，氧化沟、A/A/O和活性污泥法是这些

污水处理厂采取的主要工艺，同时，中心城区的第四、

五、六、七、八污水处理厂采取了“改良A/A/O生物脱

氮除磷加滤池的三级处理工艺”。图5-5反映了不同污

水处理工艺在成都市不同规模污水处理厂中的应用。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电耗现状

2012年，成都市已运行中心城区、区（市）和县

城污水处理厂的平均吨水处理电耗为0.240千瓦时/立

方米，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但是污水收集

系统建设尚不完善，管网缺乏保护措施和长效管理，

使得部分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不高，影响了污水处理

厂减排效率的发挥，成都市平均吨水污染物削减量为

0.204公斤COD/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0.255公

斤COD/立方米）的80%；同时成都市污水处理厂平均

污染物（COD）削减电耗为1.176千瓦时/公斤COD，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0.902千瓦时/公斤COD）的1.4

a/a/o

Cass

sbr

氧化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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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座

<5万立方米/日 5-10万立方米/日 10-20万立方米/日 20-50万立方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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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成都市已运行污水处理厂不同工艺的吨水处理电

耗、吨污染物削减电耗和吨水污染物削减量见图5-6、

图5-7和图5-8。

成都市污水处理厂单位 
污染物削减能耗比较

为了明确成都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行效率，发掘

污水项目性能的提升空间，本研究将投运城市生活污水处

理厂的吨水处理电耗、吨水污染物削减能力与全国和西南

地区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发现（见表5-1、表5-2和表5-3）：

(1) 在处理能力和处理工艺相近的条件下，成都城

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吨水污染物削减能力普遍低于

全国和西南地区平均水平。

(2) 在处理能力和处理工艺相近的条件下，作为成

都投运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主流工艺，5万立方

米/日以上A/A/O工艺项目的能效显著低于全国和

西南地区平均水平。

(3) 氧化沟和SBR工艺项目的吨水电耗低于全国和

西南地区平均水平。

(4) 成都市已运行规模在10万立方米/日以下的项

目每公斤COD削减电耗低于全国和西南地区平均

水平；但规模在10万立方米/日以上的项目每公斤

COD削减电耗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图 5-6  |  成都已运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吨水污染物削减能力分布

图 5-7  |  成都已运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吨污染物削减电耗分布

图 5-8  |  成都市已运行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吨水处理电耗分布

数据来源：成都市污水处理厂（站）运行情况，成都市水务局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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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a/a/o sbr (Cass) 氧化沟

规模 成都 全国 西南地区 成都 全国 西南地区 成都 全国 西南地区

<5 万立方米/日 0.172 0.225 0.201 0.208 0.217 0.263 0.137 0.200 0.211

5-10万立方米/日 0.167 0.224 0.173 - 0.217 0.360 0.197 0.237 0.160

10-20万立方米/日 0.151 0.263 0.360 - 0.260 - 0.120 0.271 0.310

20-50万立方米/日 0.239 0.273 0.217 - 0.398 0.270 - 0.370 -

>50万立方米/日 - 0.283 0.300 - - - - - -

工艺 a/a/o sbr (Cass) 氧化沟

规模 成都 全国 西南地区 成都 全国 西南地区 成都 全国 西南地区

<5 万立方米/日 0.220 0.362 0.400 0.210 0.308 0.263 0.247 0.288 0.335

5-10万立方米/日 0.290 0.250 0.263 - 0.230 0.360 0.160 0.261 0.253

10-20万立方米/日 0.317 0.247 0.325 - 0.198 - 0.230 0.247 0.300

20-50万立方米/日 0.235 0.234 0.213 - 0.228 0.270 - 0.310 -

>50万立方米/日 - 0.220 0.230 - - - - - -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数据来源：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表 5-1  |  全国、西南地区和成都污水处理工艺污染物削减能力比较（公斤cod/立方米）

表 5-2  |  全国、西南地区和成都污水处理工艺吨水处理电耗比较（千瓦时/立方米）

表 5-3  |  全国、西南地区和成都污水处理工艺单位 cod去除电耗比较（千瓦时/公斤cod）

工艺 a/a/o sbr (Cass) 氧化沟

规模 成都 全国 西南地区 成都 全国 西南地区 成都 全国 西南地区

<5 万立方米/日 1.537 1.870 1.818 1.206 1.788 1.373 2.009 1.696 0.986 

5-10万立方米/日 1.770 1.307 1.920 - 1.294 0.973 0.813 1.240 -

10-20万立方米/日 3.279 1.152 0.568 - 0.944 - 1.922 1.159 -

20-50万立方米/日 0.983 0.952 0.556 - 0.801 1.117 - 0.864 -

>50万立方米/日 - 0.916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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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2015－2030年经济和人口增
长预测

本研究是《成都市低碳发展规划蓝图研究报

告》的一部分，因而对成都市2015-2030年的经济

和人口增长预测采用相同的基准情景假设和预测。

宏观经济发展参数设定和预测

从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看，受能源资源、生态环

境、气候变化等众多因素的制约，以高投资、高消

耗为特征，以追求GDP速度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

将难以为继，控制合理的经济增速将更符合我国长

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而成都一方面正在奋力打造

西部核心增长中心，力图2020年之前经济仍保持

较高速度增长；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发展

6.1 2030年成都市水污染物排放量预测

第6章		

2030年成都市城市	
污水处理厂节能	
潜力情景分析

环境的影响，2012年以来已经出现了经济放缓的

迹象。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认为成都市近几年

GDP增速还将有所下降，但2015年之前仍将保持

10%以上的较高增速，整个“十二五”期间的平

均增速在11.5%-12%，“十三五”期间预计维持

在8%左右，2020-2030年下降到6%-7%。（见

表6-1）。

人口增长参数的设定和预测

根据《成都市低碳发展规划蓝图研究报告》

提出的成都市人口预测。目前成都市常住人口已

经突破1400万，随着经济实力增强及沿海民工潮

的回流，人口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到2020年突破

1600万，2030年将接近1800万。同时，成都市

城镇化水平在2010年达到65.5%，2015、2020、

注：gdp按2005年不变价计算

数据来源：《成都市低碳发展规划蓝图研究报告》，Wri

表 6-1  |  2015-2030年成都市宏观经济增长参数设定及预测

指标 单位 2011(现状) 2012 2015 2020 2025 2030

gdp 亿元 5362.0 6059.0 8174.8 12011.5 16846.8 22544.8

gdp年均增速 % 15.2 13.2 10 8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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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综合城镇化水平

地区 2005-2011年平均值 2015a 2020b 2025b 2030b

中心城区 27.8% 100% 100% 100% 100%

龙泉驿区 5.1% 65% 67% 69% 71%

青白江区 3.6% 60% 62% 64% 66%

新都区 5.9% 60% 62% 64% 66%

温江区 3.1% 65% 67% 69% 71%

都江堰市 5.4% 80% 82% 84% 86%

彭州市 7.1% 60% 62% 64% 66%

邛崃市 5.8% 50% 52% 54% 56%

崇州市 5.9% 50% 52% 54% 56%

金堂县 7.8% 50% 52% 54% 56%

双流县 8.3% 70% 72% 74% 76%

郫县 4.4% 60% 62% 64% 66%

大邑县 4.6% 50% 52% 54% 56%

浦江县 2.3% 66% 68% 70% 72%

新津县 2.7% 75% 77% 79% 81%

指标 总人口（百万人） 城镇人口（百万人）

地区 2015 2020 2025 2030 2015 2020 2025 2030

中心城区 4.15 4.45 4.73 4.99 4.15 4.45 4.73 4.99 

龙泉驿区 0.76 0.82 0.87 0.92 0.50 0.55 0.60 0.65 

青白江区 0.54 0.58 0.61 0.65 0.32 0.36 0.39 0.43 

新都区 0.88 0.95 1.01 1.06 0.53 0.59 0.64 0.70 

温江区 0.47 0.50 0.53 0.56 0.31 0.34 0.37 0.40 

都江堰市 0.81 0.87 0.92 0.97 0.65 0.71 0.77 0.84 

彭州市 1.06 1.13 1.20 1.27 0.63 0.70 0.77 0.84 

邛崃市 0.87 0.93 0.99 1.04 0.43 0.48 0.53 0.59 

崇州市 0.89 0.95 1.01 1.07 0.44 0.50 0.55 0.60 

金堂县 1.16 1.24 1.32 1.39 0.58 0.65 0.71 0.78 

双流县 1.25 1.34 1.42 1.50 0.87 0.96 1.05 1.14 

郫县 0.66 0.71 0.75 0.79 0.40 0.44 0.48 0.52 

大邑县 0.68 0.73 0.78 0.82 0.34 0.38 0.42 0.46 

浦江县 0.35 0.37 0.40 0.42 0.23 0.25 0.28 0.30 

新津县 0.40 0.43 0.46 0.48 0.30 0.33 0.36 0.39 

总人口 14.93 16.01 16.99 17.95 10.69 11.69 12.66 13.63 

数据来源：《成都市低碳发展规划蓝图研究报告》

注： a. 2015年综合城镇化水平值来自各区“十二五”国民经济与发展规划；

        b. 2020-2030年综合城镇化水平依照《成都市低碳发展规划蓝图研究报告》设定的成都全域综合城镇化水平值进行核算。

表 6-2  |  2015-2030年成都市人口增长参数设定及预测

表 6-3  |  2015-2030年成都市分区综合城镇化水平设定

表 6-4  |  2015-2030年成都市分区总人口和城镇人口预测

指标 单位 2011(现状) 2012 2015 2020 2030

总人口 万人 1407.1 1493.4 1600.9 1699.3 1794.9

城镇化水平 % 67.0 70.8 72.9 74.9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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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30年将分别超过70.8%、72.9%、74.9%和

76.7%（见表6-2）。

根据成都各区（市）县历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综合城镇化率以及各地区已出台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并结合上述成都市总人口预测，计算出各区（市）县

在2015-2030年城镇人口的变化趋势（见表6-3和表

6-4）。

成都市2015-2030年污染物排放量预测

方法说明

根据《国务院批转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

案和办法的通知》、《“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

规划编制技术指南》中的COD和NH3-N核算方法，本研

究对成都生活源COD和NH3-N排放量预测采用综合产污

系数法，公式如下：

    Ei生活

=（Pi人口－P2010人口）× e综合 × D × 10-2

式中：

Ei生活 —— “十二五”期间城镇生活污染物新增

量，吨；

Pi人口 —— i年城镇常住人口，万人；

P2010人口 —— 2010年城镇常住人口，万人；

e综合 ——  人均COD和NH3-N综合产污系数，克

/人·日；按照《“十二五”主要污染

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技术指南（征求意

见稿）》的规定，四川省的人均COD和

NH3-N产污系数分别为79克/人·日和

8.7克/人·日。

D —— 按365天计。

成都市2015-2030年生活Cod和nh3-n新增量预测

根据上述方法，预测2015-2030年成都市生活COD/
NH3-N新增排放量（见表6-5）

由于本研究主要针对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且

“十二五“期间成都市水污染物减排目标的实现主要依

靠生活源污染物减排，由此仅对生活源污染物排放总量

和削减量进行测算（见表6-6）。

注：由于《“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规划编制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并没有对农村生活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和考核，由此本研究仅对城镇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进

行预测。

注：假设生活源Cod/nh3-n在以5年为单位的时间段间，在上个5年期末的排放量存量基础上削减1%，并将新增Cod/nh3-n全部减排，则可以测算出2015-2030年生活源Cod/nh3-n排放

总量，进而推算出各年Cod/nh3-n的削减量（见表6-7）。

表 6-5  |  成都市2015-2030年生活cod和nh3-n新增量预测

表 6-6  |  成都市2015-2030年生活cod和nh3-n排放总量预测

指标 单位 2015 2020 2025 2030

城镇生活Cod新增量 万吨 8.7 11.9 14.9 17.9 

城镇生活nh3-n新增量 万吨 1.0 1.3 1.6 2.0 

指标 单位 2015 2020 2025 2030

城镇生活Cod排放量 万吨 7.0 6.9 6.9 6.8

城镇生活nh3-n排放量 万吨 0.9 0.9 0.8 0.8

城镇生活Cod削减总量 万吨 8.8 11.9 15.0 18.0 

城镇生活nh3-n削减总量 万吨 1.0 1.4 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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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成都市已出台节能减排、水务相关政策和规

划，为了实现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十二五”期间

成都市将着力构建高效集约的节约用水体系，深入推进

城乡节水，同时将提高再生水利用能力。节水和再生水

利用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新鲜水资源使用量，从而带来

污水排放量、处理量的下降。由此，本研究分别设置节

水情景和再生水情景，对污水处理量、污水处理电耗，

以及节能潜力进行分析。

污水排放量基准情景

1.	基准情景参数设定

在该情景中，假设未采取进一步的节水节能措施，

以基准年2011年的发展模式，人均生活用水需求和污水

6.2 成都市2015-2030年污水排放量情景预测

处理水平进行设定（见表6-7）。

2.	预测方法

本研究采用用水定额法测算2030年成都全市对城

市生活及市政用水的需求。

W = Pn × Q

式中：W为用水需求，P为人口数量，Q为用水定

额（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在不同情景

下对用水定额进行不同的设定和测算），n为预测年

基准情景下成都市2030年城镇生活用水量的预测

基准情景下，成都市2030年城镇生活用水量、污

水排放量、处理量和污水处理设施能力需求见表6-8。

表 6-7  |  基准情景参数设定

指标 单位

宏观经济 按照《成都市低碳发展规划蓝图研究报告》规定的基准情景设定

人口 按照《成都市低碳发展规划蓝图研究报告》规定的基准情景设定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各地区保持2011年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不变

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
• 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按照一级A排放标准建设

• 已运行污水处理设施保持当前执行标准不变

污水处理厂节能降耗 污水处理厂按照目前的效率运行，未采取进一步节能措施

污水处理率
• 2030年城区污水处理率100%全收集

• 县级市、县城污水处理率达到95%

污水排放系数 根据成都市2012年水资源公报核算，成都市污水排放系数取值0.85

污水处理厂负荷率

综合考虑《“十二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成都市水务局“十

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及成都市2012年污水处理厂负荷率数值，至2030年

对于新建污水处理厂设定负荷率60%，城区污水处理厂设定80%，县级市、地级市设定75%

污水处理厂电耗 根据成都市已运行中心城区、区（市）和县城污水处理厂按照不同处理级别的平均能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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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  |  基准情景下成都市2030年分城镇生活用水量和污水处理设施能力需求预测

地区
城镇生活用水量
（万立方米）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万立方米）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量
（万立方米）

污水设施能力需求
（万立方米/日）

中心城区 52,667.3 44,767.2 44,767.2 155.4

龙泉驿区 6,886.0 5,853.1 5,853.1 21.7

青白江区 4,502.8 3,827.4 3,827.4 14.2

新都区 7,400.0 6,290.0 6,290.0 23.3

温江区 4,227.1 3,593.0 3,593.0 13.3

都江堰市 4,640.1 3,944.1 3,746.9 13.9

彭州市 5,838.8 4,962.9 4,714.8 17.5

邛崃市 4,441.3 3,775.1 3,586.4 13.3

崇州市 2,466.5 2,096.5 1,991.7 7.4

金堂县 3,779.4 3,212.5 3,051.9 11.3

双流县 5,513.7 4,686.7 4,452.3 20.0

郫县 2,532.4 2,152.5 2,044.9 8.6

大邑县 2,229.2 1,894.9 1,800.1 6.7

浦江县 1,455.3 1,237.0 1,175.2 4.4

新津县 1,900.5 1,615.4 1,534.6 5.7

total 110,480.5 93,908.4 92,429.5 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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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情景下的污水排放量预测

在该情景中，假设成都市推进城乡节水，加强节水

器具和节水产品的推广，建立节水型社区，城区人均生

活用水需求下调，即保持基准情景其他指标不变，仅对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进行预测，并采用用水定额法计算成

都市未来生活用水量需求和相应的污水处理需求。

用水定额设定

成都属于丰水地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习惯导致

成都市区生活用水相对粗放。2011年成都市区人均日生

活用水量为289升（含居民家庭用水和城市公共服务用

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人均日生活用水量171升99，也

显著高于经济发展水平近似的城市（见图6-1）。由此有

理由认为成都市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将呈现下降趋势。

但是成都市作为全国节水型城市，连续8年市区人均生活

日用水量低于国家规定的西南地区人均每天生活用水最

高值160升（不包括公共服务用水）的标准100，而且成都

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在1999—2011年间年均下降0.7%，人

均生活用水量不宜出现大幅下降，由此本研究设定2030

年成都市人均日生活用水量较2011年下降10%。

图 6-1  |  全国36个重点城市人均gdp（2011年）和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关系对比

数据来源：1.《2011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住建部；2.36个重点城市2011统计年鉴

同时，由于经济发展较城区相对落后，成都县级

市和县城人均日生活用水量远远低于城区人均日生活

用水量，2011年成都4个县级市——都江堰、彭州、邛

崃、崇州和6个县的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分别为：152升、

191升、208升、113升101和133升102。根据上述地区的

“十二五”经济发展目标，“十二五”期间人均GDP
目标都将发生迅速增长（例如彭州市计划人均GDP翻3
番），有理由认为这些地区的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将呈现

增长趋势。表6-9列出了成都市各地区2011年人均日生

活用水量现状和本研究设定的预测值。

节水情景下成都市生活用水量和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需求预测

与基准情景相比可以发现，成都市县级市和县城人

均生活用水量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成都市区大力

发展节水的效果。在节水情景下，2030年成都市生活

用水量较基准情景下降3.5%，生活污水处理能力需求也

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节水将带来污

水处理厂进水浓度43.5%的提升，污水处理厂进水COD
浓度将提高到273.4毫克/升，将提升污水处理厂的运行

效率（表6-10）。

人
均

gd
p(

us
d)

气泡大小：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升/日）

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6,000

4,000

2,000

18,000

武汉

北京

上海

大连

天津

深圳

宁波

长沙

南宁

南昌

郑州
福州

合肥 银川

兰州
拉萨

西宁

呼和浩特青岛南京

济南

沈阳

哈尔滨

厦门

西安
海口

昆明

重庆

贵阳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杭州

成都
长春

广州



成都低碳发展蓝图专题研究：城市水系统中的水-能关系 53

表 6-9  |  节水情景下成都市2011-2030年分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预测（升/日）

注：a. 2030年成都4个地级市和6个县城人均日生活用水量按照2006-2010年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年均增长率计算；

        b. 由于数据获取有限，2011成都市年县城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取2011年四川省县城人均日生活用水量值。

地区 2011 2015 2020 2025 2030

成都市区 289 282 275 268 261

都江堰市 152 153 154 155 156

彭州市 191 204 222 242 263

邛崃市 208 215 224 234 244

崇州市 113 121 131 142 154

金堂县 133 143 141 139 137

双流县 133 143 141 139 137

郫县 133 143 141 139 137

大邑县 133 143 141 139 137

浦江县 133 143 141 139 137

新津县 133 143 141 139 137

表 6-10  |  节水情景下成都市2030年分区城镇生活用水量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需求

地区 城镇生活用水量
（万立方米）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万立方米）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量
（万立方米）

污水设施能力需求
（万立方米/日）

中心城区 47,482.6 40,360.2 40,360.2 140.1 

龙泉驿区 6,208.1 5,276.9 5,276.9 19.5 

青白江区 4,059.5 3,450.6 3,450.6 12.8 

新都区 6,671.5 5,670.8 5,670.8 21.0 

温江区 3,811.0 3,239.3 3,239.3 12.0 

都江堰市 4,718.9 4,011.1 3,810.5 14.1 

彭州市 7,386.7 6,278.7 5,964.7 22.1 

邛崃市 4,993.8 4,244.7 4,032.5 14.9 

崇州市 3,102.5 2,637.1 2,505.3 9.3 

金堂县 3,956.9 3,363.4 3,195.2 11.8 

双流县 5,772.6 4,906.7 4,661.4 17.3 

郫县 2,651.3 2,253.6 2,140.9 7.9 

大邑县 2,333.9 1,983.8 1,884.6 7.0 

浦江县 1,523.6 1,295.1 1,230.3 4.6 

新津县 1,989.7 1,691.3 1,606.7 6.0 

合计 106,662.7 90,663.3 89,030.0 320.4 

总量与BAU比较变化率 -3.50% -3.50% -3.7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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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比较了基准情景、节水情景和成都市2012年

污水处理设施的分区处理能力。由于对不同区域采用不

同的人均日生活用水量进行测算，可以看出：（1）在

节水情景下，2030年成都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能力需

求与现状基本持平，节水可以降低15.3万立方米/日的污

水处理需求；（2）对于龙泉驿、青白江、新都和温江

区，节水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2030年这些区域的污水

处理需求，但仍然超过其现有污水处理能力，上述区域

存在扩建或者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需求；（3）由于本

研究设定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目标，成都市县级市和县城

生活用水水平将出现上升，节水情景下上述地区的污水

处理需求也出现增长，需通过扩建或者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实现水污染物减排和污水处理目标。

图 6-2  |  不同情景下成都市2030年分区污水处理设施能力需求比较

数据来源：成都市污水处理厂（站）运行情况（2012），成都市水务局

再生水情景下的污水排放量预测

在该情景中，假设成都市中心城区和各郊区（市）

县再生水利用率持续提高；即保持基准情景其他指标不

变（成都市生活用水需求维持基准情景值），考虑利用

再生水替代一部分城市公共服务用水需求。

根据《成都市“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2015
年成都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达到40%，其他地区达到

25%103；由此设定到2030年成都市再生水利用率进一步

提升，中心城区达到50%，其他地区达到40%，由此测

算成都市2030年再生水利用量（见表6-11）。与基准情

景比较可以发现，成都市到2030年再生水利用可以替代

44.8%的城市公共服务用水。

表 6-11  |  再生水情境下成都市2030年分区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情况

地区
城镇生活用水量
（万立方米）

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
（万立方米）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量
（万立方米）

再生水利用量
（万立方米）

污水设施能力需求
（万立方米/日）

中心城区 52,667.3 44,767.2 44,767.2 26,333.7 155.4

龙泉驿区 6,886 5,853.1 5,853.1 2,754.4 21.7

青白江区 4,502.8 3,827.4 3,827.4 1,801.1 14.2

新都区 7,400 6,290 6,290 2,960.0 23.3

温江区 4,227.1 3,593 3,593 1,690.8 13.3

都江堰市 4,640.1 3,944.1 3,746.9 1,856.1 13.9

彭州市 5,838.8 4,962.9 4,714.8 2,335.5 17.5

邛崃市 4,441.3 3,775.1 3,586.4 1,776.5 13.3

崇州市 2,466.5 2,096.5 1,991.7 986.6 7.4

金堂县 3,779.4 3,212.5 3,051.9 1,511.8 11.3

双流县 5,513.7 4,686.7 4,452.3 2,205.5 20.0

郫县 2,532.4 2,152.5 2,044.9 1,013.0 8.6

大邑县 2,229.2 1,894.9 1,800.1 891.7 6.7

浦江县 1,455.3 1,237 1,175.2 582.1 4.4

新津县 1,900.5 1,615.4 1,534.6 760.2 5.7

合计 110,480.5 93,908.4 92,429.5 49,458.9 3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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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2  |  基准情景下成都市2030年污水处理设施能力需求和污水处理系统耗电量

表 6-13  |  节能情景关键指标设定

规模
污水处理设施能力
（万立方米/日）

污水处理系统耗电量
（万千瓦时/年）

新增能力 85.8 8,092.7 

一级A（已运行） 114.9 10,837.4 

一级B（已运行） 62 4,687.2 

二级（已运行） 74 6,660.0 

合计 336.7 30,277.2 

2015-2030年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由于成都自“十二五”以来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中心转移到乡镇，假设新增污水处理设

施处理规模以1－5万立方米/日为主

污水处理厂节能降耗

•  对污水处理厂采用节能降耗技术

•  新增污水处理设施采用MBR技术，能耗采用全国规模5万立方米/日 MBR项目吨水处

理电耗最优值：0.280 千瓦时/立方米

•  已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分别采用不同规模、不同排放标准（一级A，一级B，二级）

成都市/全国同规模、同技术污水处理设施吨水处理电耗的最优值。

再生水处理电耗
•  根据青岛市团岛再生水厂数值，设定再生水处理吨水电耗为0.58 千瓦时/立方米。

•  再生水处理情景已经对为了满足水质要求提高，而进行提标改造部分的能耗。

6.3 成都市2015-2030年污水处理设施节能潜力情景预测

根据成都市已出台环境保护和水务相关政策、规

划，为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十二五”期间成都

市将对现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污水处理系统能

耗也将随之出现显著上升；而通过对污水处理工艺和设

施进行节能改造，又可提高成都市污水处理系统的能

效。由此，本研究设置节能情景和提标改造情景分别进

行讨论。

污水处理设施能耗基准情景

表6-12对基准情景下2030年成都市污水处理设施

能力需求和污水处理系统耗电量进行了计算。

节能情景下节能潜力

该情景分别在节水情景和再生水情景的基础上叠加节

能措施，即假设成都市对污水处理厂采用节能降耗技术。

膜技术是实现污水资源化的关键技术，传统水处理

方法无法满足以再生回用为目的的污水处理深度要求。

其中，膜生物反应器（MBR）由于反应速度快，处理效

果好，与其他污水处理技术相比可以显著节约水资源，

且近年来技术进步带来投资、运行成本显著下降，由此

对于成都市新增污水处理设施均假设采用MBR技术；而

对于已运行设施，假设通过实对工艺进行合理改造，能

效提高至成都\全国同规模、同技术污水处理设施吨水处

理能耗的最优值（节能情景相关参数设定见表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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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4对基准情景和节水情景下，成都市污水处理

设施的新建需求，以及现有污水处理能力按照不同排放

标准的分布进行了量化计算，以便测算采取节能措施对

不同情景下成都市2030年污水处理系统能耗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再生水的利用并不影响成都市污水处理

量，其污水处理能力需求与基准情景相同。

在节水情景叠加节能情景的情况下，如果将成都市

表 6-14  |  基准情景和节水情景下成都市2030年分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需求

地区

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030年）
（万立方米/日）

已投运污水处理能力（2012年）
（万立方米/日）

基准情景 节水情景 一级a 一级b 二级

中心城区 15.4 0.1 58.7 14.3 70.0

龙泉驿区 9.3 7.2 10.3 2.1 -

青白江区 2.2 0.8 1.9 0.1 10.0

新都区 14.5 12.2 8.7 0.1 -

温江区 1.7 0.4 4.6 7.0 -

都江堰市 4.2 4.4 5.7 4.0 -

彭州市 8.3 12.9 5.5 3.7 -

邛崃市 9.0 10.7 1.8 2.5 -

崇州市 3.2 5.1 2.0 2.3 -

金堂县 8.3 8.8 - - -

双流县 1.8 1.0 6.1 12.2 -

郫县 0.5 0.2 8.1 - -

大邑县 2.4 2.7 3.9 0.4 -

浦江县 2.7 2.9 1.5 0.2 -

新津县 3.0 3.3 1.5 1.2 -

合计 81.9 72.7 120.2 49.9 80.0

已运行污水处理厂的吨水处理电耗提升至成都市现有同

规模、同技术污水处理厂电耗最优值，到2030年可节

能19.7%；如果提升至全国同规模、同技术项目最优电

耗则可节能48.4%（见表6-15）。

在再生水情景叠加节能情景的情况下，如果将成都

市已运行污水处理厂的吨水处理电耗提升至成都市现有同

规模、同技术污水处理厂电耗最优值，到2030年可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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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5  |  节水情景叠加节能情景下成都市2030年分区能耗计算

地区
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日）

节水情景电耗
（万千瓦时/年）

节水+节能情景电耗 变化率

成都bmp
（万千瓦时/年）

全国bmp
（万千瓦时/年）

成都bmp 全国bmp

中心城区 140.1 12,659.4 10,580.4 5,345.4 16.4% 57.8%

龙泉驿区 19.5 1,762.0 1,273.7 931.5 27.7% 47.1%

青白江区 12.8 1,156.6 931.3 514.3 19.5% 55.5%

新都区 21.0 1,897.6 1,696.7 1,497.8 10.6% 21.1%

温江区 12.0 1,084.3 583.2 249.1 46.2% 77.0%

都江堰市 14.1 1,274.1 898.0 618.9 29.5% 51.4%

彭州市 22.1 1,997.0 1,656.0 1,437.1 17.1% 28.0%

邛崃市 14.9 1,346.4 1,272.4 1,150.0 5.5% 14.6%

崇州市 9.3 840.3 710.1 588.9 15.5% 29.9%

金堂县 11.8 1,066.2 1,028.0 941.9 3.6% 11.7%

双流县 17.3 1,563.2 765.5 322.7 51.0% 79.4%

郫县 7.9 713.8 534.6 280.4 25.1% 60.7%

大邑县 7.0 632.5 474.5 351.2 25.0% 44.5%

浦江县 4.6 415.7 373.0 324.6 10.3% 21.9%

新津县 6.0 542.2 460.1 382.9 15.1% 29.4%

合计 320.4 28,951.3 23,237.5 14,936.9 19.7% 48.4%

注：bmp指按照吨水处理能耗的最低值进行计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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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如果提升至全国同规模、同技术项目最优电耗则

可节能32.0%（见表6-16），值得注意的是，再生水的使

用显著提高了污水系统的总电耗，成都市到2030年再生水

处理电耗当于基准情景下污水处理系统总能耗的2.86倍。

提标改造情景下的节能潜力

本研究在基准情景和节水情景基础上叠加污水处理

厂的提标改造条件，由于再生水情景已经对水质要求提

高所带来的提标改造进行考虑，这里不再针对再生水情

景单独讨论提标改造。根据成都市已出台“十二五”环

保和水务规划，要求处理能力在1万立方米/日以上的污

水处理厂全部提标到一级A排放标准，新建污水处理设

施全部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由此，假设已运行规模在1

表 6-16  |  再生水情景叠加节能情景下成都市2030年分区能耗计算

表 6-17  |  提标改造情景关键指标设定

地区
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日）

再生水情景电耗
（万千瓦时/年）

再生水+节能情景电耗 变化率

成都bmp
（万千瓦时/年）

全国bmp
（万千瓦时/年）

成都bmp 全国bmp

中心城区 155.4 30,705.2 27,396.2 22,161.2 10.8% 27.8%

龙泉驿区 21.7 4,400.5 3,093.0 2,750.8 29.7% 37.5%

青白江区 14.2 2,528.4 2,117.1 1,700.1 16.3% 32.8%

新都区 23.3 5,134.2 3,645.3 3,446.5 29.0% 32.9%

温江区 13.3 2,336.1 1,694.9 1,360.8 27.4% 41.7%

都江堰市 13.9 2,712.9 1,954.4 1,675.3 28.0% 38.2%

彭州市 17.5 3,685.9 2,546.9 2,328.0 30.9% 36.8%

邛崃市 13.3 3,049.9 2,141.5 2,019.1 29.8% 33.8%

崇州市 7.4 1,529.1 1,090.8 969.6 28.7% 36.6%

金堂县 11.3 2,648.8 1,854.4 1,768.3 30.0% 33.2%

双流县 20 2,928.3 2,316.9 1,874.1 20.9% 36.0%

郫县 8.6 1,319.4 1,192.7 938.5 9.6% 28.9%

大邑县 6.7 1,341.3 961.4 838.2 28.3% 37.5%

浦江县 4.4 981.0 690.4 642.0 29.6% 34.6%

新津县 5.7 1,228.9 870.8 793.6 29.1% 35.4%

合计 336.7 66,529.8 53,566.7 45,266.1 19.5% 32.0%

万立方米/日以上的污水处理设施全部提标改造至一级A

标准，新建设施亦全部达到一级A标准（提标改造情景

相关参数设定见表6-17）。

通过计算发现，在BAU情景下，提标改造将成都市

污水处理系统电耗提升8.4%；在节水的前提下，提标

改造将成都污水处理系统电耗提升7.9%（见表6-18和表

6-19）。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本研究对成都市COD削减

量的预测，到2030年成都市生活COD削减量将达17.9

万吨，而如果不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提标改造，无论是

在节水情景还是在再生水情景下均无法满足生活COD削

减量的要求，提标改造是成都市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

标的必然途径。不同情景下成都市污水处理设施对生活

COD的削减能力见表6-20。

2015-2030年

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

由于成都自“十二五”以来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中心转移到建设乡镇，假设新增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以1－5

万立方米/日为主

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

•  新建设施：执行一级A标准

•  已运行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在1万立方米/日以上的提标改造至一级A标准；处理规模在1万立方米/日以下

的维持原有排放标准。成都当前已运行污水处理厂中，执行二级排放标准的厂处理能力全部在1万立方米/日

以上，因此全部需要进行升级改造。

•  实施提标改造的污水处理厂其吨水处理能耗在原有基础上增长30%（根据成都现有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数据计算。）

污水处理技

术选择和单

位电耗

•  新增污水处理设施采用成都已运行一级A污水处理设施吨水处理电耗的平均值

•  已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分别采用达到不同排放标准（一级A，一级B，二级）成都市污水吨水处理电耗的平

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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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9  |  成都市2030年节水情景叠加提标改造情景能耗计算

表 6-18  |  成都市2030年污水厂处理厂提标改造与BAU能耗对比

地区
节水

（万千瓦时/年）
节水+提标

（万千瓦时/年）
变化率a

中心城区 155.4 30,705.2 10.8%

龙泉驿区 21.7 4,400.5 29.7%

青白江区 14.2 2,528.4 16.3%

新都区 23.3 5,134.2 29.0%

温江区 13.3 2,336.1 27.4%

都江堰市 13.9 2,712.9 28.0%

彭州市 17.5 3,685.9 30.9%

邛崃市 13.3 3,049.9 29.8%

崇州市 7.4 1,529.1 28.7%

金堂县 11.3 2,648.8 30.0%

双流县 20 2,928.3 20.9%

郫县 8.6 1,319.4 9.6%

大邑县 6.7 1,341.3 28.3%

浦江县 4.4 981.0 29.6%

新津县 5.7 1,228.9 29.1%

合计 336.7 66,529.8 19.5%

污水处理设施类型 排放标准
污水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日）
电耗BAU

（万千瓦时/年）
提标改造

（万千瓦时/年）
变化率

已投运 

污水处理设施

一级a 114.9 10,832.7 10,832.7

8.4%

需提标 97.81 8,460.0 10,998.1

不需提标 38.24 2,890.9 2,890.9

扩建\新建污水处

理设施
新增能力 85.8 8,092.7 8,092.7

合计 336.7 30,277.2 32,814.3

表 6-20  |  不同情景下2030年成都市污水处理系统生活cod削减能力计算

指标 单位 BAU 节水情景 节水+提标改造情景 再生水情景

COD削减量 万吨 15.8 15.3 18.0 18.2

注：a. 变化率0%表示该地区现有污水处理设施执行1级a排放标准，而且新建污水处理设施执行1级A排放标准，本研究中假设没有提标改造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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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结论和建议

1.	成都市现有污水处理设施的减排效率较低，
提高进水浓度将对提高减排效率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处理工艺和处理规模的不同，成都市城

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吨水污染物削减能力为0.120-
0.239公斤COD/立方米，普遍低于同样工艺和规模

下的全国平均水平（0.200-0.398公斤COD/立方

米）和西南地区平均水平（0.160-0.360公斤COD/

立方米），这与成都市的排（污）水管网缺乏长效

维护机制、污水管网与污水处理设施不配套、污水

处理设施进水浓度较低有关。

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和负荷率低，仍然是困扰

成都污水处理系统有效运行的两大因素，同时也造

成了成都污水处理系统不必要的能源消耗和成本损

失。通过排水管网改制、提高污水收集率、优化污

水处理设施的收集系统（如增加调节池）、加强节

水管理、提升用水效率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污水处理设施的进水浓度，确保污水处理设施在最

优设计工况运行，提升设施的污染物减排效率。

2.	成都市污水处理系统能耗强度增加，现有设
施运行能效尚有提升空间

截至2012年，成都市中心城区和区（市）县

共有34座污水处理厂投入运行，主要以A/A/O（占

41.2%）和氧化沟（占38.2%）为主，处理规模以5
万立方米/日为主（占64.7%）。

目前，成都市现运行污水处理设施的吨水处

理能耗（0.240千瓦时/立方米）与全国平均水平

持平，但是吨污染物削减能耗（1.176千瓦时/公斤

COD）却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902千瓦时/公

斤COD）。可见，成都市现有设施的吨水处理电

耗虽然和全国、西南地区平均水平持平或更优，但

是由于成都市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污染物浓度普遍较

低，单位污染物去除电耗明显高于全国和西南地区

平均水平。

以全国、西南地区、成都市同类工艺、同类

规模的最佳能耗为参考，成都市现有污水处理设施

的节能空间分别为42.7%、37.9%和29.9%。随着

水质要求提高，成都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能耗强度

会出现增长趋势，二级污水处理工艺的平均能耗为

0.236千瓦时/立方米，而脱氮除磷工艺的平均能耗

为0.336千瓦时/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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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活污染源将成为成都市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
的严峻挑战

随着成都市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经济发展，污染物

总量控制的重心将更大程度依赖于生活源污染物的减

排。根据基准情景预测，成都市2030年生活污水处理

量将达9.2亿立方米，预计2015年到2030年期间，成都

市生活源COD新增量将达到17.8万吨，相当于成都市

“十二五”期间COD新增量的1.85倍。这意味着成都市

要实现污染物减排目标，巨大的新增量将成为减排的重

要挑战。

4.	节水不仅减少污水产生量，而且可以提升进水
浓度和污水处理设施效率

成都市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为289升/日（2011年

水平，含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和公共服务用水），远高于

全国同期平均水平（171升/日）和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近

似的城市。假设2030年成都市市区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较2011年下降10%（261升/日），而其他地区和县城人

均日生活用水量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达到137-263
升/日，则相对于基准情景，成都市2030年的生活用水

量可以降低3.5%，但是可以提高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浓

度的43.1%，从而提升污水处理设施效率以及污染物去

除的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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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再生水利用可以有效减少新鲜水资源需求，但
会显著提高污水处理系统能耗

再生水利用的发展可以降低成都市新鲜水资源的

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城市水源供给的保障率。根

据情景分析测算，假设成都市在2015年实现中心城区

40%、其他地区25%再生水利用率的基础上，2030
年继续提升再生水利用率至中心城区50%和其他地区

40%，所有再生水均用于公共服务用水（如市政绿

化），则2030年成都市的再生水量可以到达4.9亿立方

米，可以替代44.8%的公共服务用水。

由于再生水需要更高要求的处理工艺，需要对现有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必然会导致污水处理系统

能耗的增加，同时由于再生水的制水能耗也远高于传统

地表水的制水能耗，所以再生水利用的发展会在一定程

度上带来成都市城市水系统能耗的增加。

6.	提标改造是成都市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
必然选择，但也将带来污水处理系统能耗增加。

提标改造必然会造成成都市污水处理系统电耗上

升，但是根据本研究对成都市COD削减量预测，到

2030年成都市生活COD削减量就将达17.9万吨，如

果不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提标改造，则无法满足生活

COD削减量的要求。为了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

提标改造已经成为成都市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

必然途径。同时，提标改造也使成都市污水处理系统

能耗增加8.4%。

7.	节水、再生水和提标改造将带来成都污水处理
系统能耗上升，加强污水处理厂综合能源管理，
提高设施能效为应对良策

在节水情景和再生水情景下，分别假设成都市污

水处理设施的能耗实现国家最佳水平，则2030年成都

市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总能耗分别为28,951.3万千瓦时

和66,529.8千瓦时，节水情景相对于基准情景可以节

能14.8%，而再生水情景则能耗翻番。如果以成都最佳

水平为基准，则在节水和再生水情景下，2030年成都

市城市污水处理厂的总能耗则较节能之前可分别节约

19.7%和19.5%。

因而，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的能源管理，提高设施能

效是帮助成都市建设低碳污水处理系统的必然选择，根

据欧美国家经验，可以通过建立综合能源管理、开展能

耗监测与评估、优化设计和污水收集泵站、优化风机和

曝气方式等措施提升设施运行能效。

8.	探索污泥能源化技术是实现成都市污水处理系
统低碳化的措施之一

污泥处理环节决定了污水处理厂是否能够实现能量

的自给自足，而污泥厌氧消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环。

厌氧消化技术可以把污泥转化为生物燃气（沼气），产

生清洁生物质能源，可以部分甚至全部替代污水处理厂

日常运行所需电耗，降低用电成本；并可以用做城市供

电或车用CNG，在减少污泥处理处置过程碳排放的同

时，实现城市污泥的减量、低碳和高附加值循环利用。

成都市城市污水处理厂共产生污泥23.2万吨（相

当于日产污泥645吨），按照含水量80%、有机质含量

40%测算，如果采用热水解+厌氧消化对污泥进行处理

处置，则沼气产量有望达到1.2万立方米/日，可以满足

污水处理设施的部分能源需求。由此成都应加大对污泥

资源化领域的研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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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Wang Chengwen, iWa Conference keynote speech,keynote.

conference-services.net/.../iWaWCe2012_0221.pdf

94  城市污水处理厂节能降耗途径.陈功等.《水处理技

术》2012 no.4Vol.38 p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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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能耗规律的统计分析与定量识

别.杨凌波，曾思育.《给水排水》2008 no.10 Vol.24 

p42-45

96  城镇污水处理功能提升和技术设备发展的几点思

考.郑兴灿，孙永利.《给水排水》2011 no.9 Vol.37 p1-5

97  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管理信息系统

98  epa在上个世纪70年代起即有对污水处理规模效益的

研究，相关文献如： 

epa (1976) an analysis of construction cost treatments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epa (1979) determining wastewater treatment costs for your 

community  

epa (1980) Construction costs for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1973-1978 

mt deQ (2007) Wastewater treatment performance and cost data 

to support an affordability analysis for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99  《2011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100  http://sichuan.scol.com.cn/dwzw/content/2010-03/23/

content_589350.htm

101  《2012四川省统计年鉴》

102  由于数据获取有限，这里取《2011中国城乡建设统

计年鉴》中四川省县城的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103  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城市再生水利用量/城市污水处

理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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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水

指工业生产中直接和间接使用的水量。

农业用水

指用于灌溉和农村牲畜的用水。农业灌溉用水量受

用水水平、气候、土壤、作物、耕作方法、灌溉技术以

及渠系利用系数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由于各地水源条件、作物品种、耕植面积不同，用水量

也不同。

生活用水

生活用水包括城镇生活用水和农村生活用水。其

中，城镇生活用水由居民用水和公共用水（含服务业、

餐饮业、货运邮电业及建筑业等用水）组成。

再生水

是指废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指标，满

足某种使用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的水。

三条红线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

制度，建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

制纳污“三项制度”，相应地划定用水总量、用水效率

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

化学需氧量cod | chemical oxygen demand
以化学方法测量水样中需要被氧化的还原性物质

的量。

氨氮 | nh3-n
水中以游离氨（nh3）和铵离子（nh4+）形式存在

的氮。 

变频器 | Variable-frequency drive, Vfd
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

的电力控制设备。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

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

扩散通量率 | diffuser flux rate, dfR
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垂直于扩散方向的单位截面积

的扩散物质流量与该截面处的浓度梯度(Concentration 

gradient)成正比，浓度梯度越大，扩散通量越大。

氧转移速率 | oxygen transfer Rate, otR
指曝气机在测试条件下单位时间内向溶解氧浓度为

零的清水中传递的氧量。

氧转移效率 | oxygen transfer efficiency, ote
是指通过鼓风曝气系统转移到混合液中的氧量占总

供氧量的百分比。

名词解释
厌氧消化 | Anaerobic digestion, Ad

指污泥在无氧条件下，由兼性菌和厌氧细菌将污

泥中的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分解成二氧化碳、甲烷和水

等，使污泥得到稳定的过程，是污泥减量化、稳定化的

常用手段之一。

厌氧-缺氧-好氧活性污泥法工艺 

Anaerobic-Anoxic-oxic, A/A/o
一种常用的污水处理工艺，可用于二级污水处理

或三级污水处理，以及中水回用，具有良好的脱氮除

磷效果。

氧化沟 | oxidation ditch
一种活性污泥处理系统，其曝气池呈封闭的沟渠

型，在水力流态上不同于传统的活性污泥法，是一种首

尾相连的循环流曝气沟渠，又称循环曝气池。

传统活性污泥法

活性污泥废水生物处理系统的传统方式。系统由曝

气池、二沉池和污泥回流管线及设备三部分组成。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 | Sequencing Batch Reactor, SBR
在同一反应池（器）中，按时间顺序由进水、曝

气、沉淀、排水和待机五个基本工序组成的活性污泥污

水处理方法。

曝气生物滤池 | Biological Aerated filter, BAf
80年代末在欧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生物膜法污水

处理工艺。与普通快滤池不同之处在于曝气生物滤池下

部或底部增加了曝气系统。该工艺具有去除ss、Cod、

bod、硝化、脱氮、除磷、去除aox（有害物质）的作

用，其特点是集生物氧化和截留悬浮固体与一体，节省

了后续沉淀池（二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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