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污水厂节能减排措施 保障水环境的质量和安全
毛惟德
（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 ，上海，200001）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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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综合类世博会，也是历史上国际参展方最多的
一届世博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上海世博会的吸引力，构成了强烈的世博磁场。本文根据“一
切始于世博会”的精神，择要介绍了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和排水行业城镇污水处理厂的节能减
排的实践。污水处理厂的系统节能减排工作为水环境质量和安全的提高有明显效果，为迎世博，
改善上海水环境做出了贡献。
文章的最后结合城镇污水处理厂节能减排的特点，提出了能源合同管理（EMC）的节能降耗
新机制，以期推动世博会后排水系统城镇污水处理厂节能减排工作的长效机制的建立。
关键词： 世博会 污水处理厂 节能减排 水环境质量和安全 能源合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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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能减排的工作背景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20％左右、主要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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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10％。这是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
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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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由之路；是维护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的必然选择。

现代排水经营主要的能源是电源，其中电费支出占较高比例。据有关统计资料反映，我国

的单位 GDP 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3.28 倍，是印度的 1.18 倍，距离世界先进国家的能耗水平
的差距则更大。节电相对于新能源开发等其它策略而言投资少、见效快，已成为各国在节能方
面的主导性策略，要节能首先在于节电。从节电入手来降低成本，可行性强、周期短、效益大、
同时又能准确量化，是排水企业开展节能工作重要方面。污水处理也是能源密集(energy intensity)

型的综合技术。一段时期以来,能耗大、运行费用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建
设,建成的一些处理厂也因能耗及运营费用高等原因常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在今后相当长的
一段时期内,能耗问题将成为城镇污水处理的瓶颈。能否解决污水厂的能耗问题，合理进行能源
分配，已经成为决定污水处理厂运行效益好坏的关键因素。

2 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基本情况

截止 2008 年底全国城镇已建有 1530 余座污水处理厂，形成的污水处理能力约 8860 万立

方米/日，分别比 2007 年增长 21%和 13%。其中，设市城市建有污水处理厂 1114 座，处理能力
为 7981 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十一五”的目标是重点省会城市处理率要达到 80%；一般城
市要达到 60%～70%；县城则要做到 60%。浙江、河南、山东、江苏省已率先实现所有市县均
建有污水处理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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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底，上海市共有 50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总处理能力 672.25 万立方米/日。全市城
镇污水处理厂日均处理污水 481.18 万立方米，城镇污水处理本为 75.5%。其中，中心城区污水
处理本为 85.8%，郊区城镇污水处理本为 52.8%。

3 污水处理厂泵站与曝气系统的节能途径
3.1 能耗分析
城镇污水处理厂消耗的能源主要包括电、燃料及药剂等潜在能源，其中电耗占总能耗的 60
％～90％，具体电耗分布情况因处理能力、工艺组成、污水污泥输送距离和管理水平的不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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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

.o

传统活性污泥法工艺能耗分布示意图

中
ww 国
w. 城
ch 镇
in 水
ac 网
it
yw
at

污水提升
15%（10%-20%）

er

预处理
2%（1%-3%）

污泥外运填埋
8%（6%-10%）

生物反应池
50%（40%-60%）

厌氧消化 14%
（没有考虑能源回
收）

浓缩脱水
7%（6%-8%）

消毒
4%（3%-5%）

预处理

污水提升

污泥外运填埋

浓缩脱水

消毒

生物反应池

厌氧消化

图一 传统活性污泥法工艺能耗分布示意图

一般认为：

1）由于污水处理厂的工艺各不相同，使用率不同，污水处理工艺阶段耗电占全厂总电耗的

50％～80％，污泥处理约占 15％～40％，可见污水处理是处理厂耗电的主要部分是节能重点。

其中又以污水提升泵、曝气鼓风机为能耗的重中之重。

2）根据中国水协历年来对全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管理水平检查评估时的标准，城镇污水处理
厂无污泥脱水等工艺时，处理污水的单位耗电量小于 0.3kwh/m3 时得最高分 6 分，0.3～
0.35kwh/m3 得 5 分，0.35～0.4kwh/m3 得 4 分，以此类推，扣完为止。管理较好的污水处理厂处
理污水的单位耗电量约 0.26kwh/m3 左右。2008 年，中国水协根据国家建设部要求，对全国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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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管理水平进行检查评估时，全国最低水平的污水处理单位耗电量为 0.17kwh/m3（氧
化沟工艺含污泥脱水）。可见，中国国内与日本全国平均 0.26kwh/m3 的一般平均水平持平，比
美国 0.20kwh/m3 稍高。但我们要了解，日本沉砂池普遍采用洗砂、通风和脱臭工艺，其约耗电
0.01kwh/m3；美、日两国普遍对出水进行消毒处理，该项电耗约 0.002kwh/m3，国内目前只有少
数污水处理厂的消毒工艺，包括 UV 消毒工艺在正常运行之中。
3）美、日两国对污泥都进行消化、脱水和焚烧处理，美国还对污水进行撇渣除油等气浮处
理，约耗电 0.05～0.1kwh/m3，而回收的能源均未计算在内。另外，美、日两国自控仪表设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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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多，照明空调等耗电也比我国多不少。可见与之相比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节能工作仍有差
距，节电潜力巨大。

.o

3.2 水泵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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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已建成运转的有 50 座，日处理能力 672 万立方米/日;排水泵站共
有 683 座，排水能力已达到 3056 立方米/秒，目前还在不断的建设之中。水泵的电耗一般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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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电耗的 10％～20％，是污水厂的节能重点。水泵的节能首先应从设计入手，进行节能设计；
对于已投产的污水厂，仍能通过加强管理或更换部分设备进一步挖潜节能。

典型排水泵站运行十五年的成本分析

维修养护
4%

投资
6%

能耗成本
维修养护
投资

能耗成本 90%

图二 典型排水泵站运行十五年的成本分析
上面的典型排水泵站运行十五年的成本分析是由世界著名品牌 ABB 公司提供的，因此排水
或污水输送系统中，水泵节能的意义非常重大。一般认为，水泵节能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加以考虑：
3

1）污水输送系统节能的标准:
（1）输送流量要达到设计的灌排标准。
（2）泵站效率的标准：大型泵站、大泵站和高扬程泵站，其泵站效率ηst≥65%;中小泵站
的泵站效率ηst≥54.4%,特低扬程泵站（H≤3m）泵站效率ηst≥50%。
2）泵站节能改造的技术措施
（1）提高动力机的效率
选用时应注意合理配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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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泵站技术改造中，电动机应以调整配套为重点，不宜采用更新来提高泵站效率。
（b）负荷率低于 0.4 的电动机应在原有电动机中优先调整。

.o

（2）提高传动装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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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用高效电机及传动装置进行节能。

高效电机没有一个准确定义，一般效率比常规电机高 2％～8％，虽然提高幅度不大，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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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污水泵大多为大功率、24h 运转，所以即便只提高 1％,节能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3）提高水泵的运行效率

（4）选用合适的水泵叶轮结构

在输送含纤维较多的污水时，应选用单流道叶轮或螺旋式叶轮，在输送含纤维较少的污水

或泵口径较大时，应选用多通道结构叶轮。

3）泵站改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与提高。
（1）水泵的选型

（2）合理调节水泵性能

对于离心泵和蜗壳式混流泵（比转速≤350）通常采用变速和变径的调节方法，对于叶片可调节
的轴流泵和混流泵，通常可以采用变速变角的调节方法。
（3）更换水泵和部件

当扬程相差较大时，可用高比转数叶轮替换原有叶轮，以达到使性能曲线与实际相匹配。
（4）加强水泵的维修保养
（5）保证安装质量

立式泵安装时应确保轴孔处于同轴位置，对于泵体为蜗壳式的水泵，蜗壳中心应与叶轮中心线
保持重合，如果有严重偏离，发生振动时应进行调整。
我会会员单位浙江温州乐清水泵厂对上海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泵房进行改造，原有二
台 8PLW 型污水泵参数为：功率 45kw,流量 500 m3/h,扬程：13m,效率：61%。改造时采用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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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改造和管道改装相结合的方式，采用了更接近实际运行参数的 300TGW-430ⅡX 型立式污水
泵更换旧泵，参数如下：功率 37 kw,流量 700 m3/h,扬程：10m,效率：83%，更换后出水流量比
原有水泵大 30%以上，运行电流下降 20%以上，同时水泵的运行噪声也大大减小。

3.3 生物反应池曝气系统的节能
空气扩散形式的改进能提高氧转移速度，氧利用率和动力效率，所以能节约鼓风量。生物
反应池曝气系统采用微孔全面曝气比穿孔管节电 20％以上。英国有报道说采用微孔曝气每去除
1 kg BOD 可节约风量 25％。美国对老式穿孔曝气进行了改造的效果显著，有些厂采用微孔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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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实际氧利用率从穿孔管原有的 4.4％提高到了 10.0％，若不计清洗费用，3 年即可收回投资。

.o

我国各污水处理厂在这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生物反应池鼓风曝气系统（以下简称曝气池）电耗一般占全厂电耗的 40％～60％，是全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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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的关键。
1）风量控制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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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风量控制是曝气系统效果最显著的节能方法，据美国环保署（EPA）对 12 个处理设施

的调查结果显示，以溶解氧（DO）浓度为指标控制风量时可最大达到节电 33％。
（1） 按 DO 控制风量

曝气池 DO 是一个重要运行参数，理论上达 0.3mg/L 就不影响污水处理微生物的生理功能，

但考虑到水质水量的波动，一般保证入口处 0.5～1.0mg/L，出口 2～3mg/L 即可。如天津东郊污
水处理厂，上海松江污水处理厂等单位采用导叶片调节装置自动控制风量来控制生化反应池内
溶解氧，其原理为：当某池中 DO 过高时，PLC 会发出指令关小该池空气管蝶阀，当各池 DO
都偏高时，PLC 就会发出指令关小导叶片，采用该技术可节省电 10％左右；日本有报道 DO 控
制风量可节电 10％～30％。著名品牌特而博（Turbo）鼓风机基本上也采用此类方式，但特而
博鼓风机前后都设有导叶片，是目前世界上单位送气量能耗最低的单级鼓风机。入口导叶的作
用是调节入射叶轮的角度来提高运行效率。而出口导叶的作用是调节风量，其调节原理是顺应
空气动力学的特性，而不是通过节流的方式来调节流量的。从而使得调节系统的损失最小，而
与压力运行点的高低无关。特而博鼓风机的单台调节范围是 45%～100%，而一般多级离心鼓风

机的调节范围则为 70%～100%，多级离心鼓风机的调节范围比单级的风机小，其主要原因是要
避开喘震线（随压力和风量变化的曲线）。
2）生物反应池精确曝气（AVS）节能控制技术
桃浦工业区污水处理厂位于上海的西北部，采用四槽切换序批式延时曝气 PAC—SBR 工艺，

处理规模 60000 立方米/日， 80%为印染废水。经过对历年运行成本数据的分析，厂运行成本主
5

要为动力消耗、人工费、管理费用、维修费用、大修改造费用、用等组成，其中动力费用占该
厂运行总支出成本的 45%左右，鼓风曝气系统占动力费用的 60%左右，是重要的能耗环节。上
海桃浦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和上海市昊沧系统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都是我会会员单位，一个是
优秀的污水运营单位，一个是高新科技企业，两个单位一结合，就开展了污水处理厂曝气池精
确曝气系统（Accurate Aeration Volume Control System,AVS）控制的节能研究和实践。
精确曝气技术超越了单体设备节能的范畴，它是以污水厂生化处理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所
涉及的领域包括生化工艺、自动控制、流体力学、机械原理等方面。精细控制不仅可以实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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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可以为工艺运行提供更加丰富的调节手段，代表了当今水处理行业的技术发展方向。
精确曝气是一个集成的曝气控制系统，它由系统控制单元、控制执行机构单元，相关过程

.o

仪表等组成。系统功能上由生物处理过程建模模块、曝气流量配气建模模块和曝气流量控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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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三个部分组成。

该系统以曝气流量信号作为控制信号，溶解氧（DO）、进水化学需氧量（CODcr）、五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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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需氧量（BOD5）和氨氮信号作为辅助控制信号，经过生物处理过程模型和历史数据综合处理，
得出系统需要的曝气量；系统同时根据实际的曝气输送管道分布等负载情况，经曝气流量配气
模块处理，提供给鼓风机组控制系统，使鼓风机组按所要求的工况状态来提供空气供给量，系
统可根据实际负载状况自行调整设定值的大小；曝气流量控制回路为基本就地控制回路，由电
动流量调节阀、热值气体流量计和模型给定的瞬时设定流量组成回路，可快速、准确地根据实
际的负荷波动调节空气供给量，使生物池的每一部分都能达到高效充氧，从而减少生物反应池
中 DO 值波动，达到精确曝气的控制目标。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导叶片控制的是总风量，而
精确曝气控制系统不但要解决总风量的控制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生化反应系统各池各部分
空气曝气量即充氧量的精确合理配置，从而在保证污染物达标去除的条件下达到节能的目的。
虽然，特而博鼓风机的效率比一般多级鼓风机的效率高约 30%～40%，但其购置成本也要比一

般带变频器的多级变频器高 20%～40%，所以采用精确曝气控制系统是特而博鼓风机和其它类
型鼓风机进一步提升效益的必由之路。

该厂在试验中，试验池相对对比池节约曝气量 30.51%。，以较低的曝气量满足了工艺上的

需求，实现了节能曝气。所以厂内减少了风机运行台数，从开两台减为一台。经同期单耗相比，
从 0.38 kwh/m3 降为 0.25 kwh/m3，电力单耗降低 34.2%，水质稳定，节能减排效果好。

3.4 污泥脱水节能技术
污水处理厂污泥经过浓缩或再经消化处理，减少了 50%以上的体积（通常含水率可降至
96%），但浓缩或经消化后的污泥体积仍很大。为方便运输与最终处置，需要对污泥进行机械脱
6

水。污水处理厂污泥机械脱水的方法和能耗情况见下表。电耗是脱水机械运行成本的重要组成
部分。
图三

常用污泥脱水方式和能耗

污泥脱水后含水率（%）

电耗（kwh/tDS）

干化床法

30~80

1.76（1.1~2.2）

真空滤机法

60~90

57 （33~77）

离心机法

80 左右

25 （11~53）

板框压缩法

55~90

39 （33~55）

带式压缩法

65~90

40 （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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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见，除干化床法外，离心机法的电耗是相对较低的。

.o

rg

污泥脱水方法

本会会员单位上海市离心机研究所生产的低能耗、高干度离心机的特点是其液压控制的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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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推料转速和推料功率可根据负载变化的反馈得到自动调节和补偿，并使污泥能在离心力场及
锥段前段二个螺旋叶片双向挤压的共同作用下，形成更干的泥饼，提高了脱水效率，节能效果
显著。其单位进泥量（初沉与二沉混合污泥）所用功耗仅为同类型国产机的 1/3，进口机的 1/2

左右。

4 污水厂供配电系统中节电装置的应用

前几章节，我们讨论了污水处理中的主要耗能环节中水泵提升和生物反应池曝气系统的节

能措施，其中拖动水泵的电动机和曝气系统的鼓风机是污水处理厂供配电系统电能的主要使用
对象。下面我们来讨论如何提高污水处理厂供配电系统的电力供配效率，从而达到节约电能的
目的。

1）污水处理厂供配电系统节电原理与特点

本系统正是通过抑制供配电系统电路中的瞬变电流而节电的（本技术检测时间小于 10

-12

秒，从而能对瞬流进行及时的侦测和有效的控制）， 它是美国经过数十次的改革和更新换代之
后的最新一代 ES-TVSS 节能技术。瞬流是在正弦交流电路上电压、电流的瞬间畸变的一种状
态。产生瞬流的原因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每个配电系统中产生瞬流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是
归结起来不外乎系统外部的原因和系统内部的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是雷电和相邻的配电系统对
本系统的干扰，据权威部门统计一般占系统瞬流总量的 20%左右；内部产生瞬流的原因相对比
较复杂，许多设备都可以产生大量的瞬流，就会使得用电设备的损耗增加，温升升高，使用效
率下降。
7

本节介绍的英福特节电技术的基本原理简单地说就是抑制瞬流，尽可能地减少瞬流对用电
设备的干扰，在用电量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提高用电设备的使用效率，从而达到一种整体节电
的效果。
2）污水处理厂供配电系统节电的效果
上海桃浦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和上海吴淞水质净化厂两家单位都已实施的系统节能项目都是由我
会会员单位上海萨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

该项目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桃浦污水处理厂的节电效果：节电率为 13.87%；超过了预期 8.0％±1 的节电效果，

rg

节电装置节能效果明显。

每年节电量 20 万 kwh，折合标煤 80 吨；节能减排和经济效益都比较高。

.o

（2）以吴淞水质净化厂为例，该项目可每年节约电费 117，720 元，21 个月即可回收成本；

er

可见，系统节电保护装置是适用于污水处理厂的供配电系统，节电效果较明显，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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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明显，具有推广价值。

5 污水处理厂其它节能技术简介
5.1 纯氧曝气节能技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普莱克斯公司借鉴其在气液混合技术上的优势，利用二次射流技

术（气液射流混合+液液射流混合），研发了敞开式纯氧曝气池来替代土建上需要高昂投资的封
闭式结构的曝气池，已获得专利的 MIXFLOTM 现场增氧设备以超过 2 kgO2/kwh 的现场实际动
力效率和超过 90％的纯氧利用效率，推动了纯氧曝气技术的迅速发展；随后在九十年代，美国
普莱克斯在纯氧曝气研究上取得飞跃，以优化创造封闭式气水环流的专利 I-SOTM 现场增氧设备

在保持高达 90％的纯氧利用效率基础上，将现场实际动力效率提高到 4 kgO2/kwh 以上，从而真
正意义上整合了鼓风曝气的高效低耗优势与机械曝气的运行维护管理上既简单又可靠的优势，
在欧美污水处理厂的市场份额因而迅速增长，高达 20％。

纯氧曝气技术一般地具有以下“节能减排”的显著优势（相对于空气曝气）：
z

污泥回流比小，回流设备投资省并且运行费用省（资源节约，节能降耗）。

z

水力停留时间 HRT 是空气曝气的 1/4~1/2，曝气池池容小，节省土建投资并且达到
节约土地资源的功效（资源节约）。这一优势体现在改造项目上，可以缩减好氧段，加
设或强化脱氮功能，达到快速提标改造的目标。

z

微生物浓度 MLSS 大大提高（MBR 商业运行项目中 MLSS 从空气曝气的 10g/L 提

8

高到推荐纯氧曝气应用中的 20g/L，使污水处理集成设备化成为可能），进一步强化提
升生物曝气技术功效。
z 微生物生存的液相富氧环境使之种群丰富，数量密集，常规处理中 SVI=30-50，污泥沉
降性能优良，避免污泥膨胀。
z 微生物新陈代谢旺盛，加速自身机体氧化分解，泥龄大大缩短，污泥产量低，省污泥
处理与处置费用（省投资与运行费用－资源节约，节能降耗）。
z 污泥活性增强，污染物微生物负荷与污染物容积负荷加倍提高，降解污染物能力倍升，

rg

抗冲击负荷 能力更强（系统稳定，运营管理方便）。
z 纯氧环境条件可以有效降低 H2S 生成，同时配合专利的现场增氧设备超过 90％以上的

.o

利用率，避免了空气曝气大量氮气吹脱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产生臭气问题（消

er

除臭气 － 环境友好）。

z 充氧与混合独立控制，使供氧更合理，混合更有效，同时专利的现场增氧设备

中
ww 国
w. 城
ch 镇
in 水
ac 网
it
yw
at

z 简单，安装维护与运营管理方便系统稳定性能优异

z 不需要鼓风曝气系统即鼓风机房，不要求曝气池做钢混结构，可使用土池（省投资，
省电－节能降耗，降低噪声 － 环境友好）。

由此我们给出纯氧曝气技术的描述性定义：在污水好氧生物处理空气曝气的基础上，进一

步极大地提高微生物富集密度和生物活性，进而在极端压缩的时间和空间里将污水中的污染物
质予以生物降解的好氧生物处理技术。

现以会员单位普莱克斯公司在华东某污水厂改造方案为例（从一级 B 出水标准改造成一级

A 出水标准）
：以 BOT 运作模式，20 年运营，资金年收益率 10%，氧气现场供氧单价 0.5354
元/kg，电费单价 0.60 元/度等条件考虑，纯氧曝气方案节省的改造投资资金能与每年运行费用
高出的费用基本平衡。从投资的角度考虑，是经济合理的。
2．污泥干化节能技术

据 2008 年底的统计,全国已建成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有 1530 座,日处理污水的能力已达 8,860

万立方米.每日至少约要产生含水率 80%的污泥约 6 万吨左右。

这些年来污水处理厂内产生的污泥一般都只是通过机械性脱水处理，然后连同城市垃圾一

起运往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但鉴于国家的环保要求，单纯将含水率 80％的污水厂脱水污
泥和城市垃圾一起在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已经不受欢迎。 因此，越来越多城市要求对污泥
进行最后处置或焚烧之前进行污泥干化处理，大家知道，将含固量 20 % DS 脱水污泥, （即含
水率 80 % ），通过污泥干化至 90%DS 时意味着: 重量减轻 87 %，体积缩小 40 %左右。这样

9

一来，能大幅度减少污泥的运输费用。但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只干化到 60％DS,这是因为此阶
段的体积压缩比最大（体积缩小 50％左右），经济性和能源耗费最低。
上海石洞口污水处理厂是我国第一座正在运行和使用流化床污泥干化技术干化污泥，干化
后污泥立即进行焚烧处置的污水处理厂。
世界上，专门用于城镇污泥的干化处理装置已经很普遍。我会会员单位宜兴华都琥珀环保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污泥干化装置，利用电厂余热采用中温带式运转方式，将污泥由 80%
左右的含水率降至可焚烧的最佳点，避免了污泥在绝干状态下有较高的挥发性而易燃易爆。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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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此项技术已在深圳南山污水处理厂得到了应用。目前，每吨污泥的干化处置进口设备投资费
约人民币 25 万元左右。处理规模越大越便宜。如我会会员单位宜兴华都琥珀环保机械制造有限

.o

公司负责从德国琥珀公司引进的深圳南山污水处理厂日处理 400 吨污泥（含水率 80％），利用

er

发电厂余热的中温带式污泥干化装置预计今年年内就能投产，这套进口设备 1 .2 亿人民币（按
购买当时的汇率计，为 1200 万欧元）
。根据张辰、王国华等人的研究和测定，将脱水污泥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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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率 78% 干 化 至 含 水 率 小 于 10% ， 所 需 的 总 能 耗 约 为 1200kwh/tDS。 美 国 R.A. 科 比 特
（Robert.A.Corbitt et al）认为在污泥处置系统中，一般大约需要 4～5MJ 的热量去蒸发 1kg 的水，

根据 1kwh=3.6×106J 的关系式，蒸发 1 公斤的水分大约需要 1.11kwh～1.39kwh 的热量，琥珀公
司的中温带式污泥干化设备的能耗只占到上述水平的 54％～68％。应该讲节能效益也可称得上
是中上水平了。

6 关于节能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两年多来，令各会员单位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关于节能降耗的号召，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

作，创造了杰出的工作成绩。除此以外我们还有如下几点想法和建议，供大家讨论：
第一，通常对排水部门来说是如何多排水，污水厂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抓好出水水质，确保

完成 COD 削减量指标，但实际上从长远考虑，节能减排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偏废。目前因为
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及奖励机制，不论从运行成本还是投入精力来考虑，企业不愿增加节能方
面的投入，尤其有些节能项目初期投入比较大，投资回报期相对较长，风险较大，更难以应用
推广。

“一切始于世博会”，要尽快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节能”是措施，
“减排”是目
标，这一项系统性的工作不仅仅取决于技术与设备，还取决于相应制度的设立。其中心思想应
该是：
“节能减排”光荣并应该得到激励；
“浪费能源、超标排放”可耻并应该接收监督和惩罚。
在这个基础上，对于排水和污水处理这样的公益性事业来说，通过投资节能项目并获得效益应
10

该被鼓励和支持，应该支持并允许有节能技术的企业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并有一套制度保证其
合理的收益。长远来看，国家获得节能减排的社会效益、运行公司加强运行管理，降低了成本
提高了收益、专业技术公司获得了市场，这是一个多赢的局面，何乐而不为之。上海市吴淞水
质净化厂和桃浦污水处理厂通过应用先进的节能技术，取得管理上的实效并获得中国水协的嘉
奖就是实例。
第二，开展多种形式节能项目必须考虑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收期。节能减排的最终目标是通
过降本增效追求经济成本和合理的成本结构，利国利民，保护资源，并非为了节能而节能。一
般来说，节能效果越显著，投资回收期就越短，投资回收期长的项目，其存在的风险也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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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但这并不是说高投入、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就不能操作，例如对某些节能项目进行全面

评估后，可以采用能源合同管理（EMC——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方式加以实施。所谓

.o

能源合同管理是国际流行的市场化节能机制，由专业节能服务公司提供节能项目的全部或部分

投资并从节约的能耗中取得收益。水务企业可以在“零投资、零风险、零浪费、高效益”保证下

er

开展节能项目，以节约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的全部成本，规避了节能项目的资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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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风险、安全风险。在国家、企事业专项节能改造投资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等于用外来资金
完成节能改造项目。消除节能投资的财务压力，消除对节能效果的担心。
第三，排水运营单位，污水处理厂可采用“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与大专院校、科

研机构及技术成熟的公司合作，使一些新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的新工艺、系统和服务通过
技术整合能够尽快地投入生产或实际应用。例如：利用水泥厂 1600℃高温的水泥制造过程焚化
污泥的技术。综合利用发电厂余热干化污泥技术，带式污泥干化技术和膜细格栅技术以及在鼓
风机和水泵驱动上采用的永℃磁耦合技术和永磁调速驱动器等，协会准备在这方面进一步发挥
桥梁和纽带作用，持之以恒，着力推广。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指正，并感谢各会员单位对“节能减排”，“迎世博，改善

水环境”工作所作的贡献以及对本会工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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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ng
The
Measure
Of
Energy-saving
And
Discharge-reducing Ensur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Water Environment
Prof. Dr. Mao Weide
Secretary-general, Shanghai Water Reclamation Trade Association

Abstract :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nergy-saving and discharge-reducing polic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main practices of the energy-saving in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Everything Begins With the World Expo”.
The result of energy-saving and discharge-reducing shows obvious improvement on both quality and
safety in Shanghai Water Enviro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making preparations for the World Expo
2010 in Shanghai.
In the end, the 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 (EMC) as one of the new long-term mechanism of the
energy-saving is discussed.
Key Words: World Expo,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energy-saving and discharge-reduc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in water environment, energy management contract (EMC)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