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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发布《城市污水处理工程

项目建设标准》的通知

建标［２００１］７７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计委，计划单列市建委、计委：

根据国家计委《关于制订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几点意见》（计标［１９８７］２３２３号）和建设部、国家计委
《关于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工作暂行办法》（［９０］建标字第５１９号）的要求，按照建设部《关于开展〈城
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修订工作的通知》（建标综［１９９９］２４号）的安排，由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
计研究院修订的《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经有关部门会审，批准为全国统一标准予以发布，

自２００１年６月１日起施行。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及解释工作，由国家计委和建设部负责。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



修 订 说 明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修订）是受国家计委委托，由建设部组织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

计研究院等单位修订的。

在修订过程中，编制组遵循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注重推动技术进步和充分发挥投资效益，贯

彻节约土地、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和国家有关污水处理行业发展的技术政策，结合城市污水处理设备国

产化、标准化、系列化的要求，对我国现有的污水处理工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近几年来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论证了大量的统计资料，广泛征求全国各有关部门、单位

及专家的意见，最后召开全国审查会议，会同各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建设标准共分八章：总则、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工艺与装备、配套工程、建筑与建设用地、环境保

护与安全卫生、劳动组织与劳动定员、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本建设标准在施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并请将需要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及时

反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建 设 部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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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快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设备产业化进程，提

高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决策和建设的科学管理水平，合理确定和正确掌握建设标准，达到治理水体污

染，保护环境，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投资效益，促进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的发展，制定本建设标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为项目决策服务和控制项目建设水平的全国统一标准；是编制、评估和审批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依据；也是有关部门审查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初步设

计和监督检查整个建设过程建设标准的尺度。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城市污水处理新建工程；改建、扩建工程和工业废水处理工程可参照执

行。

第四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执行国家保护环境、节约能

源、节约土地、劳动安全、消防等有关政策和排水行业的有关规定。

第五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应统筹规划，以近期为主，适当考虑远期发展，按系统分期配套

建设，并与城市发展需要相协调。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由污水管渠系统、泵站、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污水厂）、出水排放系统等构成。

工程项目的系统设置，应根据城市地形、受纳水体的条件以及环境要求等，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确定。

城市污水厂采用集中或分散建设应在全面的技术经济比较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一般宜建设集中的大型

污水厂。

根据城市排水规划的要求，城市排水管渠、泵站应与污水厂同步建设。城市污水厂应选择经济技术

可行的处理工艺，并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一次建成，当条件不具备时，可分期建设，分期投产。

第六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排水规划、城市性质、流

域环境规划和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环境质量评价和环境影响报告以及水域功能区的要求进行综合论

证。

第七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应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并积极稳妥地选用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新设备。对于需要引进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应以提高城市污水处理项目的综合效益，推进技

术进步为原则，在充分的技术经济论证基础上确定。

第八条 建设在城市新区的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管渠应优先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系统；旧城区改

造、降雨量很小的城市应从实际出发，宜采用合流制，并合理确定截留倍数；在受纳水体环境要求较高

时，可考虑将初期雨水纳入城市污水收集系统。工业废水的水质在达到国家和地方排入下水道水质标

准时，应优先采用与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的方案。工业废水排入城市污水管渠系统前，应注重提高水的重

复利用率，减少排污量，并在排放口设置水质和水量检测设施。

第九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应优先考虑污水的资源化，并与城市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相结

合，同时宜配置污泥的资源化设施。

第十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应落实工程建设的资金，具备土地、供电、给排水、交通、通信等相

关条件，并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工程建成后维持正常运行与更新改造所需的费用。

第十一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除执行本建设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定额

和指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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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十二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规模类别和污水处理级别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建设规模类别（以污水处理量计）：

Ⅰ类：５０～１００万ｍ３／ｄ；

Ⅱ类：２０～５０万ｍ３／ｄ；

Ⅲ类：１０～２０万ｍ３／ｄ；

Ⅳ类：５～１０万ｍ３／ｄ；

Ⅴ类：１～５万ｍ３／ｄ。
注：以上规模分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

二、污水处理级别：

一级处理（包括强化一级处理）：以沉淀为主体的处理工艺；

二级处理：以生物处理为主体的处理工艺；

深度处理：进一步去除二级处理不能完全去除的污染物的处理工艺。

第十三条 城恃污水处理工程建设规模的确定应综合城市规模、城市性质、排水规划等因素，在研

究排放污水量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对近年排水资料的分析论证，并结合技术进步，合理确定近期规模，预

测远期规模；当污水量资料不足时，可按城市用水量或者类似地区的城市污水量资料分析确定。

城市污水量包括城市的生活污水量、工业废水量及其他污水量。

第十四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各系统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一、污水管渠系统：主要包括收集污水的管渠及其附属设施。

二、泵站：主要包括泵房及设备、变配电、控制系统、通信及必要的生产管理与生活设施。

三、污水厂：包括污水处理和污泥处理的生产设施、辅助生产配套设施、生产管理与生活设施。

四、出水排放系统：包括排放管渠及附属设施、排放口和水质自动监测设施。

第十五条 污水厂宜包括下列生产设施：

一、一级处理污水厂：包括污水一级处理和污泥处理设施。

污水一级处理一般包括除渣、污水提升、沉砂、沉淀、消毒及出水排放设施。强化一级处理时可增加

投药等设施。

污泥处理一般可包括污泥储存和提升、污泥浓缩、污泥厌氧消化系统、污泥脱水和污泥处置等设施。

二、二级处理污水厂：包括污水二级处理和污泥处理设施。

污水二级处理根据工艺的特点，可全部或部分包括污水一级处理所列项目及生物处理系统设施。

污泥处理可与一级污水厂的内容相同，污泥的稳定可采用厌氧消化、好氧消化和堆肥等方法进行处

理。

三、污水深度处理厂宜由以下单元技术优化组合而成：絮凝、沉淀（澄清）、过滤、活性炭吸附、离子交

换、反渗透、电渗析、氨吹脱、臭氧氧化、消毒等。

四、其他。水质和（或）水量变化大的小型污水厂，可设置调节水质（或）水量的设施。

污水厂可设置进厂水水质自动检测设施。

一、二级处理的污水厂有条件时，应设置污水、污泥资源化工程设施。污水资源化应根据使用目的，

采用适当的深度处理；污泥资源化主要是污泥消化产生的污泥气的利用，以及符合卫生标准的污泥的综

合利用。资源化工程设施的内容应根据其目标合理确定。

第十六条 污水厂辅助生产配套设施宜包括变配电、生产控制系统、计量、给排水、维修、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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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车库）、化验及试验、仓库、照明、管配件堆棚、消防和通信等设施。

第十七条 污水厂生产管理与生活设施可包括办公室、食堂、锅炉房、浴室、值班宿舍、绿化、安全保

卫等设施。

第十八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内容，应坚持专业化协作和社会化服务的原则，根据生产

需要和依托条件合理确定，应尽量减少项目建设内容。改、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原有设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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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艺与装备

第十九条 污水管渠的系统设置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统筹规划，分期建设。污水管渠应按远

期水量建设。

管渠的材质和最大埋深应经技术经济论证，并应考虑施工条件和管理的安全性。

第二十条 污水泵站的设置应根据城市排水规划，结合城市的地形、污水管渠系统，经技术经济比

较后确定。泵站的土建部分宜按远期规模建设，水泵机组可按近期水量配置，并应选择高效节能、管理

方便的泵机。

泵站前应设置事故排出口，其位置应根据水域环境规划和水体的功能区要求合理确定。

第二十一条 城市污水的水质预测应在收集污水服务区内主要排污口现状排水水质资料的基础

上，分析城市污水的组成，并结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产业类型和发展目标确定。

第二十二条 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应根据污水水质与水量、受纳水体的环境功能要求与类别，并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经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应优先选用低能耗、低运行费、低投入及占地少、操作管

理方便的成熟处理工艺。为使选择的污水处理工艺符合实际的污水水质和处理程度的要求，可在污水

厂建设前进行小型试验，确定有关的工艺参数。

第二十三条 污水处理级别应根据污水水质、受纳水体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以及水体的类别和

使用功能等因素，在环境影响评价的基础上，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可根据对污水处理程度的不同要求，选择相适应的污水处理级别。当要求悬浮物和５ｄ生化需氧量
的去除率分别达到４０％～５５％和２０％～３０％时，可选用污水一级处理；当要求悬浮物和５ｄ生化需氧量
的去除率不低于６５％时，可选用污水二级处理；污染物的去除率介于污水一级处理和二级处理之间时，
应经全面的技术经济比较，可采用投加药剂的强化一级处理；对除磷要求较高，生物除磷不能满足要求

时，可辅以化学除磷；污水厂出水进行再利用时，应根据使用的目的进行适当的深度处理。

污水厂出水不允许排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ＨＺＢ１）中规定的Ⅰ、Ⅱ类水域和《海水水质标准》
（ＧＢ３０９７）中规定的一类海域。

污水厂出水排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ＨＺＢ１）中规定的Ⅲ类水域（划定的保护区和游泳区除外）
和排入《海水水质标准》（ＧＢ３０９７）中规定的二类海域的水质，应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中
一级排放标准的规定。

污水厂出水排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ＨＺＢ１）中规定的Ⅳ、Ⅴ类水域和排入《海水水质标准》
（ＧＢ３０９７）中规定的三类海域的水质，应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中二级排放标准的规定。

污水厂出水排放的污染物总量，必须小于水体的环境规划或环境影响评价确定的污染物总量控制

标准。对排入封闭和半封闭水域、现已富营养化或存在富营养化威胁的水域，应选用具有除磷脱氮功能

的污水二级处理工艺。

第二十四条 污水一级处理常规工艺单元包括除渣、沉砂、沉淀和出水消毒；强化一级处理工艺单

元包括一级处理工艺单元和投药系统等设施。污水二级处理可根据工艺特点，全部或部分包括污水一

级处理的工艺单元以及生物处理设施和根据工艺要求配套的供氧、污泥回流、二沉等工艺单元；当除磷

要求较高时，可包括化学除磷的投药等设施。污水深度处理主要包括絮凝、沉淀、过滤等工艺单元。

第二十五条 污水处理产生的污泥应进行妥善处理与处置。污泥处理工艺应根据污泥量、污泥性

质、最终处置方法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常规处理工艺宜为浓缩、消化、脱水。污

泥的处置方法应结合当地的条件，在技术经济分析的基础上综合确定，可采用与城市垃圾一起处置、卫

生填埋、焚烧以及作为农用或绿化用肥料等方法，处置的污泥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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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设备配置，应在满足污水处理工艺技术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采用

优质、低耗、技术先进、性能可靠的设备：主要设备宜从技术性能、造价、能耗、维护管理方面，结合项目所

在地的具体条件和运行管理的技术能力，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确定；应注重设备类型的标准化以及设

备与设备之间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设备的功能，提高项目的综合效益。

第二十七条 城市污水二级处理的生物处理工艺可分为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两大类。

活性污泥法主要包括以下工艺：

一、传统法生物处理；

二、前置缺氧区（生物选择器）普通曝气生物处理；

三、缺氧、好氧法脱氮生物处理；

四、厌氧、好氧法除磷生物处理；

五、厌氧、缺氧、好氧法脱氮除磷生物处理；

六、序批式（ＳＢＲ）生物处理；
七、氧化沟法生物处理；

八、ＡＢ法生物处理。
生物膜法主要包括生物滤池以及生物接触氧化法等工艺形式。

第二十八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工艺装备宜符合下列规定：

一、除渣。新建污水厂宜设置粗、细两道格栅。水泵前必须设置格栅。格栅除渣可用机械或人工清

除，栅渣量大于０２ｍ３／ｄ或有条件时，应采用机械清除、皮带输送或螺旋输送器及其他小型运输工具运
输，集中处置。

机械格栅除污机及配套的栅渣输送、压榨机等设备，应根据污水水质、工艺、栅渣的处置方式等确

定。

二、沉砂。污水厂应设置沉砂设施，并宜有除砂、贮砂设施，应注重对砂的处置。沉砂形式根据污水

水质、工艺流程特点可选用平流式、旋流式、曝气沉砂工艺。当沉砂中含有较多有机物时，宜采用曝气沉

砂工艺；当采用生物脱氮除磷工艺时，一般不宜采用曝气沉砂工艺；除砂宜采用机械除砂。

三、沉淀。污水厂应根据工艺流程和水质特点设置沉淀设施。沉淀可分为初次沉淀和二次沉淀。

沉淀形式应根据规模、工艺特点和地质条件等因素，可选用辐流式、平流式等工艺。

沉淀池宜采用机械排泥，并宜有浮渣撇除设施。

四、生物处理。

１活性污泥法。活性污泥法生物处理的供氧方式可分为机械曝气、鼓风曝气、射流曝气及联合曝
气等。供氧方式的选择应根据污水厂规模、能耗、污水水质、管理等技术经济条件，并结合当地自然环境

等因素，优先选用低能耗、易于管理、质量可靠的供氧设备。Ⅱ类及以上规模的污水厂宜采用鼓风曝气，

并应选用高效的鼓风机和配套的曝气设备。生物处理有厌氧、缺氧区时，可设置水下搅拌器或水下推进

器。

鼓风曝气或机械曝气设备应能够根据污水水量与水质调节供氧量，Ⅲ类及以上规模的污水厂应能

自动调节供氧量。

２生物膜法。Ⅳ类及以下规模的二级污水厂，污水处理可采用生物膜法。生物膜法处理前应经除
渣、沉砂、沉淀处理。

生物载体应价格适当，其材质应无毒、耐腐蚀，并应具有１０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第二十九条 采用强化一级处理工艺和化学除磷的污水厂应根据污水水质和出水水质标准，合理

确定工艺参数，必要时可进行适当的试验研究。

第三十条 污水回用的再生水水质应根据回用目的，符合国家有关的水质标准。再生水的处理工

艺流程应通过试验或者参考已经鉴定过并投入实际使用的工艺，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确定。再生水

的深度处理一般宜采用絮凝、沉淀（澄清）、过滤、消毒工艺流程，并按照简单可靠原则，进行单元优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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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通常过滤是必需的。污水厂应设置再生水的水质检测设备，以保证用水的安全，必要时可设置水质

自动检测设施。

第三十一条 有条件的城市，可利用荒地、闲地采用自然净化工艺。污水采用自然净化工艺时，应

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经技术经济分析后确定。进入自然净化工艺的污水，应根据污水水质和工艺特点

设置预处理设施，严禁对环境，特别是地下水造成二次污染。

第三十二条 沿海、沿江城市，在严格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满足国家有关标准和水体自净能力要求

的条件下，可审慎合理地利用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污水选择深海排放或排江时，必须经技术经济比较

论证及环境影响评价，并对污水水质、水体功能、环境容量和水力条件及初始稀释度进行综合分析后合

理确定。污水排放前应根据环境评价的要求进行处理。

第三十三条 为保证公共卫生安全，防治传染性疾病传播，污水厂应设置消毒设施。污水厂出水消

毒工艺应根据污水水质与受纳水体功能要求综合考虑确定，宜采用加氯消毒或其他的有效措施。

第三十四条 污泥浓缩可采用重力浓缩和机械浓缩。对比重接近１０ｔ／ｍ３的污泥，经技术经济分
析，可采用气浮浓缩。

重力浓缩可配置栅条式浓缩机。

机械浓缩可采用带式浓缩机或离心式浓缩机等浓缩设备。对除磷要求高的污水厂可采用机械浓

缩。设备选择应综合能耗、药耗、环境卫生条件、管理以及与脱水设备的衔接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也可

采用浓缩脱水一体化机。

当湿污泥用作肥料时，污泥的浓缩与储存宜采用湿污泥池。

第三十五条 污水厂宜根据污泥产量、污泥质量、环境要求设置污泥消化设施。消化方式应经技术

经济分析后确定，可采用厌氧消化或好氧消化。Ⅲ类及以上规模的污水厂宜采用中温厌氧消化。

第三十六条 污泥脱水宜采用机械脱水。污泥机械脱水设备的类型有真空过滤、压滤脱水（板框压

滤及带式压滤）、离心脱水等，应按污泥的性质和脱水污泥含水率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后选择设备的类

型。新建污水厂可采用带式压滤机或离心脱水机等成熟可靠的脱水设备。

第三十七条 污水厂的水、气、泥计量设备，应以满足生产正常运行管理的需要合理设置。计量设

备的选择与位置确定，应根据被测物质的性质、工艺要求等确定。

第三十八条 污水厂、泵站的机械设备配置，应以节能、高效、方便操作与维护、保证安全生产为原

则，并应与生产控制系统相适应。

第三十九条 污水厂的生产管理及控制的自动化水平，应根据建设规模、污水处理级别、城市性质、

经济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控制系统应在满足污水厂出水水质、节能、经济、安全和适用的前提下，运行

可靠，便于维护和管理。

泵站的运行管理应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实现自动控制。

第四十条 新建的Ⅲ类及以上规模污水厂的生产管理与控制，宜采用集中管理和监视、分散控制的

计算机控制系统。计算机控制系统应能够监视主要设备的运行工况与工艺参数，提供实时数据传输、图

形显示、控制设定调节、趋势显示、超限报警及制作报表等功能，并可配置模拟屏或投影显示设备，对主

要生产过程实现自动控制。

新建的Ⅳ、Ⅴ类规模污水厂的生产管理与控制，宜采用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与仪表检测系统，在重

要工艺环节应设置检测仪表，对主要工艺单元可采用自动控制。

所有自动控制的设备与工艺单元，应具备手动操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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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配 套 工 程

第四十一条 新建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配套设施，应充分利用当地提供的专业化协作条件合理确

定配套工程项目，并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和规定进行建设；改建、扩建工程应充分利用原有的设施。

第四十二条 污水厂、泵站供电应采用二级负荷。当地供电条件困难或者负荷较小时，可由一回路

１０ｋＶ及以上专用线路供电。对重要的污水厂或者不能停电的工艺设备、泵站，当地供电条件不能满足
要求时，应设置备用动力设施。

第四十三条 污水厂的生活用水宜由城市给水管网供给；辅助生产、厂区绿化等低质用水，应优先

采用符合水质标准的再生水。

第四十四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应对易腐蚀的管渠及其附属设施、材料及设备等采取相应的防腐

蚀措施，应根据腐蚀的性质，结合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地选用经济合理、技术可靠的防腐蚀方法，并应达

到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耐腐蚀材料。

第四十五条 污水厂维修、运输等设施的装备水平应以满足正常生产需要为原则，合理配置。不经

常使用的维修设备和运输设备宜考虑专业化协作，不应全套设置。

第四十六条 污水厂化验设备的配置应以满足生产正常需要为原则，根据常规化验项目、污水厂的

规模类别和处理级别等确定。一座城市有多个污水厂时，应设一个中心化验室。承担工业废水水质监

测及独立性较强的污水厂的中心化验，化验设备可增加气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仪等。

污水厂化验设备应按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配置，充分考虑专业化协作，不宜全套设置。

第四十七条 Ⅱ类及以上规模的污水厂，可设置污水处理水质试验设施，试验应以保证污水厂出水

水质、提高管理的科学水平、加强污水净化和污泥资源化或无害化研究为主，试验设备应根据实际需要

逐步配置。

第四十八条 污水厂、泵站必须设置消防设施。构筑物、建筑物消防设施的设置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第四十九条 污水厂、泵站的通信设施应充分考虑所在地区现有的通信条件，通信宜采用有线或者

有线与无线相结合的方式，保证污水厂、泵站以及厂内各生产岗位之间的通信联系，并能及时与城市排

水管理、主要排水单位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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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与建设用地

第五十条 污水厂、泵站的建筑应根据建设规模、功能等区别对待，应符合经济实用、有利生产的建

设原则，建筑物造型应简洁，并应使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建筑效果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第五十一条 污水厂、泵站的附属建筑的建筑标准，应根据城市性质、周围环境及建设规模等条件，

按照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生产建筑物应与附属建筑物的建筑标准相协调，生产构筑物不应

进行特殊的装修。

第五十二条 污水厂附属设施用房的建筑面积可参照表１所列指标采用。
污水厂附属设施建筑面积指标（ｍ２） 表１

规 模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一
级
污
水
厂

二
级
污
水
厂

辅助生产用房 １４２０～１６４５ １１５５～１４２０ ９５０～１１５５ ６８０～９５０ ４８５～６８０

管理用房 １３２０～１８３５ １０２５～１３２０ ８１５～１０２５ ５１０～８１５ ３８５～５１０

生活设施用房 ８９０～１０３５ ６８５～８９０ ５４５～６８５ ３９０～５４５ ２８５～３９０

合 计 ３６３０～４５１５ ２８６５～３６３０ ２３１０～２８６５ １５８０～２３１０ １１５５～１５８０

辅助生产用房 １８３５～２２００ １５１０～１８３５ １１８５～１５１０ ９４０～１１８５ ４９５～９４０

管理用房 １７６５～２４９０ １０９５～１７６５ ８７０～１０９５ ６９５～８７０ ４１０～６９５

生活设施用房 １０００～１２９５ ８５０～１０００ ６１０～８５０ ５３５～６１０ ３２０～５３５

合 计 ４６００～５９８５ ３４５５～４６００ ２６６５～３４５５ ２１７０～２６６５ １２２５～２１７０

注：①辅助生产用房主要包括维修、仓库、车库、化验、控制室、管配件堆棚等。

②管理用房主要包括生产管理、行政管理办公室以及传达室等。

③生活设施用房主要包括食堂、浴室、锅炉房、自行车棚、值班宿舍等。

④有深度处理的污水厂可根据污水回用规模和工艺特点，适当增加附属设施的建筑面积，一般不应超过相应规模二级污水厂附

属设施建筑面积的５％～１５％。

第五十三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用地，必须坚持科学合理、节约用地的原则，执行国家土地

管理的有关规定，提高土地利用率。土地征用应以近期为主，对远期发展用地严格控制，一般不得先征

后用。

第五十四条 污水厂的总平面布置应以节约用地为原则，根据污水厂各建筑物、构筑物的功能和工

艺要求，结合厂址地形、气象和地质条件等因素，使总平面布置合理、经济、节约能源，并应便于施工、维

护和管理。

生产行政管理和生活设施宜集中布置，其位置和朝向应合理，并应与生产建筑物、构筑物保持一定

距离。污水和污泥的处理构筑物宜分别集中布置。

第五十五条 污水厂处理单位水量的建设用地不应超过表２所列指标。生产管理及辅助生产区用
地面积宜控制在总用地面积的８％～２０％。

污水厂建设用地指标［ｍ２／（ｍ３·ｄ）］ 表２

建设规模 一级污水厂 二级污水厂 深度处理

Ⅰ类 — ０５０～０４０ —

Ⅱ类 ０３０～０２０ ０６０～０５０ ０２０～０１５

Ⅲ类 ０４０～０３０ ０７０～０６０ ０２５～０２０

Ⅳ类 ０４５～０４０ ０８５～０７０ ０３５～０２５

Ⅴ类 ０５５～０４５ １２０～０８５ ０４０～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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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建设规模大的取下限，规模小的取上限。

②表中深度处理的用地指标是在污水二级处理的基础上增加的用地；深度处理工艺按提升泵房、絮凝、沉淀（澄清）、过滤、消毒、

送水泵房等常规流程考虑；当二级污水厂出水满足特定回用要求或仅需某几个净化单元时，深度处理用地应根据实际情况降

低。

第五十六条 污水泵站的建设用地应根据规模等条件确定，不应超过表３所列指标。
泵站建设用地指标（ｍ２） 表３

建设规模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指 标 ２７００～４７００ ２０００～２７００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５５０～１０００

注：①表中指标为泵站围墙以内，包括整个流程中的构筑物和附属建筑物、附属设施等的用地面积。

②小于Ⅴ类规模的泵站用地面积按Ⅴ类规模的指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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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

第五十七条 污水厂、泵站建设前应对厂（站）址、污水厂出水排放口位置、污泥处置以及其他影响

环境的主要方面进行充分论证，并应符合国家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工程建设不得影响周围环境和饮

用水水源的水质以及水体的使用功能，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第五十八条 污水厂建设应充分注意环境的绿化与美化，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新建污水

厂应充分利用厂区道路两侧的空地和其他空地进行绿化，绿化覆盖率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

第五十九条 城市污水处理排出的臭气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对污水厂内易产生恶臭

的构筑物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其影响，其位置应处于厂内辅助生产区夏季最小频率风向的上风侧。污

水厂距厂外居民区的距离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不能满足要求或有条件的，宜对臭气进行收

集和处理。

第六十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水泵、电机、鼓风机、锅炉房风机和其他机械产生的噪声的控制，应

符合国家及地方现行标准的规定。

第六十一条 污水厂消化池、污泥气系统所属设施的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的防爆以及电力设备的选

择和保护等，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防火、防爆和电力设计标准的规定。

第六十二条 污水管道、合流管道、污水厂、泵站的建（构）筑物，应根据需要设置通风设施，并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第六十三条 Ⅱ类及以上规模的二级污水厂宜设置危险品仓库，危险品仓库与其他建筑物的距离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其他规模的污水厂的危险品仓库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六十四条 污水厂的加药、加氯、锅炉房等其他设施的建设与安全防护，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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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劳动组织与劳动定员

第六十五条 污水厂、泵站和管渠的劳动组织与劳动定员的确定，应以有利生产、提高经济效益为

原则，做到分工合理、职责分明、精简高效。

劳动定员应根据项目的工艺特点、技术水平和自动控制水平，并按照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合理确

定。

第六十六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劳动定员可参照表４选用。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劳动定员 表４

规模
项目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一级污水厂

［人／（万ｍ３·ｄ）］
— ３０～１８ ５０～３０ ７０～５０ ２５０～７０

二级污水厂

［人／（万ｍ３·ｄ）］
３０～２５ ３５～３０ ５５～３５ ８０～５５ ３００～８０

深度处理增加

（人）
— ２４０～３００ １８０～２４０ １５０～１８０ １００～１５０

泵站

（人）
３０～５０ ３０～５０ ３０～４０ ３０～４０ ２０～３０

污水管渠

（人）
４００～４８０ ３００～４００ ２５０～３００ ２００～２５０ ≤２００

注：①表中定员为生产人员及管理人员的总和。

②深度处理增加的定员按常规处理工艺考虑，当深度处理工艺有特殊要求或较简单时，应按实际情况适当增减。

③泵站的定员指一座厂外泵站的生产人员，泵站数量较多时，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泵站应实行自动控制，管理以巡视管

理为主，也可采取其他有效的节约人力资源的管理方式。

④厂外污水管渠的定员中管理人员不应超过２～５人。

第六十七条 污水厂的劳动定员可分为生产人员、辅助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各类人员的比例可

参照表５选用。辅助生产人员可根据当地的社会化协作条件，逐步由社会化服务解决。
污水厂各类人员比例（％） 表５

人 员 分 类 比 例

生产人员 ６５以上

辅助生产人员 １５～１８

管理人员 ８～１２

注：①生产人员主要指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包括污水处理工段、污泥处理工段、中心控制、水质化验、动力工段的工人和技术人员。

②辅助生产人员包括从事维修、环卫与绿化、交通、材料与污泥的运输、物资储存与保管、安全保卫等人员。

③管理人员包括行政管理与技术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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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六十八条 新建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投资估算，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编制；评估或者审批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投资估算时，可参照本章所列指标，但应根据工程实际内容以及价格变化的情

况，进行调整后使用。

第六十九条 一级和二级污水厂、污水深度处理、污水泵站、污水干管的工程项目投资估算指标可

参照表６、表７选用。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投资估算指标（一） 表６

类 别 建设规模

投资估算指标［元／（ｍ３／ｄ）］

不含污泥消化 含污泥消化

一级污水厂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３３５～２８５

４００～３３５

４８０～４００

５７５～４８０

６８５～５７５

—

—

—

—

—

二级污水厂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７００～６００

８２０～７００

９５０～８２０

１１２０～９５０

１３５０～１１２０

８００～６９０

９３５～８００

１０８５～９３５

１２８５～１０８５

１５６０～１２８５

污水深度处理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

３７０～３２０

４２５～３７０

５１０～４２５

６３５～５１０

—

—

—

—

—

污水泵站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５０～３０

７０～５０

９０～７０

１１５～９０

１４０～１１５

—

—

—

—

—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投资估算指标（二） 表７

类 别 管 径（ｍｍ） 投资估算指标（元／ｍ）

污 水 干 管

ｄ６００

ｄ８００

ｄ１０００

ｄ１２００

ｄ１４００

ｄ１６００

ｄ１８００

ｄ２０００

５１０～６９０

７２０～９２０

９４０～１１６５

１１８５～１４４０

１５２０～１８００

２１２０～２４３０

２７４５～３０９５

３３７０～３７６０

注：①表６、表７中指标不包括征地、拆迁、青苗与破路赔偿等费用。

②表６、表７中指标采用北京市１９９９年人工、材料、机械预算价格计算，不同时间、地点、人工、材料价格变动，可调整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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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表６、表７中指标未考虑湿陷性黄土区、地震设防、永久性冻土和地质情况十分复杂等因素的特殊要求；厂站设备均按国产设

备考虑。

④表６中污水厂建设规模大的取指标下限，建设规模小的取指标上限；表７中管道埋深大的取指标上限，管道埋深小的取指标下

限。

⑤污水水质按一般情况考虑，即进厂水的ＢＯＤ５１５０ｍｇ／Ｌ，出厂水的ＢＯＤ５２０ｍｇ／Ｌ；一级污水厂包括一级强化处理；污水干管平均埋

深３～５ｍ，无地下水，土方按二、三、四类土平均计算。

⑥二级处理主体工艺按活性污泥法考虑。

第七十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各单位工程投资所占比例可参照表８选用。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各单位工程投资比例（％） 表８

项 目 建筑工程 工艺设备 电气设备 管道及配件 合 计

一级污水厂 ５８ １６ １０ １６ １００

二级污水厂 ５０ ２６ １２ １２ １００

污水深度处理 ５５ １８ １２ １５ １００

污水泵站 ５８ ２５ １２ ５ １００

第七十一条 污水厂建设工期定额可参照表９选用。
污水厂建设工期定额（月） 表９

项 目 建设规模
工 期

前期工作 设 计 施 工
合 计

一级污水厂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５～９

５～９

３～７

３～７

３～７

１１～１５

９～１３

７～１１

６～１０

５～９

２２～３４

１９～２３

１５～１９

１１～１５

７～１１

３８～５８

３３～４５

２５～３７

２０～３２

１５～２７

二级污水厂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６～１０

６～１０

４～８

４～８

４～８

１４～１８

１２～１６

１０～１４

９～１３

８～１２

３２～３６

２８～３２

２４～２８

１８～２４

１２～１８

５２～６４

４６～５８

３８～５０

３１～４５

２４～３８

污水深度处理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

１

１

１

１

—

３～５

２～４

２～４

２～４

—

５～８

４～７

３～６

２～５

—

９～１４

７～１２

６～１１

５～１０

注：①表中前期工作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阶段包括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②表中深度处理建设工期是指污水深度处理与二级处理作为同一项目时需增加的工期。

③污水泵站、污水管道的建设不另增加工期，应与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污水厂同步建设。

④本建设工期定额不包括因审批拖延、返工、资金不到位、停工待料及自然灾害等影响而延误的工期。

⑤本建设工期定额上限一般适用于工程地质条件复杂、技术要求高、施工条件较差、规模大等情况；下限一般适用于工程地质条

件较好、技术要求一般、施工条件较好、规模小等情况。

第七十二条 污水厂电耗不宜超过下列指标：一级污水厂处理每立方米污水００４～００８ｋＷ·ｈ；二
级污水厂处理每立方米污水０１５～０２８ｋＷ·ｈ，处理每千克５ｄ生化需氧量１５～２０ｋＷ·ｈ。

第七十三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进行经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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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主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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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修订）

条 文 说 明



前 言

受国家计委委托，由建设部组织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院等单位修订编制的《城市污水处理工

程项目建设标准》，经建设部、国家计委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６日以建标［２００１］７７号文批准为全国统一标准，发
布全国施行。

为了使有关部门和咨询、设计、科研、建设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本建设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

条文的规定，现将《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修订）条文说明》予以印发，供国内各有关部门和单

位参考，不得翻印。

２００１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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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１９９０年，
全国有４３个城市建有８０座城市污水处理厂（以下简称污水厂），每日污水处理能力２７７３万ｍ３，处理率
３４４％，城市建成区的公共排水管道服务面积普及率为５９２３％。但是污水处理的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
的发展水平还很不适应，制约了城市居民正常生活的改善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加快城市污水

处理工程建设，对提高生活与生态环境的质量，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益，具有积极意义。随着国家

法律、法规、标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近几年国家对水环境保护非常重视，并加大了投资力度，城

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有了更大和更快速的发展。如城市排水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很快，按１９９０年
不变价格计算，１９９８年投资为１９９０年的９５３倍，平均年递增１８２％；城市市政公用污水处理厂日处理
能力１９９８年是１９９０年的３２１倍，达到１１６６７万ｍ３，市政公用污水处理率达到１６５２％。为了适应城市
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的发展和变化，有必要对１９９４年发布的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以下简称
本建设标准）进行修订。本次建设标准修订是在总结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外的

先进技术和装备，考虑国内今后的发展而编制。本条阐明编制的目的。

本建设标准所指的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是指污水厂以及与污水厂配套的污水管渠、合流制排水管渠、

污水泵站、合流制排水泵站、污水厂出水管渠和排放口等。

第二条 建设标准是依据有关规定由国家建设和计划主管部门审批发布的为项目决策和合理确定

建设水平服务的全国统一标准，是工程项目决策和建设中有关政策、技术、经济的综合性宏观要求的文

件。对建设项目在技术、经济、管理上起宏观调控作用，具有一定的政策性和实用性。本建设标准内容

的规定为强制性与指导性相结合，对涉及建设原则、贯彻国家经济建设的有关方针、行业发展与产业政

策和有关合理利用资源、能源、土地以及环境保护、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规定，以强制性为主，在项目

的建设中，有关各方应认真贯彻执行。对涉及建设规模、项目构成、工艺装备、配套工程、建筑标准和主

要技术经济指标等方面的规定，以指导性为主，由投资者、业主自主决策，有关各方可在项目决策和建设

中结合具体情况执行。建设标准的作用是使项目的决策等建设前期工作有所遵循，为建设实施提供监

督检查的尺度。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主要适用于城市（含建制镇）污水处理新建工程项目。对利用外资的工程项

目，建设水平及其主要经济指标不应低于本建设标准的规定。改建、扩建工程受到原有条件限制，一时

不能完全达到本建设标准的要求，应尽量接近本建设标准。工业废水处理工程在工业废水水质与城市

污水水质类似时，工程建设水平应参照本建设标准。

第四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工程建设必须首先遵守国

家有关经济建设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节约能源、节约土地和环境

保护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是耗能型企业，能耗的高低对处理成本影响较大，降低生产

过程的能耗是发展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尤其是污水厂建设最基本的方针。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

面积正逐年减少，工业建设用地应严格控制。国家已经颁布了有关土地的法令和建设用地指标的规定，

本建设标准第五章列了建设用地条款。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是保护环境和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基础工程

设施之一，但是如果不加强管理和采取有效的防污染措施，也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必须加强环

境保护的意识。我国宪法有保护环境的条文，并发布了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规、条例、规定和标准，以

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本建设标准第六章列了环境保护的条款。

根据国家经济发展“九五”计划和建设部规划要求，到２０００年，在进一步完善市区排水管网的基础
上，大力发展城市污染控制设施，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２５％，其中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和重点旅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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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不低于４０％。到２０１０年，要实现强化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流程，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不低于４０％。

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９日建设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部以建城［２０００］１２４号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城市
污水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通知，《城市污水处理及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明确全国设市城市和建制

镇均应规划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提出到２０１０年全国设市城市和建制镇的污水平均处理率不
低于５０％，设市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不低于６０％，重点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不低于７０％的发展总目标。

根据《城市排水当前产业政策实施办法》的规定，国家对城市排水设施建设应重点支持矛盾比较突

出的，严重影响生产、生活和防涝能力低的城市排水管网、雨污水泵站和截流系统的配套建设，在污水处

理上，应优先支持缺水地区的污水净化利用、风景旅游地区和开放城市及排水对环境质量影响严重的城

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因此，各城市在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中，必须符合国家对城市污水处理行业

的发展方针和政策规定。

第五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是防治水域污染、改善环境的主体工程，是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和促进

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本条规定工程建设的原则。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

所以强调工程建设应统一规划，以近期为主，适当考虑远期发展，分期配套建设。同时规定城市污水处

理工程系统的设置原则。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的近期、远期应与城市总体规划一致，当协调一致困难时，近期应为５年（含
工程的合理建设期），远期宜为１０～２０年。

对城市污水采用集中或分散处理，即一座城市设置一个或几个污水厂，应通过技术经济分析确定。

污水厂数量少，其总投资少，管理费用和运行费用均相对低，故一般情况下城市污水宜集中处理，条件不

具备时也应尽量减少污水厂数量，以节省工程项目的总投资和运行费。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环境、经济技术条件差异较大，有条件时，应根据规划和环境的要求，工程项目

一次建成。受经济等条件限制时，应先建与污水厂配套的管渠和泵站，后建污水厂，避免污水厂建成后

配套的管渠、泵站还未形成，污水厂不能正常运转，造成工程效益不能实现的现象。污水厂的建设应根

据环境要求，选择可行且有效的处理工艺，并应尽量一次建成，经济技术条件不具备时，污水厂的处理设

施可考虑按系统分期建设，分期投产。

第六条 本条规定可行性研究是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的依据。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是城市生产和

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社会公用设施，必须纳入各级人民政府的建设规划和计划，因此工程建设必须依据

城市总体规划、城市性质和环境规划及环境质量要求进行可行性研究，充分说明工程建设的必要性，迫

切性以及建设的可能性，使工程建设起到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提高工程综合经济效益的目的。

第七条 本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在推进技术进步、引进设备和技术方面的原则。城市污

水处理工程的建设，首先应采用成熟可靠的技术，鼓励采用可靠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和新设备。引

进必须在经过充分的技术经济分析，并考虑国内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技术经济等方面许可的条件下进

行。目前国内有较多的污水厂采用引进设备，一般为机械格栅、水泵、鼓风机、曝气头以及一些关键的检

测仪表、控制系统和污泥脱水机等，这些设备的引进对提高我国污水处理系统的管理水平、机械化水平

和自动控制水平及其节能等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国产设备质量的提高，大多数设备已经完

全满足使用要求，因此，工程的设备选择还必须充分考虑国产设备的发展状况。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属市

政公用设施，其效益主要是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往往项目的受益者不是成本的负担者，工程投资偿还

能力较低，因此，引进国外技术和设备应从国情出发，慎重对待，还必须充分考虑推进国产设备的技术进

步，促进国内环保产业的发展。

第八条 城市排水管渠系统采用雨污分流能够有效地减少进入污水厂的处理水量，降低污水厂建

设的规模和工程投资。清污分流、分系统处理或排放是城市排水管渠建设的基本原则。本条规定了在

城市新区建设应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系统；而旧城区由于管网已经形成，改造起来困难较多，有条件时

可逐步过渡到分流制，工程投资较大或受其他条件限制时，经技术经济分析后，可采用半分流制或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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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对降雨量很少的城市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流制；当受纳水体环境要求较高时，可考虑将初期雨水

纳入城市污水收集系统。总之，应从实际出发合理确定。

建设部、国家环保局以建城［１９９１］５９４号文颁发了《关于加快城市污水集中处理工程建设的若干规
定》，本条规定工业废水应在企业内部进行必要的预处理，实行清污分流，排水水质达到《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ＧＢ８９７８）的有关规定时，应优先采用与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的方案。根据我国污水处理建设及管
理经验，集中各产业污水处理的建设和运营维护资金用于城市污水厂，可节约资金，提高效益。目前，我

国大多数工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单位产品的耗水量较高，尤其是没有重视按生产过程排放的废水

水质划分排水系统，多为合流制，对污水处理工程投资及运行管理极为不利。因此，必须加强企业内部

的技术改造，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减少排污量，但是其排水水质也不得影响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运行

和管理。

第九条 为提高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综合经济效益，增强自身发展能力，必须重视净化污水、污泥

的资源化或无害化处理。

水资源问题是城市发展和进行基础设施规划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世界各地相继出现水资源危机，城

市缺水日益严重。我国已有１４８个城市缺水，约４２个城市严重缺水，使我国成为世界水资源不足的国
家之一。水资源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开发新的水资源已

迫在眉睫。污水也是资源，是淡水资源的一部分。污水再用对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提高工程项目的综

合经济效益、充分利用水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必须将污水治理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相结合。

污泥也是一种资源，当符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时，可作为肥料；污泥厌氧消化中产生的污泥气

可作为燃料或发电，是一种有效能源，因此必须充分合理地利用。

第十条 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周期一般较长，并且一些污水厂建成后也不能正常运行，甚

至长期放置不用，主要原因是工程建设资金和配套设施不能落实，以及不能保证运行维护费用，造成国

家资金的浪费，不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本条规定工程建设前必须落实工程建设资金、土地、供

电、给排水、交通和通讯等设施的条件，以保证工程的顺利实施和投产。１９９９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文《关于加大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力度，建立城市污水排放和集中处理良性

运行机制的通知》（特急计价格［１９９９］１１９２），强调了污水处理收费对维护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
行的重要作用以及实施机制。按照该文规定实施，以保证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所有设施的正常运行，发挥

投资效益。

第十一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和建设涉及面广，专业较多，本建设标准的内容

仅从加强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的宏观管理和影响合理确定建设水平、投资效益的主要方面作出必要

的规定。在本建设标准编写前和修订过程中，国家已经颁布或将要颁布一系列规定和标准，本建设标准

在有关条文中，对执行这些标准和规定都作了相应规定。随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进展，将有更多的

标准、规范、定额、指标陆续发布，故本条作了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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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十二条 本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按工程建设规模（以城市污水处理量计）和污

水处理级别划分等级。工程建设规模分五类，污水处理级别分二级，必要时可进行深度处理。建设规模

大于１００万ｍ３／ｄ和小于１万ｍ３／ｄ的工程项目可参照Ⅰ类和Ⅴ类规模的规定执行。
污水处理级别主要按去除污染物的类别和工艺特点划分。一级处理包括强化一级处理，是以沉淀

工艺为主体，主要去除悬浮物的污水处理工艺流程；二级处理以生物处理为主体，主要去除有机污染物，

包括氮、磷的工艺流程；深度处理是对污水二级处理的出水进一步处理的工艺，主要去除二级处理不能

完全去除的污水中的污染物，其工艺形式根据深度处理达到的目的不同而不同。

第十三条 工程建设规模是影响工程投资的主要方面，是关系工程投资效益能否顺利实现，提高经

济效益的基础。规模大于实际需要，而短期内又无法达到建设规模的，既造成工程投资的浪费和一定的

经济损失，又给运行管理工作增加了许多麻烦；规模小于实际需要，则不能达到建设的目的，尤其是对污

水厂出水水质的达标排放和管理增加了困难。因此，确定符合实际又适应发展需要的建设规模是非常

重要的。本条规定了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规模确定的原则。

城市规模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规模也相应大些。城市性质主要指城市的自然环境、工业体系及工业

类型或者是旅游性城市。以工业为主体的综合型城市，工程的建设规模不仅与工业产值有关，还与产业

结构有关。城市总体规划主要是预测城市排水量的变化，合理预测远期的工程建设规模。城市的排水

体制直接影响污水厂的建设规模。全国各城市、各地区的经济、环境都有较大差异，因此，本建设标准强

调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规模应从实际出发，通过分析城市排水现状，并结合技术进步和城市的发展

规划等因素，如：合理利用水资源、城市的工业发展、水重复利用率的提高、给排水设施的逐步完善和旅

游业的发展等综合考虑确定。城市污水量可参照下列几个部分确定。

一、生活污水量。生活污水量应由城市排水管理部门通过对近几年排水现状及资料的分析后提出，

由设计审批部门批准。当无资料时，可参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或根据同一地区给水

设计采用的用水定额，选用相应的生活污水量定额，也可采用相似地区的排水定额。

二、工业废水量。一般可按工业发展要求，以近１０年实际万元产值排水量进行确定和预测，也可按
产业分类，根据产品产量及综合排水量指标测定。

三、其他污水量。主要是合流制排水系统的初期雨水量等排水量。

无污水量资料时，可按城市用水量预测，一般为用水量的８０％～９０％。
第十四条 本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包括的主要项目。污水管渠、泵站、污水厂和污水厂出水排

放系统是工程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

第十五条 本条规定一、二级污水厂以及深度处理部分的生产设施包括的主要内容，污水处理工艺

不同时，生产设施的内容不同。并提出污水厂应重视污水和污泥的资源化，以提高污水厂的发展能力，

降低运行费用。

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污水厂辅助生产配套设施、污水厂行政管理与生活设施一般包括的内容，是

根据目前污水厂实际状况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的。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城市污水处

理工程项目的经营管理，将逐步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过渡，最终实现企业化经营。因此，有些内容，如维

修、交通运输、绿化、保安、试验及化验等设施将逐步社会化，故应充分考虑这些因素，能够由社会化条件

解决的设施均不得再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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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本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内容确定的原则，并非所列项目都要建设，要视生

产需要和工艺要求，在充分利用建设地区依托条件的前提下，合理确定，对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则要充分

利用原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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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艺与装备

第十九条 污水管渠系统布置，如仅根据当前需要建设，不考虑全面规划，在发展过程中会造成被

动和浪费，但是如按规划一次建设，不考虑分期实施，也会不适当地扩大建设规模，增加投资、拆迁和其

他方面的困难。因此污水管渠系统建设，应按城市总体规划和分期建设情况，全面考虑，协调近期与远

期的关系，并留有分期建设逐步完善的可能性。

根据污水管渠系统的特点，规定其布置原则。管渠一般使用年限较长，改建困难，应按远期水量设

计。

污水管渠的最大埋深应通过技术经济分析确定。

第二十条 关于污水泵站的设置原则。泵站建设规模应根据城市排水规划所划分的近远期规模进

行建设。考虑到泵房土建部分如按近期规模建设，则远期扩建较为困难，因此规定污水泵站土建部分宜

按远期规模建设，水泵机组可按近期水量配置，根据水量发展情况，随时添装机组。水泵是城市污水处

理工程的主要耗电设备之一，所以水泵机组选择应考虑高效、节能，并相应采取降低能耗的措施。泵房

的采暖、通风、噪声和消防，应分别符合现行《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９）、《工业企业噪声
控制设计规范》（ＧＢＪ８７）、《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３０９６）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的有关规
定。

泵站前设置事故排出口有利于泵站的管理，水泵设备或电源发生故障时，可临时排入能接纳排水的

水体或管道。

第二十一条 本条明确城市污水水质的确定原则。污水水质是污水处理工艺选择的重要依据之

一，而且对工程投资和污水厂的运行管理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城市污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和工业污

水。要使城市污水水质预测准确，首先应收集现有排放污水的水质，以及污水的组成，并根据城市总体

规划确定的城市发展目标，对污水厂的进水水质进行预测。当缺乏现状污水水质资料时，应该在污水厂

建设的前期工作中实测主要排污口的水质，避免污水水质确定的盲目性。

第二十二条 本条规定污水处理工艺的选择原则。污水的水质与水量，排放水体的环境容量与利

用情况直接影响处理工艺，故必须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如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等，技术水平也是确

定处理工艺的一个因素。污水处理工艺选择最终离不开技术经济比较，因此，污水处理工艺应经技术经

济比较确定。确定的处理工艺应具备安全可靠、技术先进、基建投资低、运行费用低及少占地、操作管理

方便等优点。

合理选择污水处理工艺是工程建设成败的关键，也直接关系到污水厂的运行管理，以及环境治理目

标能否实现，因此必要时可进行试验，确定有关参数，使工程建设更符合实际。

第二十三条 本条规定污水处理级别确定的原则和依据。根据要求的污染物去除率选择合适的污

水处理级别，对污水厂出水再用的，可根据使用的目的和水质要求采用适当的深度处理。

污水厂出水水质根据《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ＨＺＢ１）、《海水水质标准》（ＧＢ３０９７）所划定的水体类
别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８９７８）规定的排放标准确定，还应符合排放水体污染物总量控制标准。

近年来我国平原地区湖泊富营养化突出，赤潮发生频繁，面积有所扩大。为了治理湖泊、水库等的

富营养化，对排放水体为上述水域时，污水处理工艺选择应考虑除磷脱氮工艺技术。污水处理后再用，

是节约水资源、提高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综合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应根据再用水的使用要求，采用适当

的深度处理工艺形式。

第二十四条 本条列出了污水一级、二级处理和深度处理工艺的主要处理单元，但不是所有工艺单

元均需设置，如污水二级处理中的ＳＢＲ工艺、ＵＮＩＴＡＮＫ工艺就不设污泥回流和二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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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污水处理中产生的污泥，由于含有大量有机污染物，易于腐化变臭，如不进行处理或

妥善的处置，将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造成二次污染，所以，应对污泥进行处理与处置。根据目前国内污

水厂污泥处理经验，规定常规污泥处理工艺的主要处理单元。污泥处理与处置的方法应根据本条规定

的原则确定。

第二十六条 本条主要阐明城市污水处理工程设备配置的原则。对关键设备应进行技术经济比

较，充分发挥设备的功能和作用，促进工程整体效益的提高。

第二十七条 本条主要列出了城市污水二级处理常用的工艺形式。污水处理技术的发展变化较

快，因此本条所列内容仅是常用的工艺类型，不排斥今后出现的新工艺和新技术。

第二十八条 本条是污水处理主要工艺单元和设施的装备水平，主要依据国内污水厂的实例及现

行排水设计规范。国内污水处理工艺技术具有多种形式，技术装备水平也有较大差异，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不断出现，用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装备水平来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建设标准，很

难适应污水处理工艺技术的发展。此外，国内各地情况有较大的差异，不可能用一个统一的建设标准去

适应不同的情况。所以，在确定工艺技术的装备水平时，应切实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合理

确定。本条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一、除渣。新建污水厂宜设置粗、细两道格栅，是指污水厂的进水泵房建在污水厂内的。根据对国

内污水厂的调查和城市污水的特点，污水厂内设置两道格栅可方便污水厂的运行管理。水泵前必须设

格栅，以保证水泵的正常工作。细格栅为栅条间隙小于１０ｍｍ，粗格栅指栅条间隙大于２５ｍｍ。
泵前格栅一般均在地面下较深处，大量杂物将从地面下提到地面上，给运行管理带来许多困难，采

用粗格栅既能保护水泵的正常工作，又能减少栅渣量，便于机械格栅的安全运行。泵前格栅的作用主要

是保护水泵。污水处理构筑物前设置细格栅，可保障污水处理工艺的正常运行。将格栅按职能分别设

置，有利于格栅的正常运行和管理。

格栅的工作环境一般较差，为改善职工的工作环境，本条规定在有条件的地方或栅渣量大于

０２ｍ３／ｄ时，应采用机械除污机。
二、沉砂。根据国内外污水厂的建设经验和城市污水水质特点，污水厂一般应设置沉砂设施。沉砂

设施的排砂是运行管理的重要环节之一。最初排砂一般为重力排砂，运行中发现重力排砂易堵塞排砂

管，因此，目前国内的污水厂沉砂设施一般均采用机械除砂，故本条建议污水厂宜采用机械除砂。列出

了沉砂的几种常用工艺形式。当采用生物除磷脱氮时，水中的溶解氧不利于生物除磷脱氮，因此不宜采

用曝气沉砂的工艺形式。沉砂设施排出的砂表面一般粘附有机污染物，易腐化变臭，应妥善处置。

三、沉淀。沉淀设施在污水处理工艺流程中的不同位置，可分为初次沉淀和二次沉淀。根据对国内

污水厂的调查，初次沉淀的设置一般视污水水质和工艺流程而定。如常规的污水二级处理一般设初次

沉淀，而氧化沟等工艺可不设。当采用ＳＢＲ工艺时，可不单独设沉淀设施。城市污水厂因处理水量大，
所以沉淀一般可采用辐流式或平流式。平流式因其池深浅，可节约用地，尤其对地质条件差、地下水位

高的地区有较多有利的因素，故在条件适宜时可采用。目前国内污水厂以辐流式沉淀为主，具体的沉淀

形式应结合工程的特定条件，经技术经济比较，择优确定。国内新建的污水厂多采用机械排泥，而且排

泥机械的质量已基本能够满足工艺要求，所以，本条规定污水厂宜采用机械排泥。初次沉淀设置撇浮渣

设施，主要是为了防止表面浮渣进入曝气池影响供氧效果。二次沉淀是保证污水厂出水水质的最后一

道工序，设置撇浮渣设施，主要是防止二次沉淀池表面的浮渣随出水溢出影响出水水质。

四、生物处理。生物处理构筑物是二级污水厂的核心构筑物之一，其形式多种多样，如曝气池、氧化

沟、ＳＢＲ池、深井曝气、射流曝气、生物滤池、生物接触氧化以及用于除磷脱氮的厌氧—缺氧—好氧（Ａ２／
Ｏ法）生物处理系统和缺氧—好氧（Ａ／Ｏ法）生物处理系统、ＡＢ法等一系列工艺形式。本建设标准参考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及有关资料，将生物处理分为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两大类，并作了一些原则规

定，但不排斥其他工艺形式在条件适宜时用于污水厂的建设，尤其是那些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又适

合当地实际的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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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活性污泥法。曝气池是活性污泥法的主体构筑物之一。供氧方式目前国内基本上是用机械曝
气和鼓风曝气两大类，其他还有射流曝气等。供氧方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污水厂的能耗和正常运行，必

须综合考虑确定。根据我国目前污水厂的建设经验，大规模污水厂一般均采用鼓风曝气，如已建成投产

的天津纪庄子污水厂（２６万ｍ３／ｄ）、太原杨家堡污水厂（１６５万ｍ３／ｄ）、广州大坦砂污水厂（１５万 ｍ３／ｄ）、
北京高碑店污水厂（１００万ｍ３／ｄ）、天津东郊污水厂（４０万ｍ３／ｄ）等。由于机械曝气池体尺寸受曝气设备
的限制，对大规模污水厂若采用机械曝气，则池数和设备太多，管理不方便。故规定Ⅱ类及以上规模的

污水厂宜采用鼓风曝气。但是必须明确说明不是小于Ⅱ类规模的污水厂就不宜采用鼓风曝气，鼓风曝

气工艺自身的适应范围较广。

曝气设备和污泥回流设备的能耗约占全厂动力设备的一半，因此必须选择高效率、低能耗、低噪音

的设备。鼓风机类型的选择，应根据风量、风压综合考虑确定。有厌氧、缺氧区的生物处理池可设置水

下推进器或水下搅拌器，以保证池内混合液呈悬浮状态，污泥不致沉淀。

城市污水的水质变化较大，因此为降低能耗，供氧设备应能够根据水量与水质调节供氧量，Ⅲ类（１０
～２０万ｍ３／ｄ）及以上规模的污水厂降低能耗的意义更大，故宜自动调节供氧量。
２生物膜法。生物膜法处理主要利用附着在填料上的生物膜的作用，在有氧条件下，氧化污水中

的有机物，使污水净化。目前这种工艺主要适用于中小规模的污水厂，故提出在Ⅳ类及以下规模的污水

厂可采用生物膜法处理工艺。采用的生物载体应具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以降低其年更换率，载体材料应

无毒、无腐蚀。

根据城市污水的特点，生物膜法处理前应经沉砂、沉淀等处理。

第二十九条 本条主要强调采用强化一级处理和化学除磷工艺时，应根据污水水质和出水水质目

标，选择合适的工艺参数，一般应进行试验，以确定技术可行的化学药剂和药剂投加量。

第三十条 污水回用时其水质应符合国家有关的水质标准，如《再生水回用景观水体的水质标准》

（ＣＪ／Ｔ９５）、《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ＣＪ／Ｔ１９）等。
污水回用再生水处理工艺选择是污水回用工程的核心，必须在试验或资料可靠的基础上，经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为保证城市污水回用的安全可靠，提出了回用水一般采用的深度处理工艺，这也是国内

外采用较多的常规工艺，当然不排除具体工程的特殊性，采用其他简繁有别的工艺。为保证回用水的供

水安全，应设置回用水水质检测设施。

第三十一条 本条主要阐述采用自然净化工艺的原则。有可利用的荒地、闲置土地是采用自然净

化技术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自然净化技术一般用于中小城市处理小水量的污水。自然净化污水技术具

有管理方便、能耗少等优点，有负荷低、占地面积大等缺点，若设计管理不当，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所

以必须进行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和全面的技术经济比较，严禁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第三十二条 本条提出沿海、沿江城市，可合理利用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这样一方面充分利用水

体的自然净化作用处理污水，另一方面延缓或推迟城市污水厂的建设，降低污水处理的运转费用。

污水排海、排江工程是通过科学的规划和设计，采取严格的工程措施，把经过适当预处理的城市污

水，通过扩散器释放到稀释扩散能力强的水域，利用水体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自净能力，达到消除污染物

的目的。但是选择污水排海、排江时，必须经技术经济以及环境影响分析，持慎重态度，并应根据水体的

功能要求，进行必要的预处理，污水排放后不得影响水体的使用功能。

第三十三条 污水厂出水消毒能够有效防治传染性病的传播，避免二次污染，因此污水厂应设置出

水消毒设施，但目前国内污水厂采用消毒的较少。消毒一般采用加氯消毒，国外亦有采用紫外线消毒的

污水厂。采用何种消毒方式应根据技术经济分析，尤其是技术发展状况，以及对水体的影响和管理要求

等因素确定。

第三十四条 本条列出了污泥浓缩的几种工艺形式，主要包括了重力浓缩、气浮浓缩和机械浓缩。

重力浓缩法的主要优点是运行费低，与其他方法比仍然是目前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但其环境条件较差。

对有除磷要求的污泥处理宜采用机械浓缩，以避免污泥中磷的释放，提高磷的去除效率。气浮浓缩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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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接近１０ｔ／ｍ３污泥较为适宜，但其管理较复杂，运行费用较重力浓缩高。因此，采用何种浓缩形式必
须经技术经济分析后确定。

目前国内外均有采用污泥浓缩和脱水的一体化机，该设备工艺简单，管理方便，所以在条件适宜时

可采用。

第三十五条 污泥的消化处理是降低污泥中的有机物含量、防止污泥腐化发臭和稳定污泥的有效

方法，因此一般宜设置消化设施。厌氧消化由于在稳定污泥的同时，可产生污泥气作为能源使用，降低

污泥处理成本，故一般应采用厌氧消化。污泥好氧消化，能耗高，管理简单，条件适宜时也不排斥其使

用，但必须经技术经济的分析论证。由于污泥厌氧消化的管理复杂，目前国内实际使用的仍然占较小的

比例。本条从经济技术方面考虑，建议Ⅲ类及以上规模的污水厂宜采用中温厌氧消化，以充分利用消化

过程产生的沼气资源。

对污泥量较少、污泥质量差（污泥中有机物含量少，污泥产气量低的污泥）、环境要求又不高的地区，

污泥厌氧消化设施的设置应从环境、经济、管理等方面综合考虑确定。

第三十六条 机械脱水由于具有占地面积小、不受外界自然条件的影响、环境卫生条件较好以及管

理方便等特点，故适用性较广，所以一般宜采用机械脱水。本条列出了机械脱水的设备类型。

机械脱水设备的类型较多，但每种脱水设备均有一定的适用性，所以，脱水设备应按污泥的脱水性

质和脱水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后选用性能可靠的设备。

第三十七条 本条主要提出了污水厂计量设备的设置原则。污水厂设置计量设施，主要是为了提

高污水厂的工作效率和运行管理水平，积累技术资料，以总结运转经验，为污水厂的科学管理与今后设

计提供可靠的参数。

第三十八条 本条规定了污水厂、泵站的机械设备配置水平确定的原则。机械设备的配置水平应

在满足安全生产的前提下，与污水厂的控制水平相适应。

第三十九条 关于污水厂生产管理及控制的自动化水平确定的原则，可根据建设规模和污水处理

级别确定。但是，自动化水平的确定还必须考虑城市性质和经济条件。首都、经济发达地区、经济特区

及重要的旅游城市可适当提高自动化水平。

自动控制的水平，必须首先考虑保证污水厂出水水质，在此基础上控制系统应便于维护和管理。

泵站的生产管理应首先保证运行安全，在此基础上应努力实现自动控制。

第四十条 本条规定在满足第三十九条的前提下，不同建设规模的污水厂生产管理与控制的自动

化标准。根据国内污水厂运行情况的调查，目前污水厂的自动控制总体水平逐步提高。因此本条规定

了污水厂的生产管理与控制的自动化标准，以提高污水厂的管理水平和污水处理的技术水平。经济条

件不允许时，可采用分期建设的原则，分阶段逐步实现。可先设置重要工艺环节所需检测和控制的自动

化设备。在经济条件允许时，再设置数据处理站等其他设施。

５２



第四章 配 套 工 程

第四十一条 本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工程辅助配套设施的建设原则。改建、扩建工程应以扩大生

产能力、提高装备水平、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经济效益为主，重点应是发挥现有设施的能力，挖掘潜力。

第四十二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泵站的供电标准。一般采用二级负荷。重要的污水厂是指停电会

直接影响城市饮用水水源的水质，对渔业、养殖业等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的。污水厂内有些

工艺设备（如鼓风机、水泵等）一旦停电会对生产造成较大影响。泵站一旦停电，污水不能靠重力排入水

体，会造成不良环境和社会影响。故本条规定对重要的污水厂或者不能停电的工艺设备、泵站，当地供

电条件不能满足要求时可考虑设置备用动力设施。

第四十三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泵站的生活用水一般以城市给水系统供水为主。但是水资源问题

是城市发展和进行基础设施规划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水资源危机，城市缺水日益严重。开

发新的水资源已迫在眉睫，因此开发净化污水再用，对污水处理的发展、提高污水厂的经济效益、节约水

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净化污水再用首先在厂内实施，易于实现，有利于总结经验并推广使用。故本条规

定有条件的污水厂，尤其是缺水地区或大型污水厂应优先考虑将部分二级处理后的出水经适当的深度

处理后，用于厂内的低质用水。净化污水即使在厂内再用仍必须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后确定。

第四十四条 根据国内部分污水厂的调查，污水处理设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腐蚀问题，因此本条规

定了采取防腐蚀措施的原则。水泵与管配件的防腐蚀，可采用耐腐蚀水泵和耐腐蚀管配件，或在管配件

内部涂防腐蚀材料。应具体分析腐蚀的性质，采取相应的防腐蚀措施。防腐蚀技术标准应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规范的规定，如《埋地钢质管道石油沥青防腐涂层技术标准》（ＳＹ／Ｔ－０４２０）、《钢质管道及储罐防
腐蚀工程设计规范》（ＳＹＪ／Ｔ７）以及《工业设备管道防腐蚀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ＨＧＪ２９９）等。

第四十五条 污水厂维修、运输等辅助生产设施的装备水平应以满足经常性生产需要为原则，强调

不经常使用的维修设备与运输设备要考虑城市的社会化协作，不应全套设置。

第四十六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化验设备的配置原则。污水厂一般只考虑常规化验项目的设备，化

验设备的配置可参照《城镇污水处理厂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设计标准》（ＣＪＪ３１）表４２１的规定以及今
后发布的有关标准的内容执行。对有特殊要求的污水厂可以考虑增配部分高精度的化验设备。

第四十七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试验设施的设置原则。我国Ⅱ类及以上规模的污水厂为数不多，大

型污水厂在污水处理领域有着重要的作用，设置必要的污水处理试验设施，对保证污水厂出水水质、提

高污水厂的科学管理水平、降低能耗、推进污水处理行业的技术进步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故本条作了原

则规定。设置试验设施的污水厂，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必要的化验设备。

第四十八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泵站必须设置消防设施。消防设施的设置标准应符合国家的现行

规定。

第四十九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泵站通信设施的设置原则。通信必须与当地的通信条件相适应，并

能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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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与建设用地

第五十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和泵站在建筑美学方面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污水厂、泵站建设应在满

足实用、经济的前提下，适当考虑美观。除在厂（站）区进行必要的绿化、美化外，应根据污水厂、泵站内

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特点，使各建筑物之间、建筑物和构筑物、污水厂和泵站与周围环境均达到建筑美学

和谐一致。一般应简洁朴实。

第五十一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泵站附属建筑装修标准的确定原则。建筑装修标准应参照《城镇污

水处理厂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设计标准》（ＣＪＪ３１）的有关规定执行。生产构筑物和建筑物的建筑标准，
从建筑美学和群体效果考虑应与附属建筑的建筑标准相适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国力，生产构筑物一

般不应做特殊的装修处理。

第五十二条 本条根据本标准提出的污水厂劳动定员指标，参考《城镇污水处理厂附属建筑和附属

设备设计标准》（ＣＪＪ３１）的有关规定，分析本标准编制与修订中收集的基础资料，综合分析后提出的附属
设施建筑面积指标。

污水厂附属设施分三类，即：辅助生产用房、管理用房、生活用房。根据修订组掌握的国内污水厂附

属设施建筑面积一般均大于本次修订提出的控制标准，而且各污水厂的附属建筑面积亦差距较大，为便

于统一，标准修订组提出的附属设施建筑面积指标主要参考《城镇污水处理厂附属建筑和附属设备设计

标准》（ＣＪＪ３１）有关规定的要求，按劳动定员指标分析后确定。
第五十三条 土地是国家不可再生的资源，因此，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应执行国家对土地管理的

有关规定，科学合理地使用土地，解决好近期、远期土地使用的关系，提高土地利用率，本条规定城市污

水处理工程建设的土地使用及征用的原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的总平面布置应以节约用地为原则。根据污水厂的处理级别、污水

污泥处理工艺流程等，污水厂生产及辅助生产构筑物和建筑物的形状、大小及其组合，结合厂址地形、气

象和地质条件等，可有多种平面布置形式，必须综合考虑确定。布置恰当可为今后施工、维护、管理等提

供良好条件。

城市污水包括生活污水和部分工业废水，城市污水往往散发异臭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气体。在生

物处理构筑物附近的空气中，细菌芽孢的数量也可能增加，所以在生物处理构筑物附近的空气质量较

差。为此，生产行政管理和生活设施宜集中布置，并应与生产建筑物、构筑物保持一定距离，便于以绿化

等措施隔离开来，保证管理人员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污水和污泥处理构筑物各有不同的处理功能和操

作、维护管理要求，分别集中布置有利于管理。

第五十五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用地控制指标。通过部分城市污水厂的生产管理和辅助生产区用地

占全厂总用地面积的比例分析，一般在１３％～３７％，平均２５％。为合理控制污水厂用地，规定污水厂生
产管理和辅助生产区面积宜控制在８％～２０％，一般不宜大于２０％，规模小的可取上限，规模大的取下
限。

第五十六条 本条规定泵站用地指标。指标确定是参照《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投资估算指标（试行）》

的规定，并结合泵站用地的调查资料综合考虑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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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

第五十七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建设不应影响周围环境，保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者的统一，避免一方面控制或治理了污染，另一方面造成新的污染的现象，尤其是污水厂和泵站的厂

（站）址选择、污泥处置、出水排放点以及其他影响环境的主要方面应进行技术经济和环境影响分析，不

得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和排放水体的使用功能。污水厂出水水质和污泥的处置标准应符合国家和地方

的有关规定，污水和污泥不得任意排放，保证污水厂和泵站的建设不造成二次污染。

第五十八条 根据污水厂的生产特点，在处理构筑物附近的空气质量和工作环境较差，加强厂区的

绿化和美化，有利于改善职工的工作环境。因此要求污水厂的绿化覆盖率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一般

不宜小于３０％。改、扩建工程应尽量达到本条的规定，当不能达到时，必须充分利用污水厂的可绿化面
积和其他绿化措施如竖向绿化等。

第五十九条 污水厂在污水污泥处理过程中会产生臭气，主要来源如格栅井、污泥处理等，臭气会

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经济条件允许时应采取处理措施。脱臭是一项新工艺、新技术，目

前国内除澳门有对臭气处理外，其他污水厂尚无使用。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和人们环境意

识的加强，对臭气的处理会逐渐增加，因此本条阐述对臭气的处理方式。

产生臭气的污水、污泥处理生产设施，应位于污水厂内辅助生产区夏季主导风向的下风向，并应尽

量远离厂外居住区，且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当不能满足时，厂外居住区与污水厂产生臭气的生产设施

的距离，不宜小于５０～１００ｍ。根据国内某城市的调查，当风速约４５ｍ／ｓ时，在污水处理设施上风向２０ｍ
外对臭味感觉已不明显，而在下风向７０ｍ范围内，其臭味仍较明显。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易产生臭气的生产设施排放的恶臭污染物应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４５５４）的规定，厂内的空气质量应符合《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５）的有关规定。
第六十条 本条规定生产中的噪声控制，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现行标准、规范的规定。如：《工业企业

噪声卫生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３０９６）和《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ＧＢＪ８７）等。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噪声控制，应依据《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ＧＢＪ８７）的有关规定，首先从

声源上进行控制，以低噪声的工艺和设备代替高噪声的工艺和设备，如仍达不到要求，可采用隔声、消

声、隔振以及综合控制等噪声控制措施。

第六十一条 本条规定有污泥消化的污水厂，污泥消化、沼气系统所属设施建设时应遵循的安全技

术要求。

污水厂消化池、沼气系统所属的储气柜、沼气压缩机房、沼气搅拌加热间、沼气锅炉、沼气管廊及闸

门间等，按照生产火灾危险性分类，属于甲类生产建筑。消防标准应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
的规定。

电气设备的防爆及电力设备的选择和保护等应符合《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

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ＧＢ５０２５７）、《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５８）等有关的规
范、规程的规定。

污水厂内所有露天设置的电气设备应加强安全防护，其标准应符合《工厂电力设计技术规程》等有

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第六十二条 污水厂的格栅间、泵房、化验室、加氯间、加药间、污泥脱水间等有关建筑物，一般应设

置通风设施。

据资料，国内２０余座城市污水管道和合流管道，曾发生数十起因管道内产生有害气体，致使养护人
员中毒、伤亡和因产生易燃气体，接触明火引起爆炸，伤害过路行人的事故。另外，有些混凝土管因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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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腐蚀，影响使用寿命。为此，根据管道内产生气体情况、水力条件、周围的通风条件，可设置通风设

施。在污水处理的有关设施内设置通风设施，是维护职工安全卫生的重要措施。

通风设施的建设应符合《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９）。
第六十三条 污水厂的主要危险品，如少量汽车燃料、机油、油漆、机修车间用的乙炔、氧气、化工原

料等一般应设置单独的仓库储存，以保证安全。本条规定Ⅱ类及以上规模的二级污水厂宜设置危险品

仓库，其他规模的污水厂应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ＧＢＪ１６），危险品仓库与其他
建（构）筑物的距离不应小于１０ｍ。

第六十四条 加药及加氯间的安全防护在《室外给水设计规范》（ＧＢＪ１３）中已有明确规定，应按照
要求进行建设；污水厂的锅炉房建设应符合《工业锅炉房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４１）的有关规定，排放的烟尘
应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ＧＢ１３２７１）的规定。污水厂的其他有关设施的安全防护主要有：寒
冷地区应有保温防冻设施。为了保证寒冷地区的生产构筑物及设施在冬季能正常运行，有关处理构筑

物、管渠和其他设施应设置保温防冻设施，附属建筑和设施的保温防冻设施应以保证职工的工作环境和

正常生产为原则进行建设。

贮水构筑物均应设置适用的安全栏杆、防滑梯以及救生设施等安全措施，并应根据国家有关照明的

规定，在污水厂厂区设置照明设施，以保证维护管理人员的人身安全。

工程的建设还应符合《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ＴＪ３６）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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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劳动组织与劳动定员

第六十五条 本条规定污水厂、泵站和管渠的劳动组织与劳动定员确定的原则。劳动定员的影响

因素较多，但是最基本的应是在保证安全生产、保证污水厂出水水质的前提下，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

生产经营和提高经济效益为原则。劳动定员应充分考虑按照企业化经营管理的要求，合理确定。

第六十六条 本条规定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的劳动定员。城市污水处理工程中需考虑定员的项

目包括污水厂、泵站和污水管渠系统。按照企业化经营管理的要求，工程项目应统一管理，劳动定员应

整体考虑，但根据工程特点，规模相同的污水厂所配套的泵站和污水管渠的数量有差距，故本建设标准

按三项分别列出，实际使用时应综合控制。

污水厂劳动定员是指常规处理工艺的指标，规模大、自动化水平高的污水厂应选用相应级别的下限

值。处理工艺复杂或有其他特殊要求需增加人员时，应在满足工艺要求的条件下，本着节约劳动力，提

高经济效益的原则，合理确定各岗位的劳动定员。

深度处理增加的定员是指在污水二级处理厂的基础上，按照混凝、沉淀、过滤深度处理工艺提出的。

深度处理工艺根据污水回用目的不同而不同，当工艺不同时应结合实际适当增减。

泵站的劳动定员是每座泵站的指标，泵站的数量较多时，可根据实际需要适当增加定员，但不是按

泵站数量简单叠加。泵站的运行应实现自动控制，可设置事故报警系统，并可进行远程控制，管理应以

巡视为主，以减少劳动定员。

污水管渠的维护人员是根据目前国家的实际排水管道密度（约６ｍ／ｋｍ２），结合城市污水管渠维护人
员数量的调查资料，考虑技术进步等因素确定的。污水厂规模相同时，配套的污水管渠长度会有差异，

有些甚至较大，但定员一般不宜超过规定的指标，应加强设备配置和机械化程度，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

少定员。

随着改革的深化，城市污水处理行业将逐步实现企业化经营管理，劳动定员也要由企业根据需要自

行确定，因此，本建设标准的指标仅供管理部门参考。

第六十七条 污水厂的劳动定员按工作性质分为三类，各类人员的比例根据原标准的规定，结合污

水处理技术的进步等因素，进行了适当调整。生产人员不仅包括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也包括直接在生

产岗位上的技术人员。对于辅助生产人员，可以尽量由当地提供的社会化协作条件解决，降低污水厂经

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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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第六十八条 本条规定编制和使用工程投资估算指标的原则，强调应根据有关的变化情况调整使

用，进行动态管理，不得生搬硬套。工程投资估算指标适合一般城市和特大城市常规污水厂和污水泵站

新建工程，遇有地基特殊处理、新技术采用（含国外贷款工程）及其他特殊设防等情况，各项指标应结合

具体情况调整使用。

第六十九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投资估算指标是根据北京市１９９９年人工、材料、机械预算价格（见
附表１）计算，并在建设部颁发的《全国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基础上进行调整，同时，用近几年建设的
多项污水处理工程加以对照复核，综合分析确定。使用时应根据不同时间、地点、人工、材料价格的变

动，按附表２至附表９进行调整使用。建设项目投资估算，应按上述规定调整后，增列指标中未包括的
费用（土地费用、涨价预备费、建设期贷款利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铺底流动资金等）。

二级污水厂包括生物除磷脱氮处理，污水脱氮除磷标准按进厂污水凯氏氮 ３０～３５ｍｇ／Ｌ，总磷 ３～
３５ｍｇ／Ｌ，出厂水氨氮２０～２５ｍｇ／Ｌ，磷酸盐１～１５ｍｇ／Ｌ考虑。

标准指标人工及主要材料预算价格取定表

（１９９９年北京地区价格） 附表１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单价（元） 备 注

１ 人工（综合） 工日 ２５００

２ 水泥 ｔ ３４５ 综合价

３ 木材 ｍ３ １２０５

４ 钢材 ｔ ２７１０ 综合价

５ 砂 ｍ３ ４８ 容重１７ｋＮ／ｍ３

６ 碎石 ｍ３ ４０ 容重１４～１５ｋＮ／ｍ３

７ 铸铁管 ｔ ２７００ 综合价

８ 钢管 ｔ ４３００ 综合价

９ ｄ６００钢筋混凝土管 ｍ ９０

１０ ｄ８００钢筋混凝土管 ｍ １８５

１１ ｄ１０００钢筋混凝土管 ｍ ２６５

１２ ｄ１２００钢筋混凝土管 ｍ ３６５

１３ ｄ１４００钢筋混凝土管 ｍ ５２０

１４ ｄ１６００钢筋混凝土管 ｍ ８４０

１５ ｄ１８００钢筋混凝土管 ｍ １１５５

１６ ｄ２０００钢筋混凝土管 ｍ １４７０

１３



调整指标计算公式表 附表２

序号 项 目 调整指标计算公式

１ 人工费 标准指标人工费×（调整土建人工单价×０７５＋调整安装人工单价×０２５）／２５
２ 主要材料费 标准指标主材耗量×调整主材单价

３ 材料费 标准指标材料费×（２）／标准指标主要材料费

４ 机械费 标准指标机械费×［（１）＋（３）］／（标准指标人工费＋标准指标材料费）

５ 指标基价 （１）＋（３）＋（４）

６ 其他工程费 （５）×调整其他工程费率

７ 综合费用 ［（５）×（６）］×调整综合费用费率
一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 （５）＋（６）＋（７）
二 设备工器具购置费 标准指标设备工器具购置费×（３）／标准指标材料费
三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一）＋（二）］×调整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费率
四 基本预备费 ［（一）＋（二）＋（三）］×调整基本预备费率
五 指标总造价 （一）＋（二）＋（三）＋（四）

标准指标人工、材料、机械、设备及工器具费用表（一） 附表３

项目

名称
费用名称

费用值［元／（ｍ３／ｄ）］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一级

污水

厂

二级

污水

厂

污水

深度

处度

污水

泵站

人工费 ３２～２９ ３８～３２ ４５～３８ ５６～４５ ６７～５６

材料费 １０５～９０ １２１～１０５ １４０～１２１ １６３～１４０ １８６～１６３

机械费 １５～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４～２０ ２９～２４ ３６～２９

设备及工器具 ６７～５９ ８２～６７ ９６～８２ １１２～９６ １２９～１１２

人工费 ５３～４７ ６２～５３ ７２～６２ ８５～７２ １００～８５

材料费 １９２～１６５ ２２０～１９２ ２５０～２２０ ２９５～２５０ ３４８～２９５

机械费 ４５～４０ ５０～４５ ５５～５０ ６１～５５ ６８～６１

设备及工器具 １８８～１６０ ２２２～１８８ ２５０～２２２ ２９０～２５０ ３４３～２９０

人工费 — ２８～２４ ３２～２８ ３７～３２ ４４～３７

材料费 — １１０～９７ １２３～１１０ １４７～１２３ １８０～１４７

机械费 — １５～１３ １６～１５ １８～１６ ２３～１８

设备及工器具 — ９２～８１ １０４～９２ １２４～１０４ １５０～１２４

人工费 ２０６～１１７ ２６９～２０６ ３４７～２６９ ３８２～３４７ ４４８～３８２

材料费 １４７３～９２１ １９３～１４７３ ２３８４～１９３０ ３０３２～２３８４ ３７１８～３０３２

机械费 ３４１～１９４ ４７５～３４１ ６０６～４７５ ７５２～６０６ １０３０～７５２

设备及工器具 １３０９～８８７ １８４６～１３０９ ２４１２～１８４６ ３００８～２４１２ ３５９１～３００８

标准指标人工、材料、机械、设备及工器具费用表（二） 附表４

项目名称 管径
费用值［元／ｍ］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费 设备及工器具

污

水

干

管

ｄ６００ ８５～１２３ １７１～２００ ８８～１３９ —

ｄ８００ ９５～１３６ ２９０～３２４ ９８～１５５ —

ｄ１０００ １０７～１５５ ４１６～４５５ １０８～１７１ —

ｄ１２００ １２０～１７３ ５５７～６００ １１８～１８８ —

ｄ１４００ １３６～１９３ ７５０～８００ １３３～２１０ —

ｄ１６００ １５２～２１８ １１１６～１１７４ １４３～２３３ —

ｄ１８００ １６８～２４２ １５０３～１５６９ １６２～２５５ —

ｄ２０００ １８５～２６７ １８９３～１９７０ １７６～２７８ —

２３



标准指标主要材料消耗量及有关费率取定表（一） 附表５

项目

规模
主材耗量及费率

— 级 污 水 厂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水泥（ｋｇ） ６８８７１～６６２５０ ７５０００～６８８７１ ８２７８９～７５０００ ８８８０３～８２７８９ ９４４６１～８８８０３

锯材（ｍ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００１０ ００１７～００１３

钢筋（ｋｇ） ９５７１～８０１５ １０７７０～９５７１ １１７６２～１０７７０ １３０２４～１１７６２ １４７６０～１３０２４

砂（ｍ３） ００９３～００４８ ０１３１～００９３ ０１６１～０１３１ ０１９７～０１６１ ０２３６～０１９７

碎石（ｍ３） ０２１９～０１９０ ０２４６～０２１９ ０２７３～０２４６ ０３１６～０２７３ ０３８４～０３１６

铸铁管（ｋｇ） １５９５～１２０１ ２３０８～１５９５ ２９４０～２３０８ ３６１８～２９４０ ４１３３～３６１８

钢管及配件（ｋｇ） ０６３８～０４８１ ０７７０～０６３８ １４７１～０７７０ ２１７０～１４７１ ２３６２～２１７０

其他工程费率（％） ５～４ ６～５ ７～６ ８～７ ９～８

综合费用费率（％）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费率（％） ９００～８８０ ９３５～９００ １０２５～９３５ １１５０～１０２５ １３００～１１５０

基本预备费（％）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标准指标主要材料消耗量及有关费率取定表（二） 附表６

项目

规模
主材耗量及费率

二 级 污 水 厂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水泥（ｋｇ） ８２８９３～７１２３６ ９４９８１～８２８９３ １０７９３３～９４９８１ １２７３６１～１０７９３３ １５０２４３～１２７３６１

锯材（ｍ３） ００１０～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００１４ ００１９～００１６

钢筋（ｋｇ） １４３０１～１１２９０ １６２８７～１４３０１ １８６２１～１６２８７ ２１９７３～１８６２１ ２５９２１～２１９７３

砂（ｍ３） ０２０３～０１７４ ０２３２～０２０３ ０２６４～０２３２ ０３１１～０２６４ ０３６７～０３１１

碎石（ｍ３） ０３３１～０２８４ ０３７９～０３３１ ０４３０～０３７９ ０５０８～０４３０ ０５９９～０５０８

铸铁管（ｋｇ） ５７８６～４９７２ ６６２９～５７８６ ７５３３～６６２９ ８８８９～７５３３ １０４８６～８８８９

钢管及配件（ｋｇ） １８２２～１５６６ ２０８８～１８２２ ２３７３～２０８８ ２８００～２３７３ ３３０３～２８００

其他工程费率（％） ３～２ ４～３ ５～４ ６～５ ７～６

综合费用费率（％）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费率（％） ８７０～８５０ ９００～８７０ １０００～９００ １１２５～１０００ １２７５～１１２５

基本预备费（％）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３



标准指标主要材料消耗量及有关费率取定表（三） 附表７

项目

规模
主材耗量及费率

污 水 泵 站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水泥（ｋｇ） ４２１０～２３６０ ５７２１０～４２１０ ７２５７～５７２１０ ９３８４～７２５７ １１２５０～９３８４

锯材（ｍ３） 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２０ ００２８～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３～０００２８

钢筋（ｋｇ） １１０５５～０７３７０ １４１８３～１１０５５ １７３２９～１４１８３ ２２６５３～１７３２９ ３０５１２～２２６５３

砂（ｍ３） ００１１１～０００７３７ ００１３７～００１１１ ００１７３～００１３７ ００２２１～００１７３ ００２６７～００２２１

碎石（ｍ３） ００１４７～０００８８ ００２０６８～００１４７ ００２６６～００２０６８ ００３４４～００２６６ ００４０９～００３４４

铸铁管（ｋｇ） ０２２１１～０１３３０ ０２８９５～０２２１１ ０３６８５～０２８９５ ０４６７５～０３６８５ ０５２４４～０４６７５

钢管及配件（ｋｇ） ０１９１６～０１２５３ ０２３４５～０１９１６ ０２８００～０２３４５ ０３２３７～０２８００ ０３８６２～０３２３７

其他工程费率（％） ６～５ ７～６ ８～７ ９～８ １０～９

综合费用费率（％）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费率（％） １１５０～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１１５０ １２６０～１２００ １３４０～１２６０ １４４０～１３４０

基本预备费（％）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标准指标主要材料消耗量及有关费率取定表（四） 附表８

项目

规
模主材耗量及费率

污 水 深 度 处 理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水泥（ｋｇ） — ３８４００～３３６００ ４４０００～３８４００ ５１１０３～４４０００ ６２４０～５１１０３

锯材（ｍ３） — ０００７～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００１０

钢筋（ｋｇ） — ９６００～８４００ １１２００～９６００ １３１８８～１１２００ １６０００～１３１８８

砂（ｍ３） — ００９６～００８８ ０１１２～００９６ ０１３２～０１１２ ０１６０～０１３２

碎石（ｍ３） — ０１４４～０１３６ ０１６０～０１４４ ０１９８～０１６０ ０２４０～０１９８

铸铁管（ｋｇ） — １８４０～１６００ ２０００～１８４０ ２３０８～２０００ ３０４０～２３０８

钢管及配件（ｋｇ） — ５１２０～４４８０ ５４４０～５１２０ ６６７６～５４４０ ７８４０～６６７６

其他工程费率（％） — ６～５ ７～６ ８～７ ９～８

综合费用费率（％） — ３３ ３３ ３３ ３３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费率（％） — ９３５～９００ １１２５～９３５ １２００～１１２５ １３８０～１２００

基本预备费（％） —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４３



标准指标主要材料消耗量及有关费率取定表（五） 附表９

项目

规
模主材耗量及费率

污 水 干 管

ｄ６００ ｄ８００ ｄ１０００ ｄ１２００ ｄ１４００ ｄ１６００ ｄ１８００ ｄ２０００

水泥（ｋｇ） ４１８３０～４７１８９ ６４８２５～７２８５７ ９０６８２～１００７５６ １１８９３７～１３１３８２ １４９５２４～１６３７００ １８２８７９～１９７４８４ ２２６３１３～２４２０９９ ２７５１５２～２９３２２５

锯材（ｍ３） ００１４～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００２１５ ００１６～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００２５ ００１８～００２６ ００１９～００２６ ００１９～００２７

钢材（ｋｇ） ４５２０～６６００ ４５４０～６７００ ４５５５～６７０８ ４６６８～６９１５ ４６７０～６９２０ ４６７２～６９４０ ４６７５～６９７０ ４６８０～７０００

砂（ｍ３） ０１４８～０１６７ ０２２３～０２５０ ０３００～０３３２ ０４０６～０４５０ ０５００～０５４８ ０６１０～０６５８ ０７５７～０８０９ ０９１９～０９７９

碎石（ｍ３） ００９５～０１０７ ０１６７～０１８８ ０２５０～０２７６ ０３６１～０４０１ ０４５２～０５０６ ０５７８～０６２４ ０７３５～０７８７ ０９１８～０９７９

钢筋混凝土管（ｍ）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１０１

其他工程费率（％）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综合费用费率（％）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费率（％）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基本预备费（％）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注：①附表３～附表９中，污水厂各项指标系按无污泥消化处理考虑，有污泥消化处理时，各项指标可按投资比例选取。

②附表３～附表９中，污水厂建设规模大的取指标下限，建设规模小的取指标上限；污水管道埋深大的取指标上限，埋深小的取
指标下限。

第七十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各单位工程投资所占比例，是根据已建成的工程竣工决算资料及建

设标准中包括的工程内容，经统计分析测算确定。

第七十一条 污水厂建设工期定额是根据建筑安装工程定额用工量和已建成工程的实际建设工

期，经统计分析确定。

第七十二条 污水厂电耗指标主要根据编制组的调查，经分析实际运转的污水厂电耗指标，综合取

舍。二级污水厂规模在 １～１００万 ｍ３／ｄ，进水五日生化需氧量一般在 １００～２５０ｍｇ／Ｌ，个别达到 ２００～
４００ｍｇ／Ｌ，电耗为处理每立方米污水耗电 ０１２～０４０ｋＷ·ｈ，平均 ０２６ｋＷ·ｈ。本建设标准规定二级污水
厂处理每立方米污水耗电０１５～０２８ｋＷ·ｈ，污水有机物浓度高，或规模小时可采用上限值，但一般不宜
超过０２８ｋＷ·ｈ。当污水厂的污泥采用消化处理时电耗指标可适当增加。据资料，一般一级污水厂电耗
是二级污水厂电耗的２４％左右，通过实际运转的一级污水厂电耗分析，一般在００４～０１２ｋＷ·ｈ，因此本
条规定处理每立方米污水耗电００４～００８ｋＷ·ｈ。

按城市污水中有机物的一般浓度与处理污水耗电指标的关系，对处理每公斤五日生化需氧量的指

标也做了规定。

污水厂电耗指标包括污水厂厂区内泵房的电耗，不包括厂外泵站的电耗。

第七十三条 城市污水处理工程的效益主要是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工程建设前应进行

经济分析与评价。目前本行业尚无统一的计算方法和评价标准，如：基准收益率、基准投资回收期等。

在国家未公布行业的统一计算方法与评价标准之前，评价的内容和标准应按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发的《建

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及建设部颁发的《市政工程设计技术管理标准》的规定进行。

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