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9-7767（2022）02-0111-07

第 40 卷第 2 期

2022 年 2 月

Vol. 40，No. 2

Feb. 2022

DOI:10.19922/j.1009-7767.2022.02.111

收稿日期： 2021-11-22
基金项目： 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8214046）；清华大学水沙科学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及宁夏银川水联网数字治水联合研

究院联合开放研究基金资助课题（sklhse-2021-Iow07）
作者简介： 李英杰，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工业耗水模拟。
通讯作者： 周晋军，男，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城市耗水机理与模型模拟研究。
引文格式： 李英杰，周晋军，庞亚莉，等.我国典型工业高耗水现象及水汽耗散机制分析［J］.市政技术，2022，40（2）：111-116，190.（LI Y J，

ZHOU J J，PANGY L，et al. Analysis of highwater consumption and steam dissipation mechanism of typical industries in China［J］. Mu-
nicip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2022，40（2）：111-116，190. （in Chinese））

我国典型工业高耗水现象及水汽耗散机制分析
李英杰，周晋军 *，庞亚莉，黄天意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北京 100124）

摘 要：用水量占工业用水总量 3/4的高耗水工业一直是我国用水管理和节水管理的重要对象。开展高耗水工业用耗水结构及
其规律的分析，对各行业节水措施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在整理分析 8种高耗水工业行业用耗水情况的基础上，解析我国典型
工业的高耗水现象，揭示典型行业的耗水机制；将水汽耗散水量从水平衡测试中单独提出，梳理各行业生产环节中的水汽耗散
情况；提出 4个工业耗水评价指标，即耗水量占新水量比例、耗水量占总用水量比例、水汽耗散水量占新水量比例、水汽耗散水
量占总用水量比例。研究表明：工业耗水的行业属性显著，不同行业之间的耗水机制差异较大；钢铁行业、石油石化行业的耗水
量占新水量的比例大于等于 100%，钢铁行业水汽耗散水量占新水量比例最高；部分行业的新水用水量有待进一步降低，企业
用水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
关键词：城市耗水；高耗水工业；耗水量；水汽耗散；机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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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ighwater Consumption and Steam Dissipation Mechanism of
Typical Industries in China

Li Yingjie， Zhou Jinjun*， Pang Yali， Huang Tianyi
（Faculty of Architecture，Civil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124，China）

Abstract： High water consumption industries， which account for 3/4 of the total industrial water consumption， have
been key objects of water and water saving management in China. That analyzing water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law of high-water consumption industries are significa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ter-saving measures in various
industries. Through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water consumption of eight kinds of high-water consumption in-
dustries， this paper revealed the high water consumption of typical industries and the water dissipation mechanism in
China. The steam dissipation was separately counted from the raw water balance test to sort out the dissipation during
various production processes. Four evaluation indexes of industrial water consumption， the proportion of water dissi-
pation to new water， to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to new water and to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were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dustry attributes of industrial water consumption are significant， and the water consumption
mechanism varies greatly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The water dissipation of steel industry and petrochemical in-
dustry account for more than 100% of new water， and the steel industry accounts for the highest. The new water con-
sumption of some industries should be further reduced and the water efficienc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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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工业在我国也称为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命脉，也是国家科技、经济实力的重要体现，同时
工业也是主要的用耗水产业。 2020年我国工业用水
1 030.4 亿 m3，占总用水量的 17.7%，高于生活用水
比例，低于农业用水比例。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
展速度加快，水资源需求量逐年增多。工业用水作为
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监管对象，存在
部分工业用水效率偏低、耗水量高且强度大的现象，
这与我国当前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
恶化的现实状况和发展需求极不相符。 根据耗水量
指标，我国高耗水工业可归为 8 大类，包括：电力行
业、化工行业、钢铁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石油
石化行业、食品行业、造纸行业、纺织行业等。2011年
全国第一次水利普查资料显示，我国以上 8 大工业
行业取水量占工业总取水量的 75%，耗水量占工业总
耗水量的 71%，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38%。
统计资料显示，我国 8 大高耗水工业行业规模以上
企业数量为 10.5 万个，占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
32%。 由此可见，管理好约 1/3的工业企业即可达到
控制约 75%工业用水的效果，这是工业用水“三条
红线”管理最为有效的手段。 因此，分析 8 大高耗水
工业行业耗水特征以及水汽耗散规律，对我国工业
企业开展节水控制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同时
近年来城市高耗水问题逐渐受到关注，刘家宏等 ［1］

和周晋军等［2］在分析城市高耗水现象及其机理时指
出，工业耗水是城市高耗水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
工业耗水特征及水汽耗散机制是城市耗水和城市
水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可以为城市自然-人工水
循环理论研究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

在高耗水工业用水特征和节水工艺梳理分析方
面，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部分学者通过 1个
或数个指标，对工业用水情况加以解析概括，例如，
倪红珍等［3］提出用水经济效益评价可通过单位用水
产出效益及其对国民经济贡献份额等指标加以分
析。 部分学者通过建立新的分析法对工业用水情况
加以解析概括，例如，姜蓓蕾等［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对我国工业用水效率驱动因素及其变化规律进行

了分析；尹庆民等 ［5］应用一般均衡理论对比分析了
不同的水资源管理政策对经济的影响；Guo等［6］采用
对数平均 Divisia指数（Log Mean Divisia Index，LMDI）
方法分析了 2001—2011年我国工业用水量相关 COD
排放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Li 等 ［7］探讨了各工业区
经济发展与用水量之间的环境库尔茨曲线（Envi-
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Meng 等 ［8］基于成本
低、效率高的抽样调查方法，设计了一阶目录抽样
法，以检验一个地区的工业增加值为万元工业增加
值的真实值；Liu等［9］基于 DAGF 方法建立了一种工
业用水效率评价方法。 部分学者通过建立模型的方
法对工业用水情况进行分析预测，例如，陈娟等 ［10］

通过分析影响工业用水水平的因素，采用层次分析
法建立了工业用水水平评估模型；胡霞等 ［11］建立了
工业用水效率全过程驱动因子识别模型；黄丽萍 ［12］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和分析了工业用水效率和
区域差异；Fan 等［13］采用 Arima 和 BP 神经网络混合
模型对工业用水效率进行了预测。从上述文献分析可
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高耗水工业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用水结构、用水效率评价等方面，而对于高耗水工
业耗水结构，特别是水汽耗散情况的相关研究较少。

加强高耗水工业耗水及水汽耗散机制的研究，
分析其耗水特点是提高水资源效率、缓解水资源压
力的有效途径，也是解析城市高耗水现象和完善城
市水文研究理论的重要依据。 笔者针对 8 大高耗水
工业行业分别选取 8 个典型企业对比分析其用耗
水结构，解析高耗水工业的水汽耗散机制，提出工
业耗水的评价指标，建立工业耗水分析计算的框架
模型，为城市工业节水和高耗水工业用水总量控制
研究提供支撑。

2 工业水量平衡分析框架

依据 GB/T 12452—2008《企业水平衡测试通
则》［14］，以水的流向表示进入（输入）和排出（输出）生
产单元或系统的水量，企业水量平衡框图如图 1所示。

由图 1可得下列水量平衡方程式：
Vcy+Vf+Vs=V ′

cy +Vco+Vd+V ′
s +V1； （1）

Vco=V ′
co +Vev； （2）

Vcy+Vf+Vs=V ′
cy +V ′

co +Vev+Vd+V ′
s +V1； （3）

Key words： urban water consumption； high water consumption industry； water consumption； steam dissip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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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V ′
cy +Vf +Vs。 （4）

式中：Vf为新水量；Vcy（V ′
cy ）为循环水量；Vs（V ′

s ）为串
联水量；Vco（V ′

co）为耗水量；Vev为水汽耗散水量；Vd为
排水量；Vt为总用水量；V1为漏失水量。各水量参数
单位均为 m3。

在分析过程中笔者将工业生产过程中的水汽耗
散水量（Vev）单独提出，与其他耗水量（Vco）区分开来。

工业耗水量是指在确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内，
生产过程中进入产品、蒸发、飞溅、携带及生活饮用
等所消耗的水量［14］，直接反映了各行业净耗水情况，
是衡量企业用水水平的关键指标。 新水量即企业内
用水单元或系统取自任何水源被该企业第一次利
用的水量［14］。总用水量即在确定的用水单元或系统
内，使用的各种水量的总和，即新水量和重复利用
水量之和［14］。在收集到 8 个典型高耗水工业企业的
水量数据后，分别算出耗水量以及水汽耗散水量占
比，对其比例进行统计分析后总结各高耗水工业耗

水量及水汽耗散水量结构特点。

3 典型高耗水工业企业用耗水数据

从各行业的用耗水过程出发，基于相关统计数
据获得所选取的 8 大高耗水行业的各个典型企业
的用耗水数据。电力行业主要用水为发电用水、脱硫
用水、煤场用水、供热耗水、循环冷却水等。化工行业，
由于国内不同化工产业工艺设计特点不同，笔者选
取某蓄电池企业水平衡试验数据作为典型进行分
析，该企业各用水系统中，充电工序用水量最大，其
次为化成工序（包括极板清洗用水、化成水槽冷却
用水、干燥机冷却用水、循环冷却水）。钢铁行业也是
耗水大户，其生产全过程几乎都离不开水，从选矿、
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再到轧钢各生产工序都需要
大量的水资源。煤炭工业用水主要包括煤炭生产、煤
炭洗选和煤炭转化环节用水等。石油石化行业，集中
在注水站耗水，用以补充原油开采后的地下亏空。食
品行业是工业用水大户，其生产加工过程中需要很
多的蒸汽加热、清洗、消毒、冷却等生产操作，需要大
量水资源；在酒、饮料及发酵制品等食品行业，水还
是生产的原料。 纺织行业也是工业用水大户之一，
从化纤原料的生产、纺纱、织造到染色、印花、后整
理，各工序都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造纸行业由于生
产工艺流程长、浆料处理过程工艺浓度偏低，故造
纸厂纸基单元与热电厂具有高耗水、高耗能的特点。

8大高耗水工业典型企业的主要水量数据见表 1。

图 1 企业水量平衡框图
Fig. 1 Diagram of enterprise water balance

表 1 8 大高耗水工业典型企业水量数据
Tab. 1 Water volume data of typical enterprises in 8 water-consuming industries

高耗水工业
新水量/
（m3/h）

总用水量/
（m3/h）

耗水量/
（m3/h）

主要耗水环节
水汽耗散水量/

（m3/h）
水汽耗散环节

电力行业［15］

化工行业［16］

钢铁行业［17］

非金属矿物制品行业［18］

石油石化行业［19］

食品行业［20］

纺织行业［21］

造纸行业［22］

395.0

19.9

490.0

72.1

19.3

22.0

575.7

8 339.0

32 072.0

3 378.3

20 298.0

3 570.0

83.5

40.2

6 536.9

218 312.0

315.0

17.3

490.0

26.8

24.6

5.3

118.8

4 050.8

脱硫系统、机力通风塔、开式循环系统、锅

炉发电

充电车间、极板车间、废气治理设施、纯

水制备系统

高炉冷却、设备再冷却、转炉设备冷却、

高炉冲渣

凉水塔降温、炼焦、污水处理、洗煤车间、

化验室、电厂、锅炉

注水站、生活用水、地下水深度处理系统

包装车间、冷凝器、车间清洁、生活用水、

酿造车间

冷凝站、漂二巾被染整、漂一巾被染整、

宿舍、洗毛系统、坯染系统、筒纱系统、锅炉

纸基单元、热电厂、净水站、污水处理厂

134.5

2.0

184.0

15.9

2.2

35.1

1 333.0

灰场、冷却塔、开式

循环系统、锅炉

极板车间 、组立车

间、现场空调房

高炉冷却 、设备再

冷却、转炉设备冷却

凉水塔降温、炼焦、

洗煤车间、电厂、锅炉

冷凝器、酿造车间

冷凝站、锅炉

热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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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型高耗水工业耗水机制及评价指标

4. 1 高耗水工业耗水机制
工业用耗水过程不同于农业和居民生活的用

耗水过程，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具有明显的行业属性。
工业生产用水主要包括冷却用水、洗涤用水、锅炉
用水、工艺用水、产品用水等，不同行业之间各类用
耗水过程差异较大，对应的用耗水机制也差异明显。
笔者选取 8 大高耗水工业，从行业角度出发，分别
分析各个行业的用耗水过程，解析其耗水机制。

火力发电企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大多采用湿式
烟气脱硫法，故耗水量大多集中在脱硫系统上，少部
分为机力通风塔冷却耗水以及开式循环系统水汽耗
散水量；蓄电池企业生产过程中主要是极板车间、充
电车间以及组立车间的生产耗水和清洁耗水，由于
蓄电池生产过程中需要纯水及恒温条件，故纯水制
备系统及空调冷却系统有少量耗水；钢铁厂耗水量
主要来自炼铁厂与炼钢厂生产过程中的设备冷却，
少部分耗水用于烧结厂焙烧设备冷却以及烟气脱
硫；煤炭企业污废水排放量较大，且生产过程中存
在较多开式冷却过程，水汽耗散水量较大，同时煤
炭开采过程中需要水洗以清除原煤中的杂质，部分
水由煤炭携带走；油田耗水主要是注水站耗水；啤酒
厂耗水主要是产品携带水量以及生产过程中因清
洗高温环境产生的水汽耗散水量；造纸企业用水量
很高，生产过程中纸机用耗水量较高，耗水量主要
集中在纸机冷却系统；纺织企业生产过程中的退浆、
煮炼、漂白、丝光、染色和印花等工艺环节都会产生
大量污染较重的废水，且成分复杂，难以直接回收
利用。
4. 2 工业耗水评价指标

耗水量占新水量比例 P1、耗水量占总用水量比
例 P2、水汽耗散水量占新水量比例 P3、水汽耗散水
量占总用水量比例 P4的计算方法如下：

P1= Vco

Vf
； （5）

P2= Vco

Vt
； （6）

P3= Vev

Vf
； （7）

P4= Vev

Vt
。 （8）

P1和 P2是衡量企业用水效率的重要指标，便于

比较不同行业的综合用水效率。P2越高，表明企业生
产过程中多数新水用以补充损耗， 污水排放率越
低。 P2越低，表明生产过程中循环水量越大，水的重
复利用率越高。

P3和 P4则是反映企业生产过程中水汽蒸发情
况的重要指标，水汽耗散水量的多少与工业生产环
境密切相关，部分行业的高温蒸汽易对环境造成高
温污染，故理清企业水汽耗散情况，对优化工业生产
过程、提高水资源利用率、优化产业周边环境有一定
的指导作用。

5 典型高耗水工业耗水数据

基于以上提出的工业耗水评价指标和典型高
耗水工业的用耗水数据，笔者绘制了各典型工业的
耗水指标分布图，如图 2、3 所示。

图 2 8 大高耗水工业耗水量和水汽耗散水量占新水量比例
对比图

Fig. 2 Comparisons of water consumption and steam dissipation-
new water supply volume in 8 industries

图 3 8 大高耗水工业耗水量和水汽耗散水量占总用水量
比例对比图

Fig. 3 Comparisons of water consumption and steam dissipation-
total water supply volume in 8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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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 可以看出， 各典型高耗水工业耗水量占
新水量的比例普遍高于水汽耗散水量占新水量的
比例。 不同行业耗水量和水汽耗散水量占新水量的
比例差异较大。 其中石油石化行业、钢铁行业、化工
行业、电力行业耗水量占新水量的比例均高于 80%，
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电力行业、钢铁行业、非金属矿
物制品行业、造纸行业水汽耗散水量占新水量的比
例高于其他行业。

从图 3 可以看出，各典型高耗水工业耗水量占
总用水量的比例差异巨大，其中石油石化行业和食
品行业耗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行
业。 对于水汽耗散水量占总用水量的比例，则是食
品行业明显高于其他行业。

对比图 2、3 可以看出，耗水量和水汽耗散水量
占新水量的比例普遍高于占总用水量的比例。 其中
石油石化行业耗水量占新水量的比例超过 100%，
说明单纯靠新水量不能满足生产的耗水需求，也就
是循环用水占重要的比例。 钢铁行业耗水量占新水
量的比例为 100%。

6 分析与讨论

火力发电企业耗水量占新水量比例 P1和水汽
耗散水量占新水量比例 P3与其他高耗水工业企业
相比偏高。 火力发电企业生产过程中，耗水量大多
集中在脱硫系统上，同时生产过程中需对设备进行
冷却降温，因此其他耗水量多为冷却耗水。

蓄电池企业耗水量占新水量比例 P1偏高，水汽
耗散水量占新水量比例 P3偏低。 大部分新水用作生
产过程中的消耗，少部分作为废水排放。由于蓄电池
生产过程中需要纯水及恒温条件，故纯水制备系统
及空调冷却系统有少量耗水。蓄电池企业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水汽损失很小，主要是车间清洁的蒸发水量。

钢铁厂耗水量与新水量基本持平，水汽耗散水
量占新水量比例 P3与其他高耗水工业企业相比较
高。与火力发电厂相似，钢铁厂耗水量主要来自炼铁
厂与炼钢厂生产过程中的设备冷却，少部分耗水用
于烧结厂焙烧设备冷却以及烟气脱硫。

煤炭企业污废水排放量较大，耗水量占新水量
比例 P1较低，但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较多开式冷却过
程，故水汽耗散水量较大，占新水量比例较高。 耗水
量主要集中在化产车间，即循环水在经过凉水塔降
温的过程中蒸发、飞散损失部分水量。在洗煤车间，由

于煤炭开采过程中需要水洗以清除原煤中的杂质，
部分水量由煤炭产品带走，大部分水量在洗煤车间
循环利用。

油田用水结构与其他高耗水工业企业区别很
大，其特点为：耗水量占新水量比例 P1和耗水量占
总用水量比例 P2很高。由于该油田采用注水去油的
开采技术，新水全部注入开采出原油后的岩层，部分
生产耗水由原油分离出的水净化后供给。 故该企业
耗水量占新水量比例为 127%。

啤酒厂主要耗水来自包装车间耗水及冷凝器
耗水，其余少量耗水为车间清洁用水以及酿造车间
的少量蒸发水量。该企业用水结构合理性差，排水率
较高，耗水量与水汽耗散水量占新水量比例较低，且
水资源重复利用率低。

造纸基地规模较大，用水量和耗水量很高，耗水
量与水汽耗散水量占新水量比例较大，生产过程中
纸机单元用耗水量很高，耗水量主要集中在纸机冷
却系统。

纺织企业耗水量集中在 2 个染色工艺环节，且
生产过程中的退浆、煮炼、漂白、丝光、染色和印花等
工艺环节都会产生大量污染较重的废水，且成分复
杂，难以直接回收利用。

7 结 论

1）笔者选取典型高耗水企业的用耗水数据，分
析了典型行业的高耗水现象。 研究表明，钢铁行业、
石油石化行业是高耗水工业中的典型行业，耗水量
占新水量的比例分别为 100%和 127.46%，其中钢铁
行业的水汽耗散水量占新水量的比例高达 37.55%，
为典型的双高耗水行业。 水汽耗散水量占总用水量
比例最高的是食品行业，占比为 5.35 %。

2）通过对 8大高耗水工业耗水机制进行分析发
现，工业耗水的行业属性显著，不同行业之间的耗
水机制差异较大，总结得出工业生产的主要耗水项
是锅炉耗水、冷却耗水、工艺耗水、产品耗水、洗涤
耗水等。 其中火力发电行业、钢铁行业以及煤炭行
业的耗水结构相似，纺织行业与造纸行业的耗水结
构相似，食品行业的主要耗水由产品带走。

3）通过对各企业耗水量和水汽耗散水量进行具
体分析表明，部分企业耗水量占新水量比例较高，占
总用水量比例却较低，用水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高
耗水企业水汽耗散水量与该企业生产环境密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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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生产环境较为开放、生产过程中温度较
高、清洗环节较多以及运用开式循环冷却系统的企
业具有较高的水汽耗散水量比例。

4）笔者以提出的工业耗水评价指标，基于典型
高耗水企业各耗水指标计算结果，分析了各高耗水
工业企业耗水结构特征，并横向比较了各企业耗水
特点。 分析结果表明，各企业新水用量和水汽耗散
水量需要进一步降低。因此，在工业用水和节水管理
中应积极调整企业水资源配置，提高水资源的科学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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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势受市政建设、道路交通、公共安全等环境制
约以及立地条件差、土壤密实、土壤污染严重、干旱
或积水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外加出现极端天气，这些
因素长期混合作用使树势逐渐衰弱直至枯死。 因此
改善行道树现有生长环境，加大养护力度，从多方面
着手综合治理，制定科学合理的养护管理措施，增强
行道树生长势，才能确保行道树的正常生长，达到应
有的景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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