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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某污水处理厂的能源审计与节能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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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天津某污水处理厂的能源审计为例，通过统计核算该厂的能源消费数据和经济数据，分析了该厂的能源利用状况， 

讨论了其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节能潜力，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节能建议。研究成果对促进企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其他污水处理厂节能工作的开展和推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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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 energy audit of a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in Tianjin was conducted during January to October 

of 2010．A detailed survey of the energy end—use had been carried out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energy con 

sumption of this plant．In addition。the energy-saving potential of the plant was analyzed．On the basis of these de— 

tailed analyses，several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and 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Energy audit has significant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And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s for other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to strengthen their energy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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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 能源危机的加剧 ，节 能减排 已成为人 

类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也是建设 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目前，能源审计作为 

我国节能减排的重要措施之一，已受到社会各界的 

普遍重视。在能源审计 中，审计单位依据《企业能源 

审计技术通则 》(GB／T 17166—1997)，对企业和其 

他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过程和财务过程进行检验、 

核查 、分析和评价[1]。 

目前，国内外能源审计主要围绕纺织、造纸、钢 

铁、化工、电厂等企业及公用建筑等行业展开[2。]，对 

污水处理厂的能源审计案例还很缺乏。本研究通过 

对天津某污水处理厂的生产过程和能源利用状况进 

行全面普查，对产品能耗指标、工业总产值能耗、工 

业增加值能耗及能源成本指标进行核算，对重点耗 

能设备进行测试和计算。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企业的 

节能潜力进行有效分析 ，指出了该企业在能源利用 

上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并提出切实可行的节能 

技改建议和推进措施，旨在促进企业节能降耗，降低 

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促进企业经济和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研究成果可为其他污水处理厂节能工作 

的开展和推进提供参考。 

1 污水处理厂概况 

被审计污水处理厂于 1999年 12月 6日建成投 

产，占地6．71 hm ，总投资约 1．7亿元，设计日处理 

能力为 10万 m3，原设计进水水质为 COD 400 mg／L， 

BOD l50 mg／i ，SS 200 mg／L，原设计出水水质为 

BOD5≤30 mg／L，COD≤120 mg／L，SS≤30 mg／L。 

经统计核算 ，该污水处理厂近年 日处理量呈现逐年 

增加的趋势，其中，2008、2009年及审计期(2010年 

1—1O月)内的 日处理量分别为8o 027．12、81 173．15、 

81 469．41 m。，目前全年实际污水处理量达设计能 

力的 8O 以上 。 

污水处理厂采 用 SBR工艺 中的连续进水一 间 

歇出水一完全混合延时曝气工艺，工艺流程见图 1。 

图中 DAT为连续曝气池 ，主要完成有机污染物的生 

化降解反应；IAT为间歇曝气池，主要完成泥水分离 

过程 。鼓风机房是生化处理系统的心脏 ，它不 断向 

反应池中曝气 ，为反应池中的生化反应提供充 足的 

氧气。DAT、IAT和鼓风机房是污水处理厂的核心 

第一作者：刘 瑜 ，女 ，1986年生，博士，工程师，主要从事环境工程及能源审计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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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污水处理厂工艺流程 
Fig．1 Process flow chart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表 1 审计期污水处理厂能耗汇总” 
Table 1 Energy consumption of the sewage treatment plant during the audi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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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1 266．71 767 927 94．38 282．43 0．38 2 461 0．63 95．39 357．65 

2010—02 269．10 629 778 77．40 304．62 0．41 1 878 0．48 78．29 290．93 

2010—03 240．84 687 607 84．51 288．54 0．38 3 586 0．92 85．8l 356．28 

2O10-04 256．54 600 140 73．76 290．68 0．39 4 623 1．19 75．34 293．67 

2010一O5 244．11 507 512 62．37 279．63 0．37 5 723 1．47 64．21 263．05 

2O10—06 258．29 257 005 31．59 294．87 0．39 6 816 1．75 33．73 130．57 

2010—07 257．88 668 080 82．11 306．58 0．41 7 340 1．89 84．41 327．31 

2O10一O8 243．83 601 760 73．96 287．44 0．38 3 523 0．91 75．25 308．60 

2010—09 245．03 512 279 62．96 296．26 0．39 3 671 0．94 64．29 262．37 

2010—10 194．34 295 671 36．34 278．04 0．37 3 545 0．9l 37．62 193．57 

合计 2 476．67 5 527 759 679．38 2 909．09 3．87 43 166 11．09 694．34 280．34 

注： 综合能耗及综合单耗均以标煤量计； ’由综合总能耗除以处理总量得到。 

组成 ，也是重点耗能环节 。 

2 能源利用状况分析 

2．1 单位产品能耗 

该污水处理厂 的能源消耗种类 比较单一 ，主要 

为电力和天然气 ，耗能工质 为 自来水 。按 照产品单 

位产量综合能耗计算方法及限额制定总则，能源及 

耗能工质应按相应 的能源折算系数折算为标煤量。 

其中，电力和天然气取当量值折算，自来水取等价值 

折算 8̈]。 

统计核算 了审计期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总量 ， 

计算并分析得到了单位产品能耗，结果汇总见表 1。 

由表 1可见，审计 期 内污水处 理厂 处理废 水 

2 476．67万 ITI。，各类能源消耗情况为：电力5 527 759 

kW ·h，天然气2 909．09 m。，自来水43 166 m。；电 

力单耗 为 2 231．93 kW ·h／万 m。，天然气单耗 为 

1．17 m。／TY m。，自来水单耗为 17．43 m。／2fi m。；折 

合企业综合 能耗 为 694．32 t；产 品综合单 耗为 

280．34 kg／万 m。，较 2009年和 2008年分别降低了 

55．63、31．88 kg／万 rn。。根据《城市污水处 理工程 

项目建设标准(修订)》第七十二条，污水处理厂的电耗 

指标由实际运转的污水处理厂电耗指标综合取舍，二 

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规模为 1万～1。0万 m3)污水处 

理 电力单耗为0．12～0．40 kW ·h／玎13，审计期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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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污水处理厂主要经济指标与能源成本的年度对比 
Table 2 The annual comparison of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energy cost of sewage treatment plant 

理厂 的电力单耗为 0．22 kW ·h／m。，表明该厂的电 

耗符合城市污水处理工程项 目建设标准[g]。 

2．2 能源成本核算 

对 2008、2009年及审计期污水处理厂的主要经 

营情况及能源成本进行对比，结果见表 2。 

2．2．1 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能耗 

通过对相关财务帐表的核查 ，该厂在审计期 内 

共计实现工业 总产值为 2 211万元 ，以生产法计算 

得到审计期内工业增加值为 1 568万元 。结合前文 

所得企业的综合能耗 694．32 t，由式(1)和(2)计算 

得到该厂的工业总产值能耗为 0．31 t／万元，工业增 

加值能耗为 0．44 t／万元 。 

工业总产值能耗一 (1) 

工业增加值能耗一 (2) 

对 2008、2009年污水处理厂的工业总产值能耗 

和工业增加值能耗进行计算，经比较，审计期工业总 

产值能耗较 2008、2009年分别 降低 了 0．05、0．08 

t／万元 ，工业增加值 能耗较 2008、2009年分别降低 

了 0．01、0．08 t／万元。根据《2009年各省市 自治 区 

单位 GDP能耗等指标公报》，2009年天津市工业增 

加值能耗平均为 0．91 t／万元 ，相 比而言 ，该厂工业 

增加值能耗降低了 0．47 t／万元。 

2．2．2 能源成本指标 

对污水处理厂经营情况汇总表及财务核算资料 

进行 审 查 核 对 ，审计 期 内该 厂 的 总生 产 成 本 为 

1 233．97i元，其中能源成本为 501．80万元。根据 

式(3)计算得到企业能源成本指标为 40．67 。 

能源成本指标一 X 100 (3) 

经计算 ，2008、2009年该 厂的能源成本 指标分 

别为 48．68 和 46．42 ，说 明审计期内企业 的能源 

成本在总成本中所 占的比例较前两年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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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要 用能设备能源效率分析 

据调查 ，该污水处理厂的主要耗能设备 为鼓风 

机房的 4台鼓风机以及雨污水泵房的 4台潜水混流 

泵 。此次审计主要对该厂的变压器、鼓风机 和潜水 

混流泵的运行效率进行监测和分析 。鉴于雨污水泵 

房提升污水之余的另一职责是提升雨水，因此选择 

雨水较为充沛的 8月作为监测时段 。 

2．3．1 变压器效率 

该 厂共有 2台 SCB8—630／10型干 式变 压器 。 

根据《变压器速查速算手册》『1 ，依循变压器的运行 

参数，计算得到该厂变压器满负荷效率为 98．21 ， 

负载下效率为 97．23 ，最高效率为 98．62 ，说明 

企业所使用 的变压器属于较先进 变压器 ，其技术经 

济指标达到了低能耗系列变压器的标准。 

2．3．2 鼓风机 

该厂鼓风机房安装有 4台 KA22S GI 225型鼓 

风机(额定功率为 400 kw)。其中1号、4号鼓风机 

在 8月基本停用，3号鼓风机运行时间不长，因此重 

点监测 2号鼓风机的实际运行情况。 

据统计 ，2号鼓风机 8月共运行 31 d，每天运行 

24 h，根据其当月有 功电量得出 2号鼓风机 的运行 

功率为 221．93 kW 。监测期 间，单 台鼓风机的电流 

稳定在 25～26 A，而该厂 的鼓风机所用电压是 1O 

kV，由此得到鼓风机的实际运行功率约为 250 kW。 

虽然两种方法计算所得的鼓风机运行功率存在一定 

误差 ，但可以看出该鼓风机 的运行 功率远低于其额 

定功率 ，主要原因是鼓风机的实际负载 比较低。因 

此建议选用功率较低 的鼓风机来提供曝气 ，从而让 

该用能设备高效率地发挥作用。 

2．3．3 潜水混流泵 

污水处理厂雨水泵房和污水泵房分别安装了 4 

台潜水混流泵和 4台潜水排污泵 ，其中雨水泵房 中 

的潜水混流泵(型号：900QHB一12A，额定功率 280 

kW)属于主要 耗能设备 。2010年 8月潜水泵基本 

运行情况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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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雨水泵是 根据液位 以及 市政 公 司指令 开 

停，审计期间潜水混流泵中只有 1 和 3 潜水泵投 

入运行。根据运行时间和有功电量，计算得到潜水 

混流泵的实际运行功率为 140．30 kW。从监测结果 

可知，潜水混流泵的实际功率远低于其额定功率，因 

此呈现“大马拉小车”的轻载运行、自然功率因数偏 

低的状态，造成无用功比例较大，损失电能增加。因 

此建议该厂合理选择电机容量，尽量使输出功率与 

机械负载功率相匹配，提高电机负载率，改善其自然 

功率因数。 

3 企业节能潜力分析 

3．1 电能 利 用 

3．1．1 供配 电系统 

经现场调查 ，该厂主要采用 配电室集 中补偿 的 

方式控制配电系统功率因数，对大功率用电设备(除 

4台鼓风机外)基本未进行就地补偿。这种运行方 

式虽然可补偿主变 压器本身 的无功损耗 ，减少配 电 

室以上输电线路的无功电量，从而降低供电网络的 

无功损耗 ，但由于终端用 电设备所需要 的无功 电量 

主要通过配电室以下的低压配电线路输送，因此 ，集 

中补偿的方式无法降低公司内部配电网络的无功电 

量损耗。科学合理地改变补偿方式是供配电系统节 

能潜力所在。 

此外，为有效降低统计误差，建议该厂加强对计 

量仪表的维修校验工作 ，并坚持每月 2～3次与供电 

部 门的计费表进行 同步抄表 比对，及时掌握 仪表 的 

计量状况，进行线损分析，科学分摊损耗，以便于细 

化考核 。 

3．1．2 生产系统 

如上文所述 ，鼓风 曝气系统是该生产系统的首 

要节能潜力所在 。鼓风曝气系统电耗约占全厂电耗 

的 4O ～50 。其最根本的节能措施是减少风量 ， 

提高扩散装置效率，降低污泥对氧的需求。该厂采 

用的微孔曝气器与其他传统类型曝气器相比，具有 

布气均匀、氧利用率高、动力效率高等特点。因此， 

按照负荷率控制鼓风量，不仅是节能的需要，也是防 

止过曝气、保证处理效果的要求。潜水泵的电耗约 

占全厂电耗的 1O％～2O％，也是污水处理厂的节能 

重点。应尽可能采取科学组合调配挖潜措施 ，提高 

设备有效使用率，降低设备空载率。此外，对设备的 

定 、巡检管理也是污水处理厂不可偏废的节能控制 

点。企业应坚持以预防为主、维修为辅的原则，采取 

动态维修的设备维护维修模式，及时发现和排除设 

备故障隐患，确保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3．1．3 公 司照明系统 

目前该厂的照 明系统基本采用传统的 日光灯 ， 

与国家提倡的绿色照明所要求的节能型灯具相比， 

具有一定节能潜力 。因此，企业 应按照绿色照明的 

要求 ，对照 明系统的灯具进行节能改造 ，以降低电力 

消耗。 

3．2 水资源利用 

据调查 ，目前该厂的厕所冲洗及卫生 、绿化等用 

水全部采用新鲜 自来水。且该部分用水 (除绿化用 

水外)经本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全部排放。其水资源 

的重复利用率及循环利用率几乎为零 。如果考虑将 

污水处理厂处理合 格的再生水 回用 ，将有效 减少 自 

来水消耗 。 

4 节能建议 

4．1 节能技 改 项 目 

通过对该厂 的实际能 源利 用情况进行节 能潜 

力分析 ，考察 了企业 能源管 理和利 用方 面所存 在 

的不足，提出了相应 的节能管理及技改建议 ，汇 总 

见表 4。 

4．2 技 改项 目的经 济效益 

基于该厂现有的工艺、设备状况，企业节能技术 

改造方案大致可分为低费投资方案和高费投资方 

案l_1 。为确定既在技术上可行，又能获得经济和环 

境最佳效益的方案 ，根据企业现状 ，对表 4中可近期 

规划并实施 的照明灯更换及再生水 回用项 目进行了 

初步的可行性分析评估。 

(1)照明灯更换 

绿色照明工程是 国家“十一五”期间推广的十大 

重点节能工程之一，选用细管荧光灯加电子整流器 

可比传统照明灯具节约 4O 以上的耗电量 ，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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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我国已大面积推广，其灯具的使用寿命亦已 

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程度。 

照明灯更换预计投资 1O万元，改造后每年节电 

量约 12．9万 kW ·h，按商业用电 0．8元／(kw ·h) 

计 ，更换照明灯每年节约电费 1O．32万元。 

(2)处理后的水 回收利用 

污水处理厂可初步将处理后再生水用于本厂的 

卫生、冲厕等用途，当小型环水系统运行成功后可以 

考虑将再生水推广应用到农业灌溉 、绿地浇灌 、城市 

杂用、生态恢复和工业冷却等方面。 

再生水回用系统预计投资 12万元，改造后年节 

水量 2万 m。，以 自来水费 7．40元／m。计 ，该技改项 

目年节约费用 14．8万元。 

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 出，节能技改项 目的实施 

可以收获丰厚的经济效益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5 结 语 

污水处理是能源密集型的综合技术。随着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 日益加快 ，我 国城 

市污水排放量将持续增长，污水处理面临越来越繁 

重的任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能耗问题 

将成为城市污水处理的瓶颈。能否解决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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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计算分析，被审计污水处理厂综合能耗为 

694．32 t，工业总产值能耗为 0．31 t／万元 ，工业增加 

值能耗为 0．44 t／万元 。与全市平均水平相 比，该污 

水处理厂的工业增加值能耗减少了 0．47 t／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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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厂的实际能源利用情况进行节能潜力分析，提 

出了相应的节能管理及技术改造建议，通过实施节 

能技改项目可使企业收获丰厚的经济效益。 

然而 ，必须指 出不同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水质和 

处理工艺不尽相同，节能方案 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根 

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后决定取舍 。应针 

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适宜技术，促进企业节能降 

耗，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企业经济和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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