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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太湖流域的营养物污染管理 

太湖－重要但退化中的天然资源 

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湖面面积约 2338 平方公里，

平均深度为 2 米。太湖流域（36895 平方公里）横跨 3 个

省（安徽、江苏和浙江）和上海市。太湖 90％的湖面位于

江苏省，其西南部边界的一小片位于浙江（图 1）。太湖

流域是中国人口最稠密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太湖

是重要的资源。 

太湖的水质和湖泛已经被公认为中国一个严峻的国家

问题，尤其是在 2007 年爆发严重的蓝藻事件之后。 

解决这一问题：太湖总体方案和污水处理 

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一个针对太湖的全面恢复计划。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简称国家发改委）

发挥了主导作用，协调《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太湖总体方案”，国家发改委 

2008年）的制定和实施。太湖总体方案的重点领域之一就是对点源污染的控制。 

过去 5 年中，中国政府在太湖流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其中包括：产业转移；经过预处理工业废

水的管理和监测的提高；城乡污水（WWT）管网和污水处理厂（WWTPs）的建设；污水厂（三级的）处理工

艺的改进和脱氮（N）除磷（P）效率的提高；以及加强污泥的再利用和安全处置。 

 未来 5 年内政府在污水处理行业的投资将会继续。例如，江苏省的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 年）

明确指出了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将其设为优先领域。主要问题包括：运行负荷率不高，污水处理设施

的能力和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水质波动大；总氮难以稳定达标；雨污分流不够，支管网建设滞后，生

活污水处理率不高；污泥处置/再利用项目实施进度滞后；以及污水处理监管上存在着运行不到位的问题

（朱玫 2011）。投资的优先领域包括：重点加强支管网建设和污泥处置，运行负荷率、污泥处置和资源化

利用率，中水回用率；统筹城乡生活污染治理，城乡太湖治理一体化、均质化，完善农村生活污水的收集

处理；加强市场化、专业化运营和第三方监管；优化管理，确保城镇污水厂运行稳定，排放达标。 

 

                  图 1. 太 湖 

吴中城区污水处理厂，苏州，201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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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澳伙伴项目：支持流域综合管理 

通过中澳环境发展伙伴项目（ACEDP），由澳思公司（Earth Systems）领导的澳大利亚都市系统集团

（AUS 集团）与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ICC）合作，已经在江苏省苏州市和浙江省湖州市实施了“太湖

水污染治理项目”（简称“项目”）。本项目致力于改善太湖的营养物污染管理，旨在提高中国方面对流

域综合管理方法的认识，包括机构治理、科学管理以及污染和藻类控制的技术。 

本项目在污水管理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 2009 年举行的

“污水营养物去除优化和污泥处理的回顾研讨会”中，专家们发

现太湖流域的污水处理厂，因为水质波动等多种原因，造成运行

效果（例如总氮的去除）未能达到预期水平。在后续的活动，如

2009 年 12 月举行的“赴澳大利亚污水处理及回用的工作访问”和

2010 年 10 月举行的“污水处理厂优化建模活动”中，进一步经济

有效去除总氮的巨大可能性也得到了显现。 

 由于认识到加强流域污水处理的重大机遇，国家发改委、苏

州市政府、湖州市政府和澳大利亚都市系统集团决定开展一个延

展项目：“太湖流域以政策为导向的污水处理系统优化”。这个延展项目于 2011 年 8 月获得批准并开始

实施，主要活动包括在苏州和湖州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动态建模示范；澳大利亚都市系统集团和中方有关机

构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评估当前需求并明确加强整个流域污水处理的具体机遇。 

强化太湖流域污水处理的政策方向 

本文的目标读者是政府高层决策人员和污水管理的从业人员，它旨在为太湖流域营养物污染的政府政

策制定、规划和管理提供信息。 本导则是 2009 年 10 月到 2012 年 1 月期间，中澳两国机构间广泛合作的

结果，由中澳环境发展伙伴项目的太湖水污染治理项目促成，其中大量吸取了在苏州和湖州的两个污水处

理厂的建模示范经验（见附件）以及在中国举办的一些研讨会和赴澳工作访问中墨尔本水务和亨特水务澳

大利亚公司分享的经验。本文概述了强化太湖污水管理的优先政策方向，包括：  

1. 水务管理与商业运营模式 2. 污水处理的监管 

3. 基础设施的规划 4. 模型的应用 

5. 污水处理厂的管理系统 6. 能力建设与人员培训 

7. 节能降耗 8. 研发 

   本文建议在苏州成立“中澳水务合作中心”。该中心将成为中澳双方在太湖流域的一个合作平台，其

中与污水相关的部分将包括如下的一些功能： 

 为流域内的采样和分析提供标准化方法。 

 知识共享的资源中心； 

 污水行业的教育中心； 

 操作人员培训中心； 

 设计资源； 

 能源效率中心。 

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亨特水务的 Morpeth 

污水处理厂，纽卡斯尔，201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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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湖流域污水处理的政策建议 

1．水务管理与商业运营模式 

背景：水务一体化 

太湖总体方案（国家发改委，2008 年）提出通过改进体制管理和污染控制机制，强化对太湖的综合管

理。  

目前，中国的部分城市已经实施了水务一体化，通过机构改革改善对水资源的管理。在太湖流域，苏

州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州市将建设局在饮用水和污水方面的职能和水利局对水资源管理职能分离出

来，组建了新的水务局。这个新的水务局综合管理所有的水务问题，这样也更容易发掘水回收利用的机遇。 

政府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实现在市、省和国家各级政府层次上的水资源综合管理办法。除非

有重点的举措来改革和调整各级政府间新的水务一体化管理，否则这些新的综合机构在全面实现一体化时

容易和其他局、部门和部委发生混乱和错位，因而可能受挫。 

不同城市在污水处理厂的所有权和经营上采用不同的商业模式。例如，由政府直接运营的国有污水处

理厂或是政府部门的一部分，或成为企业化的公司；也有私营公司通过“建设－经营－转让“模式（BOT

模式）来运营污水处理厂。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能够涵盖这些不同运营模式的政策和法规。因此，

针对不同的商业模式，需要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从而实现在流域内提供更为综合有效的污水

处理服务。 

 

澳大利亚的经验 

过去二十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制定了一套旨在实现环保和改善水体水质的国家和省/州政府间的协

调机制。同时，澳大利亚通过开展重大水务改革计划，其水务管理已经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政府

服务提供商已经企业化，并且财政上自给自足，并由独立的州政府环保机构进行监管。这些水务公司追求

经济高效，为大型污水处理厂提供各种服务合同，包括 BOT 模式。 

太湖官员、澳大利亚都市系统集团亨

特水务的专家及澳思公司，讨论太湖

流域污水处理的未来需求和政策方向

的视频会议，纽卡斯尔，澳大利亚，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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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推动服务供应商的企业化，国家环境监管部门应该逐渐转变，实施更为严格的基于结果的污

水排放许可制度，违反排污许可将受重罚。因为这些举措，服务供应商将承受相当大的压力，不过也将努

力在污水收集和处理厂运营上更加经济高效和鼓励创新。 

澳大利亚在污水处理上的管理体制和经验，已在太湖项目的一些活动中做了概述，包括： 

• 在水资源总体规划和管理、供水和污水服务上，规划者、监管者、服务提供商和社区之间关系； 

• 环境保护、价格监管和服务水平（连续性、响应时间和顾客投诉）的体制和监管机制。 

 

2. 污水处理的监管 

浓度限值、负荷许可和受纳水体 

良好的污染控制监管包含若干关键因素：基于良好的科学知识，具有实现水路健康的明确目标；随着

理解的加深，它很灵活而且适应性强；它能使资源用于那些最需要的地方。 

人们在过去 5 年，已经付出了相当大努力来加深对太湖流域水质问题的理解。这反过来给正在进行的

监管改革提供了信息。目前，太湖的污水监管主要针对污染物浓度。澳大利亚都市系统集团在苏州、湖州

市进行的示范项目表明，存在着进一步降低氮浓度（见第 4 节）的潜力以及修订氮浓度限值的可能。中国

也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重新审视排污负荷限值，以及强化污水排放和受纳水体纳污能力之间的联系（国

务院，2010 年）。 

在规划/设计阶段，人们有考虑过排污负荷的限值。在更大的范围内，省政府为每个城市设定了排污

负荷的限值；各市也为工业、居民区和农村地区等设置了排污限值。对于污水处理厂，在设计阶段人们是

考虑过排污负荷限值的，并在环境影响评估中提到过。然而，

这些限值不是基于受纳水体的纳污能力，而是基于处理厂的

设计处理能力（根据服务区的处理需求）。通常，设计的处

理能力是基于对人口和经济增长未来 15-20 年的预测，因此

它不会直接驱动污水处理厂，根据排污负荷限值，对其运营

进行优化。 

建议政府可以考虑采用如下一些基于负荷的监管手段： 

基于负荷的排污许可证制度通常包括以下方面：  

政策方向：水务管理与商业运营模式 

 开展太湖地区水/污水机构的战略审查，发掘机遇，探索该地区机构管理和监管更综合有效的方

法；污水服务供应商企业化的方法。 

 探索采用外部服务提供商，以协助这些水/污水机构实现其商业目标。 

经验表明，必须优先考虑控制污染物

总量。必须严格控制污染物的排污总

量和浓度。 

（太湖总体方案，国家发改委，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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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管机构确定一个受纳水体能够吸纳某种特定污染物的总量－这必须基于当前最好的科学知识。这并

不总能立刻实现，因而可能需要一个适应或分阶段的过程。 

2） 每个污水处理厂，对于每种优先污染物（即监管机构选择实施更为严格管理的污染物），都有一个排

污负荷的限值。需要得到监管机构的同意才能增加排污限值。在设定污水处理厂排污负荷限值时，监

管机构需要同时考虑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非点源）的累积影响。 

3） 接下来，监管机构可以引入基于负荷的排污费用。这些费用由排污单位按照每年排污负荷支付给监管

部门（如：美元/吨氮、美元/吨磷、美元/吨化学耗氧量）。监管机构可以使用差别定价的方法，以帮

助达到所需的环境效益。这有许多益处： 

• 促进用户付费（或污染者付费） 

• 这提供了一种收入来源，监管部门可以用来进一步投资在受纳水体有针对性的科学研究上，或通

过其他项目以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泡泡许可证制度可被视为下一个举措。如果整个流域

或者子流域的总排污限值已经确定，机构就能够据此判断

如何优化在不同污水处理厂的投资，以能达到流域内对于

总排污负荷的要求。例如，甲厂去除每吨氮的成本可能要

比乙厂低的多，那么对甲厂进行投资会更为经济有效。采

用“泡泡许可证”制度最好是在基于负荷的许可制度已经

落实，并且监管机构也了解设立“泡泡许可框架”的权衡

和影响之后 

排污负荷交易－如果需要，未来也可进行负荷交易。

每年负荷限值可以在各单位/机构（例如工业排污机构和

公用事业单位）间进行交易，太湖流域内已经存在着进行

排污负荷交易的例子—江苏省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交易平台系统 （江苏 2011；年

鉴 2007） 。 

 

政策方向：加强监管 

      为太湖流域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排放管理制定修订的监管框架。  

 基于污水处理厂性能的深入试验，考察进一步强化 1 级 A 排水水质标准的可能（即，如有可能，

将氮排放水平减少到至少每升 5 毫克氮，以提供绩效改进的驱动力）。 

 借鉴太湖（工业部门）目前基于负荷的许可制度，并探讨在太湖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实施不同基于

负荷（然后是泡泡许可）许可制度的可行性。 

      制定太湖流域所有污水处理厂和当前污染负荷状态的详细目录。这将是促进任何基于负荷许可办法

的重要一步。它还将协助对当前的处理绩效和目标进行比较、了解差距；以期能制定一个减少氮排放

负荷的优先战略。 

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亨特水务的 Morpeth 
污水处理厂，纽卡斯尔，2011 年 12 月 



    

  6 
 

太湖流域污水处理导则与政策建议 6 

ACEDP  太湖水污染治理项目， 2011 年 3 月 

3. 基础设施的规划 

背景：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 

太湖流域有超过 4900 万人居住。该地区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约 1340 人每平方公里），

非农村人口持续快速增长－苏州市人口已经从 388 万（2000 年）增加至 621 万（2009 年）。城市化和同

期的快速工业化互相关联。2009 年江苏省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主要是工业，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0.27％（江苏省国内生产总值： 2009 年为 34457.3 亿元人民币，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为 335353 亿元人民

币）(年鉴 2010)。 

2000 至 2009 年期间江苏全省城市住宅用水的使用量从 14.6 亿立方米增至 20.4 亿立方米（39.7％），

污水排放量从 14.74 亿立方米增至 26.62 亿立方米（80.6％）。同样的，工业污水排放量从 20.19 亿立方

米增加到 26.74亿立方米（32.4％）（年鉴 2010）。 

了解流域内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模式，对于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的规划和投资至关重要。这也是省一级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建厅）的主要责任之一。住建厅基于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土地利用变化预测的数据，

起草城市发展和相关基础设施的中长期规划。然后，市一级机构负责在省住建厅设定的框架内制定和进行

污水处理项目。一些城市已经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工具为这一过程提供信息。苏州市有自己的“城市规划信

息中心”，并已提出了几个地理信息系统模型(http://www.digitalsz.cn/index.asp)。无锡市规划行政

主管部门也已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平台（无锡 2011）。 

规划工具 

         

图 2：亨特水务集团处理厂的生命周期（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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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模拟－如上所述，过程模拟结合人口和工业数据（实际和预测），可以用来从宏观上评估现有区

域内的污水收集/处理能力是否足够，以及如果存在短缺，判断进行提标改造对规模和电力的要求。 

污水处理厂生命周期映射－水务机构能够制定出一个概念图，通过设计、运营和升级的不同阶段映射

污水处理厂的生命周期。这些工具对如下方面至关重要： 

• 为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升级提供一个系统框架； 

• 提前对污水收集流域内的增长情况进行考虑和评估； 

• 创建一个决策框架，在最小化资本投入的同时，最大限度确保达标； 

• 确保运营机构在基础设施配置和工艺设计上有重要影响力，确保其能够满足规定标准和操作的需

求。 

“下一代”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增长映射工具－基于一系列的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数据（如图 3），

用来对污水收集区域进行空间增长预测分析，以帮助进行审慎的投资决策。预测分析所使用的数据必须进

行持续更新，预测的结果将为预测修订和年度资产/投资规划提供所需信息。这样将确保进行高效投资－

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对正确的基础设施（如技术、规模等）进行投资，确保实现对环境的持续保护。  

 

        图 3：亨特水务集团的地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工具的概念框架 

 

政策方向：基础设施的规划 

 作为太湖总体方案的一部分，制定一个框架，对太湖流域污水处理方面的远期投资进行优先级排

序，实现氮最经济有效的去除。 

 编制太湖流域污水处理厂目录，并使用过程模型，对污水处理设施的能力进行分析评估。  

 结合区域人口增长和发展规划的结果，评估污水处理厂实现出水达标排放的能力，并与流域水质目

标相比较。 

 试点实施“下一代”的空间增长预测和分析工具，以帮助理解和管理当前的增长，并对资本投资进

行优化。 

 在太湖流域，为污水处理的投资决策，制定一套标准方法（基于污水处理厂的生命周期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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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模型的应用 

污水处理建模是本项目在苏州和湖州所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此简单地将建模看作本项目的重

点是有风险的，因为建模只是用于污水处理设施规划、设计和运营的一种工具。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虽说

通过本项目将注意力都放在建模上并不合适，建模仍然是一种新方法的强有力象征。中国政府可使用模型，

有效对该地区的污水处理进行控制和管理。 

当前模型的使用情况 

过去 5 年中，太湖流域投资建设了大量的污水处理基础设施。然而，使用污水理论和过程模型为规划、

设计和实施提供的信息却非常有限。去除营养物质尤其是氮，仍然是流域内污水处理厂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随着政策重点逐渐转移到对污水厂性能和管理的优化与升级，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些基础工作的重要性，

以及建立起对这些工具的信任和应用能力的必要性，这样才能更好的为政策和管理决策提供信息。国家级

的一些重点机构，如清华大学、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建议更多地关注这些先进技术在

市政污水处理厂的应用（秦勇等人，2010 年）。在无锡，华北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也开发和探索过这些工

具的应用。通过太湖项目在苏州和湖州引入了稳态和动态建模，已在三个污水处理厂开展了建模示范工作。

苏州目前继续在一个处理厂进行建模试验。本项目中所进行的一些建模工作在本报告的附件中也进行了概

述。 

 

图 4  (a) 稳态建模计算表格模型范例 (b) 采用 Biowin软件进行动态建模的用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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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建模作为决策工具 

污水建模是一个强大的工具，可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实施。  

规划－模型，尤其是相对简单的稳态电子表格模型，可用于快速计算规划信息，用来决定是否需要以

及在何处建立新的污水处理厂。对于一个污水处理厂，如果可以提供相应的实际数据，模型可以用来确定

其实际可以达到的最大处理能力。人口和工业规划数据（实际和预测）可以用来评估现有区域内污水处理

能力是否足够，以及如果存在短缺，在规模和电力方面的升级需求。进行工业区规划时，模型也可用来评

估工业污水对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和运营成本的影响，这样就能对需要从工厂的收费进行评估。 

设计－可以对稳态模型进行快速配置，为污水处理厂的设计提供关键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关键单

元大小、曝气规模、回流量和功耗等。通过建模，可以帮助设计出最佳的营养物去除方案，同时也可采用

强化生物脱氮除磷和化学除磷。在完成稳态建模之后，可进一步进行动态建模，这样就能确定处理厂在进

水情况昼夜变化时应该如何运行；以及在发生突然变化时（如污水温度变化时或者浓度较高的工业废物的

进入）如何进行响应。 

运行－要使用过程模型对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估，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进行模型校准。 

一个校准好的模型，处理厂能用来评估任何变动对其运营可能带来的影响。此外，它能对污水厂的实

际处理能力做出准确的评估，这样，污水厂管理层就能评估如何应对未来的增长、是否能够再多接受一个

工业企业的废水。最后，这个模型将成为污水厂进行能源审计的一个重要工具，工艺工程师可用它来评估，

削减能源密集型工艺过程（如曝气）的能耗对处理工艺运行性能的影响。 

 

成功进行污水处理建模的要求 

成功建模的关键制约因素包括基本理论知识的缺乏和输入数据的准确性。对这些制约因素没有很好的

理解，就可能失去对模型的信心。 

理论知识－要决定如何建立模型以及如何有效的解释模拟结果，对理论进行充分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此

外，模型用户根据自己的理论知识，能进行快速手工计算，协助确定模型中的参数设定。如果对于模型背

后的理论不能正确理解，模型很快就会变得无用，因为用户不知道如何从这个工具中获得最大帮助。 

    在模型广泛用于中国污水处理厂的规划、设计和运营之前，值得大家去了解如何能够更好的使用模型，

以及其应用的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水协（IWA）的污水处理理论为行业从业人员（例

如：世界各地的规划者、设计者和经营者），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言和框架，但是模型仅仅是这种语言的

数学表达，而对理论的理解为从业人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使其能设计出精确、可靠和一致性的处理

厂，并且有能力对污水厂的运营性能和处理能力进行评估和优化。 

处理厂优化 

    湖州市市北污水处理厂现在的处理量为每天 3 万吨，在对其进行建模时，发现它实际上应该能处理

更大负荷的废水；通过加强对表面曝气机的控制，可能实现能耗最小化和除氮最大化的双重效益。建模

也表明实行严格的化学需氧量（COD）限值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它需要增加资本投入，却获得很少

或根本没有任何环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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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数据基础－输入模型的数据往往是基于实验室分析或现场测量的流体和固体的量。但是两者都

非常容易出错，前者依赖于正确的取样以及准确、可重复的实验室分析；后者则依赖于对现场仪器的校准。

采样和分析的科学并不简单，实现跨领域的一致性需要统一的程序和技术以及实验室的同行评审－这通常

要比较不同实验室对几组标准样品的分析结果。从理论上讲，对同一个标准样品，所有实验室都应得到相

同的结果，如果有偏差，那么实验室就需要改进。现场对流体和固体进行测量时，对一些仪器进行物理校

准往往会有所帮助（比如用注水罐来检查流量计）。 

 

 

政策方向：模型的应用 

        重新考虑设计污水处理厂的根本方法，以确保处理厂能够同时满足监管方和运营方的需求和期

望。 

• 继续在太湖流域选定的污水处理厂进行稳态和动态建模试验。 

• 开展污水处理理论方面的能力建设（见中澳水务合作中心），这样建模能更为有效的应用于污水处

理设施的规划设计和运营。 

• 制定一个“最佳实践”方法来设计污水处理厂，将风险（如 HAZOP－危险与可操作性研究）、价值

管理过程与运营方的参与包括进来。  

• 在选定的污水处理厂，将模型作为能源审计的一个部分，用来同时优化能源使用和处理厂的运行。 

获取正确信息进行校准 

     只有当正确的设计参数和运行参数输入到模型，这个模型才能准确地反映该污水处理厂的情况。

同样，污水原水的分析也必须准确，且具有代表性，这需要正确的采样和分析过程。进行校准本身就是

一个很好的练习，因为工艺工程团队能够借此对整个处理厂进行深入的了解，同时还能突出信息不足或

不确定的地方，促使污水厂采取行动以提高运行的准确性。 

污水处理理论 

    当前使用的污水处理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著作对此做了很好的

阐述，例如国际水协出版的《污水生物处理：原理、设计与模拟》（Henze，van 

Loosdrecht，Ekama，  Brdjanovic，2007 年）和国际水协会的活性污泥模型#2

（ASM#2）。这一理论通过数学过程模型集成起来（例如：稳态模型计算表格；

或者动态模型，一般是商业软件，Biowin 或 GPS-X 等），已经广泛应用于污水处

理厂的规划、设计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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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污水处理厂的管理系统 
当前背景 

太湖流域的污水处理厂目前正在经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也是世界各地污水处理厂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其中包

括： 

• 由于缺乏对工艺运行管理的深度理解，造成资产管理运

行效率不高； 

• 不断强化的监管环境，导致达标的压力越来越大； 

• 在各处理厂和各部门之间，都有着多个数据信息系统同时存在，以及数据获取困难的问题（如电子

表格、员工笔记、报告、审计、实验室数据）； 

• 低效的监测系统－往往是采集了太多的数据（不必要的成本），而同时却没有采集到用于管理决策

的关键数据； 

• 数据的可信度包括在现场和实验室中数据采集和分析的误差；  

• 问题发现滞后以及同样问题处理的不一致性，导致问题重复发生。 

太湖总体方案要求污水处理厂建立监测和评估系统。污水处理厂已经建立起对进水和出水的在线监测

系统。江苏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已制定了旨在提高污水处理厂管理绩效的考核标准，并且每年对污水处理

厂的运营进行评估。这些标准包含 10 个关键要素，例如污水管理、污泥管理、生产运行管理、污水处理

能耗及成本、设备与仪表、安全管理和台帐等（江苏住建厅，2009）。 

现下正存在这样一个机遇，可以帮助对污水处理厂的管理系统。澳大利亚污水处理行业发现，需要一

致和系统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 

监测框架 

通过重温污水处理厂的 “第一原则”， 并将所有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包括进来（规划者、污水厂运行

人员和管理层），共同制定一个可靠的监测系统/框架。至关重要的是要得到每个小组的支持。污水建模

与关键控制点（CCP）的思想，也可以有效应用，为确定哪些数据需要收集以及如何使用这些数据提供信

息。 

数据管理 

重要的是必须有这样一套系统，能够及时确定处理过程中的问题，并直接反馈到处理厂的故障排除过

程。建立一个数据管理系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确保将数据纳入到之前的趋势中来，根据这个趋势，可

以确定何时需要进行大规模维修或规划（如更换扩散器，考虑进行提标改造等）。 

知识管理系统 

KMSs 让污水处理厂的全面管理变成可能。它为操作程序、数据管理和分析提供了一个集中平台，以及

管理流程和工具。一个友好的用户界面，能够大大地提高该系统的有效利用，包括图纸、标准操作程序、

控制文件、报告、设备手册、外部网站和照片。 

我们的经验表明，这不仅得到更有针

对性的方案，而且也极大的节省了监

测费用。对于为什么要进行监测以及

相关的污水厂经营决策，所有各方也

有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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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方法 

    在一个区域内采用一个通用系统和框架方法，对处理厂的运行/优化进行管理，也是非常可取的。一

个地区，投资制定这样一个通用的方法是物有所值的：确定处理厂的监测需求；数据收集和分析；报告和

绩效评估；过程故障排除。 

  

6. 能力建设与人员培训 

赶上污水处理厂的投资步伐 

在过去的 5 年中，太湖地区建造和投产了大量新的污水处理厂，预计还将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全形成

一批具有相应资质和经验的污水处理方面的专家、管理和操作人员团体。随着中国继续在污水处理上进行

大规模投资，这一挑战将会遍及整个中国。在苏州和湖州进行的污水处理示范，突出了一些人力资源方面

的不足之处，包括污水处理稳态和动态建模中的污水处理理论知识和经验，以及对污水处理厂系统和过程

的理解。                                                                                    

 政府目前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污水处理厂对于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已经有相应的资质要求；在

每年的污水处理厂绩效评估中，也都会对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的资质进行评估，只是部分还不能完全达到

要求；省市级主管部门也会提供培训计划－但是机构之间的协调很少，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培训计划和资

质标准。 

人员的能力建设 

政策方向：污水处理厂的管理系统 

将澳大利亚污水处理厂的系统和框架移植到太湖。 

• 为太湖地区所有处理厂制定一个标准的运行框架，促使污水厂持续运营和优化。这将包括： 

o 制定一个以科学为依据的处理厂监测原则。 

o 把关键控制点的方法用于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可利用动态建模来理解整个工艺过程，并设定

可靠的关键控制点。 

o 开发一个污水处理厂使用的标准化系统控制和数据采集（SCADA）系统。 

o 每个厂都要有一个基础运行台帐，这样能进行数据分析和趋势分析，有助于过程故障的排

除。 

• 通过根本原因分析和过程故障排除技巧，逐步建立起对污水厂运营进行持续改进的能力。 

• 与有关的主管部门合作，强化现有污水处理厂的导则和绩效评估过程。这些举措不仅能够帮助实现

稳定、提高的出水水质，同时也能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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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靠虑在太湖地区组建一个污水处理的培训中心，建立起一套被国家认可的污水处理行业的资质体

系，各资质水平及其所需技能应有相应清晰明确的划分与规定。 

 

图 5. 澳大利亚水务培训中心提供资质的途径。来源：澳大利亚水务培训包 NWP07。 

在赴澳访问期间，中国官员参观了吉隆的水务培训中心，这是一个注册的培训机构（RTOs），他们为

水务行业从业者提供国家认可的职业培训。 

类似于水务培训中心这样的注册培训机构有许多优点： 

 专业的培训机构有合适的人员配备和教学资源。 

 侧重于实用和能力技能的培养。 

 提供一个业界与教育部门之间的联系纽带。 

 

政策方向：能力建设 

建立一个培训中心，形成一套国家认可和承认的培训体系。 

• 为处理厂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职位，制定其能力需求的文件。 

• 为管理人员制定、开发一套培训课程，以建立其在如下领域内的能力，包括：（一）生物营养物去

除工艺的优化和故障排除；（二）污水厂监测和数据框架的建立；（三）建立污水处理厂运行的最

佳实践知识体系；（四）能耗。 

• 为操作人员制定、开发一套培训课程，以建立在如下领域内的能力，包括（一）生物和化学过程；

（二）处理厂的控制、维护和运营系统。 

建立污水处理从业者网络（或“实践社区”），污水厂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可以在这里分享各自的经

验、学习收获以及知识。 

• 组建一个核心专家组，建立其在污水处理建模使用和校核方面的能力。 

• 进一步提高下列领域的能力：（a）污水处理理论；（b）建模软件和应用；（c）最佳实践设计；

（d）认识工艺问题对工厂性能的影响；（e）过程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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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节能降耗 

背景：跨流域的能源短缺 

太湖流域是全国最大的能源消费地区之一。江苏、

浙江两省每年的电力需求增长迅速（10－15%），严重

能源短缺正成为一个重要问题。过去的 5 年，由国家

发改委和各省级发改委领导的中国政府已实施一整套

的节能政策。最近发布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

中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节能项目，目标是未来 5 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要进一步减少 16％。 

污水处理的能效 

污水处理行业为流域内各级政府，提供一个了非常好的提高能效的机遇。以下是从太湖项目示范活动

得到的信息： 

• 太湖流域污水处理厂的运营成本中，能源成本占最大比例（30－40％之间）。 

• 太湖流域约有 300 个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可达每天 720万立方米，能耗累计每年 5－8亿千瓦.时。 

• 污水处理厂是太湖流域城市中的耗能大户之一，而且它必须保证每天 24小时不间断供电。 

随着太湖地区，逐渐采用深度去除营养物的处理工艺，意味着能源使用也将增加，甚至可能会增加一

倍。部分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每年对污水处理厂的能效进行评估（江苏住建厅，2009），这

里存在着巨大机遇，将这个举措进一步推进，实现大规模的节能降耗—使用传统的商业做法和技术。 

污水处理厂优化建模结果讨论， 

吴中城区污水处理厂，苏州，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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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水务集团最近启动了一个经济有效的节能项目－

制定了一个污水处理厂能源使用情况的框架和审计方法。  

 通过这个审计框架的应用，污水厂的能耗显著降低

（降低约 20－30％）； 

 为减少能耗而对过程控制进行改进的投资，同时也改

善了出水水质，对公司而言，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亨特水务为实现更高的能效不断寻找机遇，通过：  

• 在设计阶段即引入能效的概念； 

• 对污水处理厂的辅助计量和

能源仪表板等进行改进；  

• 探索避开峰值用电的潜力

（在用电高峰期，关闭非关

键性工艺过程，以在最低能

耗水平上运行）。 

避开峰值用电，对于太湖这

样受能源束缚的地区，应具有巨

大的潜力，但需要与强化污水处

理厂管理能力相结合－通过提高

理论知识、使用模型来理解工艺

过程以及改进的监测和管理系统。 

 

 

 

太湖的政策方向：节能降耗 

      探索太湖流域污水处理行业内，提高能效的潜力（与提高污水出水水质相结合）。 

• 在省/市发改委的领导下，为太湖流域污水处理厂设计能效战略，包括能源审计和避开峰值用电的机

遇。基于亨特水务集团已有的系统和从亨特水务学到的经验，有机会加快在这关键领域的发展步

伐； 

• 确定太湖流域和全国范围内从事能源效率工作的相关政府机构、研究团体和项目，并与他们接洽开

展合作； 

• 进行能源审计（结合动态建模），在太湖流域示范污水处理厂开展效率项目，展示节能机遇； 

• 将污水处理的能效管理纳入到太湖流域的总体方案和省/市的规划中。 

亨特水务集团成功节能的关键性因素： 

• 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 优质数据的获得;  

• 员工参与; 

• 支持系统、结构和程序； 

• 利用传统的商业模式和传统技术. 

 

污水处理考察团访问 Cairns Northern，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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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研发 

    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即：应当推动创新而不是始终墨守陈规。在实施太湖水污染治理项目的过程中，

澳大利亚都市系统集团及其中国合作伙伴就发现了几个未来可能的研发领域。 

管网渗漏 

    流入和渗入（I&I）是太湖地区面临的一个关键政策性问题。苏州和整个太湖流域的地下水位非常高

（许多地方地下水与地面的距离在 1 米以内）。这意味着该地区的污水管网地下水渗入的风险急剧增加。

苏州水务局在每年的管道专项调查中发现，在某些情况下（非满管流），部分区域的渗入率可高达 30%。

在苏州福星污水处理厂的建模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该区域内的人均污水产生量很大，约为澳大利亚相应

数据的两倍。初步认为，造成苏州的较高污水产生量的原因是渗入，而不是挥霍性用水。暴雨收集系统的

入流也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 

    大量的流入和渗入会造成以下问题： 

• 稀释了污水的浓度并带入溶解氧—这会降低污水处理厂对营养物的去除效率。 

• 因流入/渗入导致污水温度较低，从而影响冬季里氮的去除。 

• 污水水量增加，导致相应的泵送和处理要求以及相关成本增加。 

• 对系统容量的影响，即：增加了污水溢流到环境中去的风险。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苏州的水务部门逐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采用密封性能优良的管道替换容易造

成渗透的部分，例如用塑料管替换一些小口径的支管（管径在 300-400mm 以下）；部分地区采用塑料井取

代原来的砖砌的窨井，以减少渗入。 

 

    然而，解决以上问题所需的投入可能颇为巨大，因此需要进行良好的战略规划，明确可以为这些单位

带来最大效益的项目。第一步就是评估该问题对现有污水处理和受纳环境的影响；然后评估对改进项目进

行投资的潜在成本/效益。例如，亨特水务集团（HWC）就已发现，在非常干燥的渗透区，由于节省了能源，

在亨特水务对管道实施衬里技术之

前，咸水渗入管道系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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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衬里的投资回收周期较短。因此，制定一份目标明确的方案可有助于提高污水处理厂的绩效、减少系

统限制并降低污水泵送的成本。 

 

膜处理技术 

    尽管膜反应器（MBR）在太湖流域并未广泛使用（仅有少数污水处理厂采用），但由于其在规模、处

理性能和能耗改进方面的优势，此项技术在中国和全世界的应用必将迅速增长。近期在洛杉矶 2011

（Weftec Los Angeles 2011）上发表的报告，提到了 MBR 设计程序的变化，能够显著减低其能耗，同时

也将促进其在新的污水处理厂中的应用。随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膜生产国之一，中国有机会，不仅在

生产环节，而且在研究和创新的领域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 

从环境角度看，太湖流域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这个事实也将进一步促进此项技术的推广使应用。如果

设计正确，此项技术的可持续产出水质将比传统污水处理工艺更好的出水。无锡的情况即是一例，该市是

2007 年太湖蓝藻爆发主要的受影响区，在 2009-2010 年间已投产了总共 5 座 MBR 污水处理厂（见表 1）。

MBR 还被视为以回用为目的的污水回用的主要支持技术。而中国政府正在建立更为全面的回用水供应、使

用和费率制度以推进污水回收的实施。 

表 1：江苏省基于 MBR的污水处理厂（Judd,S 2006） 

地点 厂名 处理能力（万吨/天） 

无锡市 胡埭 2.1 

无锡市 梅村 3.0 

无锡市 新城 2.0 

无锡市 硕放 2.0 

无锡市 城北 5.0 

昆山市 昆山 1.5 

泰兴市 滨江 3.0 

大丰港 大丰港 1.0 

政策方向：流入和渗入的研发 

• 对 I&I 及其对处理厂运营绩效以及扩散性氮污染（因为系统制约因素导致的后果）的影响进行详细

的调查。该项调查应当：a) 使人们更清晰地了解该问题的大小范围；b) 确定更新改造的优先领

域；c) 确定潜在的解决方案。 

• 选择一些 I&I 管理的优先领域，开展示范工作。重要的是，要采取效益实现方法（即：以衡量投资

效益为突出重点，借以获取深入认识并实现战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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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R 的另一项主要用途是对有限场地内既有工艺进行升级。其实例之一是 Unitank 工艺，经过曝气系

统的改造和膜组件的安装，即可大幅提高处理厂的处理能力，而且实现这种扩能的成本可能比建设一个新

的设施更低。因此，采用此项技术可以用来应对在处理能力或出水水质方面的制约。 

 

污泥资源化利用 

    “十一五”期间，随着中国污水处理能力的快速增长，污泥产量也迅速增加。中国水网关于污泥处理

处置的分析报告中提到，截止到 2010 年年底，全国城镇脱水污泥的产生量接近 2200 万吨，预计今后将以

每年 15%的速率增长（中国水网，2011）。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我国污水处理厂所产生的污泥中 80%没有

得到妥善处理。现在通行的污泥处理技术是脱水和填埋。然而，这些方法正在过时且代价也越来越高。如

果采用改进的技术，如厌氧发酵，将会有很多潜在的效益。这项生物处理工艺有许多优势，不仅能够减少

二次污染，同时还能产生作为能源使用的甲烷气。 

    根据苏州水务局排水管理处提供的数据，该市每年约产生 60 万吨平均含水率为 80%的污泥。其中约

40%的污泥进行填埋，40%实施焚烧，其余用作肥料。由于中国大多数污水处理厂的进水都含有一定比例的

工业废水，所以生物固体在粮食产区的土地使用是受限的。因此，其常见的污泥处理方式是通过堆肥来生

产，仅用于景观和树木的肥料。在全国范围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了生物固体应用的相应标准（住建

部， 2009； 住建部，2011），而农业部制定有与之对应的实施条例。 

    从传统意义上说，污泥处理的成本一直相对较高，

中国的污泥处理市场一直鲜有发展。然而，继近期出

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之后以及在环保压力下，已有足够

的推动力使之成为十二五规划中所表述的优先领域之

一。主管污水处理法规和政策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

提倡生物固体在非农用地中的再利用。然而环保部门

通常主张焚烧，因其是将排放至环境中的污泥最小化

的最直接方式。 

    太湖项目在多次交流中都关注到了生物固体的回

用问题： 

    2010 年组织了一次关于采用高温热解(HTU)技术

实施污泥再利用和处置的初步试验，试验表明了该技

术在太湖流域的适用性和边际经济可行性。但仍需开

展更多的研究来确定该项技术的潜力。 

政策方向：膜技术的研发 

• 考察 MBR 的设计过程，纳入新的能效提高措施。 

• 考虑对现有工艺（例如 Unitank）进行评估，以确定换用 MBR 对处理能力和水质的影响。 

• 考察江苏省某个既有 MBR 设施的运行情况，对其工艺的能效和出水水质情况进行评估。 

在福星污水处理厂进行污泥取样- HTU技术处理污

泥及再利用的初步试验，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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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对澳大利亚的工作访问中，中国污水处理行业的官员对亨特水务集团将生物固体用于土地修复

的工作表示出了极大兴趣。 

    在对亨特水务公司的技术访问中大家讨论到的另

一个领域是：利用生物固体开展土地修复的可能性。

这个领域在中国可能具有很大的潜力，值得就此开展

更多技术/知识交流。作为一个实例，大家曾讨论了

生物固体用于矿区修复的案例，但鉴于太湖流域和矿

区之间漫长的运输距离，还需就此议题开展更多的研

究。气味控制、发酵控制和运输成本都可能构成巨大

挑战。 

 

 

政策方向：污泥资源化利用 

考察生物固体用于矿区土地修复的可行性。  

• 就利用生物固体进行矿山土地修复的最佳实践，制定初步导则。作为第一步，对国际上的做法进行

文献综合审阅将会是非常有用的。 

• 准备一份经济可行性研究，以确定和理解使用生物固体实施土地修复的物流要求/可行性，并与其

它生物固体处理方法进行对比评估。 

• 开展一个示范项目 。 

亨特水务集团采用污水处理厂污泥进行矿山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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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之路：中澳水务合作中心 
    太湖流域近年有大量新污水处理厂建成和投入运行（过去 5 年中共 214 家）。而且将来相关建设可能

还需要进一步铺开，且既有的处理厂也会有升级和优化的需要。这些处理厂在不同的地方，由各个不同的

主管部门进行管理，大家在污水处理的事情上，各自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径。但总的来说，这些处理厂都往

共有的集水区排放污水，而太湖之类集水区已深受水体富营养化问题的困扰—并且这个问题最好能以一种

通用的方式来应对。 

    通过太湖项目，我们发现许多处理厂存在进一步提高氮去除水平的机会，同时也通过建模来展示了这

种可能。此外，项目的有关活动也反映了另一种情况：要在太湖地区实现一致性的污水处理方法（建模作

为其中的一部分），必须对污水处理的理论和实践理解透彻。如果不能很好的理解，对污水处理方案和提

标改造设计，采用一致性的方式进行评估，就不可能有坚实的基础。 

    中方和澳大利亚都市系统集团目前正一起努力，促成在苏州市与澳大利亚都市系统集团的 5 年合作框

架下，建立一个中澳水务合作中心。该中心将为苏州市制定和协调一系列涵盖各种水和污水的项目，并建

立起整个太湖流域内以及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联系。该倡议将涵盖以下领域： 

 湖泊科学和藻类管理； 

 流域内的营养物污染控制； 

 生物污水处理工艺的设计和优化； 

 生物工艺控制和能效管理。 

    中心的污水技术部门，将为上述所列政策方向的行动提供支持，并将致力于实现以下目标： 

为全流域提供标准化的采样和分析方法   

尽管建模是一种强大的污水处理厂分析和设计工具，但它仍需依赖高质量的分析数据。澳大利亚的经

验是：遵循公开的采样和分析程序并不能确保不同实验室得出准确而且可重复的结果。例如，在测定 COD

这个重要的建模参数时，仅仅是分析过程中微小的改变，同一份样品，不同的实验室给出的结果，可能相

差 50%。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中心制定一套能适用于整个流域的取样和分析标准规程，从而确保结果的准确

性和一致性。同时也可为不同实验室提供质量控制检查服务。 

成为用于共享知识的资源中心 

    业内有大量关于污水处理厂运营方面的文献，可进行改编以适应中国的国情。中心可以负责编写此类

文献，分发给流域内各污水处理厂的操作人员；同时协助编写一份污水处理厂（由不同主管部门运营的）

通用的行业最佳实践守则。 

成为污水处理方面的教育中心 

为数众多的中国和国际研究机构，可以为设计面向本科和研究生的污水处理理论培训课程提供帮助。

此类培训可为中国未来的污水处理行业奠定重要基础。中心与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之类学术机构的协作，

将构建起为学生提供课程的机制，并将使之与世界范围内的培训机构和研究中心建立学术关联。 

成为操作人员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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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如此多的处理厂，创立集中式的培训方法将显著增加中国污水处理设施标准化的机会，而且还能

加强不同污水处理厂之间的交流和技术共享。 

成为设计资源 

    尽管主管部门可能要依赖设计院来设计新的污水处理厂，中心作为一个设计和运营方面的知识库，能

让主管部门更好地选择技术；为设计院提供简报和对其设计进行反馈，从而实现持续改进。这是一个关键

问题，苏州可能藉此成为这一重要领域中的引领者。 

成为能效中心 

要为 5000 万人口提供污水处理服务，平均需要约 600MW 的电力供应。澳大利亚的公用事业公司如亨

特水务集团正通过组织污水处理厂审计和调查节能方式推行节能措施。中心可采用在澳大利亚开发的模板

为太湖流域引入类似的审计方案。节约的能源将为中心的资金筹集和环保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中国水网（2011），中国污泥处理处置分析报告（2011 版），  

http://www2.h2o-china.com/report/2011/2011wunireport/index.html 。 

年鉴(2007)，江苏、浙江和上海年鉴 1991-2007， 

http://www.ide.go.jp/English/Publish/Download/Jrp/pdf/153_ch1.pdf。 

年鉴（2010），江苏统计年鉴-2010，http://www.jssb.gov.cn/jstj/jsnj/2010/nj03.htm 。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009），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考核标准， 

http://wenku.baidu.com/view/acc412dbce2f0066f53322cc.html。 

江苏（2011），江苏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交易平台系统开发完成并投入使用， 

http://www.csfee.org.cn/ReadNews.asp?NewsID=775 。 

Judd, S (2006), The MBR Book: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Membrane Bioreactors for Water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Elsevier Ltd. 

住建部 （2009），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农用泥质（CJ/T309-2009）， 

http://www.zchb.net/mfolder_1/green/NewsDetail.aspx?CID=171&SID=191&newsID=72#_Toc224370013。 

住建部（2011），关于发布行业产品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 林地用泥质》的公告（CJ/T362-2011）， 

http://www.mohurd.gov.cn/gsgg/gg/jsbgg/201112/t20111221_208053.html。 

国家发改委（2008），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 

http://www.sdpc.gov.cn/zjgx/P020080611378720026826.pdf。 

秦勇等人 (2010), Nitrogen and Phosphorous Removal in Municipal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s in 

China: A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Volume 2010, sourced  

http://www.hindawi.com/journals/ijce/2010/914159/ 。 

国务院 （2010），太湖流域水功能区划（2010-2030） 

无锡 (2011)，我市社区三维 GIS 应用平台基本建成， http://gh.wuxi.gov.cn/xxgk/xxgkdt/5367247.shtml 。 

朱玫（2011），”十一五”江苏省太湖流域城镇污水处理相关工作回顾（ppt），ACEDP 太湖水污染治理项目延

续项目二“以政策为导向的污水处理优化”启动大会。 

http://www2.h2o-china.com/report/2011/2011wunireport/index.html�
http://www.ide.go.jp/English/Publish/Download/Jrp/pdf/153_ch1.pdf�
http://www.jssb.gov.cn/jstj/jsnj/2010/nj03.htm�
http://wenku.baidu.com/view/acc412dbce2f0066f53322cc.html�
http://www.csfee.org.cn/ReadNews.asp?NewsID=775�
http://www.zchb.net/mfolder_1/green/NewsDetail.aspx?CID=171&SID=191&newsID=72#_Toc224370013�
http://www.mohurd.gov.cn/gsgg/gg/jsbgg/201112/t20111221_208053.html�
http://www.sdpc.gov.cn/zjgx/P020080611378720026826.pdf�
http://www.hindawi.com/journals/ijce/2010/914159/�
http://gh.wuxi.gov.cn/xxgk/xxgkdt/5367247.shtml�

	太湖流域污水处理导则与政策建议
	简介－太湖流域的营养物污染管理
	/太湖－重要但退化中的天然资源
	解决这一问题：太湖总体方案和污水处理
	/
	中澳伙伴项目：支持流域综合管理
	强化太湖流域污水处理的政策方向

	太湖流域污水处理的政策建议
	1．水务管理与商业运营模式
	背景：水务一体化
	澳大利亚的经验

	2. 污水处理的监管
	浓度限值、负荷许可和受纳水体

	3. 基础设施的规划
	背景：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
	规划工具

	4. 模型的应用
	污水处理建模是本项目在苏州和湖州所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此简单地将建模看作本项目的重点是有风险的，因为建模只是用于污水处理设施规划、设计和运营的一种工具。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虽说通过本项目将注意力都放在建模上并不合适，建模仍然是一种新方法的强有力象征。中国政府可使用模型，有效对该地区的污水处理进行控制和管理。
	当前模型的使用情况
	污水建模作为决策工具
	成功进行污水处理建模的要求

	5. 污水处理厂的管理系统
	当前背景

	6. 能力建设与人员培训
	赶上污水处理厂的投资步伐
	人员的能力建设

	7. 节能降耗
	/背景：跨流域的能源短缺
	污水处理的能效

	8.研发
	管网渗漏
	膜处理技术
	污泥资源化利用


	前进之路：中澳水务合作中心
	参考文献
	附件：污水处理厂优化、政策制定和规划的工具—建模
	案例1: 苏州吴中区污水处理厂
	以优化污水处理厂运营为目的的建模
	以污水处理厂设计（和升级）为目标的建模
	示范活动结论
	案例2：湖州市市北污水处理厂
	以优化污水处理厂运营为目的的建模
	建模示范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