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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的意义

•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我国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我

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

理制度，提高全民节水意识，建设节水型社会，是控制用

水需求增长,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战略举措，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社

会文明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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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的意义

• 我国公共机构数量多、人员集中、公众关注度高、社会影

响大。公共机构带头开展节水工作，提高用水效率，创建

节水型单位，必然具有社会率先垂范作用，对于促进全社

会提高节水意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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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的意义

• 为此，水利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在2013年

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的通知》，2016

年国管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公共机构节水工作的通知》，把建设节水

型单位作为公共机构节水工作的重要内容。为发挥公共机构的示范带

头作要求以全面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为保障，坚持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经济适用的原则，建成一批“制度完备、宣传到位、设施

完善、用水高效”的节水型单位，目标是到2015年，50%以上的省级

机关建成节水型单位，并逐步将各类公共机构纳入节水型单位建设范

围。到2020年，全部省级机关建成节水型单位，50%以上的省级事业

单位建成节水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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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的意义

• 浙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等三部门《关于开展节水型单位创

建活动的通知》（浙机事函〔2014〕16号）。《通知》要

求，到2020年，全部省级机关、50%以上的省级事业单位

要建成节水型单位。市、县（市、区）级机关50%要建成

节水型单位。

• 根据嵊州市机关服务中心、市建设局、市水利局等三部门

《关于组织开展2019年度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创建活动的

通知》（嵊机事〔2019〕12号）文件精神，共安排14家公

共机构列入2019年度节水型单位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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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 节水型单位建设标准

    在《关于开展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工作的通知》

中附带了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标准，该标准由节水技

术标准、节水管理标准和鼓励性指标（加分项）三部分组

成，总计10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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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节水技术标准 (45分）

序号 指  标 评  分  规  则 分值

1 ★水计量率
用水单位水计量率达到100%，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率达到95%，
分别达到得9分；用水单位水计量率不达标不得分；次级用水单位
水计量率每低1%扣1分，直至扣完。

9

2 ★节水器具普及率
节水设备、器具数量占总用水设备、器具数量的比例到100%得9
分，每低1%扣1分，直至扣完. 9

3 人均用水量

依据评价上一个自然年度本省同类型单位用水量平均值
进行判定：
人均用水量≤0.9×平均值，得10分；
0.9×平均值＜人均用水量≤平均值，得8分；
平均值＜人均用水量≤1.1×平均值，得5分；
1.1×平均值＜人均用水量≤1.2×平均值，得3分；
1.2×平均值＜人均用水量，得0分。

10

4 用水器具漏失率 用水器具漏失率≤2%得9分，否则每高1%扣1.5分，直至扣完。 9

5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1%得5分（无此项按空项折算）。 5

6 锅炉冷凝水回收率
锅炉冷凝水回收率大于50%得3分，每低2%扣1分直至扣完（无此
项按空项折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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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节水管理标准（55分） 

序号 指标 评分规则 分值

7 规章制度

1）建立计量、统计、定期维修等节水管理规章和制度得3分；
2）制定年度用水计划并落实得2分，完成当年内部节水指标得2分；
3）明确节水主管部门得2分，明确节水管理人员得2分；
4）两年内未受到浪费用水处罚得2分。

13

8 计量统计

1）依据《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GB/T29149-
2012），用水计量器具的配备按分户、功能分区、主要设备实现三级计
量，得5分，实现按分户、功能分区计量得3分，实现按分户计量得1分；
2）有原始用水记录和统计台账得2分。

7

9 节水技术
推广与改造

1）新建、扩建、改建的单位，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得3分（无新建、扩建、改建工程按空项折算）； 
2）近五年实施食堂用水设施、中央空调冷却塔、老旧管网和耗水设施等
节水改造和节水设施建设，得3分；
3）铺设透水地面或地面采取透水措施得1分；
4）所用节水设备和器具全部为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节水产
品得3分；
5）绿化采用高效浇灌方式得3分（无绿化按空项折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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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节水管理标准（续） 

10 管理维护

1）定期巡护和维修用水设施设备且记录完整得3分；
2）无擅自停用节水设施行为得3分；
3）有完整的管网图得3分；
4）有完整的计量网络图得3分；
5）开展水平衡测试或5年内有水平衡测试报告书得3分。

15

11 节水宣传

1）编制节水宣传材料得2分；
2）职工有较强节水意识得3分；
3）在主要用水场所和器具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识得2分编制节水宣传材料得
2分；
开展节水宣传主题活动、专题培训、讲座等，每开展一项得1分，满分3分；
在主要用水场所和器具显著位置张贴节水标示得2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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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鼓励性指标（加分项） 

12 非常规水源利用
1）建设雨水集蓄、海水淡化设施或再生水利用系统并有效利用得3分；
2）绿化、景观用水等采用非常规水源，每一项得1分，总分2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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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按照评分规则，计算每项指标的得分，总得分≥90分即

达到节水型单位标准，但有一个前提，就是水计量率、节水

器具普及率两项指标得分不得为0 分。也就是说，用水单位

的水计量率（俗称一级表计量率）必须达到100%，次级用水

单位水计量率（称为二级表计量率）不低于95%，节水器具

普及率不低于91%。否则，即使其他指标全部满分也不能称

之为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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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 节水型单位考核

    按照《通知》要求，节水型单位申报工作分为申报

阶段、创建阶段、验收阶段。嵊州市相关部门负责材料

初审和现场验收，验收通过后，发布节水型单位名单，

并报送有关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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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节水型单位的验收工作由验收小组负责。验收小组

由节水管理部门和被验收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人员组成。

验收包括资料审查和现场考核。程序如下：

    （1）听取申报单位关于开展创建活动的汇报；

    （2）查阅申报材料的原始资料；

    （3）现场抽查单位的用水设备、设施及节水措施；

    （4）组织评审，现场评分，提出评审结果。

    市级节水型单位创建验收合格的，经市机关事务局

会同有关部门审定合格后命名为节水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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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已获得命名的节水型单位，要继续按照节水型考核标

准做好节水工作。

市节水管理部门每年将对已获得命名的单位按一定比

例进行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将取消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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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技术指标

1、★水计量率

   

  评分标准：用水单位水计量率达到100%，次级用水单位水
计量率达到95%，分别达到得9分；用水单位水计量率不达
标不得分；次级用水单位水计量率每低1%扣1分，直至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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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技术指标

1、★水计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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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技术指标

1、★水计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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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技术指标

2、★节水器具普及率

    

    节水设备、器具数量占总用水设备、器具数量的比例
到100%得9分，每低1%扣1分，直至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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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非节水型器具：
• 1、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一）铸铁螺旋升
降式水龙头；（二）铸铁螺旋升降式截止阀；（
三）一次冲洗水量在9升以上的便器水箱；（四）
进水口低于水面的卫生洁具水箱配件；（五）上
导向直落式便器水箱配件。

• 2、非节水型用水器具，如：长流水冲洗小便池、
长流水自动冲洗水箱、非自闭式冲洗阀、双门调
节式（两个调节阀门）淋浴控制阀等。

• 3、损坏的用水器具，如：关闭不严的水龙头、漏
水的用水器具、漏水的阀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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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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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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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沟槽式便池感应冲水器
是针对沟槽式厕所的使
用特点开发、研制出的
高科技节水产品，基于
红外线技术，人到开启，
无人关闭，控制准确，
方便卫生，使用单位改
造方便，投资小、见效
快，经过各单位实际使
用检验，适用于沟槽厕
所冲水器的平均节水率
高达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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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3、人均用水量

依据评价上一个自然年度本省同类型单位用水量平均值进行
判定：

人均用水量≤0.9×平均值，得10分；
0.9×平均值＜人均用水量≤平均值，得8分；
平均值＜人均用水量≤1.1×平均值，得5分；
1.1×平均值＜人均用水量≤1.2×平均值，得3分；
1.2×平均值＜人均用水量，得0分。

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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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以下机关为例：
人均用水量
≤0.9×53.58=48.22，得
10分；
0.9×53.58=48.22＜人
均用水量≤53.58，得8分；
53.58＜人均用水量
≤1.1×53.58=58.94，得
5分；
1.1×平均值＜人均用水
量≤1.2×平均值，得3分；
1.2×平均值＜人均用水
量，得0分。

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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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4、用水器具漏失率

    评分标准：用水器具漏失率≤4%得9分，否则每高1%扣
1.5分，直至扣完。

    标准说明：单位卫生洁具设备（水嘴、浴室龙头、便器
水箱、冲洗阀等），总计数量×××件，其中自查漏水点
××处，卫生洁具设备漏水率××％。

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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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4、用水器具漏失率

    

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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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通过现场排查，单位每天器具及阀门漏失水量为89.52 m3

（1.53×24+2.20×24=8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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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5、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评分标准：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1%得5分（无此
项按空项折算）。

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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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5、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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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5、中央空调冷却补水率

    

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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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6、锅炉冷凝水回收率

  评分标准：锅炉冷凝水回收率大于50%得3分，每低2%扣1
分直至扣完（无此项按空项折算）。

  标准说明：本单位运行的锅炉数量、吨位、年产汽量、主
要用途、冷凝水回收利用情况和方式、回收利用量及回收
利用率。

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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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6、锅炉冷凝水回收率

二、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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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 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根据节水型单位建设的标准和考核方法，节水型单位建

设工作主要包括：

◆机构职责          ◆规章制度

◆用水计量          ◆水平衡测试

◆技术改造          ◆节水宣传

◆基础工作          ◆总结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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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一）机构职责

    健全机构、明确职责是做好节水工作的基础。

    一是要有节水管理组织，单位领导分工有人负责

节水工作；

   二是要有明确的节水主管部门和节水管理人员，在

主要用水部门有专（或兼职）职节水管理员，并以文

件形式加以说明。

   三是各级管理人员要责任明确，工作记录完整。做

到节水工作有人抓、有人做，出现问题有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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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如某单位节水工作机构：

    领导小组组　长：***（单位主管领导）

            副组长：***（机关服务中心主任） 

                    ***（机关办公室主任）

            成　员：***（维修处处长）

   　　　    　     ***（基建处处长）

                    ***（生活服务处处长）

                    ***（财务处处长）

                    ***（宣传处处长）

在机关服务中心设立节水办公室，明确节水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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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领导小组职责：

   （1）统筹领导节水工作；

   （2）组织节水会议，落实节水工作；

   （3）协调各相关部门，主持制定各项节水规章制度，建

立节水管理三级网络；

   （4）监督考核节水工作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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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节水办公室职责：

（1）具体负责各项节水工作。

（2）具体制定节水工作各项规章制度，执行节奖超罚制度。

（3）制定节水工作目标、工作计划、技改方案等，落实各项节水

工作。

（4）完成各项节水统计台帐建设，并及时汇总上报。

（5）负责用水设备设施的检查和维护，组织实施节水改造，检查

验收节水工程质量。

（6）组织开展节水宣传教育。

（7）配合完成水平衡测试工作。

（8）完成创建节水型单位的组织、申报、汇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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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二）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节水规章制度，并落实到位。制度健全、措施

得力是节水工作的保障。建设节水型单位，一般应建立以下

基本的节水规章制度：

 （1）巡回检查制度

 （2）设备维修制度

 （3）用水计量制度

 （4）节奖超惩制度

 （5）节水目标考核制度

    除此之外，各单位还可根据自身实际建立其他相关的制

度，目的是规范管理、促进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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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某单位建立的节水规章制度：
    
       1.巡回检查制度 
     （1）维修处负责用水设备设施的检查、维修工作，建立巡回检查记录。

   （2）各部门专兼职节水员负责本部门用水设备设施的每日巡视、检查、
报修工作。

   （3）维修处设24小时维修值班电话，负责维修和记录。

   （4）设专职查表员，每月定时查表，并承担巡回检查任务。

   （5）值班室接到的报修电话和巡查中发现的故障，要求小活1小时内解
决，大活不过夜，急活立即安排，特殊情况报领导审批。

   （6）每年定期对用水设备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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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强节水器具的日常维修和保养，由维修处负责维修，并建立

维修记录。各部门每天须巡查所属区域内节水器具的运转、使用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报修。

    （2）凡不正常使用节水器具的现象一经发现，要坚决制止，除给予

必要的批评教育外，视情节轻重还要给予处罚。

    （3）各岗位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节水器具失灵或损坏要及时报

维修处抢修，当天问题必须当天解决。

    （4）各岗位员工要坚持节水器具的日常保养工作，每天要进行擦拭

，保持器具光、洁、亮、净。

      

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2.设备维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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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各岗位员工严格执行节约用水各项规章制度，不得推诿、
拖拉。

（6）坚守岗位，按分工做好自己分管的工作，严格按《巡回检
查制度》、《用水计量制度》等规定检查、抄表、检修用水
设备、设施。

（7）发现用水设备有严重损坏的，应采取紧急处理措施，并及
时上报主管领导。

（8）管理人员应经常组织部门员工学习有关节水资料，每月至
少检查一次本部门所使用的用水设施。发现问题及时组织有
关人员查找原因，彻底解决。

（9）组织维修人员进行培训，学习专业知识，钻研技术，不断
提高维修和管理水平，增强节水责任心。

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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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对各主要用水单元须安装计量水表。

    （2）定期查表，并建立计量台帐。

    （3）对各部门用水实行指标考核，建立指标分解台帐

和指标计算台帐，推行节水目标管理责任制。

      

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3.用水计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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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节水管理人员认真负责，对所分管部门节水效果明显的给

予奖励。

 （2）对发现设备、设施、器具有漏水现象并及时报修的职工给

予表扬，每次可奖励10-100元。

 （3）在节约用水方面有发明创造的，根据贡献大小，给予100-

500元奖励。

 （4）对各用水单位、用水部门进行计划指标用水考核，完成用

水指标的，在评选先进时可作为一项考核指标。 

     

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4.节奖超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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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用水单位、用水部门没有完成用水指标的，给予通报批评，

超标严重的给予处罚，并要求制定措施，限期整改。

 （6）主管部门接到报修没有及时维修，超过2小时以上的，给予

相应处罚。

 （7）破坏节水设施、严重浪费用水的人员，主管部门有权对当事

人进行处罚。

 （8）定期公示节奖超惩情况。

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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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单位实行节水目标考核制，并将节水目标纳入部门年度

绩效考核指标。

 （2）每年初由节水办根据单位用水情况制定年度节水目标，并

将节水目标和用水指标分解到各部门。

 （3）严格用水统计，建立部门用水统计台账，逐月分析部门用

水计划落实情况，对超出用水指标的部门及时通报和警示。

 （4）年底由节水办汇总统计各部门用水情况和节水目标完成结

果，对各部门节水工作进行评价，并作为部门年终绩效考核评

先内容。

      

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5.节水目标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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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三）用水计量

    建设计量系统、实行用水计量是保障单位合理用

水、科学管理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节水型单位标准要求建设节水型单位必须实行用

水计量，其一级表计量率要100%，同时还要根据单位

用水实际和主要用水部位分布，充分考虑管理需求，

合理规划和建设次级水量计量系统，次级用水单位计

量率不低于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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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四）水平衡测试

    水平衡测试是查找供水管网和用水设备设施运行

状况、定量分析单位用水水平和管理水平、制定节水

技改方案的重要手段，通过水平衡测试可以帮助我们

分析各部位用水情况和用水效率，查找单位存在的隐

蔽漏水点，进而指导整改工作。因此浙江省要求创建

节水型单位必须要进行水平衡测试，提供水平衡测试

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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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用水设备设施明细表；   ◆节水措施项目明细表；

◆计量水表配备明细表；   ◆计量水表配备网络图；

◆各用水单元水量平衡图和平衡表； 

◆水量平衡汇总图；       ◆水量平衡汇总表；

◆给排水平面图；         ◆测试结果表；

    水平衡测试包括：准备、实测、汇总、分析和验
收等五个阶段。通过测试要编制提出以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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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根据所测数据及各部门的情况汇总，进行合理用水

分析，通过分析要找出用水不合理的地方，挖掘节水潜

力，提出整改措施方案及措施实施后的节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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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如某医院过去二级水表计量不全，借助水平衡

测试，重新规划了水表计量系统，确定了水表安装位

置，共安装了22块水表，各用水点均实现了计量控制。

通过用水量分析，发现医院日均水量达到了1500-

1650立方米，用水量偏大。进一步分析总表和二级表

水量，水量差达51%，怀疑供水管线有漏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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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经过对地下管线现

场勘查，确定科研楼东

侧有疑似漏水点，经现

场开挖发现地下100mm

水管裂开大缝隙，漏出

的水直接从旁边的下水

井排走，每天漏水800

多立方米，年漏水30万

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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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五）技术改造

    按照节水型单位标准，依据水平衡测试结果，进

行用水设施更新或节水技术改造，如换装生活用节水

器具（包括水龙头、淋浴器、马桶等）、更新老旧供

水管网、改进中央空调制冷和锅炉冷凝水回收工艺、

公共浴室实行刷卡、推广绿地节水灌溉技术、建设雨

水和中水利用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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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1.安装使用节水器具

    公共机构主要用水包括办公及生活场所（如宿舍、

活动中心等）卫生用水、食堂用水、浴室用水。在这

些用水部位安装使用节水型器具是节水的一个有效方

法，也是节水型单位建设的要求。

    按照国家关于用水器具实行用水效率分级管理的

制度，相关国标将用水效率2级作为水嘴、便器、淋浴

器的节水评价值。因此有条件的应逐步采用用水效率2

级以上的生活用水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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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用水效率等级 1级 2级 3级

出水量L/S 0.1 0.125 0.15

水嘴用水效率等级指标

   从国标可以看出，水效2级的水嘴比3级水嘴节水
17%；如果用1级水嘴可节水1/3。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在水嘴上加装限流阀，简单方便，节水效果也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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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坐便器用水效率等级指标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用水量
L/S

单档 平均值 4.0 5.0 6.5 7.5 9.0

双档 大档 4.5 5.0 6.5 7.5 9.0

小档 3.0 3.5 4.2 4.9 6.3

平均值 3.5 4.0 5.0 5.8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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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感应式节水龙头

起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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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如某学校将学生公寓所有水龙头更换为恒流节水龙头，将
教学办公楼的水龙头全部更换为触式延时节水龙头。
经过测试，节水龙头比原有水龙头可节水20%以上，年节
水2万立方米，并且出水柔和，没有水花四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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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脚
踏
式
冲
水
便
器

两
档
式
中
位
水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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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食堂，尤其是后厨，在管理上

往往被人忽视。而食堂又是单

位用水的主要部位之一。一方

面要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坚

决消除清水冲地、直流水化冻、

灌流水降温、清洗池长流水等。

另一方面应全部使用节水器具，

有条件的应使用节水洗菜机、

节水型洗碗机、节水型冻肉解

冻机等节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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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某学校在学生食堂安装了十台节水消毒洗菜机，节水

50%以上，又具有臭氧消毒、活性碳过滤功能，同时

节省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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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2.浴室节水

    近年来，为节约用水、规范管理，机关事业单位

逐步实行关闭公共浴室，所以机关浴室用水比例较小。

但在大学，学生浴室仍是一个主要用水部位，约占大

学总用水的1/10。加强浴室管理、安装节水喷头、实

行刷卡取水是浴室节水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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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另外，浴室采用节水喷头具有显著的节水效果。按照

国标《淋浴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采用

水效2级的淋浴器就比水效3级节水20%。

淋浴器用水效率等级指标

用水效率等级 1级 2级 3级

冲洗水量L/S 0.08 0.1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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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浴室节水改造措施：

（1）淋浴器喷头出水量超标可采用的措施:

    A、加装节水限流阀; 

    B、换装节水型喷头。

（2）集中浴池

    A、采用单路供水方式的，应安装脚踏式、智能卡式等

节水型淋浴器；

    B、采用冷、热水双路供水方式的，应安装单柄双控陶

瓷片密封式淋浴器、恒温恒压阀等冷热水混合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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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某学校浴室供水

系统采用“浴室水温

自动调节、恒温供水

混合罐”设备，保证

洗浴水温恒定，无需

再次调节，同时管道

剩水回收再次加热利

用，节省了大量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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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同时浴室内加

装射频卡计费

系统，实行刷

卡洗浴，洗浴

时间与同学的

利益挂钩，多

洗多交钱，少

洗少花钱，节

水率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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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更换为

节水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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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有些学校不仅浴室实行IC卡，而且打开水都实行刷

卡取水，节水效果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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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3.中水利用

充分利用中水用于单位冲厕、保洁、绿化等是公共机

构节约新水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中水利用有两种方

式，一是对具备接入市政中水的单位，直接接入市政

中水；二是单位自建中水处理设施，将处理户的中水

加以利用。尤其是对于学校，学生公寓盥洗间、学生

浴室排水都是优质杂排水，是很好的中水水源，加之

学校绿化、景观用水需求大，具有很好的中水利用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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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某大学建设大小中水站

三座，主要收集学生浴

室以及学生公寓盥洗间

的废水，日处理污水500

吨，所产中水主要用于

学生宿舍卫生保洁与冲

厕、绿化喷灌、景观用

水、操场冲刷、洗车等，

节约新水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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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中
水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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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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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4.雨水利用

有效利用雨水资源是缺水地区节约用水的又一途径。

对于公共机构，尤其是占地面积大、硬化面积大的单

位，应通过多种方式，拦蓄利用雨水，增大雨水利用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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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雨水利用有三种方式：

（1）直接利用。是指建设雨水收集回用系统，将一定

汇水面积如屋面、路面、广场等上的雨水通过收集系

统收集起来，贮存于雨水收集池，经处理后用于绿化、

洗车、道路冲洒、冲厕等。雨水收集可以根据单位情

况建设地上地下雨水池，也可利用人工湖体或水池贮

存雨水，还可利用雨水收集罐进行雨水的利用。需要

指出的是，在积蓄利用雨水时应注意初期雨水、道路

雨水的处理，保证积蓄雨水的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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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雨水利用有三种方式：

（2）间接利用。是指通过铺装透水路面、修建下凹式

绿地等，增加雨水入渗量，减小地面径流，补充土壤

水和地下水。这是合理利用和管理雨水资源，改善生

态环境的有效方法之一。与雨水直接排放和雨水集中

收集、储存、处理与利用的技术方案相比，它具有技

术简单、设计灵活、易于施工、运行方便、投资少、

环境效益显著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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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雨水利用有三种方式：

（3）综合利用。是指根据当地的条件，选择直接利用

或间接利用，或两种利用方式的结合，以做到经济可

行。

雨水综合利用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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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某大学院内有一个人工湖——明湖，

为更有效利用雨水，学校在铺装透

水路面、建设下凹式绿地的同时，

对明湖进行了防渗处理，将学校教

学区及西家属区20万平方米汇水面

积的雨水汇集到明湖，并将中水处

理站每日约150立方米中水也引入

湖内，同时在湖中增添了一套循环

与喷泉系统，既成为校园一景，又

可对湖水进行瀑气，防止水华的产

生，保证湖水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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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在明湖周边建设固定水泵站

与过滤设施四处，将湖水通

过地下管道引至图书馆、芳

华园、思源楼、第九教学楼

等处周围的绿地，并全部安

装自动控制地埋升降式喷灌

设备。现在学校已经实现了

70%以上的绿地采用湖水（中

水与雨水）浇灌，年可节约

自来水5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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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5.净水机尾水回收利用

  一些单位办公楼安装有净水机，由于制水技术的限

制，目前无论是集中式净水机，还是分散式净水机，

都有大量尾水排放，有的设备产水率不足50%，一半以

上的水作为尾水排放。对此，一是改进净水设备，提

高产水率；二是对设备尾水加以回收利用，杜绝直排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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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如某单位主楼地下一层有一套直饮水系统，产水率较

低，水量浪费大。在节水型单位建设过程中，实施了

直饮水机尾水回收利用工程，耗资20余万元，在直饮

水机房旁建造了一个20吨的废水回收箱，用于回收每

日直饮水机产生的尾水，同时改造了供水管线，将尾

水引入到车库、地面绿化区用于洗车、草地灌溉以及

地面清洗，做到了充分利用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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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直饮水尾水引入食堂
清洗间

直饮水尾水用于地面绿化的接口

直
饮
水
尾
水
用
于
洗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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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6.空调冷凝水回收利用

收集冷凝
水用于洗
车、保洁
等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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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中央空调冷却塔收水器

锅炉蒸汽水回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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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六）节水宣传

    节水除了依靠科技、机制外，还依靠公众的节水意识

和节水观念，尤其是在当科技达到一定水平、管理机制逐

步完善的情况下，节水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们的用水行

为和用水习惯，依赖于社会节水文化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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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六）节水宣传

    作为公共机构应加强日常节水宣传，将水情和节水教

育纳入单位职工教育和培训内容，充分利用单位网络、宣

传栏、显示屏等，发挥自身优势，广泛宣传节水技术、节

水知识等，结合世界水日、节水宣传周等，组织开展节水

主题活动，举办节水讲座，在主要用水部位和职工活动场

所张贴节水标示和节水宣传品，营造单位节水氛围，倡导

社会节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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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六）节水宣传

    某中心幼儿园开展“节约用水，从我做起的”宣传教育活动。本次活动，

通过《威水超人》漫画故事的形式，向小朋友传递节水、爱水、惜水的意识。

希望这本主题鲜明、浅白易懂、色彩缤纷、多元互动的《威水超人》节水故事

册，让节水种子在小朋友心灵萌芽，继而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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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七）基础工作

      加强日常管理和节水基础工作。节水不是一撮而就、抓

几天就能一劳永逸的工作，需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地抓

下去。要加强节水的日常管理，严格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

要建立完善各类台帐和记录，夯实节水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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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节水基础工作。包括：

（1）水表计量台账：统计各级水表编号、逐月计量水表表

底数、用水量。

（2）指标分解和计算台账：根据水平衡测试，按用水性质

和用水区域划分用水单元，制定各用水单元的用水指标，

按月记录各用水单元的实际用水量，分析统计节超情况。

 （3）用水设备设施巡回检查记录。

 （4）用水设备设施维修改造记录。

 （5）节奖超惩情况记录。

 （6）节水会议、工作和活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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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用
水
设
施
及
器
具
巡
回
检
查
记
录

检查日期 巡检部位 设施、器具名称 运转情况 巡查人

2009.12.4 食堂二层 洗手池龙头 正常 张**

2009.12.25 开水房 开水器水龙头 正常 张**

2010.1.8 西配楼3层水房 水龙头 正常 李**

2010.1.19 主楼卫生间 冲击阀 正常 李**

2010.2.4 西配楼女厕 小便池 正常 张**

2010.2.26 东配楼开水房 开水房洗手池 正常 张**

2010.3.5 西配楼女卫 墩布池水龙头 正常 张**

2010.3.19 东配楼女厕 大便池 正常 张**

2010.4.7 主楼卫生间 洁具 正常 李**

2010.4.26 食堂洗菜盆 水龙头 正常 李**

2010.5.6 主楼墩布池 水龙头 正常 张**

2010.5.28 西配楼卫生间 洁具 正常 张**

2010.10.4 食堂二层 洗手池龙头 正常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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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用
水
设
施
设
备
维
修
改
造
记
录

检查日期 故障地点 故障现象 维修内容 维修人员 备注

09.3.12 一层厕所 冲水阀损坏 更换 张**

09.05.06 办公区 冷水表坏 更换 张**

09.05.21 厕所女卫 冲水感应器 更换 张**

09.07.15 二层卫生间 马桶渗漏 更换 张**

09.08.09  食堂 冷水表损坏 更新 李**

09.08.16  厕所 冲水阀损坏 更换 李**

09.09.19 二层洗手池 八字阀损坏 更换 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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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八）归纳总结

    在创建工作的基础上，系统总结，认真归纳，将节水

型单位建设工作建立档案，形成卷宗。

   1.机构职责卷。包括节水管理机构设置情况；节水管理

机构组成人员名单；节水管理机构职责和人员分工等。

   2.规章制度卷。包括各项规章制度。 

   3.水平衡测试卷。包括水平衡测试工作总结、测试报告

及相关附图、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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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水型单位建设的主要工作

    4.基础资料及台帐卷。包括原始用水纪录及台账、指

标分解和计算台账、用水设备设施巡回检查记录、用水设

备设施维修改造记录、节奖超惩情况记录、节水会议、工

作和活动记录等。要求资料完整、数据准确规范。

    5.节水宣传卷。包括宣传材料、宣传活动纪录、图片、

影像等。

    6.工作总结卷。包括单位基本情况，节水型单位建设

的工作过程、工作内容、取得的成绩、存在问题、今后的

提升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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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重点注意的几方面问题 

    总结以往节水型单位的建设，结合公共机构性质和

用水特点，在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过程中，要注意

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用水计量

   ◆水表计量不全

   ◆已有水表年久老化或损坏，更新维修不到位 

   ◆空调循环补水、公共卫生间、绿化、员工宿舍

漏装表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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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重点注意的几方面问题 

（二）基础情况

    ◆单位的给排水图纸资料不全 

    ◆用水管理人员对单位管线不了解 

    ◆管线随意施工改造，并未更新原有资料或留下施

工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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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重点注意的几方面问题 

（三）日常管理

    ◆规章制度较少，对各用水单元没有明显的约束 

    ◆用水指标分配不清，各部门用水无节制 

    ◆员工内部用水情况交流较少 

    ◆无台账或台账记录不全 

    ◆数据查抄相隔时间不固定，台账统计不准确

    ◆台账数据仅做记录，缺乏定期分析和对比 

    ◆台账中发现用水量出现问题但未查明原因并解决。

    ◆节水宣传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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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重点注意的几方面问题 

（四）重点用水部位监管

     ◆食堂。一些单位食堂为外包的餐饮公司，因此单

位的用水管理部门对后厨并没有尽到管理职责，水管冲

地、直流水化冻肉、清洗池长流水等情况多有存在。 

     
     ◆绿化。单位内的绿化较为分散，绿化的计量水表

较少，有的外聘绿化管理人员浇水时打开水管后便离开，

造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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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重点注意的几方面问题 

（四）重点用水部位监管

     ◆浴室。浴室管理不到位，常流水、不限时，有的

还在洗澡时在浴室洗衣服。有的浴室无混流装置，洗

澡前需要自己调配冷热水，造成浪费。

     ◆用水器具。淘汰为非节水型器具，力争节水器具

普及率达到100%。虽然单位的用水器具均使用节水型

产品，但对一些饮水设备如纯净水机、直饮水机尾水

直排现象重视不够，缺乏对尾水的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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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需重点注意的几方面问题 

非节水型器具：
• 1、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一）铸铁螺旋升降式水龙头；（二）铸铁螺旋

升降式截止阀；（三）一次冲洗水量在9升以上的便器水箱；（四）进水口低于
水面的卫生洁具水箱配件；（五）上导向直落式便器水箱配件。

• 2、非节水型用水器具，如：长流水冲洗小便池、长流水自动冲洗水箱、非自闭
式冲洗阀、双门调节式（两个调节阀门）淋浴控制阀等。

• 3、损坏的用水器具，如：关闭不严的水龙头、漏水的用水器具、漏水的阀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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