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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装备技术指南》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中华环保联合会。为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的需要，进一

步完善国家环境保护标准体系，提升一体化设备在村镇污水治理中的应用，中华环保联合会

于 2021年 7月发布了关于《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装备技术规范》团体标准（中环联字

〔2021〕99号）的标准编制任务。

2 标准编制必要性、原则和技术路线及主要内容

2.1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与城市相比，农村生活生活污水的处理严重滞后。《2019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截

至 2019年，我国自然村为 251.3万个，农村人口 6.7亿，据生态环境部发布，截止 2021年

我国农村污水处理率不到 30%。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措施的扎实推进和农村经济社会的不断

发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将是重要工作之一，农村生活污水存在点多、分散、量小的特征，

而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具有规模灵活、占地小、建设周期段、易于实现自动化、智能化运行

和管理，在村镇污水处理中广泛应用，且在农村分散、小规模的污水处理中发展迅速、潜力

巨大。村镇地区建设、运行管理专业素养欠缺，一体化设备长期运行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

当前亦缺乏一体化设备应用端的相关指导性标准、文件，因此，《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

装备技术指南》对提高一体化设备建设和应用具有指导作用，有利提高一体化设备在村镇污

水处理效果，对我国水环境保护和乡村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2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2.2.1 科学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遵循科学性原则，对一体化设备的工艺、设备主体、电气控制、验收及运

行维护等方面进行指导，相关内容是各单位多年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在充分征询行业意见

的基础上完成标准制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指导性。

2.2.2 可操作性、先进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在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结合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装备

现状，规范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装备设计、建设、运行维护过程，提升其在应用端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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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果，结合各单位在一体化设备使用过程中经验，重点对一体化设备的建设、维护进行指

导，文件内容可操作性强，对一体化设备的建设和运维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2.2.3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图 1技术路线图

3 主要工作过程

3.1.1 成立标准制订编制组

2021年 7 月项目下达后，项目承担单位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与项目参与单位成立了

标准制订编制组。编制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制订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讨论了在标准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问题，标准定位及侧重点，根据标准编制任务，制定了详细的标准编制计划与任

务分工。分析了现有标准规范的实施情况和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确定了标准的原则和技

术路线。

3.1.2 查询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编制大纲及草案

标准编制组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办法》（国环规科技〔2017〕1号）、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修订技术导则》（HJ 168-2010）、《环境保护标准编制出版技术指

南》（HJ 565-2010）等相关规定，查询和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资料。重庆市科学技

术研究院与课题参加单位收集了国内外有关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装备技术的研究成果，

全面跟踪了解村镇一体化集成装备的现状，总结承担重庆市全域村镇污水处理现状调研、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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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等相关工作成果，为后续标准提供资料支撑。

3.1.3 编制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1年 7月~12月，编制组通过文献检索结合现场调研的方式，形成了《村镇污水处理

一体化集成装备技术规范》草案稿。初稿经主编单位多次讨论，修改后，小范围征求行业内

专家意见，形成初稿。

2022年 1月 13日，召开编制组全体会议，对初稿进行逐条讨论，并将标准名称暂修改

为《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装备技术指南》。2022年 1月~5月编制组经多次反复修改并召

开多次论证会议，原则上全部采纳或部分采纳专家意见，个别环节提出了反馈意见供专家组

参考，最终形成了《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装备技术指南》预审稿和编制说明。

2022年 6月 23日，中华环保联合会组织召开《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装备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草案稿技术审查会（线上会议）。标准审查会专家组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研究员魏源送、北京市水务局研究员张寿全、中国水协排水分会教授级高工甘一萍、中国

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教授王胤、黑龙江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水与农村环境研究所高级工

程师姜兵、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研究员刘锐、中华环保联合会标准专家顾问研究员曹磊 7

位行业专家组成，魏源送研究员担任专家组长。专家组认真听取了标准编制单位的汇报，对

标准进行逐条讨论、质询，提出修改意见，并确定标准名称更改为《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集

成装备技术指南》。

3.1.4 编制报批稿、完善编制说明

2022年 8月 2日编制组形成征求意见稿，报批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开征求意见 30天。

同时向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主管部门等单位发送“征求意见稿”。再次广泛征求意见，

编制组将针对意见组织讨论，预计 9月中旬形成了送审稿。

4 标准主要编制内容和关键条款说明

（1） 关于“范围”，本文件是为改善村镇环境治理，提高一体化设备在村镇水环境治

理效果，促进一体化集成装备在村镇生活污水处理行业发展。适用于除工矿企业、农产品加

工等工业企业生产废水处理外的村镇生活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装备，单套规模在 500 m3/d

以下。

（2）关于“基本规定”中进水水质，预处理是一体化设备必须有的，预处理需将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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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浮物、颗粒物等去除，防止堵塞后续工艺段，同时因一体化设备因空间限制，主要的预处

理过程应放在一体化设备之外。设计进水水质参考值，为一般情况的参考，部分项目进水浓

度超出此标准时，属于特殊情况，应根据一体化设备单位处理负荷设计相关参数。

（3）关于“基本规定”中的调节池，本文件中指导的调节池规模普遍偏大（表 4.5-1），

主要考虑三方面：一是一体化设备处理规模一般偏小，自身调节能力小，二是村镇地区，排

水规律性较强，一般早、中、晚排水，其余时段几乎无来水，在对重庆市全域乡镇污水调研

时，很多项目都是间歇进水，只有当调节池规模较大，可保障连续进水，间歇进水是影响系

统稳定运行的因素之一。三是部分项目有加工坊、企业来水，针对村镇的污水入网标准目前

还比较欠缺，导致冲击负荷时常发生，重庆市全域调查期间，因来水冲击导致不达标的约占

15%，因此在有此类废水接入时，应适当加大调节池容积，降低因冲击负荷导致的出水不稳

定和系统稳定风险。

（4）一体化设备出水回用，目前国家积极倡导污水资源化回用，村镇地区因地貌广阔，

环境容量相对更大，田地有施肥需求，因此应根据项目地实际情况，科学选择回用途径和回

用工艺。回用时出水水质应满足相关回用途径标准，目前有回用于农田灌溉、渔业、景观相

关标准。

（5）关于 4.9条，村镇地区运行维护专业技术力量薄弱，一体化装备宜自动化运行，

减少人为干预，保障运行稳定和出水水质。同时因村镇地区项目规模小且分散，单个运行管

理效率低，成本高，区域化管理后可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效率，同时对专业化运维企业更具

有吸引力，可提高村镇地区运维水平。另一方面自动化运行和集中监管平台将是村镇地区污

水处理发展趋势，目前一体化设备不具有自动化和集中监管平台的，可以预留相应接口，以

便后续升级改造。

（6）关于 4.10条，设置相应标签和标志，可规范现场管理，降低误操作概率，在调研

过程中，发现标签、标志设置不规范，现场人员操作还需电话咨询熟悉人员，非常不利于运

营管理人员现场操作和规范管理。

（7）设计选择一体化设备时，应根据一体化设备使用场景及污染物去除的需求来选择

相应工艺的设备，应避免一味的选择高标准和全工艺设备，造成投资浪费和增加运行管理难

度。如只有有机物去除需求的，没必要选择 AO或 AAO工艺。

（8）关于 5.2条，在排放标准较高项目使用一体化设备时，应采用工艺成熟稳定且宜

与生物膜法相结合，在重庆市全域乡镇污水处理现状调研时，约有 20%污水厂因原水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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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波动大，水量负荷不足，运行管理不合理等原因造成污泥浓度低，污泥培养、维护难度

高，导致系统污水去污能力弱，出水水质不稳定。采用泥、膜混合工艺（活性污泥与生物膜

法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更具有显著优势，生物量更多，出水更具保障，重庆市乡镇污水后

续改造过程中，工艺逐渐调整为泥、膜混合工艺，达标率显著提升。

（9）关于 5.2.3条，生物膜法工艺中，填料至关重要，是决定使用效果的关键，填料

应符合《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悬挂式填料》（HJ/T 245）、《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 悬浮

填料》（HJ/T 246）相关标准要求。

（10）关于 5.3.4条，A/O 、AAO工艺水力停留时间依据《厌氧-缺氧-好氧活性污泥法

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HJ 576-2010）执行。

（11）关于 5.4.1调节池，调研发现，部分项目采用单浮球控制调节池提升泵启停，受

单浮球控制行程限制，严重影响调节池有效调节高度（容积），降低水量、水质调节能力。

（12）一体化设备电气安全问题，一体化设备集成传感器、控制系统于一体，电子、

电气元件多，防雷和防过载保护是一体化设备长期正常运行的关键，其构筑物和设备相关防

护应符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和《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

等规定，参照化工仪器仪表设计规范，控制系统及传感器建议接地电阻小于 4欧姆。

（13）区域智慧平台集中管理将是小型、分散污水管理的发展趋势，能提高管理效率，

降低管理成本，集中处理的一体化设备应设置远程通讯模块和功能，单户或多户的分散处理

一体化设备应预留相应接口，为后期实现远程通讯和集中管理提供基础。

（14）一体化设备运行维护宜采用“供管一体”运维模式，设备供应单位对一体化设

备的参数、系统最了解，有利于一体化设备长期稳定运行，一般以合格出水作为运维服务费

结算依据，能促进运维单位保持一体化设备长期稳定。

（15）关于“标准化信息登记”，将一体化设备售后电话、工艺、规模及主要工艺参数

标注出来，便于运维单位参照执行，有利于运行管理，特别是专业素养不高的运维单位和人

员，提高运行效果。

5 国内相关标准及相关项目情况

本文件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技术内容与现行技术标准相协调。现行的村镇污

水的相关标准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19）、《村庄污水处理

设施技术规程》（CJJ/T 163-2011）、《小型生活污水处理成套设备》（CJ/T 355-2010）和《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规范》（DB 33/T 868-2012）等，这些标准规定了村镇生活污水处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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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相关标准。其中国家标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19）提出了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在设计、施工和验收等方面的相关规定。行业标准《村

庄污水处理设施技术规程》（CJJ/T 163-2011）和《小型生活污水处理成套设备》（CJ/T 355-2010）

分别提出了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和小型生活处理设备的相关规范。地方标准（浙江）《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技术规范》（DB 33/T 868-2012）规定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在设计、施工和验

收等方面的相关要求，见表1。总之，目前还无针对村镇污水处理一体化集成装备的相关标准。

表 1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规范、标准或方法名称 规范、标准或方法编号 主要内容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 GB/T 51347-2019 规定了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相关规范

村庄污水处理设施技术规程 CJJ/T 163-2011
规定了村庄污水处理设施的设计、施工

和验收要求

小型生活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CJ/T 355-2010 小型生活污水处理设备的相关规定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规范 DB 33/T 868-2012 规定了生活污水处理工程相关规范

污水提升装置技术调节 CJ/T 380-2011 污水提升装置的使用规定

镇（乡）村排水工程技术规程 CJJ 124-2008 镇村给水工程建设规定

6 征求意见处理情况说明（送审稿）

7 技术审查工作情况说明（报批稿）

8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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