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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水效提升行动计划

推进工业水效提升，是推动工业用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

集约节约利用转变的内在要求，是缓解我国水资源供需矛

盾、保障水安全的重要途径，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工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

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以实现工业水资源节约集约

循环利用为目标，以主要用水行业和缺水地区为重点，以节

水标杆创建和先进技术推广应用为抓手，以节水服务产业培

育和改造升级为动力，优化工业用水结构和管理方式，加快

形成高效化、绿色化、数字化节水型生产方式，全面提升工

业用水效率和效益，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目标

到 2025年，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 2020年下降

16%。重点用水行业水效进一步提升，钢铁行业吨钢取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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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行业主要产品单位取水量下降 10%，石化化工行业主要

产品单位取水量下降 5%，纺织、食品、有色金属行业主要

产品单位取水量下降 15%。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水平进一步提

高，力争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 94%左右。

工业节水政策机制更加健全，企业节水意识普遍增强，节水

型生产方式基本建立，初步形成工业用水与发展规模、产业

结构和空间布局等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格局。

表 重点行业主要产品水效提升预期目标

行业 产品名称
2020 年单位产品

取水量

2025 年单位产品取

水量预期下降率

钢铁 粗钢 2.5立方米/吨 10%

石化

化工

石油炼制 0.6立方米/吨

5%

乙烯 9立方米/吨

煤制烯烃 22立方米/吨

合成氨

无烟块煤 12立方米/吨

粉煤、褐煤 16立方米/吨

天然气 10立方米/吨

煤制甲醇 13立方米/吨

工业硫酸
硫铁矿 4.1立方米/吨

硫磺 2.6立方米/吨

烧碱 7.1立方米/吨

聚氯乙烯
电石法 12立方米/吨

乙烯氧氯化法 9.5立方米/吨

纯碱

氨碱法

（使用海水）
8立方米/吨

氨碱法

（不使用海水）
14立方米/吨

联碱法 5立方米/吨

钛白粉 60立方米/吨

纺织 纱线/针织印染布 95立方米/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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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织印染布 1.6立方米/百米

15%
涤纶长丝织物 1.3立方米/百米

锦纶长丝织物 1.1立方米/百米

人造丝织物 0.4立方米/百米

造纸

漂白化学木浆 75立方米/吨

10%箱纸板 24立方米/吨

瓦楞原纸 22立方米/吨

食品

啤酒 4.5立方米/千升

15%
淀粉糖 6立方米/吨

白酒
原酒 51立方米/千升

成品酒 7立方米/千升

有色

金属

电解原铝液 2.5立方米/吨

15%阴极铜

产品

铜精矿 16立方米/吨

含铜二次资源 1.2立方米/吨

注：1.2020年单位产品取水量为全国平均值，由相关行业协会及研究单位测算。

2.2025年相关目标均为预期性指标，不做约束性考核，各地区可结合实际设

置目标。

二、强化创新应用，加快节水技术推广

（一）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转化。落实国家中长期

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2021-2035）、“十四五”产业科技创新发

展规划，支持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高校等开展工业节水基

础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性研究。围绕行业节水技术难点和装

备短板加强协同攻关，着力突破高浓度有机废水和高盐废水处

理与循环利用、高性能膜材料、高效催化剂、绿色药剂、智能

监测与优化控制等节水关键共性技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用好“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等方式，鼓励龙头企业、单项

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承担攻关项目。完善节水

技术产业化协同创新机制，探索建立产业化创新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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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企业、园区、高校、科研机构和地方等创建节水技术创新

项目孵化器、创新创业基地，推动新技术装备快速大规模应用

和迭代升级。做好行业节水关键核心及基础共性技术知识产权

战略储备，加强布局和风险预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

（二）遴选推广节水技术装备。选择应用范围广、节水

潜力大的冷却塔、空冷器、水处理膜等工业节水装备，制定

工业节水装备行业规范条件，提升节水高端装备供给能力。

发布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分行业制

定节水技术推广方案和供需对接指南。鼓励地方、行业协会

以及重点企业开展技术交流、业务培训和供需对接等活动，

专栏 1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向

共性通用：智能化水管理、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循环利用、高盐废水有

机物降解与结晶分盐、高性能膜材料、海水淡化高压泵与能量回收装置、高精

度监测仪器、高效催化剂、绿色药剂等。

钢铁行业：冷轧酸性废水循环利用、焦化废水近零排放集成、循环水高效

冷却、全厂废水零排放等。

石化化工行业：适用于炼化企业的闭式循环冷却塔、中水适度处理梯级回

用、高浓度工艺废水循环利用、石油天然气开采废水集中处理及随钻并行处理

与回用、煤制气废水高效处理回用、煤化工废水近零排放等。

纺织行业：染液在线添加浸渍染色、印染废水高效处理回用、喷水织机废

水近零排放等。

造纸行业：高浓度有机物降解与循环利用、新型造纸废水多级净化深度循

环利用等。

食品行业：食品高倍浓缩蒸发、脱水干燥超低 VOCs排放等。

有色金属行业：有色冶炼重金属废水深度处理与回用、湿法冶金高含盐废

水循环利用、重金属冶金污酸废水处理及资源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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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广应用高效冷却和洗涤、废水循环利用、高耗水工艺

替代等节水工艺技术装备。到 2025 年，推广应用 200 项先

进适用的工业节水技术装备。

三、强化改造升级，提升重点行业水效

（三）推动重点行业水效提升改造。鼓励工业企业、园

区、集聚区主动开展或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生产工艺和

设备节水评估，深挖节水潜力，实施工业水效提升改造，推

进用水系统集成优化，实现串联用水、分质用水、一水多用

和梯级利用。开展工业绿色低碳升级改造行动，引导金融机

构绿色信贷优先支持水效提升改造项目，加快废水循环利

用、海水雨水矿井水等非常规水利用设施建设。

专栏 2 水效提升改造升级重点方向

钢铁行业：水质分级串级利用、加热炉汽化冷却、大型高炉密闭循环冷却

水、综合废水再生回用集成、电磁强氧化焦化废水深度处理、浓盐水分盐及零

排放、燃-热-电-水-盐五位一体低温多效海水淡化、钢铁废水和市政污水联合

再生回用、智慧用水管理等。

石化化工行业：氮肥生产污水零排放、原浆喷雾干燥、纯碱生产用水平带

式真空过滤机和干法加灰、聚氯乙烯离心母液水回用、烧碱蒸发二次冷凝水回

用、草甘膦副产氯甲烷清洁回收、硫酸生产酸洗净化、石油天然气开采废水处

理与回用、高盐废水分步结晶除盐、半水-二水法/半水法湿法磷酸生产、磷铵

单（双）管式反应器生产、磷铵料浆三效蒸发浓缩、炼化企业水平衡测试及优

化分析软件、管网漏损检测与修复等。

纺织行业：涤纶织物少水连续染色、低浴比间歇式染色、针织物平幅连续

染色、数码喷墨印花、工艺水分质回用、印染废水分质处理和技术集成应用、

喷水织机废水高效处理和回用等。

造纸行业：网、毯喷淋水净化回用，纸机白水多圆盘分级与回用，造纸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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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利用节水，制浆废水处理与回用等。

食品行业：发酵有机废水膜处理回用、高浓度含糖废水综合利用、糖厂水

循环及废水再生回用、发酵行业生产连续离子交换、氨基酸全闭路水循环及深

度处理回用、含乳饮料节水集成、洗瓶水循环净化及回用等。

有色金属行业：有色矿山酸性废水源头控制和优化调控、选矿废水分质回

用、有色冶炼重金属废水处理与回用等。

（四）推动节水降碳协同改造。聚焦重点用水行业，支

持企业优先开展厌氧氨氧化脱氮、新能源耦合海水淡化等节

水降碳技术改造。鼓励有条件的中央企业及园区在现有用水

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实施数字化降碳改造，协同实施用水数

据与碳排放数据收集、分析和管理。探索建立上下游企业节

水降碳合作新模式，推动上游企业将有机物浓度高、可生化

性好、无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水作为下游污水处理厂碳源补

充，减少外购碳源，实现节水降碳协同增效。

四、强化开源节流，优化工业用水结构

（五）推进工业废水循环利用。聚焦废水排放量大、改

造条件相对成熟、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钢铁、石化化工、纺

织、造纸、食品、有色金属等重点行业，优先选择水效领跑

者企业、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

稳步推进废水循环利用改造升级，创建一批废水循环利用示

范企业、园区，提升水重复利用率。重点围绕京津冀、黄河

流域等缺水地区及长江经济带等水环境敏感区域，推动有条

件的工业企业、园区与市政再生水生产运营单位合作，完善

再生水管网、衔接再生水标准，将处理达标后的再生水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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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减少企业新水取用量，创建一批产城融合废水高

效循环利用创新试点。到 2025年，梳理形成 50个可复制、

可推广的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典型应用场景。

（六）扩大工业利用海水、矿井水、雨水规模。鼓励沿

海钢铁、石化化工等企业、园区加大海水直接利用以及余能

低温多效、反渗透、太阳能光热等海水淡化技术应用力度，

配套自建或第三方投建海水冷却、海水淡化设施，扩大海水

利用规模。对于沿海缺水地区具备条件但未充分利用海水淡

化水的高用水项目和工业园区，依法严控新增取水许可。鼓

励有条件的矿区及周边工业企业、园区加强技术改造，建设

一批矿井水分级处理、分质利用工程，提高矿井水利用规模。

鼓励企业、园区建立完善雨水集蓄利用、雨污分流等设施，

加强管网建设，有效利用雨水资源，减少新水取用量。到 2025

年，工业新增利用海水、矿井水、雨水量 5亿立方米。

五、强化对标达标，完善节水标准体系

（七）加强工业水效示范引领。聚焦企业、园区等节水

主体，树立典型，推动各地区依托节水评价标准创建节水型

企业、园区，遴选节水标杆企业、园区，申报国家水效领跑

者企业、园区，逐步建立“节水型—节水标杆—水效领跑者”

三级水效示范引领体系。通过宣传推广、政策激励，推动工

业企业、园区水效对标达标。推动国家绿色工厂、绿色工业

园区率先达标。适时将水效领跑者指标纳入节水型企业、园

区标准。到 2025年，钢铁、石化化工等重点用水行业中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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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企业达到节水型企业标准，创建 120家节水标杆企业、

60家标杆园区，遴选 50家水效领跑者企业、20家领跑者园

区。

（八）完善工业节水标准体系。构建多方协同推进的节

水标准工作机制，依托节水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统筹完善

节水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体系。编制

工业节水标准制修订计划，聚焦重点用水行业，加快制修订

节水管理、节水型企业、用水定额、水平衡测试、节水工艺

技术装备等标准，探索制定节水型工业园区评价标准。加强

节水行业的标准采信，推进重点标准技术水平评价，建立标

准实施动态反馈机制。鼓励制定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

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通过百项团体标准应用示

范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节水团体标准推广应用。鼓励

参与节水领域国际标准化活动，共同制定国际标准。到 2025

年，制修订 100项节水标准，用水定额、节水型企业等标准

基本覆盖重点用水行业。

六、强化以水定产，推动产业适水发展

（九）持续优化用水产业结构。严格执行钢铁、水泥、

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产能置换政策，严控磷铵、黄磷、

电石等行业新增产能，新建项目应实施产能等量或减量置

换。依法依规推动落后产能退出，遏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加

快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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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绿色环保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高低水

耗高产出产业比重，减少水资源消耗。

（十）因地制宜提升区域工业水效。贯彻落实区域重大

战略，依据不同区域水资源禀赋、水环境承载力等特点，差

异化推进工业水效提升。在京津冀及黄河流域等地区，严控

钢铁、炼油、磷铵、电解铝等重点用水行业新增产能，稳妥

有序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推动企业实施节水改造，加快废

水循环利用及海水、再生水、苦咸水等非常规水利用，减少

新水取用量。在长江经济带等地区，全面推行清洁生产，从

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快长江经济带等城镇人口密集区危

化品企业搬迁改造，加强化工园区整治提升。推动沿江企业

加大废水循环利用力度，提高水重复利用率，减少废水排放。

七、强化数字赋能，提升管理服务能力

（十一）提高数字化水效管理水平。推动企业、园区健

全水效管理制度，完善供用水计量体系和在线监测系统。加

强用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实施分质、分类计量，逐步建

立工业废水、市政再生水、海水等非常规水精确计量体系，

强化数据统计和过程监管。推动高用水企业、园区对已有数

字化平台进行升级改造，开展智能化管控、管网漏损监测等

系统建设，促进 5G、物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

与水系统管理技术深度融合，实现工业用水精准控制和优化

管理。发挥 5G应用产业方阵、“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等

平台作用，挖掘 5G 在工业水效提升方面的应用案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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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业互联网+水效管理”典型应用场景，打造解决方

案资源库。到 2025年，遴选推广 10个以上数字水效管理典

型应用场景。

（十二）提升智慧化节水服务能力。推动新型、智能节

水计量器具研发、生产和应用，提升节水计量服务能力和智

慧化水平。鼓励第三方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通过物联网、

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面向工业企业和产业链上

下游提供水资源技术、数据、政策等信息服务。遴选水效提

升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打造水效提升服务领域的专精特新

专栏 3 数字水效提升重点方向

工业数字水效管理系统：在取水、制水、供水、用水、排水、废水循环利

用等水系统全过程安装具有区块链分布式账本功能的水质、水量等智能仪表，

打通与平台侧区块链中心服务节点间的通信，将工业水系统数据就地上链存证，

建立安全可信的工业水系统数据管理体系。基于链上数据实时监测、评价节水

效果、水平衡状态，实现对工业水系统的数据监控和优化管理。

工业管网漏损监测与智能诊断系统：通过具有通信功能的无线流量计终端

设备、压力计终端设备采集供水管网数据，上传至云服务器，在线显示管网状

态。建立管网损耗模型，实时监测并分析管网损耗状态，智能诊断出疑似损耗

节点/管段。

工业废水循环利用智能系统：安装水质智能化管理装置（包含在线水质检

测单元和水处理化学品加药单元）在线监测废水 pH、电导率、浊度、荧光等指

标，判断无机物溶度积、饱和指数，实现自动加药和补水。安装废水回用装置

（包含多介质过滤单元、超滤单元、反渗透单元、检测单元等）按需精准加药、

自动反洗和清洗，将处理后的水根据水质要求回用到不同生产环节。结合边缘

计算物联网技术，实现工业废水循环利用全流程可视化监测，提升工艺运行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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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巨人”企业，为企业、园区提供节水提效设计咨询、系

统集成、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数字化改造等综合解决方案。

搭建“水效提升第三方服务库”，开展入库服务机构评价和

服务情况跟踪，建立动态筛选制度。到 2025 年，培育 100

家优质水效提升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

八、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工业和信息化部

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充分发挥节约用水工作部际协调机制

作用，整合节水相关配套政策和资源，按照职责分工抓好任

务落实。加强部省协同，鼓励各地区结合实际制定相关工作

方案，落实行动计划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充分发挥行业协

会、科研院所、第三方机构等桥梁纽带作用。工业和信息化

部将定期开展实施情况动态监测和评估，推动计划落实。

（二）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工作基础。明确各级工业节

水管理队伍工作职责和相关要求。探索建立企业节水负责人

管理制度，鼓励年用水总量超过 10 万立方米的企业、园区

设立节水负责人岗位，接受相关培训。组织开展院士、专家

行活动，鼓励行业协会、第三方培训机构开展节水政策标准、

技术、职业技能等相关培训，全面提升工业节水队伍能力。

（三）强化政策支撑，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作用，落实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

业加大对传统产业节水技术改造、先进节水技术创新应用力

度，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可研究设计多元化的财政资金投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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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机制。落实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支持

水污染处理装备推广应用。落实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产融合

作专项政策，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

企业提供专业化的节水金融产品和融资服务。

（四）深化宣传交流，推动国际合作。充分利用世界水

日、中国水周等大型活动及新媒体，广泛宣传节水法律法规

和政策标准，不断强化企业节水意识。召开水效领跑者经验

交流会、工业节水技术供需对接会，宣传推广先进技术、管

理模式，推动企业不断提升节水水平。加强政府间、社团间、

企业间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节水技术

和管理模式。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开展境

外节水技术咨询、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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