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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节水型社会建设是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新时期治水方针的重要内容，

节水型校园创建是节水型社会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在解读节水型单位建设标准的基础上，分析节水型校园建设的
关键环节，为节水型校园创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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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型校园创建背景
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我国的一项战略任务，是建设资源

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是解决我国水资源
供需矛盾突出问题的一条根本途径，是实现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关键 [1]。针对我国水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节
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治水
方针，为进一步开展节水型社会建设指明方向。浙江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印发《实行最严格
水资源管理制度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省 2/3 市、县（市、区）达到节水型
社会建设标准，节水型社会基本形成的总体目标。节水型
载体创建工作是节水型社会创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校
园作为人员密集、教书育人的场所，开展节水型载体建设，
对于节水理念和方法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2013 年水利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全国节约用水
办公室印发公共机构节水型单位建设标准，并提出建成一
批“制度完备、宣传到位、设施完善、用水高效”的节水
型单位，到 2020 年所有省级机关、50% 以上的省级事业单
位建成节水型单位。

调冷却补水率、锅炉冷凝水回收率；管理指标包括规章制
度、计量统计、节水技术改造与推广、管理维护、节水宣
传等；鼓励性指标为非常规水源利用。其中技术指标为 45
分，管理指标为 55 分，增设鼓励性指标 5 分作为加分项。
节水型单位的总得分应当不低于 90 分，并且水计量率、
节水器具普及率 2 项指标不得为 0 分。
标准要求从以下几方面加强节水日常管理，加快节水
技术改造，积极创建节水型单位：
（1）完善节水管理制度。完善内部节水管理规章制度，
建立节水管理岗位责任制，明确节水管理相关领导职责、
管理部门、人员和岗位职责。制定、实施节水计划和年度
用水计划，加强目标责任管理和考核。
（2）强化节水日常管理。严格用水设施设备的日常管
理，定期巡护和维修，杜绝跑冒滴漏。依据国家有关标准
配备和管理用水计量器具，建立完整、规范的原始记录和
统计台账，重点加强食堂、浴室等重点耗水部位的用水监控。
编制详细的供水排水管网图和计量网络图，按照规定开展
水平衡测试，加强用水效率和总量分析。结合自身特点，
加强节水宣传教育，提高干部职工的节水意识。
（3）加快推广使用节水技术和设备。积极推广应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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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型单位建设标准解读

进实用的节水新技术、新产品，加快淘汰不符合节水标准

节水型单位建设标准指标体系分为 3 部分，分别为技

的用水设备和器具。稳步实施卫生洁具、食堂用水设施、

术指标、管理指标和鼓励性指标。技术指标包括水计量率、

空调设备冷却系统、老旧管网和耗水设备等的节水改造。

节水器具普及率、人均用水量、用水器具漏失率、中央空

新建、改建、扩建项目，要制定节水措施方案，节水设施
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4）积极利用非常规水源。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建设
雨水集蓄和再生水利用系统，绿化和景观用水尽量利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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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水源。泳池、浴室等用水量大的场所应设置水处理再
利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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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型校园创建的关键环节

3.1 加强计量设施建设
计量设施建设是确保完成水计量率的重要环节，也是

或蓄水空间，对于校园绿化用水和生态环境补水是有效补
充，甚至可以基本满足这些环节的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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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衡测试的前提与基础。计量设施安装建设包括一级表
（用水单位）、二级表（次级用水单位）、三级表（用水设备）
的安装与调试。计量设备选型应满足国家标准 GB 24789 —

校园节水工作的薄弱环节
2015 年以来，浙江省已经创建节水型校园 20 余处，从

这些创建单位的工作基础和创建过程来看，前述 5 个关键
环节主要存在以下薄弱部分 [4]：

2009《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水平衡测

（1）组织机构和制度建设执行不到位。在节水型校园

试是加强用水科学管理，合理用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应

创建工作过程中，应当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但

该在完善给排水管网图和水表计量网络图、检测各用水单

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大部分制度没落实、工作不到位、

元设施的运行情况基础上，制定测试工作计划，明确责任人、

过程没记录的现象，导致节水工作流于形式，没有取得实效。

测试方法、测试项目、测点布置等。通过水平衡测试工作，

（2）监测计量设施总体薄弱。表现为 3 个方面：一是

绘制水量平衡图，找出用水不合理的环节，进而提出管网

监测计量率低，一级表配备到位，二级表大部分配备到位，

整治建议与方案。

三级表基本没配备，导致校园内部不同分区用水效率模糊

3.2 提高节水器具普及率

不清，管理与考核责任难以落实；二是监测计量设施老化

用水设备和器具是提高用水效率的关键环节，校园节
水器具的重点在于水龙头、便器、淋浴、绿化灌溉等环节。

失修，正常运行率不高，计量成果失真；三是部分监测计
量设施选型不合理，导致计量成果不准确。

水龙头是使用数量最多，厕所和浴室是用水量最大，在这

（3）非常规水利用率不高。雨水集蓄利用和中水回用

些用水环节推广应用节水型器具，选择满足国标的产品，

设施建设滞后，校园绿化、马路和广场清洗采用自来水优

对于促进校园节水具有重要意义。

质水资源，浪费严重。

3.3 完善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
节水型校园创建工作涉及学校许多部门和工作环节，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多个方面，有外部政策的原因，
有内部管理的原因，无论哪个方面，主要是促进节水的约

如何围绕校园节水工作建立一整套管理体制与工作机制是

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不足。

节水型校园创建的重要内容。应该建立节水型校园创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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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导小组，各部门作为参与节水型校园建设的责任人，
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节水型校园建设目标和各项工作
的落实。为做好节水工作，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用水管
理制度、用水设施定期检修制度、考核奖惩制度等一系列
规章制度，同时进一步完善约束与激励机制。

3.4 加强宣传教育，提高节水意识
建设节水型学校要从学生宿舍生活用水和浴室用水 2

对促进节水型校园建设的几点思考
为切实做好校园节水工作，结合国家对节水型单位建

设以及水资源管理“双控”行动的要求，建议从以下 2 个
方面做好工作。
（1）学校方面。第一，在组织机构和制度健全的基
础上，应重点加强制度的落实与执行，强化过程监督和考
核管理。第二，应加强监测计量设施建设，在科学选型的
基础上，一级、二级和三级表应配备到位，并确保正常运

方面着手 [2]，学生是学校用水的主体，提高学生节水意识

行。第三，应加强校园（或单位）各用水环节用水过程监管，

是节水型校园创建工作中最主要的内容。有关部门应重视

及时发现跑冒滴漏和不合理的用水环节。第四，为增强全

大学生节水知识和行为习惯的培养，将节约资源的理念纳

员节水意识，应结合计划用水管理，强化对各用水环节责

入学生手册中。在学生选修课的计划中，安排节水减污、

任主体的奖惩力度。

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课程 [3]。通过悬挂横幅、

（2）有关主管部门方面。一是以计划用水管理为抓手，

设立宣传牌、发放节水倡议书等宣传活动，提高学生节水

在用水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上全面从严，推进学校（或单位）

意识，在校园中营造良好的节水氛围。利用“校园文化”

节水。二是在现状阶梯水价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健全阶梯水

特点，采用广播、板报等形式，在学生食堂、宿舍、教室、

价制度，制定多层次的阶梯水价，使节水工作先进者有动力，

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全方位宣传报道节水的重要性。

让水资源浪费者付出更大的代价，切实为节水工作推进提

3.5 非常规水源利用

供内在动力。三是加强校园节水的基础性工作，从宏观上

雨水利用是校园节水的重要组成部分，校园具有面积

分析，校园用水以生活用水为主，但其内部用水结构也存

广、建筑面积大、硬化下垫面数量多等特点，因此可收集

在复杂性，不同区域供水管网布局明显不同，同一校园内

的雨水量较多。如果校园内合理布局一定数量的蓄水空间

办公、餐饮、住宿等用水环节差异明显，对其用水合理性

和容积，采用雨污分流设计，将雨水引入校园内的人工湖

考核评估需要有关主管部门提供参考标准，（下转第 22 页）

·20·

张任远：杭州湾大桥北接线（二期）工程防洪影响评价及水域补偿措施

2.3 工程建筑物对河槽及堤脚冲刷的影响

面等补偿措施。通过区域水系规划、调整，水域面积新增

项目涉水建桥后，由于过水断面面积减小，桥址断
面附近流速增大，水流挟沙力增大，引起桥址断面附近

41 377 m2，水域面积占补差基本平衡（见表 3），行洪能力
基本不受影响。

表3

河槽及堤脚发生冲刷。桥址断面附近的冲刷除自然冲刷
外，还包括一般冲刷和局部冲刷 2 部分。由于桥梁墩台压
缩河道水流，导致桥下流速增大而引起桥下河槽及堤脚的
一般冲刷。在行洪过程中，桥墩周围产生绕流，流速流向
发生变化，造成对桥墩周围河槽、堤脚的局部冲刷。按照
JTG C 30 — 2015 公路设计规范 [4] 中有关公式计算，河槽
及堤脚的一般冲刷及局部冲刷见表 2。

表2

新增水域面积

水域面积占补差

38 076

41 377

+ 3 301

3.2 河道冲刷补偿措施
桥址断面的冲刷直接影响河势的稳定和河道两侧堤防
桥墩布置型式，调整跨径或桥墩顺水流向布置，减少占用
河道行洪断面，降低对河道行洪的影响；②桥墩应避开主

局部冲刷

形式
冲刷 /m

占用水域面积

的安全，需要采取一些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①通过调整

涉水建筑物对河道冲刷表
一般冲刷

m2

水域面积补偿差表

河槽

堤脚

河槽

堤脚

0.00 ~ 0.86

0.00 ~ 0.60

0.00 ~ 0.87

0.00 ~ 0.70

2.4 工程建筑物对水利工程及河势稳定的影响
杭州湾大桥北接线（二期）工程穿越嘉善整区，对已
建成的区域圩区设计排水河道布局有一定影响。建设主体
工程时，需要考虑圩区排水的水利措施和必要的圩区调整
补偿措施。
工程建筑物若桥梁桥墩位于河道过水断面上，引起断
面处流速增大，对其桥梁下游河道河床的稳定，以及桥基、
堤脚部分均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分析项目实施后，区域河
道总体流态和工程影响区域的局部流态变化趋势，通过对

槽，既有利于通航，也有利于河势稳定；③为确保堤防安全，
需要采取堤脚防冲措施，必要时采用抛石护堤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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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杭州湾大桥北接线（二期）工程沿线跨越众多河道，

部分河道被实体路基截断，对区域防洪排涝、灌溉引水和
水环境造成一定影响。通过防洪影响评价计算分析，提出
对主体工程建筑物结构及布局等必要调整之外，主要采取
水域补偿、防冲等措施，使区域水系原有功能不变，不降
低河道总体行洪能力。同时，建议区域水系调整等水域补
偿措施，与项目建设同步进行。
参考文献：

主干河道代表断面和垂线流速、流向的变化情况，提出主
体工程建筑物等结构及布局调整，使工程建筑物对总体河
势和局部河势稳定达到无明显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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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挖疏竣，对狭窄河段进行适当拓宽，采取加大行洪断

（上接第 20 页）因此不同层次用水定额和管网漏失率等基
础性研究工作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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