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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水足迹的概念由荷兰学者 Hoekstra 于 2002 年基于足迹理念和虚拟水提出，
定义为一定已知人口（个人、地区、国家或全球）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所有产品
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计量单位为水的体积。水足迹被认为是目前最全面
的水资源消耗评价指标。目前，水足迹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国内外各领域应用到水
资源管理工作之中，但水足迹只是水消耗和水污染的体积衡量指标，而不是对当
地资源和环境影响程度的衡量指标。如何解析和准确地评价这种影响，开发能够
涵盖水量、水质、水环境及水资源时空特性的综合水足迹评价方法是目前急需攻
克的难题。
针对我国海水淡化综合效益评价缺失的问题，本项目重点围绕反渗透膜法和
低温多效蒸馏法两大典型海水淡化技术，根据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量化模型，结
合选取的评价指标，制定海水淡化水足迹综合效益评价指南，从能源及水资源等
角度，综合评价不同条件下的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效益。具体包括：基于水足迹
计算结果，建立水稀缺/劣化足迹评价指标体系，识别海水淡化水足迹的关键影
响因素，对不同规模、地域、季节、水质、工艺技术、能源对海水淡化系统水足
迹的影响进行评价，为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影响评价提供指南。
二、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度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
工作计划的通知》、《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关于开展 2019 年自然资源（海
洋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的通知》（海标委函[2019]94 号）进行编制，计划项目
编号：201924004，计划要求完成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本项目由全国海洋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3）归口管理，

2. 项目承担单位简况
项目主要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哈尔滨工
业大学（深圳）、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轻工业环境保护研究所。自然资源部天津
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以下简称海水淡化研究所），是我国唯一专门从事
海水利用公益技术、共性技术、产业化关键技术和发展战略研究的国家级科研机
构。承担了 60 多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和 100 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取得包括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国家及省部级科技奖励 31 项。主持编制每年的《海水
利用年报》。作为技术支撑编制完成了国家《海水利用专项规划》、《海水利用标
准发展计划》等多项国家规划，获得专利 166 项，已发布国家及行业标准 22 项，
在编国家及行业标准 44 项。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水淡化分技术委员会及国
家海水及苦咸水利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依托研究所成立。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深圳市政府
联合创办，其中环境学科拥有全职教师 16 人，博士后和博士 22 人，创建了“深
圳市水资源利用与环境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拥有总值 2000 余万元的各类仪器
设备，实验室面积 2000 平方米。近五年进行了海水淡化膜的研究，并承担了节
水及水资源利用相关的各级科研项目十余项。任务承担团队编著了《城市综合节
水技术与应用》和《工业企业三维水平平衡测试培训教材》。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目前具有的环境科学和工程研究领域的软硬件条件有能力为本研究任务的顺
利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3. 工作过程
在“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海水淡化水足迹评价方法研究”
（2018YFF0215705）中，海水淡化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针对水足
迹概念、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量化方法、评价技术等方面开
展了深入的研究，结合课题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已经具备了编制该标准的理论基
础和技术储备。
接到标准编制任务后，海水淡化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课题组成
立了标准编制工作项目组，通过查阅学习相关文献、标准和设计规范，设计调查
问卷开展数据调查获得第一手的数据，进行了实地走访交流、咨询相关专家，项
目组研讨等形成标准初稿，对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原则、
评价范围、水足影响评价、水足迹特征指标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界定。标准初稿经
过数次讨论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主要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7 名，分别是邢丁予、张小磊、潘献辉、陶思怡、董文艺、
尤菁、袁芳，所在单位为海水淡化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邢丁予负

责标准起草的全面工作；张小磊负责标准文本的编写和修改；潘献辉负责指导标
准文本的制定修改；陶思怡、袁芳负责标准编制说明和水足迹评价示例的编制和
修改；董文艺负责指导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和修改；尤菁负责水足迹评价示例的
修改。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以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与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推动海水淡
化系统科学节水发展为原则，并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和规定。

2．标准的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范围、
评价方法、报告和评价示例。
（1）术语和定义、核算原则
本标准沿用 GB/T 33859-2017、GB/T 37756-2019 中水足迹的定义，沿用生
命周期理论，对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进行定义、评价。
（2）评价范围
根据 GB/T 37756-2019 的相关规定，水足迹评价可以根据评价目的、生命周
期某阶段代表数据的获取情况，以及生命周期某阶段对水足迹评价结果的影响程
度，选择一个或几个生命周期结算进行评价。结合海水淡化系统的特点，淡化设
备生产和安装、报废等阶段的数据难以获取，且周期年限很长，具有很大的不确
定性，因此，本标准只针对于海水淡化系统生产阶段（“大门到大门”）的水足迹
的量化结果进行评价。
（3）评价方法
本标准的评价方法采用 ISO-LCA 的水足迹评价方法，对海水淡化过程中的
水稀缺足迹、水劣化足迹进行评价，并基于水足迹的概念提出了新的水足迹评价
指标来量化海水淡化厂的水足迹运行效益。
海水淡化系统水稀缺足迹评价主要分为间接水稀缺足迹和直接水稀缺足迹。
由于海水淡化过程中直接用水均取自淡化工艺自产水，因此直接水稀缺足迹为 0。

间接水稀缺足迹包括从海水淡化系统的能耗水稀缺足迹和耗材水稀缺足迹。其中
能耗水稀缺足迹分析主要从设备运行、蒸汽消耗量（低温多效蒸馏）等耗能引起
的水足迹进行分析；耗材水稀缺足迹主要从药剂投放量变化、膜材料更换周期（反
渗透膜法）引起的水足迹进行分析。
海水淡化系统水劣化足迹根据水足迹量化的实际需要选择临界稀释法或当
量系数法。水劣化足迹的大小变化主要从浓盐水的处置方式和海水淡化系统中药
剂投加种类进行分析。根据 HY/T xxx.1-202x（海水淡化水足迹评价规范 第 1 部
分：淡化系统水足迹核算要求）起草组跟踪调研的某海水淡化厂全年的浓盐水水
质监测数据，浓盐水水质远低于标准 HY/T 289 中的排放限值，水劣化足迹通常
为 0。
根据海水淡化系统开源增量的特征，而水足迹作为一个淡水减量的概念无法
完全衡量海水淡化对环境做出的贡献。因此提出基于水足迹的水资源增量指标，
本标准提出“单位水资源增量”特征指标，对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综合效益进行
了量化评价，便于不同海水淡化厂之间进行比较。其定义为生产 1 m3 产品水净
增加的水资源量，如公式（1）所示：
𝑊𝐹𝑖𝑛 = 1 − 𝑊𝐹

(1)

式中：
WFin ——海水淡化系统单位水资源增量，单位为立方米（m3）；
WF

——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单位为立方米（m3）。

（4）报告
报告部分则需要对水足迹评价整个过程进行完整的记录，并对数据来源、筛
选、使用等方面进行说明和备注，尽可能做到可以对每个数据进行追溯，并使整
个评价过程简洁、明了，并对不使用、忽略的数据进行说明和解释。
（5）评价示例
本标准所用示例为日产万吨级以上的某大型反渗透海水淡化厂，主要满足所
在工业区内的工业项目用水问题，缓解区域用水紧张状况。
基于海水淡化系统的工艺过程，界定核算边界为由海水淡化系统的海水取水
为起点，终点为产品水生成，工艺包括预处理、脱盐、淡化后处理、浓盐水排放
等，以及围绕这些处理过程的其他相关活动（如膜产品的清洗、更换等），但不
包括场地基础设施、设备、人员、产品水输出使用等活动。系统边界见图 1，基

于 HY/T xxx.1-202x（海水淡化水足迹评价规范 第 1 部分：淡化系统水足迹核算
要求）附录 A 的计算结果进行评价，计算结果见表 1。

图 1 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核算的系统边界
表 1 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清单分析结果
变量

夏季数值
3

输入

药剂/
3
（m /m3 产品水）

耗材/
3
（m /m3 产品水）
输出

1.45×10

1.57×10-2

次氯酸钠

3.61×10-4

3.63×10-4

3.77×10-4

亚硫酸氢钠

3.50×10-8

3.52×10-8

3.91×10-8

三聚磷酸钠

6.36×10-10

6.53×10-10

6.81×10-10

EDTA 四钠

1.50×10-10

1.54×10-10

1.60×10-10

三氯化铁

1.20×10-7

1.21×10-7

1.34×10-7

阻垢剂

7.48×10-8

7.51×10-8

6.67×10-8

8 英寸超滤膜组件

4.25×10-5

4.36×10-5

4.55×10-5

8 英寸反渗透膜元件

8.12×10-5

8.34×10-5

8.70×10-5

保安过滤器滤芯

6.83×10-6

7.02×10-6

7.31×10-6

108575

106598

120009

63589

61930

59406

浓盐水/（m3/天）
3

产品/（m /天）

冬季数值

1.41×10

电耗 /（m /m 产品水）

淡化水

-2

春秋季数值
-2

3

水足迹评价基于 ISO-LCA 方法，根据 HY/T xxx.1-202x（海水淡化水足迹评
价规范 第 1 部分：淡化系统水足迹核算要求）附录 A 的计算结果对直接水足迹
和间接水足迹进行区分。海水淡化系统水稀缺足迹，主要分为间接水稀缺足迹和
直接水稀缺足迹，将所有外部投入的耗材与电耗产生的水足迹加和，得到间接水
稀缺足迹。由于海水淡化过程中直接用水均取自淡化工艺自产水，因此直接水稀
缺足迹为 0。求出不同季节的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后将其取平均值，其分析结果
如表 2 所示。

表 2 海水淡化系统四季平均水稀缺足迹
水稀缺足迹

直接水稀缺足迹
3
3
（m /m 产品水）

间接水稀缺足迹
3
3
（m /m 产品水）

水稀缺足迹
3
3
（m /m 产品水）

数值

0

0.0152

0.0152

为进一步控制水足迹以实现水足迹减量，对水稀缺足迹的主要影响因素进一
步分析。由于四季的水足迹各组分规律具有普遍性，以夏季的水足迹为例进行分
析。首先将产生水足迹的种类分为电耗和耗材，对其比例进行分析，如图 2 所示：
耗材
3%

电力
97%

图 2 海水淡化系统夏季水稀缺足迹分布图

进一步对耗材的水足迹进行分析，得出影响水足迹的关键耗材，如图 3 所示：
超滤膜组件
9%

保安过滤器
滤芯
1%

反渗透膜元
件
17%

次氯酸钠
73%

图 3 海水淡化系统夏季耗材水稀缺足迹分布图

对不同季节的水足迹进行比较以确定季节温度对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的影

响，如表 3 所示：
表 3 海水淡化系统不同季节水稀缺足迹
水稀缺足迹

3

3

3

3

3

3

夏季（m /m 产品水） 春秋季（m /m 产品水） 冬季（m /m 产品水）

数值

0.0146

0.0149

0.0162

由表 4 海水淡化系统不同季节电耗水足迹看出，电耗水稀缺足迹随着季节温
度的降低而升高，与水稀缺足迹总量变化一致，因此电耗水稀缺足迹的变化是导
致海水淡化系统水稀缺足迹随季节温度降低而升高的主要原因。
表 4 海水淡化系统不同季节电耗水稀缺足迹
电耗水稀缺足迹

3

3

3

3

3

3

夏季（m /m 产品水） 春秋季（m /m 产品水） 冬季（m /m 产品水）

数值

0.0141

0.0145

0.0157

根据公式（1）对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特征指标进行核算，得到海水淡化系
统单位水资源增量，如表 5 所示。
𝑊𝐹𝑖𝑛 = 1 − 𝑊𝐹

(1)

表 5 海水淡化系统单位水资源增量
单位水资源增量

夏季（m3/m3产品水）

数值

0.9854

春秋季（m3/m3产品水） 冬季（m3/m3产品水）
0.9851

0.9838

四、预期经济效果
本标准是根据我国水足迹量化评价标准、海水淡化工艺技术流程及国家相关
规定和标准要求制定的，针对我国海水淡化水足迹量化方法、评价手段缺失等问
题，基于海水淡化完整工艺流程，结合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量化模型研究，开展
海水淡化水足迹综合效益评价技术研究，从能源及水资源等角度，综合评价不同
条件下的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效益。本标准实施后，可以推动海水淡化向科学节
水的方向发展，既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又能促使海水淡化水资源效益的提高；
为识别海水淡化耗水关键因素，完善海水淡化评价指标体系，引领技术发展提供
技术支撑。

五、标准的水平分析
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量化的研究目前还是空白，本标准基于 ISO-LCA 方法

建立了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的评价方法，填补海水淡化领域水足迹研究的缺失，
为完善海水淡化评价指标体系，推动节能环保型海水淡化技术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综上所述，本标准方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所规定的标准完全满足国际法规
的要求，既有先进性、又有可行性。

六、与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不存在相违背和抵触的地方。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的发布部门应在相关的管理、使用单位及大专院校中提供本标准的宣传
资料，举办标准培训班，让实施标准的人员理解和掌握标准的内容和要求，并说
明标准的实施范围、起始日期，为标准的顺利实施奠定基础。各企、事业单位应
根据本单位使用的需要，在标准发布后及时组织人员培训，按照本标准提出的贯
彻实施要求落实措施，严格认真贯彻实施标准。
实施标准的单位在标准实施一定阶段后应进行总结，对标准的水平和实施标
准的效果进行评价；实施中遇到问题，应及时与标准批准发布部门或标准起草单
位沟通。标准批准发布部门或标准起草单位应随时了解标准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必要时提出纠正措施，列入计划，修订原标准。

九、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