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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要求，国家污染
物排放标准体系建设应当着力强化标准技术内容的精准性、科学性，通过更加全面、精细的
管控要求提升污染减排效果。
城镇污水处理厂既是治理水污染的重要环境基础设施，也是监管水污染情况的重点领
域。《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发布实施以来，对控制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显现出一些有待完善的
技术内容，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对水污染物排放控制的项目指标及其监测要求比较简单，不
适应当前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的要求。
为此，生态环境部研究决定，修改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标及其监测、
监督实施要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修改工作由生态环
境部法规与标准司、水生态环境司组织开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生态环
境部环境标准研究所）负责编制。

1.2 工作过程
（1）2021 年 1~4 月，开展前期研究
接到任务后，承担单位立即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制订工作方案。收集我国城镇污水处理
厂发展现状资料及国内外城镇污水处理厂相关标准，比较分析国内外相关法规标准规定及配
套监测技术要求。
（2）2021 年 5~9 月，开展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波动规律研究
在生态环境部执法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等单位支持下，依据 2020 年城镇污水处理厂
国家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开展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波动规律分析，测算一次监测
浓度对日均浓度的波动系数。6 月 3 日，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召开波动系数测算研究报告论证
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测算技术方法科学、合理。会后，编制组进一步修改完善研究报告，
并形成科技专报。
（3）2021 年 10~11 月，编制标准修改单草案
基于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波动规律研究结果，起草标准修改单草案及配套
规范性文件，并征求相关部门、地方和专家的意见。按照反馈意见修改后，报部长专题会审
议。11 月 22 日，部长专题会研究决定，以编制标准修改单为主，进一步细化标准技术规定。
（4）2021 年 12 月~2022 年 1 月，编制标准修改单征求意见稿
按照部长专题会部署，编制完成《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修改单（征求意见稿初稿）及编制说明。2022 年 1 月 5 日，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城镇污水处
理、标准制修订和生态环境管理领域的专家、代表对初稿进行讨论，编制组根据会议意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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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5）2022 年 1 月，标准修改单征求意见稿通过专家技术审查
2022 年 1 月 19 日，法规与标准司、水生态环境司组织召开技术审查会，来自高校、行
业协会、市政设计研究单位、生态环境科研单位、企业的 11 位专家通过对该标准修改单征
求意见稿的技术审查，并提出进一步完善修改单内容的意见和建议。按照专家技术审查意见，
编制组修改形成本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2 行业概况
2.1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能力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显
著提高和水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不断提升，持续拉动城镇污水处理需求。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我国城镇污水处理进入快速发展期，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和改
造的投入，城镇污水处理能力不断增强。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2020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城
市及县城污水处理厂共 4326 座，较“十二五”末新增 783 座。其中，城市污水处理厂 2618 座，
5 年累计新增 674 座。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 19267 万 m3/d，较“十二五”末增长 37.2%。“十三
五”时期，我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 97.53%，较“十二五”末增长 30%。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公报》，2017 年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污水占全国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年处理污
水总量的 91.4%。

2.2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工艺
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工艺分为一级处理、二级处理和三级或深度处理工艺。一级
处理工艺主要通过物理法实现固液分离，以去除水中的粗大颗粒和悬浮物。二级处理工艺主
要采用生物处理方法，以去除不可沉悬浮物和溶解性可生物降解有机物。三级或深度处理工
艺主要采用具有脱氮除磷工艺的生物处理方法，以去除水中的氮磷，部分还采用化学除磷法
除磷；采用活性炭吸附法或反渗透法等，以去除水中剩余污染物；采用臭氧或氯消毒法等，
以杀灭细菌和病毒。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国污水处理厂主要采用传统活性污泥法的二级
处理工艺。20 世纪 80 年代后，逐渐开发了氧化沟法、缺氧-好氧法（A/O）、厌氧-缺氧-好
氧法（A2O）、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膜生物反应器法（MBR）、曝气生物滤池法（BAF）
等具有良好脱氮除磷功能的工艺。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中设置了氮磷排放限值，倒逼
具有较高氮磷去除效率的污水处理工艺得到普遍应用。在保证去除效率的前提下，围绕处理
效果稳定可靠、工艺控制调节灵活、降低投资运行费用等，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工艺进一步发
展。据统计，目前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中以 A2O 工艺应用范围最广，占比 33%；
其次是氧化沟工艺和 SBR 工艺，分别占 29%和 19%；A/O 工艺占 4%；MBR 工艺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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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为其他工艺。
总体来看，2002 年以来，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工艺不断发展、污水处理水平
不断提升，处理效果更加稳定、运行控制调节更加灵活、同种工艺的投资运行费用逐步降低，
但处理工艺仍然以生物处理为核心技术，与制定 GB 18918-2002 所依托的主要技术一致。

2.3 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发展趋势
2021 年《“十四五”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发展规划》（发改环资〔2021〕827 号）
提出，“十四五”时期，应以建设高质量城镇污水处理体系为主题，从增量建设为主转向系统
提质增效与结构调整优化并重，提升存量、做优增量，系统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设施高质量建
设和运维，有效改善我国城镇水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该规划要求，以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以提升城镇污水收集处理效能为导向，以
设施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统筹谋划、聚焦重点、问题导向、分类施策，加快形成布局合理、
系统协调、安全高效、节能低碳的城镇污水收集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新格局，实现污水处理高
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因此，在现有污水处理技术基础上，通过强化运行维护、提升运行管理水平实现设施稳
定可靠运行，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设施的整体效能，是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的重
要发展趋势。

3 标准修改的必要性
现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发布实施以来，我国经济
社会和生态环境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城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的废水总量和占比不断上升，
该标准对科学、依法控制水污染物排放的支撑作用越来越重要。在此期间，城镇污水处理工
艺类型更加丰富、处理水平不断提升，但是以生物处理为核心的技术未出现重大改变，现行
GB 18918-2002 设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限值，与当前城镇污水处理行业总体技术经济水平
和全国水污染防治形势是基本适应的。当前 GB 18918-2002 最突出的问题，是规定所有水污
染物均应“至少每 2h 一次，取 24h 混合样，以日均值计”，有必要抓紧修改完善。

3.1 提升精准管控水平
现行标准规定所有水污染物采混合样、测日均值，制约精准管控。不同污水处理工艺的
排放波动规律不同，有的污水处理厂间歇式排放。例如，采用 SBR 工艺的污水处理厂，可
能连续 2 小时以上不排放水污染物，将这些时段计入日均值显然是不合适的。再如，按照现
行标准规定，如果在短时间内集中排污而其他时段不排污仍可实现日均值不超标，但是如果
某些时段排放浓度过高，即使相应的日均值不超标，也很可能造成较重的环境污染。因此，
以日均值评价为主的管控方式未限定合理波动范围，可能掩盖瞬时峰值排放造成的污染和环
境风险，不利于监督相关排污单位对间歇排放工艺、集中排放时段开展精准治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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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提升科学管控水平
现行标准规定所有水污染物采混合样、测日均值，未纳入环境监测科研新成果。现行
GB 18918-2002 要求所有水污染物监测均“至少每 2h 一次，取 24h 混合样，以日均值计”，
反映了当时环境监测水平。随着环境监测技术不断发展，监测技术规范也日益健全，尤其是
2019 年发布实施的《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2019）全面规定了污水监测采样、分析
新要求。例如，关于 pH、色度、粪大肠菌群数等污染物项目，国内外一系列相关规范、标
准均要求一次采样、尽快测定，HJ 91.1 明确规定这类污染物项目不能取混合样，现行技术、
设备也足以支撑对此类污染物进行一次监测。但是 GB 18918-2002 仍然规定监测这类项目取
混合样、执行日均值，已经与国内外普遍规定不一致，需要尽快修改，与更加科学的监测方
法衔接。

3.3 提升依法管控水平
现行标准规定所有水污染物采混合样、测日均值，不利于依法监管实际排放情况。执行
日均值意味着连续多次取样，一旦执法人员到场开展监测，有的排污单位采取治污设施“开
机欢迎、关机欢送”和调整设备工况、改变投料方式等办法，临时制造日均值“达标排放”。
在此背景下，对水污染物排放进行多次采样、取平均值，就失去了反映排放浓度合理波动的
意义，成为规避监管的途径。当前，我国规范如实反映排污情况的制度尚不健全，排污单位
弄虚作假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如生态环境部会同公安部、最高检联合开展的打击自动监测造
假专项行动中，仅 2021 年就查处自动监测违法案件 1045 起。因此，标准限值仅有日均值，
不利于监督城镇污水处理厂实际排污情况，推动排污单位全面、如实自行监测、报告自身污
染物排放情况，已经成为依法治污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必要补充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提升生态环境监管效能。
基于上述情况，在全面研究修订标准之前，目前急需修改 GB 18918-2002 关于所有水污
染物标准取混合样、测日均值的规定，在现行控制水平上抓紧细化、完善其合理波动范围要
求、科学监测要求，解决该标准在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方面存在的最突出问题。

4 制订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制订原则
（1）提高精准性
聚焦标准在支撑水污染物排放控制精细化管理方面的突出问题，在标准值中增加一次监
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以及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相关要求。
（2）增强科学性
遵从污染源排放客观规律，通过建立科学方法和基于大量实测数据，开展一次监测浓度
对日均浓度的波动系数测算，据此推导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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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协调性
充分调研现行国家和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排放浓度规定情况、不同污染物监测规范
要求，以及污水处理厂和实际监管需求，与 2002 年以来新制修订的相关标准规范协调衔接。
（4）确保可行性
开展修改单实施的技术经济效果分析，广泛征求相关部门、地方，以及污水处理、生态
环境管理和标准等领域专家意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确保切实可行。

4.2 技术路线
修改单制订采用图 1 所示的技术路线图。

修改单制订工作

行业发展情况

污水处理工艺特征

国内外污水处理厂相关标准

况

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波动规律分析

监测数据收集筛选

一次监测浓度对日均浓度的波动系数测算

统计模型构建

修改单主要技术内容确定

增加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更新监测要求与规范性引用文件

国内外标准对比分析

标准技术经济可行性与预期效益分析

标准修改单及编制说明

图 1 修改单制订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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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监督与实施规定

5 修改单主要技术内容
5.1 增加水污染物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针对现行 GB 18918-2002 标准仅规定日均最高允许浓度问题，本修改单拟增加水污染物
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细化排放控制要求。
（1）现行标准中水污染物排放控制项目及限值规定
根据 GB 18918-2002 的规定，城镇污水处理厂主要对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机关、学校、
医院、商业服务机构及各种公共设施排水，以及允许排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的工业废水和初
期雨水等进行处理。其中城镇居民生活污水和公共设施排水的水污染物排放控制项目主要是
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磷、色度、pH、粪大肠菌群数等，通常称为
常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可以通过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去除。工业废水则成分复杂，
除了含有常规污染物以外，还含有重金属和各类有毒有机物，这些污染物往往难以通过城镇
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去除，一般应在源头控制，在其排入下水道之前进行预处理，达到规
定要求后方可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以保证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符合排放标准的要求。
综上，GB 18918-2002 将水污染物控制项目分为基本控制项目和选择控制项目两类。基
本控制项目主要包括影响水环境和城镇污水处理厂一般处理工艺可以去除的常规污染物（表
1 中 12 项），以及部分一类污染物（表 2 中 7 项），共 19 项。选择控制项目包括对环境有
较长期影响或毒性较大的污染物，共计 43 项（表 3）。
针对表 1 中 12 项基本控制项目，GB 18918-2002 根据不同工艺对污水处理的程度和受
纳水体功能规定标准限值，共分为三级，即一级标准（分为一级 A 标准和一级 B 标准）、
二级标准、三级标准。一级标准是为了实现城镇污水资源化利用和保护重点流域及湖泊、水
库等封闭、半封闭水域的目的，需采用深度处理或二级强化处理工艺；二级标准是以常规或
改进的二级处理为主的处理工艺为基础制定的；三级标准是为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特定地
区，根据当地的水环境功能要求和技术经济条件，基于一级强化处理而适当放宽的标准。
（2）增设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总体思路
鉴于 GB 18918-2002 表 1 中 12 项基本控制项目为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工艺能够去除的
污染物，与污水厂处理运行紧密相关，其排放特征符合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波动规律，应增加
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其中，对于 GB 18918-2002 表 1 中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
总磷等 4 项主要水污染物，根据获取的在线监测数据，通过构建排放波动规律统计模型，测
算水污染物一次监测排放浓度对日均浓度的波动系数，从而推导得到这 4 项污染物的一次监
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对于表 1 中其他 8 种控制项目，根据污染物之间的关联关系，以及污
染物本身的特点，参照 4 项主要水污染物的波动系数测算结果确定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
对于 GB 18918-2002 表 2 中的部分一类污染物和表 3 中的选择控制项目，鉴于其排放来
源通常为工业源，既不在城镇污水处理厂内产生，也难以通过城镇污水厂的常规处理工艺去
除，这两类污染物的排放特征不能反映污水处理厂自身排放波动。从风险防控角度，可以进
一步完善这些污染物排放的实施与监督规定，通过现有指标限值可加强风险警示、倒逼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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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因此，对这些指标不增设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3）4 项主要水污染物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①数据收集与筛选
收集 2020 年城镇污水处理厂国家重点排污单位的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 4
项主要水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剔除日均值不能稳定达标污水处理厂的数据、高度异常数据
和数据量不能满足计算要求的数据。
经剔除后，各类污染物测算的有效排放口数量和数据量如下：对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波动
规律分析共测算了 3428 个污水处理厂排放口的约 3138 万条数据，对氨氮共测算了 3480 个
污水处理厂排放口的约 3168 万条数据，对总氮共测算了 2753 个排放口的约 2483 万条数据，
对总磷共测算了 2610 个排放口的约 2353 万条数据。具体见表 1。
表 1 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波动系数测算数据与结果
序号

污染物项目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1

有效排放口数量

3428 个

3480 个

2753 个

2610 个

2

有效数据量

3138 万条

3168 万条

2483 万条

2353 万条

3

波动系数计算结果

1.5

2.0

1.3

1.7

②计算每个排放口的污染物一次监测浓度对日均浓度的波动系数
经分析，各排放口水污染物排放浓度的自动监测数据符合对数正态分布。通过构建对数
正态统计分析模型，分别开展 4 项主要水污染物的排放波动规律分析，测算得到每个排放口
排放浓度数据的标准偏差。根据波动系数计算公式和该排放口的标准偏差，计算得到该排放
口一次监测浓度对日均浓度的波动系数。
③计算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一次监测浓度对日均浓度的波动系数
对所有测算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有效排放口，分别取各污染物一次监测浓度对日均浓度的
波动系数的 95%分位值，作为相应污染物一次监测浓度对日均浓度的波动系数。将现行标
准中的日均最高允许浓度与测算得到的波动系数相乘，可以得到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
④测算结果
全行业波动系数测算结果。对于所有测算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有效排放口，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氮、总磷 4 项主要水污染物的一次监测浓度对日均浓度的波动系数分别为 1.5、2.0、
1.3 和 1.7（见表 1）。
执行不同级别标准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其波动系数有所差别。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水
质的稳定性与进水负荷、工艺设计、运行控制、达标难度等因素密切相关。本研究测算的城
镇污水处理厂有效排放口执行的标准级别包括 GB 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一级 B 标准和
二级标准。对于执行不同级别标准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波动系数计算结果有所差别，见表 2。
其中，执行一级 A 标准和一级 B 标准的污水处理厂排放波动系数基本一致，执行二级标准
的污水处理厂排放波动系数略小于执行一级标准的污水处理厂。因此，考虑污水处理厂执行
不同排放标准的达标难度和稳定性，执行一级、二级和三级排放标准的污水处理厂排放波动
系数应逐步减小。

7

表 2 执行不同级别标准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波动系数测算结果
序号

执行标准

1

GB 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

2
3

污水处理厂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总氮

总磷

84%

1.51

2.00

1.32

1.70

GB 18918-2002 一级 B 标准

14%

1.50

2.00

1.36

1.70

GB 18918-2002 二级标准

2%

1.30

1.80

—

1.40

数量占比

根据表 2 的统计结果，对于执行 GB 18918-2002 一级 A 和一级 B 标准的污水处理厂，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的排放波动系数取值为 1.5、2.0、1.3 和 1.7；对于执行二级
排放标准的污水处理厂，测算得到的排放波动系数小于执行一级标准的波动系数，化学
需氧量、氨氮、总磷的排放波动系数分别为 1.3、1.8 和 1.4；对于执行三级标准的污水处理
厂，由于 GB 18918-2002 未规定总氮和氨氮的三级标准限值，因此修改单仅对化学需氧量、
总磷两项污染物设置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排放波动系数低于执行二级标准的污水处
理厂，取值 1.2。
以上污染物波动系数结果可以看出，氨氮的波动系数相对较大，主要原因：一是氨氮测
定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较多，有废水水质本身的因素，如接收的污水比较浑浊，含有有机物等，
也有实验环境、实验试剂、实验设备等外部因素；二是氨氮在处理过程中，受污泥体积指数
（SVI）和水温的影响较为明显，如 SVI 处于 200~250mg/L 时，出水氨氮较容易波动且波动
剧烈；水温处于 10~15℃时出水氨氮波动较为剧烈，水温进一步降低至 5~10℃出水氨氮波
动相对变小。
将现行标准中的日均最高允许浓度与测算得到的波动系数相乘，同时结合城镇污水处理
厂进水浓度调研、污水处理工艺的去除效率、不同污染物指标去除率的相关性等，综合考虑
确定 4 项主要水污染物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其中氨氮限值结合目前全国城镇污水处
理厂进水浓度水平适当收严。经统计，约 80%的污水处理厂进水氨氮浓度在 45mg/L 以下，
因此在日均最高允许浓度与测算得到的波动系数相乘结果基础上，将二级标准中的氨氮一次
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设置为 30（35）mg/L。
（4）pH、色度和粪大肠菌群数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对于 pH、色度和粪大肠菌群数等三项污染物，考虑其水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和分析测
试特点，按照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的通行监测要求，设置一次监测要求，删除日均监测要求。
pH、色度和粪大肠菌群数应实行一次监测。我国现行标准中，涉及测定这三项指标的
相关监测标准规范，均要求一次取样并现场测定，或短时间内尽快测定：《水质 pH 值的测
定 电极法》（HJ 1147-2020）规定“按照 HJ 91.1、HJ/T 91 和 HJ/T 164 的相关规定采集样品，
现场测定；或采集样品于采样瓶（6.1）中，样品充满容器立即密封，2 h 内完成测定。”《水
质色度的测定 稀释倍数法》（HJ 1182-2021）中“7.1 样品采集和保存”规定“按照 HJ 91.1 的
相关规定采集样品。样品采集后应在 4℃以下冷藏、避光保存，24 h 内测定。对于可生化性
差的样品，如染料和颜料废水等样品可冷藏保存 15 d。”《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定 多管发
酵法》（HJ 347.2-2018）及《水质 总大肠菌群、粪大肠菌群和大肠埃希氏菌的测定 酶底物
法》（HJ 1001-2018）均规定“采样后应在 2h 内检测，否则，应 10℃以下冷藏但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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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实验室接样后，不能立即开展检测的，将样品于 4℃以下冷藏并在 2h 内检测。”《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中“表 1 物理、化学及生化分析指标的保存
技术”规定 pH 可保存时间为 12h，尽量现场测定；色度可保存时间为 12h，尽量现场测定。
HJ 493-2009 的“表 2 生物、微生物指标的保存技术”规定大肠菌总数、粪大肠菌等可保存时
间为尽快。
国外相关规定与我国类似：美国《NPDES 合规性检查手册》（NPDES 指美国国家污染
物排放消除制度）中对 pH 和大肠杆菌规定应采取随机取样的方式。在《NPDES 合规采样
手册》中考虑样品采集后发生生物、化学或物理相互作用并影响分析结果，要求对 pH 和大
肠菌群必须在现场采样分析评估或通过随机采集一个样品的方式进行评估。在《污染物分析
测试程序制定指南》中规定 pH 必须现场立即分析，意即在采样的 15 分钟内分析完成，不
能保存。此外，《水质 pH 值的测定》（ISO 10523:2012）中规定 pH 为现场测定。在进行
色度测定时，国外的标准对样品的保存时间有不同的要求。美国水质色度的分光光度计分析
方法（EPA 110.1）要求采样后尽快分析，若不能立即分析则需要在 4℃以下保存。欧洲标准
化委员会 ENISO 7887：2011 方法要求采样后尽快分析，若不能立即分析，可于 4℃±2℃暗
处保存 5 天。日本工业标准 JIS 28722:2000 方法要求采集 100 mL 的水样，采样后尽早测定，
若无法即时分析，水样应于 4℃暗处保存，保存期 48 h。
pH、色度和粪大肠菌群数的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pH、色度和粪大肠菌群数均
为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基本控制项目。天然水体的酸碱度一般在 6.5~8.5，酸碱废水具有较强
的腐蚀性，危害较大。水体外观颜色由水中带色物质及悬浮物颗粒形成，是水体受到污染（主
要是来自工业废水的污染）、影响人体健康的直观表现。城镇污水处理厂接纳的污水中含致
病菌和病毒等微生物，研究表明，污水中粪大肠菌群数超过 1174 个/L 时，即可在污水中检
出病原菌，因此粪大肠菌群数是控制病原微生物的指示性指标。
现行 GB 18918-2002 标准中一级 A/一级 B/二级/三级限值规定 pH 均为 6~9、色度（稀
释倍数）分别为 30/30/40/50，一级 A/一级 B/二级限值规定粪大肠菌群数 103/104/104 个/L。《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2019）规定的再生水水质控制限值中 pH
为 6.0~9.0、色度为 20 度，粪大肠菌群为 1000 个/L（水景类娱乐性景观环境用水为 3 个/L）。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中Ⅰ～Ⅴ类水质标准限值规定 pH 值均为 6~9，粪大肠
菌群分别为 200/2000/10000/20000/40000 个/L。考虑到疫情形势依然严峻，GB 18918-2002 各级
限值适用情形，并与相关标准衔接，本次仅修改 pH、色度和粪大肠菌群数的取样监测方法，
这三项污染物的各级标准限值保持不变。
（5）其他 5 项常规污染物的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GB 18918-2002 表 1 中规定的 12 种常规污染物项目，除了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
总磷、pH、色度、粪大肠菌群数外，还有生化需氧量、悬浮物、动植物油、石油类、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等 5 种控制项目。
这 5 种控制项目是生活污水中的常规污染物项目，可以通过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
去除。本研究参照 4 项主要水污染物的波动系数上限确定这 5 种控制项目的波动系数。
对于执行一级标准和二级标准的城镇污水处理厂，这 5 种控制项目的排放波动系数取值
2.0 倍。其中，生化需氧量由于与化学需氧量处理具有相关性，往往更容易去除，一般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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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对生化需氧量的去除效率可高达 90%以上，因此，对生化需氧量的波动系数取
值与化学需氧量相同，取为 1.5 倍。
对于执行三级标准的城镇污水处理厂，由于污染物排放波动性低于执行二级标准的污水
处理厂，因此，对于这 5 项污染物的波动系数取值在 1.2~1.5 倍之间。
按照上述方法，新增“表 4 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标准中原表 4～表 9 序号依
次顺延为表 5～表 10。
（6）完善“4.1.3.1”规定
修改单在现行标准表 3 后增加表 4，规定上述 12 种基本控制项目的一次监测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因此，应对原标准“4.1.3.1”条款修改完善，调整为：
“4.1.3.1 城镇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基本控制项目，执行表 1、表 2 和表 4 的规定。”
同时，修改单规定删除表 1 中的色度、pH、粪大肠菌群数等三个污染物项目。
还需要说明的是，表 4 的表注沿用了现行标准表 1 的表注内容。
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是适用全国范围的污染物排放控制基本要求，修改单规定的一次监
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不同工艺的波动水平差异，取 95%分位数的波
动系数代表全行业的波动水平，修改单规定的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水平与 GB18918
中的日均最高允许浓度水平整体相当。地方可根据区域内城镇污水处理厂进出水水质、污水
处理工艺特点，结合区域水环境质量改善的需求，在本修改单基础上研究制定地方污染物排
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水量大、进水浓度低、区域水环境容量小、地方经济较为发达、
采用的污水处理技术较为先进的地方，可结合实际情况适当收严控制要求。

5.2 更新采样监测要求与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18918-2002 中规定“取样频率为至少每 2h 一次，取 24h 混合样，以日均值计”，即
对所有污染物均取 24h 混合样进行测定。2019 年发布的《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91.1-2019）
中规定了水样的采集方式包括混合采样和瞬时采样两种方式，其中部分污染物只允许进行瞬
时采样，如 pH、色度、动植物油类、石油类、粪大肠菌群等。 GB 18918-2002 制定于 20
年前，对其与 HJ 91.1 中采样测试规定不一致的情况，应予以更新，即区分混合采样、瞬时
采样两种方式，分别明确给出日均浓度的计算方法，确保标准协调衔接。随着监测技术的不
断进步，对污染物的采样方式也会发生变化，相应监测规范也应及时更新。此外，针对修改
单拟规定的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也应明确其测定要求。
综上，修改单将原标准中的 4.1.4.2 修改为：
“4.1.4.2 测定日均排放浓度，取样频率一般为至少每 2h 一次，取 24h 混合样，对混
合样进行分析测试；按 HJ 91.1 规定不能测定混合样的项目，应对 24h 内每次取样进行分析
测试，以其算术平均值计。测定一次监测排放浓度，应按 HJ 91.1 规定采集满足一次性测试
水污染物浓度所需样品，并对其进行分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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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完善实施与监督相关规定
本次修改后，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 9 种基本控制项目既有一次监测最高允
许排放浓度，也有日均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两者具有同等地位，排放水污染物超出其中一种
标准值均为排放超标。
对于仅规定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 pH、色度、粪大肠菌群数等 3 种基本控制项
目，其一次监测排放浓度超过标准值即为排放超标。
对于仅规定日均最高允许排放浓度的部分一类污染物项目（表 2 中 7 个项目）和选择控
制项目（表 3 中 43 个项目），其日均排放浓度超过标准值为排放超标。为加强此类污染物
的源头控制和风险管控，一次监测排放浓度超出标准值时，应作为一种预警，及时开展调查、
评估，分析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必要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
综上，在“6.标准的实施与监督”中增加 6.3，内容为：
“对于表 1 和表 4 均涉及的污染物项目，其日均排放浓度超过表 1 规定或者一次监测排
放浓度超过表 4 规定，均为超标。
对于色度、pH、粪大肠菌群数等三个基本控制项目，其一次监测排放浓度超过表 4 规
定即为超标。
对于表 2 和表 3 中规定的污染物项目，其日均排放浓度超过标准值为超标；对其开展一
次监测，发现排放浓度超过表 2 和表 3 规定的，应及时通过增加监测频次、开展溯源调查等
方式，评估其环境风险，必要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防控。”
修改单实施后，城镇污水处理厂开展自行监测，应区分不同污染控制项目，按照标准规
定的限值类型开展监测，具体监测频次应按照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

6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6.1 国外相关标准情况
（1）日本
日本国家统一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了污染物最大允许浓度限值，其中对化学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总悬浮物和氮、磷同时规定了日均浓度限值，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总悬
浮物的最大允许浓度和日均浓度限值比值为 1.33，氮、磷的最大允许浓度和日均浓度限值的
比值为 2。
（2）德国
德国《污水排放管理条例》规定了各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类型分为随机采样、
合格的随机采样和混合采样等 3 种采样方式对应的浓度限值。其中，随机采样指在废水中采
集单个样品；合格的随机采样指最多 2 小时内、相互间隔不少于 2 分钟而取得的至少 5 份随
机样本混合而成的样本；混合采样指一定时期内连续取得的样本，或由几份在一定时期内连
续或非连续取得的样品混合而成的样品。不同行业不同污染物的限值类型有所差别，一般规
定合格的随机采样或 2h 混合采样浓度限值；个别标准规定了随机采样浓度限值，如涂层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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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树脂漆制造业排放标准规定可吸附有机卤化物（AOX）和挥发性卤代烃的限值类型为
随机采样浓度限值。
（3）其他国家或地区
美国各工业行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排放浓度限值类型主要为日均值、月均值，
一般前者是后者 2 倍，日均值一般是取 24 小时混合样进行分析，对于油脂类等不能取混合
样的物质应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取样，再计算平均值。对于公共污水处理系统，排放标准规
定了 7天平均值和 30 天平均值，前者是后者的 1.5 倍。欧盟《城市废水处理指令》
（91/271/EEC）
规定排放限值为日均值；《镉排放限值指令》（83/513/EEC）、《六六六排放限值指令》
（84/491/EEC）规定排放限值为月均值，监督性监测采用日均值，日均值是月均值的 2 倍。
法国城市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规定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的 2h 均值和 24h 均值的比
值为 1.33，凯氏氮的 2h 均值和 24h 均值的比值为 1.25。加拿大各省造纸行业排放要求规定
了生化需氧量的日均和月均浓度限值，前者与后者的比值在 1.6~2 之间。

6.2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1）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现行国家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共计 65 项，其中对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的含义分别作了
规定，按标准发布年份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 2006 年及之前发布的 15 项标准，多数规定
了“排放浓度以日均值计算”，少数规定了其他标准限值类型，如《航天推进剂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GB 14374-93）规定标准值为一次监测最大值，《海洋石油开发工业含油污水排放
标准》（GB 4914-85）规定标准值为月平均值、一次容许值，《船舶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286-84）规定标准值为任意一日最大值、连续三十日平均值。二是 2007 年以后发布
的 50 项标准，标准仅规定了排放限值，同时在监测要求章节规定监测频次、时间等执行国
家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规定，即《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相关规定。
（2）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现行 116 项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的含义可分为三种：一是
日均值，如天津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DB12/ 599-2015）；二是在“水污
染物监测要求”章节规定“对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的频次、采样时间等要求，按国家
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即执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相关规定；
三是同时设置日均值和瞬时值，如上海市《半导体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 374-2006）
规定了氟化物、悬浮物、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有机碳等 6 项污染物的瞬时值
和日均值，四川省《泡菜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51/ 2833-2021）规定了氨氮、总氮、
总磷 3 个控制项目的瞬时值和日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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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准实施可行性与预期效益分析
7.1 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修改单较现行标准增加了常规水污染物的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控制水平与目前
的日均最高允许浓度规定整体相当。城镇污水处理厂在正常运行、日均值达标的情况下，一
次监测排放浓度一般均低于修改单设定的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在日均排放浓度达标
的情况下，污水处理厂实际的日均排放浓度小于或者远小于标准值，因此其一次监测浓度的
波动范围一般不会超出基于标准值和全国全行业波动系数相乘确定的一次监测最高允许排
放浓度。城镇污水处理厂在日常运行中，保持或加强进水管控与均质调节，优化运行管理，
即可实现稳定达标。因此，实施本标准修改单一般无需改变工艺、增加投入，技术经济可行。

7.2 预期效益分析
修改单基于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客观存在的排放波动规律的充分研究，设置了一次监测最
高允许排放浓度，细化了污染物排放控制技术要求，提升了排放标准技术内容的精准性、科
学性。按照修改后更加精细化的标准管控要求，有利于促进城镇污水处理厂加强自身排放监
测和波动规律研究，充分挖掘现有工艺的效能，通过更好地进行进水调节和运行管控，进一
步提升环境绩效。同时，有利于堵住人为制造日均达标的漏洞，提升监督执法效能，有力督
促排污单位如实监测、报告实际排污情况，通过精细化管理取得更好的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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