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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机遇: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是目前国家关注的重点方向之一，环保产业得到空前
发展，2016年全国环保产业销售收入达1.15万亿元；2017年环保产业收入再创新高，同比
增长17.4%；2018年我国环保产业的产值可以达到近7万亿元，而未来5年，环保产业年复
合增长率将维持在15%~20%，并在2022年突破至12万亿元。

挑战及困境:核心竞争，好卖的产品在哪里？企业发展，资金在哪里？项目运作，平台在
哪里？或转型、或升级、或抱团，企业家的出路在哪里？盈利模式、销售模式、管理模式
、三大模式如何革命？



站在风口上，中小环保企业也能腾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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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大行业

50+Industry

 20+种应用

20+Application

 1000000+企业客户

1000000+Enduser

 100+设计院

100+Design Institute

 100+大型工程公司

100+ Large OEMs

 30000+中小型工程公司

30000+Medium/small size OEMs

 1500+元件供应商

1500+element/segment supplier

 3000+服务供应

3000+service supplier

设计院

业主

工程公司

核心原件
商

代理商

服务商 药剂供应商
运维供应商

膜厂家：
泵厂家：
阀厂家：
仪表：：
电气：
自控：
药剂：
管道：
配件：

行业区分：同上
工艺区分：预处理、膜法、污水处
理、回用水、提浓、零 排放
应用区分：
综合类型：大型水务公司

行业区分：
油气、电子、造纸、制
药、食品、矿业、炼油、
电力、其他
应用区分：
化水、纯水、超纯水、
回用水、再生水、浓缩
水、零排放

行业区分：
油气、电子、造纸、制
药、食品、矿业、炼油、
电力、其他

工业水处理生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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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竞争
1、成功案例
2、技术能力
3、核心产品
4、工程能力
5、营销能力

发展期

规模竞争
1、市场占有率
2、客户感知度
3、企业管理力
4、客户关系力

成长期

成本竞争
1、产品价格
2、市场规模

成熟期

新产品竞争
1、成功案例
2、技术能力
3、营销能力

衰退期

工业水处理市场竞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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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4.0 智慧水处理工厂（智能化、自动化3.0）

智慧水处理工厂是指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BIM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手段，实现生产、运维、

调度全流程、全环节的数据透彻感知、运行高效化、成

本最优化、调度决策科学化的高效、安全、稳定、环

境舒适水处理工厂。

设计阶段（信息化、自动化2.0）

行业未来展望
(技术篇）

物联信息化
物联信息系统(CPS)

1、BIM、VR/AR等新技术应用；

2、基于大数据的流程模拟与设计；

3、处理工艺的低能耗与能源优化分配；

4、处理工艺的装备化、自动化、智能化。

建设阶段（信息化、自动化2.0）

1、数字传感器的大量安装；

2、数字通讯方式；

3、智能巡检系统与人的结合；

4、多源数据融合到统一平台；

5、数字化水处理工厂解决方案。

运营阶段（信息化、自动化2.0）

1、数据采集与集中监控；

2、能耗、成本、绩效等数据分析；

3、化验、设备、巡检管理等数据收集；

4、基于数据的专家决策支持系统；

5、关键工艺段的智能优化控制。

“我们应该走进新的未来时代，这个时代叫人工智能。首先，我们要强调工业自动化;工业自动化以后，才可能走进信息化;只有信

息化后，才能智能化。中国走向信息化，我认为还需要努力。中国的工业现在还没有走完自动化，还有很多工业半自动化都做不

到。”

——任正非





8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一）非常规水基本内涵解析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unconventional water

非常规水源的组成及其基本特点

分类 基本概念

再生水
污水经适当工艺净化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满足某种使用功能要求，可在一

定范围内重复使用的水

微咸水 矿化度为2~5g/l的含盐水

雨洪水 城市雨、洪水的利用

海水 海洋中的水资源利用，包括直接利用海水和海水淡化

土壤水
利用土壤存蓄雨水和灌溉水，通过改进耕作和种植制度，采取覆盖措施、添加保水

剂和抑制蒸发的药物等，可达到利用土壤水，节约灌溉的目的

雾水和露水
在特殊的环境条件下，从雾水和露水中取得一定的水量，供给生活、牲畜或作物生

长之用

非常规水源通常解释为再生水、苦咸水、海水、雨洪水、矿

井水、空中水等水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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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常规水基本内涵解析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unconventional water

 储量丰富但用途窄

 水量稳定但水质较差

 区域性强但不易利用

 分布广泛但分散性、随机性强

 存在利用风险

非常规水源特点

Characteristics of unconventional wate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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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常规水利用类型与方式
Types and modes of unconventional water utilization

分类 基本特点 分类

集中型系统

以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或符合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的

污水为水源，集中处理，再生水通过输配管网输送到不同

的用水场所或用户管网

集中型

就地小区型系

统

在相对独立或较为分散的居住区、开发区、度假区或其他

公共设施组团中，以符合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的污水

为水源，就地建立再生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就近就地利用 分散型

建筑中水系统
具有一定规模和用水量的大型建筑或建筑群中，通过收集

洗衣、洗浴排放的优质杂排水，就地进行再生处理和利用

1、再生水利用 Recycled water reuse 

再生水利用分为集中型和分散型两种，主要用于工业、环境以

及特定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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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常规水利用类型与方式
Types and modes of unconventional water utilization

2、海水利用 Seawater utilization 

海水直接利用和海水淡化是海水利用最为直接和重要的领域，

海水综合利用，即从海水中提取化学元素、化学品及深加工等。

分类 基本特点

海水直接利用
以海水为原水，替代淡水主要作为工业用水和大生活用

水

海水淡化 利用海水脱盐生产淡水的技术和过程

海水综合利用 从海水中提取化学元素、化学品及深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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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常规水利用类型与方式
Types and modes of unconventional water utilization

3、雨水利用 Rainwater utilization

雨水利用的方式主要包括雨水直接利用（回用）、雨水间接利用（渗透）

以及雨水综合利用三大类。

分类 方式 主要用途

雨水直接利用

（回用）

按区域功能不同

住宅区
绿化

喷洒道路

洗车

冲厕

循环冷却

消防

景观用水

其他

工业区

公共场所

道路

按规模与集中程度不同

集中式 建筑群或区域整体

分散式 建筑单体雨水利用

综合式 集中与分散结合

按主要构筑物和地面的相对关系
地上式

地下式

雨水间接利用

（渗透）
按规模与集中程度不同

集中式
干式深井回灌

渗透补充地下水

湿式深井回灌

分散式

渗透检查井

渗透管（沟）

渗透池（塘）

渗透地面

低势绿化、雨水花园等

雨水综合利用 因地制宜、回用与渗透结合；利用与洪水控制结合；水量与污染物控制结合；利用与景观生态结合； 多用途、多层面、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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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地区来看，我

国非常规水利用空间分

布不均。其中广东、浙

江、福建和辽宁利用海

水较多，分别为317.3亿

m3、174.8亿m3、70.2亿

m3和59.4亿m3。

湖北、西藏等省份非常

规水利用统计量为0。

（四）非常规水利用现状及潜力

Utilization and potential of Unconventional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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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常规水利用现状及潜力

Utilization and potential of Unconventional water

2015年，我国再生水、集雨工程供水量和海水淡

化量为64.5亿m3，均较2004年增长三倍，但仅占经济

社会用水总量的1.06%，比重仍较低。

海水直接利用量为814.8亿m3（公报数据），主

要作为火（核）电的冷却用水。

注：《201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海水直接利用量为1125.66亿m3



15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1.行业服务 3.国际合作 5.组织建设 7.会议与展览

2.研究与咨询 4.教育培训 6.公益活动

协会主要工作
Mai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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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总结“十二五”以来我国推进工业节水的

工作进展和主要成效，引导工业节水产业快速发展，进

一步提升工业用水效率，受工信部委托，分会与中国赛

迪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共同编写本报告，报告以宏观层

面的工业节水管理和政策措施为主，兼顾微观层面的工

业节水技术装备，突出对工业节水产业发展的引领。

《中国海水淡化年度报告》每两年出版一册，目

前已出版5册。该报告权威、准确、客观地描述近年来中

国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的相关政策、市场、工程等

详细情况，为政府、协会会员及其他相关机构提供参考。

报告将重点介绍全球海水淡化市场概览、中国海

水淡化市场现状及前景、“十三五”国家及地方相关重

要政策规划、重点工程及主要事件，以及海水淡化技术

发展与产品专利等。

1.1  编写《中国工业节水产业发展报告》
Write Development Report for China Water Saving Industry

1.2  编写《中国海水淡化年度报告2016-2017 》
1.2 Write China Desalination Yearbook2016-2017

主要工作 | 行业服务 Service for industry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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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的研究与咨询项目

 水利重大专项课题《我国海水利用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

 发改委环资司《海水利用专项规划中期评估报告》

 环保部环境与政策研究中心《海水淡化政策研究报告》

 中国投资协会《中国海水淡化工程项目建设调研及发展建议》

 天津市科委《北疆电厂淡化后矿化水进入市政管网的安全性研究》

 日照水务海水淡化一期工程咨询报告

 三菱商事《海水淡化市场发展报告》

 中国水务《独立风电反渗透海水淡化系统优化研究》

 中广核《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技术和市场研究报告》、《海水淡化产业研究》

 三菱商事《中国水业发展现状和趋势》

 国电南京龙源《超微滤膜技术和市场调研报告》

 日本栗田《中国再生水市场》…

研究与咨询
Completed Consulting and research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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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脱盐专业委员会倡议，与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及处理技术》丛书。于2017年5月3日邀请

国内非常规水资源利用领域30余名知名专家召开了丛书编撰工作启动会。该丛书已被列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

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

丛书主要基于各研究院所、高校及相关企业的专家对海水淡化、苦咸水淡化、雨洪水综合利用、再生水、空中水和矿

井水利用等领域多年潜心研究成果，将全面系统论述国内外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最新技术及典型案例等。丛书计划

由50分册构成，2018年出版4-6册，2020年6月前全书出版完毕，为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贡献。

咨询与研究 |  2.4  项目四：编写《非常规水资源开发利用及处理技术》丛书
Write Development , utilization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of 

unconventional water resources series

丛书编委会现场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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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 国际交流与合作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NO. 3

3.6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对接 – 中国 · 拉丁美洲脱盐大会

3.5
组团参加2018世界水大会

3.4
组团参加32届国际化学工程、环境保护和生物技术展览会

3.3
与中欧水资源平台交流合作

3.2
组团参加中欧脱盐与新能源利用大会

3.1
组织参加第五届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年度高层对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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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 教育培训 Education and TrainingNO. 4

海水淡化工程与技术培训班（4月 · 天津）

主办单位：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天津大学海水淡化与膜技术研究中心

再生水工程与技术培训班（9月 · 北京亦庄）

主办单位：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全国工业园区节水治污产业创新联盟

工业绿色生态园区建设与清洁生产技术交流培训会（8月·甘肃嘉峪关）

主办单位：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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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 组织建设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NO. 5

成立

全国工业园区节水治污

产业创新联盟

成立

全国分离净化产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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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7日，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节水与水处理分会、中国生物发酵工

业协会、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协会创新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京津冀开发区创新发展联盟节能环

保产业促进中心、中化环保工程、博天环境、北京化工厂、哈锅水务等30余家单位共同发起倡

议筹备成立“全国园区节水治污产业创新联盟”。6月29日在青岛国际水大会上举行了联盟揭

牌仪式。

联盟将秉承“合作共赢，共享发展

”的理念，建立完善的产、学、研、用合

作体系，旨在推动园区的环境保护和生态

文明建设，建设绿色园区。目前，联盟相

关单位正在积极探讨合作共建相关工业园

区供水与污水处理项目。

组织建设 |  5.1  成立全国工业园区节水治污产业创新联盟
Establish the alliance for national industrial park water pollution industr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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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响应国家《中国制造2025》和《工

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的精神，中国

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节水与水处理分会联合

兴源过滤、景津环保、合肥学院、四川理工大学、

上海离心机所、同臣环保、安徽普源、浙江 等

20余家国内分离机械行业的领先企业，共同倡

议发起成立“全国分离净化产业联盟”，4月12

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了联盟成立筹备会，并于6月

29日召开了联盟成立大会。

联盟将以过滤设备、压滤机、离心机等企业为主导，推广节能、节水环保新技术、新装备和

新产品，为整个分离机械行业提供更好地服务与发展支持，服务于我国环保企事业单位、引导产业

链上下游无缝对接。

组织建设 |  5.2  全国分离净化产业联盟
Establish the alliance for national separation and purific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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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 公益活动 Public welfare activitiesNO. 6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

作为国内领先的水处理行业组织，

除了做好行业服务工作之外，公

益的脚步从未停歇。

自分会成立以来，每年我们

都会组织业内爱心人士和企业家，

为贫困地区、缺水地区、边防军

区送去甘甜和关怀，让那朵莲花

始终亭亭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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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秦安县陇

城镇中心小学

净水设备暨

书包水杯捐助

新疆喀什
地区麦盖
提县吐曼
塔勒乡库
如克卢克

村

净水设备

山西省军区

净水设备捐赠

山东省寿光市
营里二中

反渗透苦咸水
淡化设备捐赠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
提县吐曼塔勒乡

净水设备捐赠

新疆喀什地区麦盖
提县吐曼塔勒乡

净水设备捐赠

山西省军区

净水设备捐赠

公益活动 |  莲花行动系列 （部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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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18（第十三届）
青岛国际水大会

青岛5月

膜法在华东工业节
水与水处理行业中
的应用研讨会

上海

10月

工信部工业园区海水淡化
工程示范研讨与汇报会

沧州

4月

2018
广东水展

广州

主要工作 | 会议与展览 Conferences and Exhibitions NO. 7

11月
科技部水环境保
护与水生态建设
高峰国际论坛

宜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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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行业龙头企业集中亮相

作为“华南第一大水展”，2018广东水展一直吸引着国内外高

新技术企业带来最新技术和产品进行展示。本届展会包括膜、

污水、末端净水、泵管阀、环境监测、固废等几大类，汇集了

膜技术与设备、水处理药剂、污废水处理技术与设备、流体自

动化与设备、终端净水技术与设备、环境监测技术与设备等环

保领域的行业翘楚共同展示。

展出内容涉及水处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为业内买家卖家提供

新技术、新产品的线下展示平台，推动各方交流互动，促进了

华南地区水处理行业的商贸往来和产业发展。参展的知名企业

包括康泰、无锡工源、鹏凯、景津、美国海德能、LG化学、中

环膜、津膜科技、博天环境、天创、海拓、碧沃丰、金正、沃

图、创维、伊美特、碧丽等水处理行业领军企业。

2018广东水展 GDWat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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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题：水——生命之源 发展之基

2018年6月26-29日，2018（第十三届）青岛国际水大会在青岛·金沙滩希尔顿酒店隆重召开。

大会为期4天，共有6大主题板块，39个会场， 300多个权威报告，1000余家企业，2000多名注册

代表，100多个科研院所和高校到场，以及150余个展位。

大会版块：

•国际脱盐大会

•全国工业节水治污技术交流

•中欧水资源技术创新与商务交流

•水科学与技术

•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建设

•中国净水行业发展峰会

•荣誉盛典

会议与展览 |  2018（第十三届）青岛国际水大会

Qingdao International Water Conferenc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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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个专题会议

More than 30 sessions

 大会报告

综合报告

“非传统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技术论坛

 农村用水管理与联合国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海水淡化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研讨会

 膜分离技术的新材料与新进展研讨会

 高难度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研讨会

浓盐水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研讨会

 CEWP商务与创新交流会——未来水市场变革

 水生态文明建设与水体综合治理创新研讨会

 煤化工园区废水零排放技术研讨会

 中国智慧水务发展峰会

 全国冶金用水节水与废水综合利用技术研讨会

 市政污水回用与污泥资源化技术研讨会

 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研讨会

 水处理药剂应用技术研讨会

中国净水行业发展峰会

 水科学青年学者论坛

 电力行业废水回用与零排放研讨会

 CEWP商务对接：应对水挑战——市场与创新驱动

 油气田开发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讨会

 厌氧技术研讨会

水未来一一健康水论坛

 CEWP欧盟伙伴关系项目(PI)启动会议

 CEWP流域管理研讨会

 CEWP农村水资源与食品安全研讨会

 CEWP中欧可持续水电利用与综合项目启动会

 CEWP商务与创新横向会议

科学出版社《非常规水资源丛书》定稿会

 中韩绿色环境（青岛）一对一洽谈会

 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CEWP)理事会会议

2018（第十三届）青岛国际水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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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会以“水——生命之源 发展之基”为

主题，会议形式多样，包括主题报告、综合报告、专

题分会场、商务对接、成果转让、产品展示、参观考

察等，提供全球性的水资源解决方案平台，工业、市

政、民用水处理全覆盖，更有非传统水资源、农村用

水管理、水生态文明建设与综合治理、智慧水务、油

气田开发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利用、厌氧技术等时下热

门话题加入。

在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中国/欧盟水资源交流

平台年度大会和欧盟水处理技术交流大会”，受到与

会者广泛的欢迎。

新增加国际合作板块，

直面行业热点难点解决方案

New adding sessions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 facing solutions for hot and 

difficult spot i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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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集中展示了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成果，通过

举办中国水处理行业荣誉盛典——2018青岛国际水

大会荣誉盛典，对

中国制水大工匠

水业中国星光奖—工程之星

水业中国星光奖—产品之星

水业中国领军人物

评审推荐奖

等进行了表彰，以满足水处理行业的科技工作

者成果转化和绿色创新的需求。

为科技工作者搭建展示创新成果的平台

Building Platforms of Exhibiting innovation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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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水

大工匠

水业中国星光

奖—产品之星

评审推荐奖

水业中国星光

奖—工程之星

水业中国领军人物

Awarding Ceremon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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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

China European Water Platform

• 2018年6月26日至29日在青岛国际水大会中间举行中欧水资源交流平台以及
配套会议，国内外专家，及广大业内人士一起关注农村用水所面临的挑战。
内容包括农村供水、污水处理、智慧水务，流域管理，水生态治理，水与能
源安全，项目投资与合作等相关领域内值得关注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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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Many Thanks！

138010757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