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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编制背景

1.1 任务来源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和

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稳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美丽宜居乡村，2018

年 2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各地区要区分排水方式、排放

去向等，分类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排放标准”。2018 年 9

月，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制

定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通知》（环办水体函

〔2018〕1083 号），要求“地方于 2019 年 6 月底前完成标

准制订工作”。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制订工作进

入快车道。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制定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

标准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18〕1083 号）和《海南省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琼办发

〔2018〕36 号），解决当前我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因缺乏排

放标准导致处理效果难以保证，监督管理难以开展等问题，

迫切需要制定出台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

排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1.2 编制的必要性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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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

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

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整合各种资源，强化各种举措，稳

步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突出问题治理。”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我省近年

来积极推动农村污水治理工作。2018 年 5 月 18 日，中共海

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海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到 2020 年，基本实现全省 2698 个行政村及其自然

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建设全覆盖。按照全省农村生活污水产

生区域特征，划分为污水处理厂辐射区和分散处理区，统筹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行雨污分流，收集雨水再利用，

污水实行集中处理后再利用；加强农村改厕与生活污水治理

的有效衔接，将厕所粪污、畜禽养殖废弃物一并处理并资源

化利用，因村制宜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因此，制定我省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是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

设美丽乡村的现实需要。

1.2.2 改善水环境质量的需要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国家环境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我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战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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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现。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严格与否，直接决定着水环

境质量的水平和用水质量的高低。目前，乡镇级污水处理设

施主要执行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而农村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由于无专门的排

放标准，处理效果难以保证。随着农村污水排放问题越来越

被重视，《标准》的制定实施，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主

要内容之一，是控制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的有效措施，将大幅

降低农村生活污水中 COD、氮、磷等主要污染物指标的排放

量，减轻对水环境的污染。同时，使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管理

更加规范化，有利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1.2.3 强化农村环境监管的需要

目前，我省尚未制定专门的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农

村污水处理设施只能按照排放用途参照执行《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海南省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技术指引》等有关规定。农村地区存在经济水平差

异较大，基础设施配套不齐全，缺乏专业的环保技术人员，

以及污水处理设施普遍规模较小，且总体数量巨大，运行和

监管难度较大等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上述标准不适用于农村

生活污水的处理和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浙江省、

河北省、重庆市、陕西省、北京市等已相继出台了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排放地方标准，用以监管当地农村生活污水排

放。因此，根据当地农村经济技术水平、污染物排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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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区域及影响对象等因素，科学合理地确定污染物控

制指标和排放限值，对提高农村污水处理和监管水平十分必

要。

1.2.4 完善我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的需要

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国家或地方政府环境法规体系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农村水环境质

量管理又是我省水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有效的国

家水污染排放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均

缺乏专门针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指

标和限值数据。如果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这要求

必须在传统生物处理工艺的基础上增加脱氮除磷工艺，不仅

会增加污水处理的投资与运行成本，同时也增加了运行管理

的难度和工作量，要求有充足的资金和相对较高的管理水

平，这与大部分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另外，农业生

产的特点也决定了不能完全采用城市污水排放标准，如排入

农田、林地、草地的污水，其中的氮、磷可作为农作物的营

养成分，可根据实际适当调整污水的排放标准。因此，从进

一步完善我省环境保护标准体系角度和提高农村生活环境

状况，有必要结合目前我省农村环保工作开展和推进情况，

制定海南省《标准》。

综上所述，制定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是贯



5

彻国家和我省有关乡村振兴战略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的需要，也是改善区域水环境质量，提高农村污水处理和监

管水平的需要，意义重大且十分紧迫。

1.3 工作过程

（1）2018 年 6 月-8 月：成立《标准》编制组，制定工

作方案，通过资料收集和文献查阅，对国内外相关标准等进

行总结分析；

（2）2018 年 9 月-10 月：召开标准开题报告论证会，对

标准参数设定进行技术分析、标准实施环境效益评估，编制

标准开题报告及标准初稿；

（3）2018 年 11 月-12 月：通过座谈会、现场调研与监

测等方式，对我省农村生活污水产生情况、现有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运行情况等进行深入调查，选取典型污水处理设施开

展现场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对文本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

（4）2019 年 1 月-2 月：征求厅相关处室及有关单位意

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

（5）2019 年 3 月-4 月：召开专家审查会，编制组按照

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报批稿；

（6）2019 年 5 月-6 月：标准报批与发布。

2 标准制定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2.1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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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及未来的建设需求，通

过采用资料收集、现场调研与监测、专家咨询、部门和公众

意见征求相结合的方法，合理确定标准的适用范围和框架结

构；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特点和主要问题，提出符合农

村经济和管理水平的控制指标；综合考虑设施的处理规模、

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功能要求等综合因素，设置不同类别

的控制要求，进行分类指导。

2.2 编制原则

1、城乡统筹、宽严相济。主要参考《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同时加强与《农田灌溉水

质标准》（GB 5084）、《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等相关

标准的衔接。对于城镇建成区以外地区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排放，处理规模大于 500 m3/d （含）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执行 GB 19818，处理规模小于 500 m3/d（不含）的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执行不严于 GB19818 一级 B 标准，适宜纳

入城镇污水管网进行集中处理的农村生活污水执行 GB/T

31962 的规定。

2、建管并重、长效运行。坚持从农村实际出发，倡导

污染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

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摸式和处理工艺。充分考虑农

村地区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管理水平，积极推广易维护、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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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低能粍的污水处理技术，以保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长期地稳定运行。

3、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充分考虑农村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规模、受纳水体类型、出水排放方式以及水质改善要求

等多种因素，制定分级分类的控制要求。鼓励尾水利用，按

照回用途径执行国家或地方相应的回用水水质标准。出水排

入环境功能未明确的水体，根据处理规模、受纳水体类型的

差异制定经济适用的标准，原则保证受纳水体不发生黑臭现

象。

2.3 技术路线

本标准制定主要采用资料收集、现场调研与监测、专家

咨询、部门和公众意见征求相结合的方法。通过资料文献和

现场考察调研，充分了解我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和处理

技术状况，参照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的有关要

求，确定了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控制指标及其排放限值、监

测方法和实施与监督等内容，起草《标准》及其《编制说明》，

在广泛征求专家和大众意见的基础上形成送审稿，按照程序

进行标准相关审定、报批和发布等工作。本标准制定技术路

线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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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标准制定的技术路线

3 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概况

3.1 农村生活污水概述

近年来，由于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农民生活方式的改

变，农村居民生活用水量越来越大、污水成分越来越复杂，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和治理设施的建设仍旧滞后，造成了

农村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水环境状况恶化的局面。由此

产生地表水富营养化、地下水质恶化等问题，威胁到了广大

农民的健康和安全。自 2008 年以来，海南省全面贯彻落实

国家“以奖促治”政策，加大对农村环保投入，解决了部分

村庄环境突出问题，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得到较大改善。

3.2 农村生活污水来源与特征

3.2.1 农村生活污水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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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厨房污水、

生活洗涤污水、厕所污水以及家庭养殖污水。厨房污水主要

包括洗碗水、涮锅水、淘米和洗菜水等。淘米洗菜水中含有

米糠菜屑等有机物，而洗碗、涮锅水中含有大量的动植物脂

肪和钠、醋酸、氯、碘等元素。生活洗涤污水主要包括个人

卫生和家庭清洁用水，例如洗澡、洗脸、刷牙、家庭卫生、

家居清洁等过程中使用化学洗涤用品而产生的洗涤污水。洗

涤用品中含有大量化学成分，且携带了一定数量的磷元素。

厕所污水，即人畜粪便污水，含高浓度的氮、磷及 BOD5。家

庭养殖污水指农户养殖家畜家禽的过程中产生的粪尿污水

和养殖冲洗水。畜禽粪尿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其冲洗水中

的浓度也很高。养殖一头猪产生的废水是一个人的 7 倍，养

殖一头牛的废水则是 22 倍。家庭养殖污水与前三类污水混

合在一起无法分流。

3.2.2 农村生活污水特征

根据调研，我省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有四个特征：

（1）污水源点多面广

海南省农村地形复杂，大部分的农村居民分布比较分

散，人口不集中，分布密度小。有的十户八户就是一个村，

即使是中心村，相对也比较分散，同时，农村与城市相比，

其占地面积大，因此排放面积也较广，所以导致农村生活污

水排放的较为分散，集污纳管的难度大、费用高，集中处理



10

有一定难度。因此，除东方市、三亚市等个别人口过万的大

型村镇外，海南省农村多为小规模分散村落，农村生活污水

水量一般较小，村民人均生活污水水量 0.1 吨/每天（t/d）。

无污水处理设施的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有两种排放方式：一种

是排入村中开放式沟渠，污水地渗或蒸发，极易可能污染地

下水和地表水。污泥杂物沉积沟渠内，造成异味和不美观景

象；另一种是直接无序排放到地面，污水自然蒸发。

（2）管网建设滞后

以排水为例，很多农村并未设置排水系统，雨水污水均

沿道路边沟或路面排至就近水体，或直接渗漏土壤。部分有

排水体制的农村也尚未做到雨污分流，大部分采用的是雨污

合流排水体制。

（3）污水呈周期性排放

我省农村居民生活规律相近，各市县地区的农村生活污

水排放量一般在早晚较大，夜间排放量较小甚至会有断流的

现象。而且受人口密度、经济结构、作物组成、节水水平、

水资源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地区农村的用水量差别很

大。除此之外，海南省是旅游业大省，每年旅游旺季会引起

乡村旅游热点地区的农村生活污水水量激增。

3.2.3 农村生活污水水质分析

（1）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水水质分析

海南农村生活污水中含氮、磷、有机物以及动植物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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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含重金属和有毒有害物质。根据数据分析，海南省不

同市、县的农村生活污水浓度不高，但变化幅度较大。CODcr

浓度 61～353mg/L，远低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规范》

（DB33/T868-2012）规定的农村生活污水进水水质 CODcr 平

均参数范围值 250～400 mg/L；TP 浓度 2.78～15.8mg/L，略

高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规范》（DB33/T868-2012）规

定的农村生活污水进水水质，TP 平均参数范围值 2.5～

5mg/L；NH3-N 浓度 10.9~139mg/L，略高于《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技术规范》（DB33/T868-2012）规定的农村生活污水进

水水质 NH3-N 平均参数范围值 30～60mg/L。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分析

琼海、万宁等 7 个市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

分析情况如表 3-1。所有出水的 pH 值均在 6-9 范围内。现有

处理设施去除污水中有机物和悬浮物的效果明显，其中

80.56%的处理设施出水中 COD 浓度低于 50mg/L，80.56%的

处理设施出水中 SS 浓度低于 20mg/L，82.60%的处理设施出

水中氨氮浓度低于 8mg/L，85.46%的处理设施出水中 TP 浓度

低于 1mg/L。72个处理设施的采集样本仅有 7个出水监测 TN

指标（如陵水县、琼中县等），TN 检测结果均低于 20mg/L，

占比 100%。主要原因是 TN 指标检测较困难，虽然 GB18918

中有规定 TN 指标考核，但受地方经济和可操作性的制约，

我省很多市县很难执行。一定规模以上的污水处理设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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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时设有消毒处理装置，但实际运行时大部分没有使用，

因此未检测粪大肠菌群数据。动植物油只适用于含餐饮服务

类污水的水质检测考核，实际运行时一般不使用。

根据调研情况来看，大部分农村处理设施的出水就近排

入农灌渠、水塘或经由沟渠排入附近地表水体，部分出水用

于农田或林地、草地的灌溉。7 地市县的污水处理设施执行

的排放标准主要以 GB18918 的一级 A 或一级 B 标准为主，

GB5084、GB8978 的一级标准为辅。其中所采集样本中琼海

市、万宁市和琼中县主要执行 GB18918 一级 A 标准，陵水县

主要执行 GB18918 一级 B 标准，昌江县主要执行 GB8978 一

级标准和 GB18918 一级 B 标准，澄迈县主要执行 GB5084 和

GB8978 一级标准。

表 3-1 七地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情况统计表

单位：个

样本数
CODcr（mg/L） 氨氮（mg/L）

<50 50～80 80～120 >120 <8 8～20 20～25 >25

琼海市 22 0 0 0 22 0 0 0

万宁市 8 7 1 0 16 0 0 0

文昌市 4 2 0 1 1 0 3 1

昌江县 7 2 0 0 1 5 0 2

陵水县 7 0 0 0 7 0 0 0

澄迈县 8 1 0 0 8 1 0 0

琼中县 2 0 0 0 2 0 0 0

合计 58 12 1 1 57 6 3 3

占比（%） 80.56 16.66 1.39 1.39 82.60 8.7 4.35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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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数
TN（mg/L） TP（mg/L） SS（mg/L）

<20 >20 <1 1～3 >3 <20 20～30 >30

琼海市 0 0 22 0 0 22 0 0

万宁市 0 0 16 0 0 10 0 6

文昌市 0 0 0 1 3 4 1 2

昌江县 0 0 0 3 1 6 1 0

陵水县 5 0 7 0 0 7 0 0

澄迈县 0 0 0 0 0 6 3 1

琼中县 2 0 2 0 0 2 0 0

合计 7 0 47 4 4 58 5 9

占比（%） 100 0 85.46 7.27 7.27 80.56 6.94 12.50

（3）调研数据达标率分析

对比不同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分析现有处理设施的实

际处理效果，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的确定提供数据支撑，见表 3-2。

表 3-2 七地市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指标与拟定排放标准

限值比较表

单位：个

样本总数
CODcr（mg/L） SS（mg/L）

<60 60～80 80～120 >120 <20 20～30 30～60 >60

72 58 12 1 1 57 5 9 0

占比（%） 80.56 16.66 1.39 1.39 80.56 6.94 12.50 0

对应标准限值

现有/新

建设施一

级标准

现有/新建

设施二级标

准

现有/新

建设施三

级标准

超标

现有/新

建设施一

级标准

现有/新

建设施二

级标准

现有/新

建设施三

级标准

超标

样本总数
TN（mg/L）

<20 >20

7 7 0

占比（%） 100 0

对应标准限值 现有/新建设施一级标准 超标（设施二级、三级标准不设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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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总数

氨氮（mg/L）

<8 8～20 20～25 >25

69 57 6 3 3

占比（%） 82.60 8.7 4.35 4.35

对应标准限值 现有/新建设施一级标准
现有/新建设施二级

标准

现有/新

建设施三

级标准

超标

样本总数
TP（mg/L）

<1 1～3 >3

55 47 4 4

占比（%） 85.46 7.27 7.27

对应标准限值 现有/新建设施一级标准
现有/新建设施二级

标准
超标（设施三级标准不设考核）

3.3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现状

3.3.1 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设现状

目前，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收集系统主要有三大类：

第一类为地埋式收集管线。这类管线主要是 PVC 地埋式

管道，直接连接用户下水道/化粪池和污水处理设施，是近年

来省内大力推广的收集模式，但是目前这种收集系统在全省

总体使用率仅占不到 40%。

第二类为开放式硬化沟渠（图 3-1 A、图 3-1 B）。这类

收集渠道原为村庄路面硬化时所建设的雨水收集渠，由于村

庄缺乏专用污水管道，因此往往兼具污水收集功能。这样的

收集模式无法做到雨污分离。此外由于大多数沟渠为敞开

式，污水蒸发快，沟渠中污水悬浮物沉淀较快，排水沟淤泥

淤积明显，易散发恶臭，影响污水排放又影响环境。以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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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兴隆区为例，该区 7 个镇 20 多个行政村建有水泥硬化排

水沟，由于排污渠为敞开式，污水蒸发快，沟渠中污水悬浮

物沉淀较快，排水沟淤泥淤积明显，易散发恶臭，影响污水

排放又影响环境。目前，部分生态文明村通过污水处理设施

改造，已具有基础污水排放系统（主要为地埋式 PVC 管道），

但不同村落管线覆盖率差距较大（接管率 60%~100%不等）。

第三类为开放式自然沟渠（图 3-1 C）。这类收集渠道大

多是雨水冲刷而成，是最原始的收集渠道。在畜禽散养规模

较大的地区或缺乏污水处理设备的村庄，这样的排水方式比

较常见。雨水和污水形成地表径流，均沿道路边沟或路面排

至就近水体，极易造成周边水体污染。

图 3-1 海南省典型开放式雨污混流排水系统

（A-生活污水排口；B-硬化的开放式雨污混流排水系统；

C-天然排水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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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农村生活污水管网建设规划

农村生活污水收集主要受当地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

经济水平、环境目标、现有管网建设基础等综合因素影响，

并以单户、自然村、行政村为单位进行污水收集。其中，根

据人均年收入水平可将农村分为以下类型：人均纯收入>

6000 元/（人·a）属于经济状况好的发达型农村，人均纯收

入 3500-6000 元/（人·a）属于经济状况较好的较发达型农

村，人均纯收入<3500 元/（人·a）属于经济状况较差的欠

发达型农村。不同类型农村的生活污水管网建设规划详见表

3-3。

表 3-3 不同经济水平的农村污水管网建设规划

序号 农村基本条件 污水收集方式

1
经济状况好，基础设施完备，住宅建设集中、

有一定比例的楼房的集镇式村庄
敷设管道为主，沟渠为辅

2
经济状况较好，有一定基础设施，住宅建设相

对集中、以平房为主的集镇或村庄
以截污管道和沟渠相结合

3
经济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备。住宅建设分

散，以平房为主的集镇或村庄

近期以边沟和自然沟渠收集为主，

远期以敷设管道为主，沟渠为辅

4 新农村建设集中点 建设完善的雨污分流管网系统

3.4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现状

通过实地考察调研，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特点如

下：

（1）合流式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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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合流制排水

（2）分散式排水

图 3-3 边沟排水

图 3-4 农村散养畜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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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现状

3.5.1 主要处理模式

3.5.1.1 生活污水处理模式

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可分为分散处理模式、村

庄集中处理模式和纳入城镇排水管网模式三种。

（1）分散处理模式：即将一户或者是附近几户的生活

污水分片收集之后，进行单独处理。这种处理模式具有出水

水质好、操作管理简单、运用灵活等特点，适用于村庄分布

比较分散、人口密度较低、地形较为复杂的地区。

目前，海南省分散处理技术主要为三格化粪池，但大部

分的农村家庭尚不具备配有三格化粪池的厕所或化粪池设

置不规范、池体不防渗。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海南

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环境的整治工作，印发了《海南省美丽

乡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要求“从 2017 年

开始，所有新建、改建的农村住宅均要配套建设带三级化粪

池的卫生厕所，加快现有无卫生厕所住宅的改厕工作，到

2019 年，全省 85%以上农户通过新建或改厕，完成家庭无害

化卫生厕所建设”。

（2）村庄集中处理模式：即将一个村庄或是相连的多

个村庄的生活污水铺设污水管道进行集中收集，通过建设统

一的污水处理设施或是污水处理站进行统一处理。这种处理

模式具有运行稳定、处理效率高、占地面积小等优点，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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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村庄分布密集、人口密度较大、污水排放量较大，经济条

件较好的远离城镇的地区。

（3）纳入城镇排水管网处理模式：即村庄的生活污水

经过污水管网收集之后，以自流或重力流排入附近的城镇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这种模式具有管理方便、投资少、见效

快等优点，适用于城镇郊区的经济条件较好、距离污水处理

厂或是市政管网比较近的村庄。

3.5.1.2 家庭养殖污水处理模式

海南省大部分农村地区畜禽养殖散乱，受居民生活习惯

的影响，养殖点选址多不合理，大部分农户在自家房前屋后

建设猪圈，而一些大牲畜（牛、羊）、家禽则采用放养的方

式，无固定圈舍，产生的污水、粪便乱排乱放。

目前，海南约有 30 万户农户家中建有沼液池用于收集

处理家庭养殖废水，但是全省沼液池普及率不到 60%，还有

大部分沼液池未进行防渗处理。同时由于农村居民环保观念

薄弱，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庄稼种植面积缩减，农家肥使

用越来越少，使得粪便处理不及时、不到位，蓄便池满溢、

沼气池年久失修无法使用等问题层出不穷。最后，村庄排污

管道、沟渠不健全，雨污不分离，降雨来临时畜禽废水延路

边沟渠直接进入雨水收集管网或周边水体，一方面影响环境

卫生，易孳生蚊蝇、传播人畜共患病，另一方面严重增加了

污水处理设施的处理压力，大幅度提升周边水体中污染物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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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导致水体有机物、氮、磷等严重超标。

图 3-5 典型家庭养殖蓄便池（已满溢）

3.5.2 主要管理模式

海南省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的管理和运行方式主要分为

三类：村民兼职管理、村民全职管理和由专业公司管理。其

中仅有 5%的设备由受过专业训练的操作人员专职负责。缺

乏专业管理已经成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一个严重问题，尤

其是一些操作较复杂的处理系统，由于缺乏专业操作人员和

相关的维护人员，这些处理设备的推广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对于维护相对容易的污水处理系统（例如稳定塘、人工湿地

等），未能定期对系统进行养护，导致污水处理系统难以长

期地稳定运行。

3.5.3 污水处理执行标准

截止 2018 年 5 月以前，我省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

施污染物排放标准以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A 的标准为主，该标准并不适用

于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活污水处理。为推进我省农村人居环

境质量改善，规范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建设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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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原海南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6 年印发了《海南省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该《指引》

实施 2 年后进行了首次修订，并在原有调查分析的基础上，

对出水排放限值进行了具体限定等修改，由现海南省生态环

境厅颁布实施。

3.6 处理设施规模和处理工艺情况

截至 2017 年底，对我省 16 市县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进行不完全的统计，结果显示 16 市县已完成了 489 个村庄

的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调研的处理设施中 5m3/d ≤规模<

20m3/d 的有 139个、总占比 28.43%，20m3/d ≤规模< 200m3/d

的有 292 个、总占比 59.71%。结果得出：我省农村生活污水

处理规模大小主要介于 20-200m3/d 之间，其次是 5m3/d ≤规

模< 20m3/d ，详见表 3-4。

表 3-4 16 市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规模统计情况

地市
处理规模（m3/d）

合计
<5 5（含）-20 20（含）-200 200（含）-500 ≥500

海口市 1 2 11 1 0 15
三亚市 0 0 5 1 1 7
儋州市 0 0 8 1 5 14
琼海市 0 0 23 3 1 27
万宁市 0 0 17 3 0 20
文昌市 0 0 6 4 0 10
东方市 0 0 0 4 2 6
五指山市 0 0 2 1 0 3
定安县 0 0 1 0 1 2
陵水县 0 0 22 1 0 23
屯昌县 9 20 16 0 0 45
昌江县 0 0 10 2 2 14
白沙县 1 15 35 4 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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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市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工艺统计情况见表 3-5，处理

工艺以人工湿地、活性污泥法（A、A/O、A2/O）、一体化处

理设施（生物接触氧化）、氧化塘和生物滴滤床居多，分别

占总量的 53.99%、33.04%、12.11%、0.43%和 0.43%，说明

我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艺以人工湿地、活性污泥法为主，

以一体化处理设备、氧化塘等工艺为辅。

表 3-5 16 市县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工艺统计情况

地市
处理规模（m3/d）

合计
<5 5（含）-20 20（含）-200 200（含）-500 ≥500

乐东县 0 0 4 3 0 7
琼中县 5 100 121 0 0 226
保亭县 1 2 11 0 0 14
合计 17 139 292 28 13 489

占比（%） 3.48 28.43 59.71 5.73 2.65 100

地市 人工湿地
一体化处理设备

（生物接触氧化）

活性污泥法

（A2/O、A/O、A）
氧化塘 生物滴滤床

海口市 12 3 0 0 0
三亚市 3 2 1 0 1
儋州市 0 12 2 0 0
琼海市 2 20 1 0 0
万宁市 17 2 0 1 0
文昌市 10 0 0 0 0
东方市 3 3 0 1 0
五指山市 3 0 0 0 0
定安县 2 0 0 0 0
陵水县 2 18 2 0 1
屯昌县 30① 15 0 0 0
昌江县 10 4 0 0 0
白沙县 38 6 0 1 1
乐东县 7 0 0 0 0
琼中县 226② 0 226② 0 0
保亭县 14 0 0 0 0
合计 379 85 232 3 3

占比（%） 53.99 12.11 33.04 0.43 0.43

注：①采用的是土地渗滤处理工艺；②采用的是 A2/O+人工湿地组合处理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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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污水处理存在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经济收入不断提高，农

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自来水的普及，卫生洁具、

洗衣机、沐浴等设施也走进平常百姓家，使得农村人均生活

用水量和污水排放量增加。农村生活污水的无序排放，未经

处理、利用的粪便和各种污水严重污染了土壤、地表水和地

下水，成为农村环境的重要污染源之一。这种情况造成了农

村河道水体变黑变臭、鱼虾绝迹、蚊蝇滋生的现象，污水中

病菌虫卵引起的疾病传播，使群众的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威

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已经迫在眉睫。

目前，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

题：

（1）地方财政紧缺，资金缺口大。我省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工程的资金投入仍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社会资本投入

较少，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市县财力不足，项目建设资金缺

口大。海南省农村地形复杂，大部分的农村居民分布比较分

散，人口不集中，分布密度小。有村庄仅有 10 户、8 户，即

使是中心村，相对也比较分散。同时，农村与城市相比，其

占地面积大，排放面积较广，导致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较为

分散，集污纳管的难度大、费用高。

（2）部分规划设计有失实际。一是设计的设施覆盖人

口远超当地农村常住人口。二是设计处理量偏高。部分市县

http://huanbao.bjx.com.cn/zt.asp?topic=%c5%a9%b4%e5%bb%b7%be%b3
http://huanbao.bjx.com.cn/zt.asp?topic=%c5%a9%b4%e5%c9%fa%bb%ee%ce%db%cb%ae%d6%ce%c0%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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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污水处理设施空转现象，设计污水管径偏大，实际污水

量少，污水在管网中消耗枯竭，残渣滞留容易造成堵塞。三

是设计出水水质要求过高。部分地区设计的出水水质要求达

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

级 A 或者一级 B 标准，而出水用于农田灌溉。设计覆盖人口

偏多、设计出水水质过高，设计量偏大，造成建设成本和运

维成本增加，进一步放大资金缺口。

（3）项目用地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用地点多面

广，农村土地使用权基本属于村民个人，村民环保意识弱，

与村民谈判用地涉及补偿、风水、土地纠纷、风俗习惯等各

种问题，用地协调难，消耗时间长。

（4）项目审批手续繁琐、耗时长。目前，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项目仍参照一般工程项目管理，涉及立项审批、用地

审批、规划审批等多个审批环节，审批时间较长，招投标时

间较长，影响项目进度。

（5）思想站位不高、部门组织协调不够。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与农村改厕、垃圾处理、畜禽养殖等工作统筹协调不

够。要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改厕是一个关键环节。

目前，我省农村改厕工作不够彻底，部分农村化粪池建设或

改造防渗不彻底，生活污水渗漏溢出，无法收集。水务、住

建等部门也对部分农村生活污水进行治理，但彼此之间数据

共享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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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设施“空转”、“晒太阳”问题未根除。目前，

我省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经费缺乏保障，缺乏技术人才及配套

的管理制度，建成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主要由村镇自行

管理，污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率普遍不高。缺乏专业管理已

经成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一个严重问题，尤其是一些操作

较复杂的处理系统，由于缺乏专业操作人员和相关的维护人

员，这些处理设备的推广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而对于维护相

对容易的污水处理系统，例如稳定塘、人工湿地等，由于未

能定期对系统进行养护，导致基本能污水处理效果往往难以

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

（7）宣传缺位，村民环保意识薄弱。因各市县政府未

能有效地加强农村环境整治的宣传推广，村民不理解项目的

性质和用途，心理上难免存在抵触，参与建设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不高，甚至存在损坏污水管网及治理设施现象。

（8）运维专业化管理机制亟待完善。大部分市县由生

态环境部门牵头组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的实施，普遍面

临生态环境部门人少事多，缺少专业的项目建设管理技术人

员的困境。

4 标准制定内容说明

4.1 标准框架

本标准结构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GB/T 1.1-2009）

的要求进行编排、分封面、目次、前言、标准名称、适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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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一般要求、水污染排放

控制要求、水污染监测要求、标准实施与监督等部分。

4.2 适用范围

依据《村镇生活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试行）》、

《关于加快制定地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通知》

（环办水体函〔2018〕1083 号）等文件，本标准适用于规

模小于 500m3/d（不含）的城镇建成区以外地区的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管理，规模大于 500m3/d（含）的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参照 GB 18918 执行管理。

4.3 术语和定义

标准拟定义了农村生活污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等

四个术语。

4.4 污染物项目的选择

4.4.1 选择依据

选取污染物控制指标时主要考虑四个方面因素，一是要

重点考虑农村生活污水污染的关键问题（富营养化）和导致

污染的关键因子（氮、磷等因子）；二是考虑污染物总量减

排等环保管理需求（CODcr、氨氮）；三是考虑农村地区目

前管理水平和经济水平，较之《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中的控制项目宜适当精简；四是综合考虑环境部印发

的《关于加强“以惩促治”农村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管理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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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环发〔2015〕85 号）、《关于加快制定地方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排放标准的通知》（环办水体函〔2018〕1083 号）

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控制规范编制工作指南

（试行）》（环办土壤函〔2019〕403 号）等指导要求，合

理选择控制因子。

4.4.2 控制指标的选择

根据本标准的术语与定义，农村生活污水是指城镇建成

区以外地区的居民生活活动中产生的污水，主要包括洗涤、

洗浴、冲厕和厨房等排水，不包括乡镇企业工业废水和规模

化畜禽养殖废水。因此，农村生活污水控制指标的分类，可

根据污水中所含污染物特性分为一般性指标、有机物指标、

营养物指标和生物性指标等四个类型。

（1）一般性指标

pH：pH 值对微生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引

起细胞膜电荷的变化，从而影响了微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吸

收；影响代谢过程中酶的活性；改变生长环境中营养物质的

可给性以及有害物质的毒性。每种微生物都有其最适 pH 值

和一定的 pH 范围。以生物硝化与反硝化的过程为例，当 pH

值为 8.0～8.4(20℃)时，硝化作用速度最快，反硝化过程的

pH 值应控制在 7.0～8.0。在硝化过程中 pH 会下降，当废水

碱度不足时，即需投加石灰，维持 pH 值在 7.5 以上。

悬浮颗粒物（SS）：SS 是指悬浮在水中的固体物质，包

http://www.so.com/s?q=%E6%B4%BB%E6%80%A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C%89%E5%AE%B3%E7%89%A9%E8%B4%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F%92%E6%80%A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C%83%E5%9B%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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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不溶于水中的无机物、有机物及泥砂、黏土、微生物等。

许多污染物都需要悬浮物作为载体，尤其是有机悬浮颗粒与

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含量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 SS 含量可

作为衡量水污染程度的指标之一。

（2）有机物指标

化学需氧量（CODcr）：水中 CODcr 和 BOD5两项指标均

能反应水体中受还原性物质污染的程度。鉴于农村生活污水

成分相对简单，BOD5/CODcr 比值相对稳定，而且在实际监测

中 BOD5的监测周期一般要 5 天，所以选取 CODcr 作为指标

更利于操作和对项目的及时监控。

动植物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海南省农村地区

的农家乐等农村旅游业发展较快，产生的餐饮服务类废水可

能直接排入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该股污水中的动植物油含量

较高，因此本标准对动植物油指标进行了控制，但仅适用于

含农家乐等餐饮服务类废水的排水。

（3）营养物指标

总氮（TN）、总磷（TP）：氮、磷超标是水体富营养化

的关键性因素之一。TN 和 TP 的去除一般采取生物和生态技

术工艺，其处理效果很难稳定。要实现稳定去除，一般采取

A2/O 等组合工艺，通过反硝化生物脱氮和聚磷菌的吸收作用

以排泥方式去除总磷，但对于出水要求较高时，则需要采取

化学除磷或电解除磷等物化处理工艺，增加运行成本。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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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规模较小、出水直接排入农灌渠用于农业灌溉或环境功

能未明确的水体，原则保证该受纳水体不发生黑臭，水中的

氮磷物质可被植物吸收，不会对周围水体和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可不设 TN 和 TP 控制指标；只有出水排入 GB3838 地

表水Ⅲ类水域（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游泳区除外）、

GB3097 海水二类水域和湖、库等封闭或半封闭水域时，增

加 TN 和 TP 控制指标。

氨氮（NH3-N）：氨氮是指水中以游离氨(NH3)和铵离子

(NH4)形式存在的氮，二者的组成比取决于水的 PH 值和水温。

在一定条件下，水中的氨氮转化成亚硝酸盐，如果长期饮用，

亚硝酸盐会和蛋白质结合形成一种强致癌物质---亚硝胺，对

人体健康极为不利。氨氮对水生物起危害作用的主要是游离

氨，一般情况，pH 值及水温愈高，毒性愈强，对鱼的危害类

似于亚硝酸盐。但是，在硝化过程中，1g 氨氮转化为硝酸盐

氮时需氧 4.57g，释放出的 H+，将消耗碱度(以 CaCO3计) 7.lg，

直接增加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NH3-N 处理费用。因此，

对出水直接或间接排入环境功能明确水域的处理设施要求

控制 NH3-N，对出水间接排入环境功能未明确水域且处理规

模小于 5m3/d（不含）的处理设施放宽 NH3-N 的排放限值，

原则保证受纳水体不发生黑臭，否则从严执行标准。

（4）生物性指标

粪大肠菌群数：粪大肠菌群数一般作为重要的生物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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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进行控制，若对该项指标进行限定，处理工艺最后须设消

毒设施，根据对我省农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调研情况

发现，大量的工艺流程中设置有消毒设施，但是多数未运行，

造成大量的浪费。对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出水规模

小，土地消纳量大，对环境点的影响小，综合考虑技术经济

考虑不控制粪大肠菌群数。但考虑到对特殊水域的水质保

护，规模大于 100 m3/d (含)且出水排入 GB 3838 地表水Ⅲ类

功能水域、GB 3097 海水二类功能水域的污水，控制指标增

加粪大肠菌群数。

基于上述因素和我省农村生活污水的水质特点，选取

pH、悬浮颗粒物、化学需氧量（CODcr）、氨氮、总氮、总

磷、动植物油、粪大肠菌群数共 8 项污染物作为控制项目。

详见表 4-1。

表 4-1 农村生活污水控制指标的分类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一般性指标 pH、悬浮颗粒物（SS）

有机物指标 化学需要量（CODcr）、动植物油

营养物指标 氨氮（NH3-N）、总氮（TN）、总磷（TP）
生物性指标 粪大肠菌群数

4.4.3 控制指标的排放限值

（1）pH 值

根据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水质调研情况来看，pH 值生活

污水一般介于 6~9 或 5.5~8.5 之间。参考《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等，pH 值设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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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试验表明：pH=6.0～7.5 适宜农作物生长。pH<5.5 的水

长期灌溉，土壤中硝化细菌受到抑制，硝化作用减弱，氮肥

得不到充分释放，磷酸盐的肥效降低，钙盐、镁盐易淋失。

土壤在偏酸性条件下，重金属毒性提高，易被作物吸收致害。

pH>8.5 土壤中的氮肥易被氧化，钠离子活跃，对作物根系发

育有抑制作用。pH>9 蔬菜生长受到抑制，直至受害死亡。

（2）悬浮物（SS）

农村生活污水中悬浮物（SS）浓度约 80～200 mg/L。常

采用物理法去除农村生活污水中呈悬浮状态的固体污染物

质（SS），在化粪池、调节池等预处理工艺一般对 SS 的去除

率可达到 50%以上，处理后 SS 浓度在 40～100mg/L，再经生

物处理法、生态处理法等后续工艺处理，其出水浓度可低于

60 mg/L。因此，本标准中 SS 设为 20 mg/L（一级）、30mg/L

（二级）和 60mg/L（三级）。

（3）化学需氧量（CODcr）

农村生活污水中化学需氧量（CODcr）80～300 mg/L，

BOD5 50～180 mg/L，BOD5/COD 比值约为 0.6，可生化性较

好。CODcr 的处理工艺为生物处理法（A/O、A2/O 等）、生

态处理法（人工湿地、稳定塘等）、生物处理+生态处理法

（A2/O+人工湿地、A/O+人工湿地/稳定塘、水解/厌氧+人工

湿地/稳定塘等）。各处理工艺由于水力负荷、停留时间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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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参数的不同，CODcr 去除率可达到 60～90%。出水 CODcr

浓度一般可达到 30～120mg/L。因此，本标准中 CODcr 设为

60 mg/L（一级）、80mg/L（二级）和 120mg/L（三级）。

（4）氨氮（NH3-N）

农村生活污水中氨氮（NH3-N）浓度约 10～40 mg/L。生

物处理法（活性污泥、接触氧化等）对氨氮的去除效果较好，

经生物法处理后，氨氮去除率约 50～80%，出水浓度可小于

20 mg/L，若后续处理采用生态法对氨氮的去除率可达到

60～80%，出水浓度可达到 8 mg/L 以下。因此，本标准中氨

氮（NH3-N）设为 8 mg/L（一级）、20mg/L（二级）和 25mg/L

（三级）。

（5）总氮（TN）

农村生活污水中总氮（TN）浓度约 20～50 mg/L。生物

处理法（活性污泥、接触氧化等）对总氮的去除效果良好，

经脱氮处理工艺可基本满足要求，总氮出水浓度可达到

20mg/L 以下，必要时可以采用生态处理法作为脱氮工艺的后

续处理单元。本标准中总氮设为 20 mg/L（一级），仅针对

出水排入 GB3838 地表水Ⅲ类水域（划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

区和游泳区除外）、GB3097 海水二类水域和湖、库等封闭

或半封闭水域以及规模大于 5m3/d（含）且出水直接或间接

排入环境功能未明确水体的处理设施执行，二级和三级标准

不设 TN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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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磷（TP）

农村生活污水中总磷（TP）浓度约 1～5 mg/L。生物处

理法（活性污泥、接触氧化等）对总磷的去除效果良好，经

生物处理法处理后，总磷出水浓度可达到 1.5 mg/L 以下，采

取投加化学药剂等物化处理法，总磷出水浓度可达到 1 mg/L

以下。本标准中总磷设为 1 mg/L（一级）和 3mg/L（二级），

三级标准不设 TP 要求。

（7）动植物油

农村居民生活污水一般含有动植物油，但浓度不高，不

需要进行隔油等预处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如果接收农家乐

产生的污水，由于该股污水中的动植物油含量较高，需要进

行隔油等预处理。根据污水隔油处理工艺和参数的不同，除

油率可达到 60～90%。参考《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本标准中动植物油指标仅适用于含农家乐等餐饮服务

类废水的排水，排放限值设为 3mg/L（一级）、5mg/L（二

级）和 20mg/L（三级）。

（8）粪大肠菌群数

粪大肠菌群数进行控制需在处理工艺最后设消毒设施。

通过调研发现，多数的处理设施建设时都设有消毒装置，实

际运行时处理规模小的设施消毒装置并未运行，设备闲置造

成了严重浪费。由于规模较小且经消毒后排水对于农村地区

的环境卫生状况影响不大，可不设粪大肠菌群数指标。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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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对特殊水域的水质保护，对规模大于 100 m3/d (含)且出

水排入 GB 3838 地表水Ⅲ类功能水域、GB 3097 海水二类功

能水域的污水，控制指标设粪大肠菌群数要求，排放限值为

104个/L（一级）。

综上，通过对上述各个指标限值的分析，农村污水处理

设施水污染物排放限值见表 4-2，各级标准的适用情况见本

章 4.5.2 小节所述。

4.5 水污染物控制要求

4.5.1 一般要求

（1）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应综合考虑农村环境综合整

治规划，正确处理村庄近期与远期的规划、污水集中与分散

的收集、尾水排放与利用的关系，因地制宜采用适宜的建设

模式和处理工艺。

（2）加强污水源头减量和尾水回收减排，强化改厕与

农村污水治理有效衔接。

（3）各类生活污水原则应全部收集处理。其中含有农

家乐等餐饮业污水须隔油预处理，农家散养废水须沼气净化

池、化粪池等预处理，方可纳入污水处理设施。

（4）逐步实现乡村雨污分流制排水系统。新建污水收

集系统应采用雨污分流制，已建成合流制收集系统的地方，

应尽量创造条件进行改造。近期确实无法改造的，宜采用截

流式合流制，中远期仍应逐步改造为分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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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不加重下游水体污染的前提下，尽可能根据出

水排放特点、土壤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需求，鼓励优先选择

氮磷资源化与尾水利用技术、手段或途径，尾水利用应满足

国家或地方相应的标准或要求。

4.5.2 水污染物排放要求

（一）标准分类分级的原则

按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核心，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采用污染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

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

处理工艺。同时，根据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的排放方

式、排放去向等，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按规模和排水去向分为一级标准、二级标准、三级标准：

（1）农村生活污水就近纳入城镇污水管网的，执行《污

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的规定；出水

排入用于农业灌溉、景观回用等用水途径明确的水体，执行

国家或地方相应的回用水水质标准。

（2）规模大于 500m3/d（含）的污水处理设施执行《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的规定。

（3）规模小于 500m3/d（不含）的污水处理设施执行表

4-2的规定。具体要求如下：

1) 出水直接或间接排入 GB3838 地表水Ⅲ类水域（划

定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游泳区除外）、GB3097 海水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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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和湖、库等封闭或半封闭水域，以及规模大于 5m3/d（含）

且出水直接或间接排入环境功能未明确水体的处理设施执

行一级标准。

2) 出水直接或间接排入其他环境功能明确水体的处理

设施执行二级标准。

3) 出水间接排入环境功能未明确水体且规模小于

5m3/d（不含）的处理设施执行三级标准。

表 4-2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最高排放限值

序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一级标准 二级标准 三级标准

1 pH值/无量纲 6-9

2 悬浮物（SS） 20 30 60

3 化学需氧量（CODCr） 60 80 120

4 氨氮（NH3-N，以N计） 8 20 25

5 总氮（TN，以N计） 20 -- --

6 总磷（TP，以P计） 1 3 --

7 动植物油① 3 5 20

8 粪大肠杆菌群数②/（个/L） 104 -- --

注：①仅适用于含农家乐等餐饮服务类污水的排水；

②仅适用于规模大于100 m3/d（含），且出水排入GB 3838地表水Ⅲ类水域、GB 3097海水

二类海域的排水。

单位：mg/L（凡注明者除外）

（二）其他规定

1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周边（不含下游）的原住居民所

产生的生活污水必须收集处理，所配套建设的处理设施原则

鼓励尾水利用且出水不得直接排入该水域，处理设施水污染

物排放可参照执行不宽于 GB18918 一级 A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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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尾水利用应执行国家或地方相应的用水水质要求，

特定回用情形且无相应再生利用水水质要求的出水排放执

行表 1 中三级标准，不得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

响。

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排泥应合理处置并遵循资

源化利用优先的原则。

4.5.3 水污染物监测要求

（1）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工艺末端应设置规范化排

污口，并按规定设置永久性排污口标志。

（2）对水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的周期、频次、采

样时间等要求，按国家和地方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规

定执行。

（3）水污染物监测分析方法按表 4-3 执行。

表 4-3 水质监测分析方法

序号 污染物或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方法来源

1 pH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

2 悬浮颗粒物（SS） 重量法 GB/T 11901

3 化学需要量（CODcr）
重铬酸盐法

快速消解分光光度法

HJ 828

HJ/T 399

4 氨氮（NH3-N）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

5 总氮（TN）
碱性过硫酸钾

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

6 总磷（TP）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

7 动植物油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

8 粪大肠菌群数 多管发酵法和滤膜法 HJ/T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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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标准的实施与监督

（1）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监督实施。

（2）设区市人民政府对执行本标准不能达到本地区环

境功能要求时，可根据总量控制要求和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制

定严于本标准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并报省级生态环境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

5 达标处理技术与案例

5.1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根据工作机理的不同，可分为以

下类别：物化处理技术，如混凝沉淀、过滤、吸附等；生物

处理技术，如化粪池、沼气发酵池、活性污泥法（A、A/O、

A2/O 等）、生物膜法（如接触氧化、生物滤池等）等；生态

处理技术，如湿地、稳定塘、土地渗滤等。根据水质、占地

和经济等要求，对处理技术进行优化组合。

5.1.1 单元处理技术

5.1.1.1 物化处理技术

（1）混凝沉淀

混凝沉淀就是向污水中投放混凝药剂，使其中的胶体粒

子和细微悬浮物脱稳，并聚集为数百微米以至数毫米的矾

花，进而可以通过沉淀予以去除。

（2）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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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是指使污水通过多孔性介质，在不同压强推动力作

用下，进行固、液分离的方式。

（3）吸附

吸附是对溶解态污染物的物理化学分离技术。废水处理

中的吸附处理法，主要是指利用固体吸附剂的物理吸附和化

学吸附性能，去除废水中多种污染物的过程，处理对象为生

物难降解污染物。

5.1.1.2 生物处理技术

（1）三格化粪池

化粪池是利用重力沉降和厌氧发酵原理，对粪便污染物

进行沉淀、消解的污水处理设施。沉淀粪便通过厌氧消化，

使有机物分解，易腐败的新鲜粪便转化为稳定的熟污泥。上

清液作为化粪池的出水需进一步处理。

优点：结构简单、易施工、造价低、维护管理简便、无

能耗、运行费用省、卫生效果好等。

缺点：沉积污泥多，需定期进行清理；污水易泄漏。处

理效果有限，出水水质仅能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需

经后续好氧生物处理单元或生态处理单元进一步处理后才

达到排放要求。

适用性：广泛应用于全省各地区农村污水的初级处理，

特别适用于旱厕改造后，水冲式厕所粪便与尿液的预处理；

也可用于在有农田回用要求、水环境容量大、远离水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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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农村。

（2）沼气发酵池

沼气发酵，是指含有大量有机质的污水、污泥和粪便，

在一定的温度和厌氧条件下，通过微生物的分解代谢，最终

生成甲烷和二氧化碳等气体（沼气）的生物化学过程。

优点：与化粪池相比，污泥减量效果明显；可以有效利

用沼气；沼渣收集后可作为肥料使用。

缺点：处理效果有限，沼液水质差，不能直接排放，需

经后续技术进一步处理；需有专人管理，与化粪池比较，管

理较为复杂。

适用性：可应用于一家一户或联户农村污水的初级处

理。

（3）活性污泥法

活性污泥法具有多种不同单元组合，各类活性污泥法均

具有相当高的有机污染物去除效率，适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的水解/厌氧（A）、厌氧-好氧活性污泥法（A/O）、厌氧-

缺氧-好氧活性污泥法（A2/O）等。

优点：工艺变化多且设计方法成熟，可根据处理目的的

不同灵活选择工艺流程及运行方式，取得满意处理效果。

缺点：构筑物数量多，流程长，运行管理难度大，运行

费用高。

适用性：适用于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的农村地区的多户



41

污水处理设施或村落的污水处理站。

（4）生物膜法

生物膜法也具有多种不同单元，如生物接触氧化技术和

生物滤池技术，现以生物接触氧化技术进行介绍。生物接触

氧化由填料和曝气系统两部分组成。在填料表面形成生物

膜，污染物通过微生物分解去除，出水经沉淀池固液分离后

排出。

优点：结构简单，占地面积小；污泥产量少，无污泥回

流，无污泥膨胀；生物膜内微生物量稳定，生物相丰富，对

水质、水量波动的适应性强；操作简便、较活性污泥法的动

力消耗少，对污染物去除效果好。

缺点：加入生物填料导致建设费用增高；可调控性差；

对磷的处理效果较差，对总磷指标要求较高的农村地区需配

套建设出水的深度除磷设施。

适用性：适用于有一定经济承受能力的农村。处理规模

为单户、多户污水处理设施或村落的污水处理站。

5.1.1.3 生态处理技术

（1）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是由人工建造和控制运行的与沼泽地类似的

地面，将污水有控制的投配到经人工建造的湿地上，污水与

污泥在沿一定方向流动的过程中，主要利用土壤、人工介质、

植物、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协同作用，对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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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进行处理的一种技术。其作用机理包括吸附、滞留、过

滤、氧化还原、沉淀、微生物分解、转化、植物遮蔽、残留

物积累、蒸腾水分和养分吸收及各类动物的作用。

优点：投资费用省，运行费用低，维护管理简便，水生

植物可以美化环境，调节气候，增加生物多样性。

缺点：污染负荷低，占地面积大，设计不当容易堵塞，

在部分地区处理效果容易受季节影响。

适用性：广泛应用于全省各地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应

用在资金短缺、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农村地区，不仅可以治

理农村水污染、保护水环境，而且可以美化环境，节约水资

源。

（2）土地渗滤法

土地渗滤法是将污水有控制地投配到具有良好渗透性

能的土地渗滤床，在污水向下渗滤的过程中，通过过滤、沉

淀、氧化、还原以及生物氧化、硝化、反硝化等一系列作用，

使污水得到净化。

优点：处理效果较好，投资费用省，无能耗，运行费用

很低，维护管理简便。

缺点：污染负荷低，占地面积大，设计不当容易堵塞，

易污染地下水。

适用性：适合资金短缺、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农村地区，

与农业或生态用水相结合，不仅可以治理农村水污染、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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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而且可以节约水资源。

（3）稳定塘

稳定塘根据塘内微生物类型及供氧方式分为厌氧塘、兼

氧塘、好氧塘和曝气塘（应用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主要是

好氧塘和曝气塘），是一种利用天然净化能力对污水进行处

理的构筑物的总称。其净化过程与自然水体的自净过程相

似，主要通过水—水生生物系统（菌藻共生系统和水生生物

系统）对污水进行自然处理。通常是将土地进行适当的人工

修整，建成池塘，并设置围堤和防渗层。

优点：结构简单，出水水质好，投资成本低，无能耗或

低能耗，运行费用省，维护管理简便。

缺点：负荷低、污水进入前需进行预处理、占地面积大，

处理效果随季节波动大，塘中水体污染物浓度过高时会产生

臭气和滋生蚊虫。

适用性：适于中低污染物浓度的生活污水处理；适用于

有山沟、水沟、低洼地或池塘，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农村地

区。

5.1.2 单元处理技术的优化与组合

单一处理技术往往不能使污水处理直接达标排放，需要

其他技术协同处理。目前，国内出现了很多形式的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工艺，但主要分为 3 种：“厌氧+生态”工艺、“厌

氧+好氧”工艺和“厌氧+好氧+生态”工艺。根据这 3 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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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各自特点和农村现状，归类分析如下：

5.1.2.1 厌氧+生态

（1）水解/厌氧+人工湿地

农村生活污水依次流经格栅、水解/厌氧调节池，在截留

了大部分漂浮物，并将大分子有机物分解成小分子有机物后

进入人工湿地，在人工湿地中污水与土壤、植物及植物根部

的生物膜接触，通过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反应，污水得到净

化。

适用性：适用于土地较丰富、地势条件易于收集污水并

能通过自流出水的且规模适中的村庄，处理规模建议不大于

500 m3/d。

（2）水解/厌氧+土地渗滤

农村生活污水依次流经格栅、水解/厌氧调节池，在截留

了大部分漂浮物，并将大分子有机物分解成小分子有机物后

进入土地快速渗滤池，在土地快速渗滤池通过过滤、沉淀、

氧化、还原以及生物氧化、硝化、反硝化等一系列作用，使

污水得到净化。

适用性：适用于土地较丰富、土壤渗透性较强且为粗粒

结构的沙壤或沙土农村地区，处理规模建议不大于 300 m3/d。

（3）水解/厌氧+稳定塘

农村生活污水依次流经格栅、水解/厌氧调节池，在截留

了大部分漂浮物，并将大分子有机物分解成小分子有机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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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稳定塘（通常设计为好氧塘），依靠塘内生长的微生物

来处理污水，使污水得到净化。

适用性：适用于拥有自然池塘或闲置沟渠，地势条件易

于收集污水，并能通过自流出水的且规模适中的村庄，处理

规模建议不大于 200 m3/d。

5.1.2.2 厌氧+好氧

（1）水解/厌氧+好氧

农村生活污水依次流经格栅、水解/厌氧调节池，在截留

了大部分漂浮物，并将大分子有机物分解成小分子有机物后

进入活性污泥池，在好氧池中大部分有机物被微生物处理，

污水进入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后上清液外排。

适用性：适用于经济较为发达、人口较多、用地紧张的

农村。可采用混凝土或一体化结构形式，混凝土推荐适用规

模 500～2000 m3/d。一体化设备可不受水量限制。

（2）水解/厌氧+接触氧化

农村生活污水依次流经格栅、水解/厌氧调节池，在截留

了大部分漂浮物，并将大分子有机物分解成小分子有机物后

进入接触氧化池，在接触氧化池中大部分有机物被微生物处

理，污水进入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后上清液外排。

适用性：适用于经济较为发达、人口较多、用地紧张的

农村。可采用混凝土或一体化结构形式，混凝土推荐适用规

模 500～2000 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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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解/厌氧+缺氧+好氧

农村生活污水流经格栅截留了大部分漂浮物后在调节

池中均质均量，然后进入水解/厌氧池将大分子有机物分解成

小分子有机物后进入缺氧池，该池具有脱氮、水解和降解部

分有机物的作用，接着在活性污泥池中大部分有机物被微生

物处理，污水进入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后上清液外排。

适用性：适用于出水水质要求高、经济较为发达、人口

较多、用地紧张的农村。可采用混凝土或一体化结构形式，

混凝土推荐适用规模 500～2000 m3/d。一体化设备可不受水

量限制。

5.1.2.3 厌氧+好氧+生态

（1）缺氧+好氧/接触氧化+人工湿地及其改良技术

农村生活污水流经格栅截留了大部分漂浮物后在调节

池中均质均量，然后进入缺氧池，该池具有脱氮、水解和降

解部分有机物的作用，接着在活性污泥池/接触氧化池中大部

分有机物被微生物处理，污水进入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后上

清液进入人工湿地，在人工湿地中污水与土壤、植物及植物

根部的生物膜接触，通过物理、化学以及生物反应，污水得

到净化。

适用性：适用于出水水质要求高、土地较丰富、地势条

件易于收集污水并能通过自流出水的且规模适中的村庄，处

理规模建议不大于 500 m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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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氧+活性污泥/接触氧化+土地渗滤

农村生活污水流经格栅截留了大部分漂浮物后在调节

池中均质均量，然后进入缺氧池，该池具有脱氮、水解和降

解部分有机物的作用，接着在活性污泥池/接触氧化池中大部

分有机物被微生物处理，污水进入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后上

清液进入土地快速渗滤池，在土地快速渗滤池通过过滤、沉

淀、氧化、还原以及生物氧化、硝化、反硝化等一系列作用，

使污水得到净化。

适用性：适用于出水水质要求高、土地较丰富、土壤渗

透性较强且为粗粒结构的沙壤或沙土农村地区，处理规模建

议不大于 300 m3/d。

（3）缺氧+活性污泥/接触氧化+稳定塘

农村生活污水流经格栅截留了大部分漂浮物后在调节

池中均质均量，然后进入缺氧池，该池具有脱氮、水解和降

解部分有机物的作用，接着在活性污泥池/接触氧化池中大部

分有机物被微生物处理，污水进入沉淀池进行泥水分离后上

清液进入稳定塘（通常设计为好氧塘）依靠塘内生长的微生

物来处理污水，使污水得到净化。

适用性：适用于出水水质要求高、拥有自然池塘或闲置

沟渠，地势条件易于收集污水，并能通过自流出水的且规模

适中的村庄，处理规模建议不大于 200 m3/d。

综上所述，鉴于农村生活污水的特性，其治理方式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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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为科学选择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模式和技术，应统筹

考虑城乡统筹发展、经济社会状况、环境功能区划和农村人

口分布等因素，并在分析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水源涵

养区、生态源头地区、江河流域等地区的生态敏感程度、环

境容量和自净化能力基础上，确定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科学选择效率优先、经济实用、维护简便的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工艺。

5.2 主要达标处理技术比较

我国的农村污水处理技术多参照城市污水处理技术设

计。各种技术有各自的优缺点，如生物处理能耗低、产泥量

小，但反应速率慢、停留时间长，生态处理运维方便、运行

费用低，但处理效率低、占地面积大。为科学运用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技术将常见的几种处理工艺汇总分析，详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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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主要达标处理技术比较

工艺类

型
工艺名称 适用范围 投资、管理需求 处理效果

单

一

生

态

型

人工湿地

户型人工湿地适用于 1~2户散户，污水

产生量＜1t/d

小型人工湿地适用于 2~30户散户，污

水产生量＜10t/d

复合垂直流、推流式人工湿地适用于

30~600 户分散处理，污水产生量

10~200t/d

户型造价约 2000~2500元/户，基本无设备运行费用，人工

湿地中植物需定期收割和补种，处理磷含量较高的废水时，

填料需定期更换

复合垂直流、推流式人工湿地需定期打捞固体垃圾、收割

和补种湿地植物，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一般为传统二级污

水厂的 1/10~1/2

户型人工湿地有机物、氨氮、总磷去除率能够达

到 80%以上

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 BOD 5 去除率约为

85%~91%，CODcr 去除率约为 52%~62%，氨氮

去除率约为 55%~75%

常温条件下出水水质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二级标准

稳定塘
村民居住分散，地形条件复杂的村庄，

2~30户，10~100人，污水产生量＜10t/d

维护简单，对植物进行定期打捞，底泥 5~10年清理 1次。

建设因地制宜，相对简单，对塘简单整治，投资少，运行

维护仅有植物打捞、污泥清理费用

氮磷和有机物去除率约 70%

单

一

生

物

型

三格化粪池 适用于单户污水收集和预处理
定期进行化粪池的水量控制、防渗设施、防臭、清理格栅

杂物、清理池渣等维修检查工作
污水预处理单元

一体化污水处理

装置

处理能力一般在 500m3／d以下，适用

于无法接入城镇污水处理管线、土地资

源紧张、经济条件较好、对出水水质要

求较高的地区

需专业维护人员 1~2名，对装置进行定期清理和检修保养

A/O工艺占地面积约 100m3，总投资 2200~3200元/m3，吨

水运行费用 0.35~0.45元

SBR工艺占地面积约 120m3，总投资 2500~3500元/m3，吨

水运行费用 0.40~0.55元

MBR工艺占地面积约 160m3，总投资 2800~3800元/m3，

吨水运行费用 0.45~0.65元

A/O处理工艺和 SBR处理工艺出水水质能够满

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MBR处理工艺

出水水质能够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

日本净化槽
传统净化槽 10人以下，改良型大型净

化槽 30~100人

安装费用较高，进口日本净化槽安装费约 15万日元/人，折

合人民币约 1万元，吨水运行费用约 3.9元。需由专业人员

进行维护管理，难度较大。

出水水质可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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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滤池

适用于面积小、地形坡度大、居住分散、

规模小、经济条件好、对出水水质要求

较高的村庄

占地面积小，建设 12,000~33,000m3/d的装置，吨水运行成

本约为 0.03~0.14元。
COB、BOD、SS去除率可达到 75~95%

单一物

理型
土地渗滤系统

适用于资金短缺、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

几户或十几户农村家庭使用

基本免维护，仅需对植物进行定期养护，土地渗滤系统造

价在，100～400元/m2，运行成本仅有植物养护费

悬浮物、有机物、氨氮、总磷、大肠杆菌去除率

可达到 70%~90%

生

化

组

合

型

厌氧池-跌水充氧

-接触氧化 -人工

湿地技术

适用于居住相对集中且有空闲地，尤其

适合于有地势落差或对氮磷去除要求

较高的村庄，处理规模不宜超过 150

吨/天

系统户均建设成本约为 1000-1200元（不含管网），设备运

行费用主要是水泵提升消耗的电费，约为 0.1-0.2元/吨水

常温下，出水水质可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

低温季节，出水水质可达二级标准

厌氧池 -氧化塘 -

生态渠技术

适用于拥有自然池塘或闲置沟渠且规

模适中的村庄，处理规模不宜超过 200

吨/天

系统户均建设成本约为 800-1000元（不含管网），无设备

运行费

常温下，出水水质可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B标准；

低温季节，出水水质可达到二级标准

厌氧池-（接触氧

化）-人工湿地技

术

适用于经济条件一般和对氮磷去除有

一定要求的村庄

户均建设成本约为 800-1100元（不含管网），无设备运行

费用。

出水可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二级标准，增加接触氧化技

术改善氨氮的去除效果，出水水质优于二级标准

厌氧池-脉冲多层

复合滤池-潜流人

工湿地

处理规模 10~200t/d

系统户均建设成本约为 1200~1500元（不含管网），设备

运行费用主要是水泵提升消耗的电费，约为 0.2~0.5元/t。

厌氧池和人工湿地进水口定期清理；水泵和控制系统定期

检查与维护；厌氧池每年清掏一次

出水中的 COD、SS和总磷指标可达到《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 B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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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案例

5.3.1 水解酸化+垂直流人工湿地

一、工程简介

盐灶村委会隶属三亚市崖州区管辖，位于 G225 国道线

上，濒临崖州湾海岸线，由于村内污水缺乏处理设施，污水

直接排入海中，不仅给村庄带来环境问题、阻碍盐灶村生态

文明村的建设，而且直接影响到当地近海环境、制约当地海

滨旅游经济模式的开发。盐灶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直接服务

人口约 2342 人，主要针对盐灶村靠近 G225 国道线两侧居民

排入主排水沟的生活污水进行治理。

图 5-1 盐灶村生活污水处理站

二、工艺流程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5-2。

图 5-2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52

村庄生活污水经管网收集后由统一排放口流入格栅池，

通过格栅网的拦截，人工清除污水中的杂物、漂浮垃圾，避

免杂物垃圾流入调节池；污水在池内调节均衡水质水量，为

后续处理单元持续稳定的运行提供良好条件；调节池内的水

由污水泵提升进入厌氧水解酸化池，在池内大分子有机物分

解为小分子有机物，含氮有机物在池内厌氧氨化；厌氧水解

酸化池出水依靠重力自流进入曝气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系

统，在湿地系统内通过曝气设施将其分割成微氧、缺氧及厌

氧三个局域，污水在流经湿地过程中，有机污染物被湿地不

同填料基质过滤、吸附以及生长在基质上的微生物、湿地植

物吸收、分解等生物、物理、化学协同作用下得到去除。氮

在通过硝化及反硝化和植物固氮等作用下得于去除。磷同样

依靠兼氧微生物和植物的吸收及填料的吸附得到降解，污水

最终实现达标排放的目的。

三、运行情况

（1）处理水量

根据服务人口推算污水处理量，设计处理规模为

250m3/d。

（2）进、出水水质

参考类似工程的水质情况，设计了进水水质；出水水质

满足《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一级 A 标准的排放要求。详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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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进、出水水质情况

单位：mg/L（pH 无量纲）

污染物 pH 值 CODcr BOD5 NH3-N TN TP SS

进水水质 5~8 250 120 30 35 3.5 150

出水水质 5~8 50 10 5 15 0.5 10

四、成本分析

本污水处理站基建费为 75 万元，吨水投资成本约 3000

元/m3，耗电成本为 27 元/d，若以每度电 0.6 元计，则吨水

运行成本约为 0.11 元/ m3。

5.3.2 缺氧+好氧

一、工程简介

礼陶村位于琼海市塔洋镇，处于镇区东南部，距塔洋镇

区约 1.5km。礼陶村属七星伴月景区，被七星伴月湖所环抱，

自然环境极其优美。村内供水现状方式为自来水厂管网延伸

供水。现状已有雨污合流的排放系统，通过不同管材管径的

排水管，未经处理就直接排入周边的槟榔园或排放至景区的

内湖，排放点较为零散无序，对景区的水环境和村民的生活

环境造成很大的污染，因此，建设琼海市塔洋镇礼陶村污水

治理工程十分迫切和必要。

图 5-3 琼海市塔洋镇礼陶村生活污水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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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艺流程

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见图 5-4。

来自污水收集管网的污水汇入调节池，在调节池内调质

调量；调节池污水通过提升泵提升进入该一体化污水处理装

置，该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分为缺氧区、好氧区、沉淀区、

过滤区和设备间共五个部分，每个区域分隔独立。缺氧反应

区能够去除部分有机物（CODCr）和硝酸盐氮（NO3--N），

稳定活性污泥絮体的作用；在好氧生化反应器内进一步去除

有机污染物、氨氮、SS 等目标污染物；生化反应器出水自流

入沉淀区，进行活性污泥与处理后出水的分离，沉淀区出水

经过滤消毒处理后达标排放。

三、运行情况

（1）处理水量

礼陶村生活污水的实际产生规模约 47.11m3/d，设计处

图 5-4 生活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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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模为 50m3/d。

（2）进、出水水质

根据业主提供的资料及参考类似工程的资料，设计了进

水水质；出水水质须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 A 标准的排放要求。详见表 5-3。

表 5-3 进、出水水质情况

单位：除 pH 值外，其余皆为 mg/L

处理单元 CODCr BOD5 NH3-N TN SS TP pH

进水水质 200 100 25 40 100 3.5 6~9

出水水质 50 10 5 15 10 0.5 6~9

四、成本分析

该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为智能化控制，无专门值守人

员，因此不考虑人工费用；污水处理站日均耗电成本为 12.24

元/d，年均耗电成本为 4467.6 元/a，若以每度电 0.6 元计，

则吨水运行成本约为 0.25 元/ m3。

5.3.3 缺氧/好氧+垂直流人工湿地

一、工程简介

头佑村位于儋州市南丰镇北部，南茶河右侧，紧邻 503

县道和 021 乡道，总人口 548 人，面积 1.2 万平米。污水处

理站未建设前，村里无排水管网，污水随意乱排、下渗的情

况突出，环境质量差。污水站建设的同时，村里铺设了污水

收集管网，污水经管网收集后靠重力流排至头佑村污水处理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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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地范围面积为：145 m2，构筑物面积 60 m2，绿

化面积为 58 m2，硬化面积为 27 m2。

图 5-5 头佑村生活污水处理站

二、工艺流程

该一体化处理设备分为生化单元和智能控制单元，其中

生化单元具有缺氧/好氧工艺的技术特点，详见图 5-6。

图 5-6 生活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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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粪池出水后流入提升泵井，提升泵井内的污水由提升

泵提升到该一体化设备，经设备内微生物的吸附、絮凝、分

解的作用，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被降解为无机盐、二氧化碳

和水。污水中的氮被转化为氮气释放到空气中，污水中的磷

通过聚磷菌的转换，最终通过污泥外排等方式被去除。该一

体化设备出水排入垂直流人工湿地，进一步去除水中的 SS、

BOD5、氮和磷等污染物质，经湿地处理后的水达到出水排放

标准，进行排放。系统的风源由鼓风机提供。该一体化设备

内通入空气，提供微生物生长所需要的氧气，并对污水进行

搅拌。

该一体化设备生化池体结构较传统工艺进行优化和改

进，同时采用特殊流态化高效填料、多点均质回流系统，污

泥负荷降低，污泥处理效率大大提高，因此污泥产率低，半

年或者一年进行一次排泥。

三、运行情况

（1）处理水量

头佑村实际生活污水产生规模约 45 m3/d，设计处理规

模为 55m3/d。

（2）进、出水水质

由于村庄的污水主要以生活污水为主，没有其它类型污

水影响，经调试期水质分析，设计了进水水质；出水水质须

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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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B 标准的排放要求。详见表 5-4。

表 5-4 进、出水水质情况

单位：除 pH 值外，其余皆为 mg/L

污染物 pH CODcr BOD5 SS NH3-N TP

进水水质 6.9-7.2 ≤260 ≤180 ≤110 ≤26 ≤3

出水水质 6-9 ≤60 ≤20 ≤20 ≤8（15） ≤1.5（3）

注：括号内指标括号内为≤12℃时的控制指标。

四、成本分析

该一体化设备为智能化控制，无专门值守人员，因此不

考虑人工费用；污水处理站总耗电成本为 22.58 元/d，若以

每度电 0.8 元计，则吨水运行成本为 0.41 元/ m3。

6 可行性分析

6.1 本标准制定的类比分析

6.1.1 与国外相关标准的比较

（1）德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德国依据人口规模等实际情况制定农村污水出水限值，

规模越大出水指标要求也越严格，常见的农村污水处理方法

是分流式污水处理系统的膜生物反应器和 PKA湿地污水处理

系统。在没有接入排水网的偏远农村采用膜生物反应器，平

时把雨水和污水分开收集，然后通过膜生物反应器净化污

水。PKA 湿地污水处理系统主要将农村生活污水通过水管道，

汇集流入沉淀池，经过沉淀池的 4 层筛选之后，再经 PKA 湿

地净化处理，然后达标排放或用于农田灌溉。此外，多样性

污水分类处理系统也有所应用，主要原理是将污水分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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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灰水和黑水后分别处理。各处理系统执行的污水排放标

准见表 6-1。

表 6-1 德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2）美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美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染物排放标准由联邦的

《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中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清

除系统”（NPDES, the National Pollutant Discharge Elimination

System）许可证制度进行规定，由 EPA建立并执行。《清洁

水法》规定，可由 EPA将部分或全部 NPDES 职权授权给各州。

在人口密度较小的社区或乡村，美国农村应用较为广泛

的是分散污水处理系统，主体工艺是高效藻类塘。高效藻类

塘是传统稳定塘改进版，对 CODcr、BOD5、氨氮以及病原体

等的去除率均较高，同时收割的高等水生植物可以作为肥

料。高效藻类塘的优势是施工工程量少，投资及运行费用少，

便于管理和维护。另外，近些年很多分散居住的农户也应用

自动水井和地下化粪罐处理污水。通过一个较深的污水井和

地下水管，将生活污水中的固体或半固体物质沉淀井底，再

利用沉淀后的污水灌溉草地。各处理系统执行的污水排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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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见表 6-2。

表 6-2 美国生活污水二级处理排放标准

单位：mg/L

名称 pH 值/（无量纲） BOD5 TSS 去除率/（%）

月平均 6-9 30 30 85

周平均 6-9 45 45 /

（3）日本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净化槽法》

日本的城市（人口>5 万或人口密度>40 人/hm2的集中居

住地）适用《下水道法》，农村地区主要适用《净化槽法》。

《净化槽法》的排放限值根据净化槽处理工艺确定，同时日

本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技术标准，为净化槽处理设施的日常维

护、运行等提供了保证。

日本农村生活污水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家庭净化槽、村

落排水设施和集体宿舍处理设施。日本的净化槽技术主要在

排水管网不能覆盖、污水无法纳入集中设施进行统一处理的

偏远地区使用。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土壤和水田对污水自然净

化原理，模仿大自然中物质循环过程中的自净功能，通过对

落叶、腐朽废木、木炭、石头等自然材料加工作填料，利用

微生物吸附和分解污水中有害物质。《净化槽法》执行的污

水排放标准见表 6-3。

表 6-3 日本农村分散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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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韩国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韩国的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分散，其生活污水不宜集中收

集处理，采用的农村污水处理工艺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为

主。韩国农村利用湿地处理后的污水再浇灌水稻，可取得较

理想的净化效果。常用的湿地植物有卢苹、香蒲、灯芯草等，

去污能力强，对病原体去除效果好。此外，污水生物膜法也

是韩国农村污水处理工艺中较为常用的工艺。根据环境功能

要求，韩国政府对不同地区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设置了不同

的污水排放标准，详见表 6-4。

表 6-4 韩国污水排放标准

单位：mg/L

（5）我省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

国外在农村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方面研究起步较早，其

技术措施及原理可以学习借鉴。在处理工艺方面，近年来我

省也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研究，主要有生态处理系统（如人

工湿地、稳定塘）、生物膜法（如生物接触氧化、生物底滤

床等）、活性污泥法（如 A/O、A2/O、氧化沟等）和膜过滤

法等。与国外农村采用的处理工艺相似，主要以能耗低、运

行简便的生物生态净化工艺为主；在指标数量方面，国外农

村地区一般是简化指标量，我省的地方标准对动植物油和粪

名称 BOD5 CODMn SS TN TP 粪大肠菌群/（个/mL）

特别保护区 10 40 10 20 2 3000

其他地区 20 40 20 60 8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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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肠菌群数等两项指标限定了有针对性的适用要求，同时对

BOD5不设要求；在指标限值方面，国外农村地区一般是“规

模大执行严标准”，对非环境敏感区域和小规模的出水排放，

采取放宽“氮、磷”等指标要求。我省的地方标准总体采用

“降标”思路，具体是以 GB18918 的一级 B 标准为上限、以

GB18918 的三级标准为下限的构架设定了三个等级的标准，

并适度放宽 TN、TP，而对 NH3-N 指标适度加严。

6.1.2 与国内相关标准的比较

国内地方标准的制订总体参考《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按受纳

水体环境功能分类分级，高功能严要求，如北京、福建、山

西和宁夏等；二是按污水处理模式和规模分级，集中处理高

要求，分散处理低要求，如江苏、河北和重庆等。《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的制订总体思

路是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排入地表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

标，以及污水处理厂的处理工艺分级。

以《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为参考目标，将目前国内已出台的地方标准在各级标准限值

及其适用性上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北京市的农村生

活污水排放标准高于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排放标准，也高于其

他地方的农村污水排放标准，属目前国内最严的地方标准；

②河北省的地方标准一级标准和 GB18918 保持一致，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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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标准和三级标准上，对 TP 不设要求，TN 不变要求，NH3-N

加严了要求，三级标准的 CODcr 由 120ppm 降低至 150ppm。

从表面上看，为消除或防止黑臭水体而加严 NH3-N指标考核，

却放宽 CODcr 指标考核，容易发生新的黑臭或有机污染；③

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标准总体来讲有所降

低，以 GB18918 一级 B标准为最严标准，但总体的控制指标

基本上还是和城镇的一样；④山西省的地方标准也降低考核

要求了，主要是放宽 TP 和 NH3-N 指标的考核，与宁夏相比，

控制指标有所减少；⑤浙江省的地方标准比较简单，只有 7

个指标，指标量显著减少，没有 BOD5、TN、LAS、色度这些

指标，CODcr 和 GB18918 的标准一样，但是没有考虑到污水

回用；⑥重庆市的地方标准和浙江省的相似，指标量也是显

著减少，但对粪大肠杆菌不作要求，且在浙江省地标的总体

要求上进行了放宽指标限值；⑦福建省的地方标准与广东省

的相似，指标量也是显著减少，对 BOD5和粪大肠杆菌不作要

求，但对 B 标准的 TN 加严和 C 标准的 TN、TP、NH3-N 等指标

加严，除了 CODcr 和 SS 两项考核指标参照 GB18918 的三级

标准外，其余指标介于 GB18918 的一级 B 标准和二级标准之

间；⑧陕西省的地方标准总体上借鉴了浙江省和重庆市的标

准制定思路，但加设了特别排放标准，总体上放宽了氮元素

指标的考核，TP 限值未放宽；⑨山东省的地方标准以

GB18918 的一级 B 标准为最严标准，不设 BOD5要求，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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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磷指标考核，且对环境敏感区域的排水设置粪大肠菌群

数指标考核；⑩广东省的地方标准与浙江省、重庆市和陕西

省的标准制定思路相似，总体以 GB18918 的一级 B 标准为基

准，从水体环境功能和规模上区别限定出水排放限值，对BOD5

不设要求，但为消除黑臭水体，对 NH3-N 进行了加严，TP 适

度放宽，但总体思路是以 GB18918 的一级 A 标准为上限，以

GB18918 的二级标准为下限。

综上，目前国内已出台的地方标准大体上以 GB18918 的

一级 B 标准为基准，总体上推行“降标”。但个别省份因实

际情况限制而“提标”—北京市；部分省份与 GB18918 的标

准保持一致，但在氮、磷、SS 和 CODcr 等指标上有所变化，

如河北省和福建省等；其他省份（地区）均是 GB18918 的一

级 B标准为最高标准，并适度放宽氮磷等指标限值，如广东、

山东、山西、陕西、重庆、浙江和宁夏，其中有的省份直接

不设 BOD5指标，如浙江、陕西、重庆、山东、福建和广东，

但福建省在 B 标准和 C 标准上加严了氮、磷等指标考核。

因此，我省在制定地方标准时，充分吸收借鉴了上述省

份（地区）标准制定的先进经验，结合我省农村发展实际，

将受纳水体划分为环境功能明确水体和环境功能未明确的

小微水体，同时根据“规模大执行严标准”原则，对规模不

同的出水进行分级分类的制定排放要求。总体来讲，我省的

地方标准主要参考了浙江、陕西、重庆、山东、福建和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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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省份的先进经验，也推行“降标”，以 GB18918 的一级 B

标准为最高标准，但不设 BOD5指标要求，动植物油指标只

适用于含农家乐等餐饮服务类废水的排水，粪大肠菌群数指

标仅适用于规模 ≥ 100 m3/d，且出水排入 GB 3838-2002 中

Ⅲ类水域、GB 3097-1997 中二类海域的排水。国内各省份（地

区）地方标准的比较见表 6-5，我省的《标准》见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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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5国内农村排放标准的比较

名称

指标

城镇污水处理厂 北京 广东（讨论稿） 宁夏 河北 山东（2020/2021） 山西 陕西 浙江 重庆 福建

一级
二

级

三

级
一级 二级

三

级

排入

功能

明确

水体，

20

吨/d

以上

排入

功能

未明

确水

体，20

吨/d

以下

一

级

二

级

一级

二

级

三

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

级

二

级

特

殊

排

放

一

级

二

级

一

级

二

级

一

级

二

级

A

级

B

级

C

级

（/前为

直接排

放，其后

为间接

排放）

A B A B A B A B

COD 50 60 100 120 30 30 50 60 100 50 60 60 120 50 60 100 150 60/50 100/60 120/120 60 150 60 80 150 60 100 80 100 60 100 120

BOD5 10 20 30 60 6 6 10 20 30 - - 20 50 10 20 20 30 -/- -/- -/- 20 50 - - - - - - - - - -

TN 15 20 - - 15 20 - - - -/20(超) - 20 - 15 20 - - 20/15 -/20 -/- 20 - 20 - - - - - - 20 20 20/30

NH3-N 5 8 25 - 1.5 1.5 5 8 25 5 8 8 25 5 8 15 25 15/10 25/15 -/25 15 30 15 15 - 15 25 20 25 8 25 8/25

TP 0.5 1 3 5 0.3 0.5 0.5 1 - 1.5/20(超) 2 1 2 0.5 1 - - 1.5/1 3/1.5 -/- 1 - 2 2 3 2 3 3 4 1 3 3/4

SS 10 20 30 50 15 15 20 20 30 20 30 20 50 10 20 40 50 30 40 50 20 50 20 20 30 20 30 30 50 20 30 50

动植

物油
1 3 5 20 0.5 0.5 1 3 - 3 - - - 1 3 10 15 -/- -/- -/- - - 5 5 10 3 5 5 10 3 5 5/8

粪大肠

菌群数
103 104 104 - - - - - - - - 104 104 103 104 104 104 -/104 -/- -/- 104 - - - - 104 10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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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技术与经济效益分析

6.2.1 达标处理技术分析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选择应根据污水处理规模、地

理位置、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因地制宜采用污染

治理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态措施相结合、集中

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和处理工艺，鼓励采用生态处理工

艺。可参考 2013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村镇生活污染防治

最佳可行技术指南》选择满足本标准达标排放技术。

（1）本标准一级标准推荐达标工艺

农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或沼气池）处理后可采用工艺：

预处理+有脱氮除磷功能的生物法+生态法。

①预处理可根据实际水质选择格栅、调节池（酸化池）、

初沉池、隔油池（适用于含油污水）等，通过预处理设施能

起到去除部分悬浮物质和有机污染物，调节水质水量等作

用，保证后续处理构筑物的正常运行。

②生物法处理可采用“厌氧+缺氧+好氧（生物接触氧化、

活性污泥二者取一）设计模式或者选用脱氮除磷活性污泥

法，可以去除污水中的大部分有机污染物，还可以去除部分

的氮、磷物质。

③生态法可采用人工湿地技术、土地渗滤、稳定塘处理。

④当需要对粪大肠菌群数指标考核时，需要在终端工艺

增加消毒工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紫外线、二氧化氯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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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消毒。

经处理后的出水水质可以达到一级标准，对应控制指

标：pH 值为 6-9，COD 小于 60mg/L，SS 小于 20mg/L，

NH3-N 小于 8mg/L，总氮小于 20mg/L，总磷小于 1mg/L，动

植物油小于 3mg/L（有隔油池时），粪大肠菌群数小于 104

个/mL（有消毒工艺时）。

（2）本标准二级标准推荐达标工艺

农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或沼气池）处理后采用工艺：

预处理+有脱氮除磷功能的生物法+生态法。

①生物法处理可采用“厌氧+缺氧+好氧（生物接触氧化、

活性污泥二者取一）设计模式或者选用脱氮除磷活性污泥

法，可以去除污水中的大部分有机污染物，还可以去除部分

的氮、磷物质。

②生态法可采用人工湿地技术、土地渗滤、稳定塘处理。

经处理后的出水水质可以达到二级标准，对应控制指

标：pH 值为 6-9，COD 小于 80mg/L，SS 小于 30mg/L，NH3-N

小于 20mg/L，总磷小于 3mg/L，动植物油小于 5mg/L（有隔

油池时）。

（3）本标准三级标准推荐达标工艺

农村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或沼气池）预处理后，可采用

生物法或生态法之一：

①生物法推荐采用活性污泥法（如 A/O）、接触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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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滤池等。

②生态法推荐采用湿地、氧化塘、土地渗滤等。

经处理后的出水水质可以达到三级标准，对应控制指

标：pH 值为 6-9，COD 小于 120mg/L，SS 小于 60mg/L，

NH3-N 小于 25mg/L，动植物油小于 20mg/L（有隔油池时）。

6.2.2 建设和运行成本分析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成本费用主要与

污水产生的规模有关，处理设施的选择应以因地制宜为原

则，有效地进行成本控制，最大程度的发挥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对改善农村环境的积极作用。根据 2013 年 11 月 11

日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农村生活污水项目建设与投资指

南》有关规定，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式处理工程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参考标准见表 6-6。

表 6-6 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式处理工程投资参考标准

在运行维护管理费用方面，小型人工湿地运行费用低于

0.1 元/吨水，土地处理运行费用低于 0.2 元/吨水，稳定塘运

行费用低于 0.1 元/吨水，净化沼气池运行费低于 0.2 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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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小型一体化装置运行费用为 0.1～0.8 元/吨水。

6.3 环境与社会效益分析

6.3.1 环境效益分析

依据 2018 年《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2017 年末常住人口 934.32 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为

59.06%，则 2017 年底全省农村常住人口 382.51 万人。全省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计算：按人均日生活用水量 80 升估算，

排放系数 0.8 计算，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约为 24.48

万 m3/d，截止至 2019 年 3 月我省农村污水收集处理率为

16.8%，每日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量约为 20.37 万立方米。按

照 CODcr 进水浓度 200mg/L（调研数据平均值），氨氮进

水浓度 50mg/L（调研数据平均值）计，出水浓度按标准文

本标准的二级标准计算，即 CODcr80mg/L，氨氮 20mg/L。则

标准实施后，CODcr 可减排 0.89 万吨/年，氨氮可减排 0.22

万吨/年。

6.3.2 社会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发布与实施，将有效地推动全省农村生活污水

的治理，改善农村地区的水环境质量，推动绿色宜居乡村建

设进程。

7 监管建议与对策

7.1 监管建议

（1）明确责任主体与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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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人民政府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责任主体，要做好

组织保障，统筹设计，对实施效果负责。乡镇人民政府要协

助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负责落实项目用地，协调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负责日

常监督，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主管部

门负责项目建设和运行管护等指导。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监督

设施运维情况，定期抽查、监测、评估。财政部门负责筹措

项目资金。

（2）完善市县设施运维保障考核机制

县级人民政府以年度考核方式考核乡镇人民政府和第

三方运维单位，乡镇人民政府以季度考核方式考核村党支部

委员会，各级考核结果列入评奖评优范畴。对考核结果优秀

的，采取通报表扬、增加资金等措施。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

将根据情况采取通报批评、核减资金等措施。

（3）加强队伍建设与监督管理

县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设施管护队伍建设，落实人员和

经费。县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指导和服务，对负责

设施日常运行管护人员开展培训，提高管护人员的业务水

平。鼓励以县（市、区）为单位，集约化运行管理。鼓励本

地符合条件的低保户等生活困难户参与设施运行维护。

7.2 监管对策

（1）加强部门协调和统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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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业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沟通交流合作，加强农村

改水与改厕工作的有效衔接，确保厕所粪污和农村污水得到

有效的收集处理。积极推动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服务向周边

农村延伸，逐步实现村镇污水协同治理、统一管理。

（2）加大宣传力度

注重发挥农民群众在农村环境保护中的主体作用，借助

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大力宣传，逐步提升农民群众环境

保护意识，提高农民群众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引导农民群众

自觉自愿参与到设施建设和管理中来。建立文明村规民约，

倡导节约用水和尾水利用的良好用水习惯，做到源头减量减

排，杜绝农村“脏乱差”现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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