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使命 节水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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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900余所，在校师生4000余万

⚫ 水利部发布的最新高校用水定额，北方地区在50m³/生年，南方地区
85m³/生年， 而许多高校实际用水量超过了定额限制

⚫ 建成时间超过30年的高校，供水管网年限超过20年的占比70%以上，多数
学校对老旧管网采取修修补补的措施，很少能做到统一规划更换。有的学校漏
损率达15%以上，解决管网漏水是重中之重。

⚫ 高校人多、用水量大，节水潜力大；引导教育学生养成节水习惯的责任也
大

高校用水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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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学校层面的问题

认识不足

缺乏危机感： 虽然缺水，但总能得到保障的

缺乏紧迫感： 节水应该投入，但跟其他事情比起来
总是没那么紧迫

缺乏压力： “ 双一流”建设不考核节水，其他方面
的压力远大于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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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学校层面的问题

队伍不强

机构设置： 节能节水机构多数挂在后勤部门，
协调和管理全校力度差，推不动

人员少： 多数学校节能节水队伍只有一到三个人

专业素质不高：节水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普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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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   学校层面的问题

投入不够

没钱投:   节水设施改造往往费用较高，学校缺少资金投入

不愿投： 节水不节钱，学校不愿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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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 政策层面的问题

水价问题

资料显示，我国收回的水费不足投入的十分之一，便宜的水费，

其实背后是国家在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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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 政策层面的问题

考核指标问题

现行的水指标，根据往年用量决定

一是造成 鞭打快牛现象

二是为了下一年的指标，今年也不要再节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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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   政策层面的问题

考核力度问题：

即便超过用水指标，也只是交罚金了事，力度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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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   政策层面的问题

引导资金不足问题：

现行补贴政策，多是针对节能改造项目，政府补一部分，

学校出一部分，做的好的还可以得到节能奖励。这样的政

策刺激学校开展节能工作。但是在节水方面缺少这样的政策。

”校园节水 安全供水“ 云课堂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 

        cacm2013



问题3.  合同节水在学校推行中的问题

投资回收期 与 合同期限的矛盾

投入大：学校的管网比较复杂，节水改造的投入一般较大

收益低：当前水价不高，靠节约的水费在短期内难以回收成本

合同期短：合同节水需要较长合同期，而学校签合同的最长期
限一般为5年

管理者风险大：如果合同周期太长，管理者担心履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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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  合同节水在学校推行中的问题

收益核定存在问题：
底数不清：装表不到位，导致节水收益的依据不充分

谁的功绩：节水涉及方方面面，既有技术节 水又有行为节水；

企业进了学校做节水，学校也不可能在节水方面无

所作为，既然企业和学校都有付出，究竟是谁的投

入产生的节水下效果难以划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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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3.  合同节水在学校推行中的问题

财务审计中的问题：

依据不充分问题：财务部门要求数数有依据，而现实中

依据往往不是非常确切。

经济分类问题： 学校按实际使用支出水费，企业的收益需要以另外

的名目支付，财务制度上没有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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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策层面建议

1.加强政策引导：制定科学合理的用水指标

建立节约奖励机制

2.加大考核力度：纳入学校绩效考核体系，将软指标变成硬任务

3.投入引导资金：吸收节能工作开展成功的经验，有相对充足的资金进行引导

4.加 强 督 导： 推动示范试点节水项目实施，树立节水标杆

组成专家组，对薄弱单位进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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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同节水建议

1.节水企业主动了解学校规律

学校有特殊的教育规律，在基本保障之上，还有育人的要求，企业
要适应学校需求

2.找合适的点推行

以全学校为单位的合同节水推行比较困难，可以找局部比较合适的
点，例如浴室，计量的条件比较好，节水效果也容易体现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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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校层面建议

智慧节水

利用物联网大数
据等技术

利用先进的节水
设备

机制节水

对指标考核

对跑冒滴漏现象
考核

合同节水

利用社会力量

引进合同节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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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用水量：将特殊用水去掉
标准人数：N_u=N_u1+〖0.5×N〗_u2 式中：

N_u1——全日制统招生人数（包括留学生；
N_u2——教职工人数（在编在岗教职工和工作时间超过半

年的非在编人员。

需要我们：精细化管理
1.精细化计量水
2.准确计算人

水利部关于印发宾馆等三项服务业用水定额的通知 水节约【2019】284号

考核关键指标：人均用水量=总用水量/ 标准人数

利用好政策

对学校层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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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水

雨 水

因地制宜

能截尽截

浴室旁建中水站

宿舍水房微中水

校园雨水拦截

屋面雨水收集

纤维棉绿地蓄水

交大节水实践

原 则 措 施

开
源

自来水 堵漏+节流
三套天眼查漏

新型设备节流

节
流

”校园节水 安全供水“ 云课堂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 

        cacm2013



2010年建成能源监管平台一期，

并通过住建部、教育部验收（北

京第一家高校），2013年投资

660万元进行平台二期建设，实现

全校水、电、气、暖的全方位、

全过程的监测和控制。

自来水：三套天眼查漏——能源监管平台
”校园节水 安全供水“ 云课堂 

   中国教育后勤协会 
        cacm2013



2013年投资建设的地下管线三维信息系统，

地上地下全景三维模拟，逼真的展现地下管网

细节，实现校内多种地下管线的三维可视化管

理，并与节能监管平台相结合，提高学校地下

管线信息系统现代化管理水平，保障校园地下

管线管理高效高质运转。

出台了《北京交通大学地下管线信息管理办

法》，保持系统随时更新

自来水：三套天眼查漏——地下三维管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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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大数据技术，对上水管

线实行实时监测，发现漏水

及时报警，方便迅速查找漏

点。

在交大主校区布设了252个

点，目前共发现疑似漏点61

处。

自来水：三套天眼查漏——上水管线探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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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新型设备节流——节水技术应用列表
序号 节能技术 应用范围 节能效果

1 中水处理 学苑、学生活动中心中水站 年均节水4万立方米

2 微中水处理 20号楼、16号楼 年节约用水可达6000m3，节水率达60%

3 雨水拦截工程 收集教学西区、家属区西区共约20万平方米汇水

面积的雨水和中水站每日约150立方米的中水汇入明湖

解决了10万余平方米的绿化用水，每年

节约经费支出25万余元

4 浴室节能 学活中心浴室、东校区浴室、学苑浴室换节水喷

头

节水率26.5%，年节水3.5万吨

5 浴室太阳能加热、余热回收 学生活动中心学生浴室 日产洗浴热水150-200ｍ³，节能50%左右

6 绿地微喷 学校教学区95%以上的绿地实现微喷浇灌

7 节水龙头 学生公寓更换2600个恒流节水龙头。教学办公楼

更换420个触式节水龙头

节水20%以上，年节水2万立方米

8 红外线小便池节水装置 男卫生间沟槽式小便池 年节水1.5万立方米

9 卫生间节水改造 在教学楼、宿舍楼安装了蹲坑节水器1081具,部分办

公楼安装红外感应冲水蹲便器

节水率达50%

10 多孔纤维棉雨水调蓄模块 在西门绿化广场斜坡绿地试用 雨时蓄水、旱时放水

11 无负压供水系统 全校建设12个无负压水泵房 节电率达30%-60%，年可节电40万Khw

12 节水洗菜机 学生二食堂

13 地下给水管网测漏平台 主校区给水管网自动测漏报警 实时发现漏水点并自动报警

14 节能燃气灶 全部食堂的157台灶具进行节能改造 节气率达30%以上，年节气29万立方米，

15 米饭生产线 全校食堂

16 炒菜机器人 学生二食堂安装三台炒菜机器人

17 电梯能量回馈装置 全校90部电梯安装了电梯电能回馈装置 节电30%，年节电100万KWh

18 路灯改造 将教学区和家属区路灯更换383盏LED路灯 节电率达60%，年节电7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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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管恒温
供水系统

浴室一卡
通计费

恒压变频
供水系统

自来水：新型设备节流——浴室节水设备

节水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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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洗菜机

炒菜机器人

自来水：新型设备节流——食堂节水设备

自动洗碗机

米饭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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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龙头

蹲坑节水器

红外感应冲
水蹲便器

自来水：新型设备节流——卫生间节水设备

节水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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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从1991年开始实施中水处理

工程，现有两座中水处理站，将

洗浴污水处理后，一部分用于本

楼冲厕，一部分排入明湖储存，

用于景观湖补水和绿化用水，年

节水7万立方米。

中水：因地制宜——大型浴室旁建中水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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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因地制宜——宿舍水房建微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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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校开始实施“雨

水拦截工程”，收集教学西区

、家属区西区共约20万平方

米的雨水全部被汇入明湖，用

于景观湖补水和绿化用水。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

屋面路面雨水收
集

雨水弃流、处理

景观绿化用水

雨水：能截尽截——校园雨水拦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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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电气楼和逸夫

楼的拐角处建设一座雨水花

园。收集屋面雨水用于植物

灌溉。低影响开发+雨水花

园+下渗铺装地面

海绵校园示范点

雨水：能截尽截——屋面雨水收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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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壤收集灌溉用水及雨水，下雨时地表积水就地消纳，节约用水；
雨停时，土壤水分下降，息壤中收集的雨水补给植被生长。

雨水：能截尽截——纤维棉绿地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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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生入学教育相结合，节能减排教育进迎新现场

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节能减排教育进课堂

与学生公寓文化建设相结合，节能减排教育进宿舍

与食堂文化建设相结合，节能减排教育进食堂

与学生社团工作相结合，节能减排教育进社团

节水教育：五进五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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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教育：各类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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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教育：食堂设能源感知宣传屏幕

将学生活动中心打造成 “智慧建

筑”，对楼内环境优化及能耗等

信息进行数字化集成。学生可以

直观感受到这座楼宇用了多少电

、多少水，中水处理设备处理了

多少中水，太阳能加热了多少水

，污水余热回收的效率，各类节

能设备工作原理，以及楼内的空

气质量、水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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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建学院合作申报国家重大

水专项课题，实施水处理工程

获重大水专项课题研究经费

200多万元。课题的技术和设

备应用于后勤，后勤为土建学

院提供实验场所，为学生提供

实践机会，从而实现共赢。

节水教育：教学研用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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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教育：向学生推送节水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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