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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内容、程序和技术要求等，指导滨海

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编制和审查，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所称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是指厂址临近海岸，以海水作为直流冷却

水且直接排入海域的新建、扩建核电项目。 

1.0.3 对于滨海核电建设项目的淡水水源，鼓励使用海水淡化水和再生水，合理

使用地表水，控制使用地下水。 

1.0.4 开展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应重点论证用水的合理性、取水水源

的可靠性、取水影响的可接受性以及水资源保护措施的可行性。 

1.0.5 本标准主要引用以下标准：  

GB6249   《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 

GB 24789 《用水单位水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50041  《锅炉房设计规范》 

GB/T 7119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 12452《企业水平衡测试通则》  

GB/T50958《核电厂常规岛设计规范》 

DL/T5068 《发电厂化学设计规范》 

NB/T 25046《核电厂水工设计规范》 

SL 104    《水利工程水利计算规范》 

SL322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导则》 

SL429    《水资源供需预测分析技术规范》 

SL532    《入河排污口管理技术导则》 

1.0.6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除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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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论证内容 

2.1.1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建设项目概况，水资

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用水合理性分析，取水水源论证，取水影响和退水影

响论证，水资源节约、保护和管理措施。 

2.1.2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应包括施工期（含调试）和运行期。 

2.1.3 对于滨海核电扩建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应调查分析已建（在建）项目实际

取用水情况，并分析扩建项目与已建（在建）项目叠加影响。  

2.2 一般要求 

2.2.1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程序应参照 SL322，《滨海核电建设项

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参考提纲见附录 A。 

2.2.2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定为一级。 

2.2.3 水平年和论证范围的选取应参照 SL322。 

2.3 基本资料 

2.3.1 除 SL322 规定收集的资料之外，还应收集以下资料： 

1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有关文件、所在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意见

和建议、与水资源有关的专题研究报告和相应的审查意见等。 

2 收集国内已建的类似核电建设项目的施工、调试和运行期间的用水过程和

用水量等资料。 

3 核电厂址所在区域的水文地质调查资料、放射性本底水平等资料。 

2.3.2 当收集的资料缺乏或者不能满足论证深度要求时，应开展必要的专项调查

和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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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概况 

3.1 一般规定 

3.1.1 应从项目建设规模、采用的技术路线等方面，分析建设项目与国家及区域

能源发展政策、核电发展规划等的相符性。 

3.1.2 简要说明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项目业主提出的取水方案、用水方案和

退水方案。 

3.1.3 对于扩建项目，应说明其与已建（在建）项目取用退水之间的关系。 

3.2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3.2.1 说明项目性质、地理位置、机型、装机数量，本期工程与厂址总体规划之

间的关系，占地面积、投资、建设周期等，并附厂址地理位置图、厂区总平面布

置图。 

3.2.2 简要说明项目施工计划安排，主要包括项目的建设进度计划、施工承包商

营地位置及其供水水源等。 

3.2.3 简要说明项目运行期设计年可利用小时数和机组检修周期、大修历时、各

类工作人员数量、业主及运营及大修承包商员工居住区位置及其供水水源等。 

3.2.4 对于扩建项目，应说明已建（在建）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取水

工程或设施验收及运行、实际取用水、节水设施等情况。 

3.2.5 对于扩建项目，应说明已建（在建）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取用水情况，并

说明扩建项目与已建（在建）项目在取用水方案、取水设施、供水设施之间差异

与联系。 

3.3 项目取用退水方案 

3.3.1 根据建设项目业主提出的取水方案，说明项目取水水源类型、取水规模、

取水方式、取水口位置、取水及输水工程、取水水质和设计供水保证率要求等。 

3.3.2 根据建设项目业主提出的施工期的用水方案和节水措施方案，说明建设项

目施工期主要用水环节及其水质要求。 

1 说明混凝土拌合、养护用水指标、砂石料冲洗用水指标、施工现场生活用

水指标等及其选择依据。 

2 根据施工建设安排情况，宜以月为单位，说明混凝土浇筑量、不同调试工

况用水需求、施工现场人数等对应的生产用水量和生活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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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根据建设项目业主提出的运行期用水方案和节水措施方案，说明项目主要

用水系统的工艺、设备、用水量、水质要求、循环回用过程、配套节水设施及项

目总用水量等，并附项目用水工艺流程图。 

1 说明单位设计发电量取水量指标、单位装机取水量指标和人均生活用水量

指标。 

2 说明机组正常运行和启动、大修用水量。 

3.3.4 根据建设项目业主提出的用水工艺、污废水处理方案和退水方案，分类说

明项目退水情况。 

1 一般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处理及排放情况，包括污废水产生的主要来源和

产生量，主要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处理设施的设计规模、工艺和设备，回用环节

及回用量，排放控制指标，年排放量和排放去向等。 

2 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系统及设计排放方案，包括源项、核素种类、活度

浓度、年产生量、处理工艺和排放方案等。  

3 滨海核电项目自建淡水处理厂（站）废水处理及排放情况，包括废水的产

生量，主要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处理设施的设计规模、工艺和设备，回用环节及

回用量，排放控制指标，年排放量和排放去向等。 

4 滨海核电项目自建海水淡化厂（车间）及除盐水站（车间）废水处理及排

放情况，包括废水的产生量，主要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处理设施的设计规模、工

艺和设备，回用环节及回用量，排放控制指标，年排放量和排放去向等。  

5 海水直流冷却水的取水、排水方案，主要包括取排水设施的位置、设计规

模以及与其它用水、退水共用设施的情况。 



 5 

4 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4.0.1 应根据 SL322 的规定，进行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4.0.2 核电厂址所在区域存在海水入侵情况的，应根据海水入侵现状监测及调查

资料，简要说明海水入侵成因、入侵方式、时空分布、发展趋势及治理情况等。 

4.0.3 应根据相关专题调查成果，说明厂址附近区域内淡水水体的放射性本底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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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水合理性分析 

5.1 一般规定 

5.1.1 根据建设项目业主提出的施工期及运行期的用水方案，分析项目主要的用

水过程和用水工艺，复核有关用水指标，评价用水水平，分析建设项目用水工艺

和技术的合理性。 

5.1.2 根据当地用水效率控制等管理要求，对照已建滨海核电项目的行业先进用

水水平，分析项目节水潜力，在水量平衡分析的基础上，核定项目合理的用水量。 

5.1.3 对于扩建项目，应收集已建工程取水、用水和退水的实测资料，结合已建

项目取水许可申请的批复文件和采取的节水措施，在对已建项目水平衡测试或水

量平衡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已建项目的设计用水量和实际用水量的差别，说明本

项目与已建项目取水、用水和退水之间的关系，绘制整个项目的水平衡图，分析

节水潜力。 

5.1.4 应按照 GB 24789 的要求，评价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提出的水计量器具配备方

案的合理性。 

5.2 施工期用水水平分析 

5.2.1 应对施工期的用水量进行分类分析，包括生产用水量、生活用水量、水处

理系统自用水量、管网渗漏水量、消防用水量、未预见水量等。 

5.2.2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的土建生产用水量应依据相关设计文件，分类

进行分析计算后，复核项目提出的施工期生产用水量合理性。土建生产用水宜分

为砂石料冲洗用水、混凝土拌合及养护用水、建筑物其它砌筑用水、施工器械（车

辆）冲洗用水、盾构施工用水以及场地道路降尘用水等。 

1 应参照 NB/T25046 及当地颁布的用水定额等相关规范复核砂石料冲洗用水

及混凝土拌合用水指标。 

   2 可参照当地颁布的车辆清洗用水和场地道路浇洒用水定额，及适宜当地气

象条件下的清洗与浇洒频次,复核车辆清洗和场地道路浇洒的用水量。当地未颁

布此类用水定额的，可参照临近地区用水定额。 

 3 北方地区冬季需要采暖的，可参照 GB50019 和 GB50041 等相关规范复核施

工期采暖用水指标。 

   4 盾构施工用水，应根据本工程的施工工艺和类似工程的用水统计资料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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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用水指标。 

5.2.3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施工阶段的安装、调试生产用水量宜参照已建同类滨海

核电机组的安装、调试生产用水等相关资料，分析项目提出的调试生产用水合理

性。 

5.2.4 应结合滨海核电建设项目不同施工建设阶段的现场各类人员数量及其在现

场工作时间，分别计算不同施工阶段的生活用水量，复核项目提出的施工期生活

用水合理性。 

1 应依据同类项目建设经验和本项目施工计划安排，确定施工期不同阶段现

场各类人员的数量。 

2 施工期人均生活用水量指标，可参照当地颁布的用水定额；施工人员居住

或仅工作于现场的，应采用不同的用水量指标。 

3 施工承包商营地不在厂区内，但其采用与本项目同一取水设施或供水设施

的，施工期生活用水量应包括其生活用水量。 

5.2.5 应根据工程建设计划，分析施工阶段土建、安装、调试等环节的生产用水

量和生活用水量的逐月变化过程。 

5.2.6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施工期水处理系统自用水量、管网渗漏水量、消防用水

量、未预见水量等，应参考有关规范和已建项目的经验合理确定。 

1 原水净化厂自用水量应根据原水水质、所采用的处理工艺、构筑物类型和

反冲洗周期等计算确定。并比较与城镇制水厂在处理工艺、供水量等方面的差异。   

2 管网漏失率应根据管网规模、管材材质、连接方式等合理取值，并比较与

城镇供水管网在管材、管径、管压、管长等方面的差异。 

3 消防用水量一般可不计入总水量中。若消防设施通水、清洗及开展演习预

计消耗水量较多时，总水量应包括其消耗水量。 

4 分析计算未预见水量时，应充分考虑本建设项目与城镇供水、普通民用和

工业建筑、其它滨海核电建设项目的差异。 

5.2.7 对于 2 台以及 2 台以上机组连续建设的滨海核电建设项目，以及同一厂址

存在已建或在建工程的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应充分考虑其各类用水量的叠加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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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运行期用水工艺和技术分析 

5.3.1 根据国家相关节水政策和技术要求，结合当地水资源条件和用水效率控制

要求，分析滨海核电项目主要用水环节采用的用水工艺、设备、技术的合理性与

先进性。主要用水环节包括除盐水系统、工业用水系统、生活用水系统等。 

5.3.2 除盐水系统用水包括核岛除盐水和常规岛除盐水，除盐水系统出力应满足

核电厂除盐水量供应需求。 

1 应根据除盐水处理系统的设计规模、主要处理工艺流程、除盐水设计回收

率、出水水质及取水水源水质情况等，分析除盐水处理系统采用的技术先进性及

设计参数选用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2 除盐水正常损失应不高于 GB/T50958 的规定。反渗透装置的水回收率应不

低于 DL/T5068 的规定。 

5.3.3 工业用水系统应依据相关设计文件，分类说明水泵轴封水、核岛常规岛及

BOP 暖通空调补水，排污箱和降温用水等不同环节用水情况。重点分析常规岛降

温用水环节节水技术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5.3.4 生活用水系统应依据相关设计文件，分类说明工作人员日常用水、核岛设

备用水、淋浴、洗眼器与卫生设备用水及二回路排污降温水、消防池补水、厂区

BOP子项设备用水、卫生设施用水、冲洗用水等不同环节用水情况。重点分析可

回收处理的用水环节及水量。 

5.3.5 应依据相关设计文件，重点分析原水净化系统、工业废水处理系统、生活

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工艺、设备、技术的先进性和可靠性。 

5.3.6 参照已建滨海核电项目采用的先进用水工艺和技术，分析本项目采用的节

水技术、配套节水设施等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可靠性。 

1 除盐水系统应重点分析含盐量低的反冲洗排水，集中收集、处理后回用于

循环水系统补给或其他工业用水等环节的可行性。 

2 原水净化系统应重点比较与城镇制水厂在处理工艺、供水量等方面的差

异，分析滤池反冲洗排水等环节回用的可行性。 

3 工业废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应重点分析回用流程的可行性。 

5.4 运行期用水过程和水量平衡分析 

5.4.1 宜根据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提出的水量平衡图，分析运行期取水、用水、回

用、耗水、退水等过程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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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应对滨海核电建设项目运行期的除盐水系统用水量、工业用水量、生活用

水量、水处理系统自用水量、管网渗漏水量、消防用水量、其它用水量（包括绿

化、场地道路浇洒、洗车等）及未预见水量等主要用水环节的用水量分别进行复

核。 

5.4.3 应依据滨海核电建设项目运行期不同工况下各类生产用水量的需求，结合

各个机组工况的组合变化，分析运行期的生产用水量。 

    1 运行期工况宜分为正常运行工况、启动工况和大修工况；正常运行期生产

用水量包括除盐水用水量、原水净化厂及除盐水处理站用水量、循环水泵等设备

轴封用水量。 

2 循环水泵、重要厂用水泵等设备轴封用水量应依据生产厂家提供的设备资

料或者同类设备使用经验合理确定。 

3 计算不同工况下的生产用水量，应重点对除盐水量、轴封用水量的变化进

行分析。 

4 应按照相关规定和同类项目的经验，结合机组可利用小时数、检修周期和

历时等，确定各个机组工况的年内变化，分析各机组生产用水量的叠加情况。 

5.4.4 应结合滨海核电建设项目运行期不同工况下现场的各类人员数量及其在现

场工作时间，复核项目提出的运行期生活用水量合理性。 

 1 应参照有关核电厂运营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的相关规定和同类项目经

验，确定年内正常运行期和大修期现场各类人员数量。 

2 选取运行期人均生活用水量指标可参照当地颁布的用水定额，工作人员

居住或仅工作于现场的，应采用不同的用水量指标。 

 3 业主及运行及大修承包商居住区不在厂区内，但其采用与滨海核电建设

项目同一取水设施或供水设施的，运行期生活用水量应包括其生活用水量。 

5.4.5 分析计算滨海核电建设项目运行期管网渗漏水量、消防用水量、其它用水

量（包括绿化、场地道路浇洒、洗车等）、未预见水量等，应参照本标准 5.2.2

和 5.2.6 的相关规定执行。 

5.4.6 水量平衡图应按照机组满负荷条件下的平均时用水量绘制，对经常性用水

及非经常性用水、高峰用水及平峰用水，应在水量平衡计算时做转化处理。 

5.4.7 对于扩建项目，应在已建项目的实际取用水情况分析的基础上，绘制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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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和扩建项目的水量平衡图，并图示已建项目和扩建项目的水力联系，并计算

全厂用水指标。 

5.5 用水水平评价及节水潜力分析 

5.5.1 应在各项用水量合理性分析及不同工况变化组合的基础上，对业主取用水

方案提出的施工调试期和运行期设计最大日取用水量、最大月取用水量、最大年

取用水量进行复核分析，并测算其发生的时间。 

5.5.2 在水量平衡分析的基础上，计算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施工期最大年用水量（万

m3）、最大月用水量（万 m3）、最大月平均日用水量（万 m3）和运行期年用水量

（万 m3/a）、单位发电量取用水量（m3/MW•h)、单位装机用水量（m3/s·GW）， 

并与同类或类似的机组进行对比，多方面分析评价其用水水平。      

5.5.3 在用水水平合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应根据滨海核电建设项目业主提出的具

体节水措施，结合当地水资源条件和用水效率控制要求，对照滨海核电行业先进

水平，进一步分析节水潜力。 

5.5.4 应针对主要的用水环节重点分析其排水的循环使用、分级梯次使用、污废

水深度处理后回用的可行性，对照工业节水的基本要求和核电行业先进水平，进

一步开展污废水回收利用的潜力分析。 

1 施工期砂石料冲洗用水、施工器械（车辆）冲洗用水、盾构施工的冷却和

清洗用水，应分析其循环使用和再生利用的可行性。 

2 自建淡水原水处理厂，应结合原水和回收水的水质情况，重点分析滤池反

冲洗排水回用的可行性及自用水率的合理性。 

3 除盐水车间等水处理系统，重点分析含盐量低的反冲洗排水，集中收集、

处理后回用于循环水系统补给或其他工业用水等环节的可行性。 

4 运行期工业用水中较清洁的排水，应分析其回收使用及再生利用的可行

性，重点分析常规岛、制氢站等处设备冷却用水重复利用的可行性。 

5 废水处理站的排水，应分析其回用及再生利用的可行性。 

6 厂区的绿化用水、道路、场地浇洒降尘用水、洗车用水、景观用水等，应

分析其利用处理后废污水及再生水的可行性。 

5.6 项目用水量核定 

5.6.1 应在项目用水工艺和过程的合理性分析、用水水平评价及节水潜力分析的

基础上，参照已建同类滨海核电项目的用水资料，对施工期和运行期用水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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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给出综合性的评价结论，提出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节水措施，核定施工

期和运行期的合理用水量。 

5.6.2 结合建设项目业主提供的施工调试期和运行期水量平衡图，根据核定后的

用水量，绘制施工期和运行期水量平衡图（表）。 

5.6.3 对于扩建项目，应在已建项目实际取用水情况分析的基础上，绘制已建项

目和扩建项目的水量平衡图，并图示已建项目和扩建项目的水力联系，计算扩建

项目和全厂的综合用水指标。 

5.6.4 核定项目施工期的最大取水流量（可按最大日取用水量计）、最大年取用

水量，计算历年取用水量。并应根据项目的建设进度计划，核定施工期历年用水

的月水量分配过程。 

5.6.5 核定运行期的最大取水流量（可按最大日取用水量计）、最大月取用水量、

最大年取用水量。并应根据运行期不同工况组合变化，结合取水水源其它用水户

的需求的年内变化，提出运行期对于取水水源可靠性和可行性分析最不利的典型

年月水量分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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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水水源论证 

6.1 一般规定 

6.1.1 应对项目取水是否符合所在流域或者区域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方

案、水资源综合规划、水量分配方案（或者协议）等进行分析论证。 

6.1.2 应根据水资源配置和管理要求，结合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施工期和运行期的

用水需求，分析项目取水水源选择的合理性和供水方案的可靠性。 

6.1.3 在缺水地区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紧张地区，应将淡化海水列为新建、扩建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源比选的重要选项。 

6.1.4 应分析项目取水是否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是否满足河道内最小生态

流量或者水量以及湖（库）最小水深以及地下水保护等的有关要求。 

6.1.5 对于采用多水源供水方案的建设项目，应在各水源可供水量分别论证的基

础上，综合分析多水源供水方案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6.1.6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的施工期、运行期采用不同供水方案的，应对施工期供

水水源和运行期供水水源分别进行论证。 

6.1.7 项目施工期采用多水源供水方案的，应根据不同供水水源之间调整变化的

情况，以测算的取水量最大的年份为重点，分水源进行项目施工期取用水量的可

靠性分析。 

6.1.8 在已建水库取水的，如需要改变原水库功能或者调整原调度运行方案，应

取得并在水资源论证报告中附列相关有效支撑文件，作为论证取水可靠性或可行

性的依据；如需新建、改建或扩建水库，应取得并在水资源论证报告中附列相关

有效支撑文件，作为论证取水可靠性或可行性的依据。 

6.1.9 采用已有调水工程或者水厂、水库等供水工程作为取水水源的，应取得并

在水资源论证报告中附列相关供水协议或意向性文件，作为论证取水可靠性或可

行性的依据。 

6.2 水源方案比选 

6.2.1 进行取水方案的合理性论证，应根据国家和地方水资源管理要求，结合当

地水资源条件，开展多水源方案比选，综合分析从地表水、外调水和非常规水等

不同水源取水的可行性和可靠性，因地制宜，提出合理可行的取水水源方案。 

6.2.2 对于采用多水源供水的建设项目，应在各水源分别论证的基础上，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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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取水水量、水质、取水位置、取水方式、输水方式、输水路线等因素，结合经

济合理性，优选取水方案。 

6.3 可供水量分析计算 

6.3.1 应按照 SL322 的要求进行可供水量分析。 

6.3.2 应依据取水水源的差异，遵循相关规范的要求，开展来水量和需水量的分

析，分别进行施工期和运行期的可供水量计算。 

1 对于直接从河道取水的，应按照 SL278 的要求进行来水频率分析，计算设

计年径流量、设计枯水流量和水位，分析可供水量； 

2 对于以水库、湖泊和具有调节性能的工程为水源的，应按照 SL104 的要求

进行调节计算，分析可供水量。来水量、需水量的计算应符合 SL429 的要求。若

取水水源为年调节或多年调节工程，应采用长系列水量调节计算；若取水水源为

非完全年调节、季、月、日调节工程，可采用典型年法进行供水调节计算。 

6.3.3 有农业灌溉或水力发电用户的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取水水源，在进行供水调

节计算时，选取的计算时段应不长于月，宜以旬或日为调节计算时段。采用典型

年法进行供水调节计算，在选择计算边界条件时，应充分考虑连续枯水年的影响。 

6.3.4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采用多水源供水的，可根据多水源、多用水户联合调节

计算，或者基于各单项工程(蓄、引、提、调水工程等)可供水量计算结果，综合

分析确定其可供水量。 

6.3.5 建设专用水库作为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取水水源的，应以已获批准的工程规

划、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设计报告为主要依据，阐述工程的规模、供水对象与范

围、供水保证率等。 

6.4 取水水源可靠性分析 

6.4.1 应根据可供水量计算的结果分别分析施工期和运行期的取水可靠性。对于

施工期采用地表水、运行期采用海水淡化设施作为供水水源的，应重点论证施工

期用水高峰年的取水水源可靠性。 

6.4.2 以小型水库群作为水源的，应根据各水库开发任务要求，按照 SL 104规定

进行联合径流调节计算，并在各水库来水量、需水量的可能变化及各种情况组合

分析基础上，重点对小水库群联合供水方案的可行性和可靠性进行综合分析。必

要时，应开展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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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利用供水工程作为取水水源的，应根据工程的供水能力、现有和规划取用

水户的用水量，结合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实际用水需要，及项目自建蓄水设施的调

节能力，分析可供项目利用的水量及施工期、运行期设计最大取水流量取水的可

靠性等，并提供工程供水协议等支撑性文件。 

6.4.4 以市政自来水为水源的，应从市政水厂供水水源的水量、水质、水厂的制

水能力、管网的输水能力、近年实际取水量、供水量的变化、以及接水点的水压

和供水水质等方面，对市政自来水的供水可靠性进行综合分析。 

6.4.5 采用车载运输方式为施工期供水的，应在水源比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

车载运输方式供水方案包括道路交通、运载车辆、地方利益协调等相关因素在内

的可行性和安全性专项分析，说明车载运输方式供水方案的具体内容，分析车载

运输方式供水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6.4.6 应对来水量和用水量的可能变化及其各种组合情况进行多方案比较，分析

各种组合方案的供水保障情况，简要分析突发性水污染事故、供水工程事故、特

枯年对取水水源的影响，论证其供水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应急预案。 

6.4.7 以水权转让方式取得水源的，应结合水权转让前后供水保证率的差异，分

析水源的可靠性和供水的保证程度。 

 

 



 15 

7 取水和退水影响论证 

7.1 一般规定 

7.1.1 应考虑论证范围的已建、在建、已批准拟建项目取水和退水的累积与叠加

影响，提出缓和或者消除不利影响的措施和对策建议。 

7.1.2 建设项目退水对海洋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分析可简化。 

7.2 取水影响论证 

7.2.1 应按照 SL322 的要求，分别进行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施工期、运行期的取水

影响论证。 

7.2.2 应重点分析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取水在连续枯水年对于论证范围内的水资源

配置和其它用水户及生态环境的影响。 

7.2.3 通过水权转让方式取得水源的，应根据水权转让可行性研究专题报告，分

析水权用途改变后对水源和出让水权方利益的影响，并应取得由具有审批权的主

管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作为论证的依据。 

7.2.4 以水利工程（包括水库及小型水库群）作为供水水源、且需要制订或改变

水利工程调度运用规则的，应依据水利工程调度运用规则制订（调整）专题研究

报告，分析水利工程水量调配格局改变后对原有用户和规划用户以及生态环境的

影响，并应取得滨海核电建设项目业主与原用户之间的协议和具有审批权的主管

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作为论证的依据。 

7.3 退水影响论证 

7.3.1 应按照 SL322 的要求，分别进行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施工期、运行期的退水

影响论证。 

7.3.2 对于拟将施工期退水排入附近河道的建设项目，应按照 SL532 的要求，开

展退水影响分析。对于拟将滨海核电厂区生活污水接入厂址附近污水处理厂的建

设项目，应按照 SL322 的要求，分析实施该退水方案可行性，并附污水处理厂

同意接纳建设项目退水的文件或协议。 

7.3.3 对于运行期退水影响到河口区域的建设项目，应根据相关专题的研究成果，

重点分析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温排水和海水淡化设施排出的浓盐水等对河口

和潮流界水功能区、其他淡水用水户等造成的影响。 

7.3.4 对于厂区周边范围有海水入侵情况的，应在相关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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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核电厂放射性液态流出物和温排水排放对海水入侵区地下水的影响。 

7.3.5 对于扩建建设项目，应说明本项目退水与已建项目退水之间的关系及退水

就本标准 7.3.2 至 7.3.4 所规定内容的叠加影响。 

7.4 取水和退水影响补偿分析 

7.4.1 应按照 SL322 的要求，分别进行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取水和退水影响补偿分

析。 

7.4.2 由于建设项目取水，需要改变水利工程原调度规则，影响其他用户和生态

环境的，应明确提出补偿方案或补救措施。 

7.4.3 对于运行期退水影响到河口区域的，且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温排水和

海水淡化设施排出的浓盐水对河口和潮流界水功能区的生态环境、第三方淡水用

水户等造成较大影响的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应明确提出补偿方案或补救措施。 

7.4.4 对于厂区周边有海水入侵的，且温排水及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对海水入

侵区域内地下水的水质和水温有较大影响的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应明确提出补偿

方案或补救措施。 

 



 17 

8 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措施 

8.1 一般规定 

8.1.1 针对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取水和退水产生的影响，应根据 SL322 的要求，提

出相应的水资源节约管理和保护措施。 

8.2 节约措施 

8.2.1 应按照用水总量和用水效率控制的要求，结合滨海核电建设项目用水工艺

和过程，明确节水措施方案和配套节水设施的内容。 

8.2.2 对于扩建项目，应提出整个项目的节水措施方案和配套节水设施。 

8.2.3 应依据相关法规和管理要求，提出水平衡测试和取水、用水、退水计量与

水质监测要求，以及用水计量器具配备要求。 

8.3 保护措施 

8.3.1 对于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取水和退水产生的影响，应依据影响的对象、程度

和范围，从加强水资源保护角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 

8.3.2 应按照 GB6249 的规定，提出维护厂址周围地表水、地下水辐射本底水平

的水资源保护管理措施。 

 

8.4 管理措施 

8.4.1 按照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要求，应提出加强取用水管理的具体措

施，明确计划用水管理和用水统计要求。 

8.4.2 应参照 GB/T 7119、GB/T 12452 及行业节水型企业相关管理规定，依据对

照有关设计文件，有针对性地提出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施工期、运行期水资源监测

与统计方案。 

8.4.3 对退水存在较大影响的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应制定退水影响范围内的水质

监测方案，并提出可行的水资源管理措施或建议。 

1 运行期退水影响到河口区域，且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温排水和海水淡

化设施排出的浓盐水对河口和潮流界水功能区、第三方用水户和生态环境等

造成较大影响的滨海核电建设项目。 

2 厂区周边有海水入侵情况，且放射性液态流出物排放及温排水对海水入侵

区域内地下水的水质和水温有较大影响的滨海核电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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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综合评价 

 

9.0.1 应按照 SL322 的要求，针对滨海核电建设项目的特点，根据项目施工期和

运行期取用水合理性、取水水源、取水和退水影响以及相应的补救措施和补偿方

案等方面的论证，综合评价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取水的可行性和必须满足的前提条

件，提出水资源论证结论。 

9.0.2 对于取水对区域水资源配置格局构成重大影响，或取水影响涉及重大利益

冲突且无法协调的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应依据当地水资源条件提出调整施工期、

运行期水源方案的建议；对无法调整的，应提出该建设项目取水不可行的结论。 

9.0.3 对于退水对重要水资源保护目的构成较大影响，或退水影响涉及重大利益

冲突且无法协调的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应提出调整退水方案的建议；对无法调整

的，应提出该建设项目退水影响不可接受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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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参考提纲 

1  总论 

 1.1 项目来源 

  1.1.1 委托单位 

  1.1.2 承担单位与工作过程 

 1.2 水资源论证目的和任务 

 1.3 编制依据 

 1.4 工作等级与水平年 

 1.5 水资源论证范围 

    附分析范围图、取水水源论证范围图、取水影响范围图和退水影响范围图 

2  建设项目概况  

 2.1 项目基本情况 

 2.2 项目与产业政策、有关规划的相符性分析 

 2.3 项目取用水情况 

 2.4 项目退水情况 

    附建设项目位置图和厂区总平面布置图 

3  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状况分析 

 3.1 基本情况 

   3.1.1 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概况 

   3.1.2 水文气象 

   3.1.3 河流水系与水利工程 

 3.2 水资源状况 

   3.2.1 水资源量及时空分布特点 

   3.2.2 水功能区水质及变化情况 

 3.3 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分析 

   3.3.1 供水工程与供水量 

   3.3.2 用水量、用水水平和用水结构 

   3.3.3 存在的主要问题 

 3.4 水资源开发利用潜力分析 

 3.4.1 水资源管理三条红线指标及其落实情况   

 3.4.2 开发利用潜力分析 

     附分析范围内供水工程、主要取用水户分布图、水功能区示意图 

4  用水合理性分析 

  4.1 施工期用水水平分析 

 4.1.1 施工期主要用水环节水量复核 

 4.1.2 施工期用水过程分析 

 4.1.3 施工期节水措施合理性分析 

  4.1.4 施工期水量平衡分析 

  4.2 运行期用水工艺和技术分析 

  4.2.1 除盐水系统基本情况及合理性分析 

  4.2.2 工业用水系统基本情况及合理性分析 

  4.2.3 生活用水系统基本情况及合理性分析 

  4.2.4 运行期节水技术可行性分析 

  4.3 运行期用水过程和水量平衡分析 

  4.3.1 正常工况下主要用水环节用水水量复核 

  4.3.2 启动工况下主要用水环节用水水量复核 

  4.3.3 大修工况下主要用水环节用水水量复核 

      4.3.4 运行期水量平衡分析 

  4.4 用水水平评价及节水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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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 用水水平指标计算与比较 

  4.4.2 节水潜力分析 

  4.5 项目用水量核定 

4.5.1 论证前后水量变化情况说明 

4.5.2 合理用水量的核定 

      附建设项目水量平衡图 

5  取水水源论证 

 5.1 水源方案比选及合理性分析 

  5.2 取水水源分析论证 

    5.2.1 依据的资料与方法 

    5.2.2 来水量分析 

    5.2.3 用水量分析 

    5.2.4 可供水量计算 

    5.2.5 水资源质量评价 

    5.2.6 取水口位置合理性分析 

    5.2.7 取水可靠性分析 

5.3 公共供水水源论证 

5.4 海水淡化水源论证 

6  取水影响论证 

 6.1 对水资源的影响 

 6.2 对水功能区的影响 

  6.3 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6.4 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 

    6.4.1 受影响的其他利益相关方取用水状况 

    6.4.2 对其他权益相关方取用水条件的影响 

       6.4.3 对其他权益相关方权益的影响损失估算 

       6.4.4 补救与补偿原则 

    6.4.5 补救措施与补偿方案建议 

7  退水影响论证 

 7.1 退水方案 

      7.1.1 退水系统及组成 

      7.1.2 退水总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规律 

      7.1.3 退水处理方案和达标情况 

  7.2 对水功能区的影响 

 7.3 对水生态的影响 

      7.3.1 对厂址附近河口的影响 

      7.3.2 对厂址附近海水入侵区地下水的影响 

  7.4 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 

      7.4.1 受影响的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取用水状况 

      7.4.2 对其他利益相关方权益的影响损失估算 

     7.4.3 补救与补偿原则 

   7.4.4 补救措施与补偿方案建议 

 7.5 施工期入河排污口（退水口）设置方案论证 

  附建设项目退水系统组成和入河排污口（退水口）位置图 

（退水排入污水处理厂的项目退水影响分析，应附污水处理厂同意接纳建设项目退水的文件

或协议） 

8  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措施 

  8.1 节约措施 

 8.2 保护措施  

  8.3 管理措施 

9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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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结论 

   9.1.1 项目用水量及合理性 

      9.1.2 项目的取水方案及水源可靠性 

   9.1.3 项目的退水方案及可行性 

   9.1.4 取水和退水影响补救与补偿措施         

 9.2 存在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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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严格水资源管理的要求，

为加强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根据滨海核电建设项目的特点，结合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编制和审查的要求，在《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导则》（SL322）的框架下，完善、补充和细化水资源论证的技术要求，编

制本标准。 

1.0.2 本条明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不适用于厂址临近海岸，以海水作为直流冷

却水但退水直接排入江河或河口的新建、扩建核电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的编制

和审查。 

1.0.4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退水大都直接排入海域，退水对于海域的影响分析不作

为水资源论证的内容，本标准 7.3 明确了分析退水对于陆域影响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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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1  论证内容 

2.1.1 应根据滨海核电项目具体的取水要求和用水、退水特点，开展滨海核电建

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2.1.2 核电建设项目的施工期较长（施工期往往长达数十个月），且施工期与运

行期淡水取水方案可能存在差异，滨海核电项目水资源论证应包括施工期和运行

期。施工期宜自本期工程的首台机组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日（FCD）起开始，

包括土建施工、安装、调试等环节，至当期工程全部机组投入商业运行之日截止。

运行期指本期工程全部机组投入商业运行之日起。 

2.1.3 滨海核电厂址核电机组多为一次规划、分期建设，每期建设多为 2 或 4 台

机组。本标准所称“扩建项目”是指在已获准建设（包括在建）机组后续的、本

次申请批准开工建设的核电机组工程。 

2.2 一般要求 

2.2.1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编制程序应包括准备阶段、工作大纲

编制阶段、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和报告书编制阶段。《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报告书》参考编制提纲见附录 A。 

2.2.2 鉴于滨海核电建设项目供水保证率要求高，用水系统较复杂，退水中有低

放射性液态流出物和大量的温排水；同时项目所在地一般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

高，项目取水将会对区域的水资源配置格局和其它用水户产生影响；此外由于大

多数项目建设周期长，施工期和运行期供水水源有时会发生变化等原因，本标准

规定滨海核电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等级为一级，论证报告书编制单位不需再对照

SLL322 的要求来确定论证工作等级。 

2.2.3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现状水平年的选取应遵从 SL322 的规定，规划水平年的

选取应兼顾施工期和运行期，可依据其取水水源及取用水量的变化分别选取施工

期规划水平年和运行期规划水平年。 

对于退水全部直接排入海域且对于河口及陆域水体无影响的滨海核电建设

项目，可不设退水影响分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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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本资料 

2.3.1 进行水资源论证需要大量的基础资料，对于滨海核电建设项目，除了按规

定收集相关常规资料外，还应收集以下资料： 

1 鉴于核电建设项目在第一罐核岛混凝土浇筑（FCD）前已开展了大量前期

工作，核电厂址选择阶段陆域水文专题或水资源条件评估等前期工作成果可作为

开展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基础。淡水水源比选专题研究报告和核电建设项目厂外淡

水供水工程有关设计文件应作为开展水资源论证工作的基础。 

2 鉴于核电建设项目影响重大、有严格的核准程序，水资源论证报告的编制

和审查应以国家有关部门对于核电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有关批复、项目所

在地地方政府及水行政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对核电建设项目的支持性文件为依

据开展工作。 

3 鉴于滨海核电建设项目的用水定额尚未颁布，应收集国内已建的类似滨海

核电机组施工期、运行期的用水过程和用水量等资料，为建设项目的用水合理性

分析提供支撑。 

4 鉴于部分沿海地区存在海水入侵地下水的情况，而滨海核电建设项目运行

期退水中的低放射性液态流出物和大量温排水，可能会对沿海地区地下水造成影

响。应收集核电厂址所在区域的水文地质调查资料，包括含水层结构、埋藏条件、

水动力条件、水质类型、咸淡水界面、放射性本底水平等资料，以及区域海水入

侵研究专题报告及相应的技术审查意见，为分析放射性液态流出物及温排水随海

水入侵可能对地下水的影响提供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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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概况 

3.1  一般规定 

3.1.2 滨海核电建设项目的取水方案、用水方案和退水方案应由项目业主提出，

或由业主委托的设计（研究、论证）单位提出、业主认可，水资源论证报告编制

单位对方案进行分析论证。考虑到取水许可的申请主体为核电建设项目业主，本

标准统一采用“建设项目业主提出的”这一表述。 

3.2  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3.2.2 根据有关技术文件，简要说明项目施工计划安排，其中的建设进度安排主

要应包括：土建施工期和安装调试期的起止时间、关键节点、施工天数、混凝土

拌合量、施工大型机械及车辆台数、各类土建施工及安装、调试工作人员数量及

滞留时间等。以上情况应以月为时间节点进行预测，分析施工期用水过程并确定

用水高峰出现的时间。 

3.2.3 应根据有关技术文件，说明运行期有关设计参数和检修安排等情况，为分

析运行期的用水合理性提供依据和基础。  

3.3  项目取用退水方案 

3.3.4 放射性液体流出物“排放系统”指核电厂用以收集、贮存、监测和排放运

行产生的放射性液态流出物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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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水合理性分析 

5.1 一般规定 

5.1.1 分别绘制施工期水量平衡图、运行期水量平衡图。绘制的水平衡图应符合

GB/T 12452 的要求。 

5.2 施工期用水水平分析 

5.2.2 盾构施工用水主要包括：液压油、主驱动齿轮油、空压机、配电柜中的电

器部件及刀盘驱动副变速箱等的冷却用水，泡沫剂的合成用水，盾构机及隧道清

洁用水等。 

5.2.4 分析计算施工期生活用水量时，应充分考虑节假日期间用水人数的变化的

影响。 

5.2.8 鉴于核电建设项目 FCD计划以及建设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应核算连续 12个

月最大用水量及测算其发生的时间，并与按日历年测算的最大年用水量及其发生

时间进行比较分析。 

5.3 运行期用水工艺和技术分析 

5.3.1 滨海核电行业一般将核电厂淡水用水系统按水质要求分为除盐水系统、工

业水系统和生活水系统。其中的生活水系统供应核岛设备用水、淋浴、洗眼器与

卫生设备用水及二回路排污降温水、消防池补水、厂区 BOP 子项设备用水、冲

洗用水、卫生设施用水、人员日常用水等。生活水系统供应的核岛设备用水及二

回路排污降温水、消防池补水、厂区 BOP 子项设备用水、冲洗用水等均不属于

厂区生活用水，在分析计算时应予以明确。 

5.3.6 分析计算运行期绿化和场地道路浇洒用水时，应依据当地气象条件和厂区

总平面布置图，确定浇洒的频次和面积,所采用的用水指标不得高于当地颁布的

用水定额。当地未颁布此类用水定额的，可参照临近地区颁布的用水定额。 

5.4 运行期用水过程和水量平衡分析 

5.4.1 核电机组启动工况下日用水量可按照正常运行期日用水量的 2倍进行计算。 

5.4.4 核电正常运行期非经常性用水包括：机组启动及大修期除盐水、机组大修

期生活用水、间歇性设备用水、季节性空调补充用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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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用水水平评价及节水潜力分析 

5.5.1 随着水资源管理要求的提高、核电工程建设期和运行期用水及水务管理经

验的积累，要求同等装机规模的新建、扩建机组，用水水平总体上应更优。滨海

核电建设项目施工期、运行期的合理用水量分析应以同类已建（在建）项目的实

际用水量为参考。 

5.6 项目用水量核定 

5.6.1 滨海核电用水定额目前尚未颁布，分析滨海核电建设项目的用水合理性，

主要通过与已建同类滨海核电项目实际用水资料（主要是最大年取用水量）对比

的方式进行。在分析运行期的用水合理性时，可选择单位装机取水量、单位设计

发电量取水量等综合用水指标进行计算分析。《核电厂水工设计规范》（NB/T 

25046）规定了核电厂生产期淡水设计耗水量，可作为比较分析时的参考，在比

较分析时应注意有关水量计算口径的差异。 

5.6.2 根据项目业主提供的施工调试期和运行期水量平衡图，结合核定后的核减

水量，重新绘制施工调试期和运行期水量平衡图（表），并对比说明核减前后的

水量变化情况。 

5.6.3 可绘制包括已建项目和扩建项目的全厂水量平衡图，也可分别绘制已建项

目和扩建项目的水量平衡图。当分别绘制已建项目和扩建项目的水量平衡图时，

应图示已建项目和扩建项目的水力联系。 

5.6.4 分析运行期最大日取用水量、最大月取用水量、最大年取用水量时，应考

虑大修工况（包括机组启动）对于取用水量变化的影响。 

5.6.6 在确定运行期最大年取用水量的月分配过程时，应充分考虑大修工况发生

在枯水季的不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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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水水源论证 

6.1 一般规定 

6.1.3 现有滨海核电备选厂址所在地区多为缺水或用水总量控制指标紧张的地

区，新建、扩建滨海核电建设项目应将淡化海水列作为水源比选的重要选项。 

6.1.5 对于采用多水源供水方案的建设项目，应在各水源可供水量分别论证的基

础上，重点对各时段多水源联合供水方案的可行性和可靠性进行综合分析。 

6.1.8 在已建水库取水的，如需要改变原水库功能或者调整原调度运行方案，建

设项目业主应委托相关单位开展水库功能调整、新调度运行方案编制的专项研

究，并取得原审批机构的批准文件（水功能区规定的是水质保护目标，不是水量

用途管理目标，在水功能区取水，不会导致水功能区的调整），作为论证取水可

靠性或可行性的依据；如需新建、改建或扩建水库，建设项目业主应委托相关单

位开展新建、改建或扩建水库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并取得具有水库建设最终

审批权的相关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作为论证取水可靠性或可行性的依据。 

6.3 可供水量分析计算 

6.3.3 对于滨海核电建设项目施工期，应重点对用水高峰年的可供水量进行分析

计算。 

8 水资源节约、保护及管理措施 

8.3 保护措施 

8.3.2 由于核电项目在核电厂首次装料前两年才开展辐射环境本底水平现状调

查，首次装料后开展常规环境辐射监测、分析与评价，水资源保护管理措施可参

考已建同类核电项目制定的环境监测大纲、采用监测技术及环境监测经验反馈等

资料，重点对核电项目运行期间对厂址周围地表水、地下水的辐射水平影响，提

出水资源辐射水平监测方案或监测管理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