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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范环境工程设计文件编制内容和深度，确

保环境工程设计质量，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规定了环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和工程预算文件的编制要

求。 

本指南为指导性文件。 

本指南为首次发布。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指南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北京东方同华科技有限公司、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环境保护

工程研究设计院。 

本指南经环境保护部 2015 年 11 月 24 日批准。 

本指南自 2016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指南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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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指南规定了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物理污染防治，以及污染

水体、场地及土壤修复等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工程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施工图和工程预算

文件内容和编制要求。 

本指南适用于环境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和工程预算文件的编制，也可作为

环境工程立项、审批、核准、评审、监督、管理以及投资决策的参考依据。 

实行核准、备案制管理的环境工程，其项目申请报告可参照本指南关于可行性研究报告文件的

相关规定编制，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和工程预算文件内容和编制要求应执行本指南。 

建设项目“三同时”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可参照执行本指南。 

改扩建环境工程可参照执行本指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指南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内容，当下列文件被修订时，应当使用其最新版本。 

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50504-2009  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 

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HJ 2016-2012  环境工程  名词术语 

JB/T 5054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3年版）（建质[2013]57号）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建标[2008]162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南。 

3.1  环境工程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修复生态环境、改善生活环境和城镇环境质量的建

设项目及工程设施。 

3.2  可行性研究 Feasibility Study 

建设项目投资决策前进行技术经济论证的一种科学方法。通过对项目有关的工程、技术、环境、

经济及社会效益等方面条件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对建设项目技术上的先进性、经济上的

合理性和建设上的可行性，在多方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比较和综合评价，为项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3.3  初步设计 Preliminary design 

在方案设计文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化设计，解决总体、使用功能、建筑用材、工艺、系统、设

备选型等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符合环保、节能、防火、人防等级要求，并提交工程概算，以满足



HJ □□□□-20□□ 

2 

 

编制施工图设计文件的需要。 

3.4  施工图设计 Detail design 

在已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基础上进行的深化设计，提出各有关专业详细的设计图纸，以满足设

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制作和施工的需要。 

3.5  单位污染物处理能耗 Comprehensive energy consumption of treating unit pollutant 

处理单位污染物需要消耗的能源量（包括水、电、汽、燃料及二次能源），应将处理单位污染

物所需要消耗的能源量折算为标准煤消耗量。 

4  一般规定 

4.1  环境工程咨询、设计应符合国家和工程所服务行业及地区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

要求。 

4.2  环境工程咨询、设计文件除应符合本指南规定外，还应符合工程所服务行业及地区技术文件编

制内容及深度要求。 

4.3  环境工程咨询、设计图纸中采用的图例、符号、代号、术语和名词等均应符合国家、行业、地

方现行的标准、规范、规定要求。 

4.4  环境工程设计一般分为前期工作和工程设计两部分。前期工作包括项目建议书、预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包括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本指南包括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

计三个阶段。 

5  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及编制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可行性研究的基本任务是对新建或改扩建环境工程，从技术经济角度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

并对其投产后的污染治理及环境保护效果进行预测，在既定的范围内进行方案论证的选择，以便更

合理地利用资源，达到预定的环境保护、社会和经济效益。 

5.1.2  可行性研究通过对项目有关的工程、技术、环境、经济及社会效益等方面条件和情况进行调

查、研究、分析，对工程的建设必要性、技术可行性、规模、厂（场）址和经济可行性、合理性，

在多方案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比较和评价，并推荐工程建设方案。 

5.1.3  可行性研究报告应满足环境工程项目立项、编制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以及环境工程用地征用范

围的需要。 

5.2  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 

5.2.1  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应由以下内容组成： 

a）  项目概述； 

b）  编制依据； 

c）  主要污染物及负荷； 

d）  工程规模及分期方案； 



HJ □□□□—201□ 

3 

e）  厂（场）址选择及比选； 

f）  工艺技术及比选（包括主要设备、材料）； 

g）  污染物收集及传输方案； 

h）  污染物处理（处置）方案（含辅助工程方案）； 

i）  环境保护； 

j）  劳动安全及卫生； 

k）  自然灾害及防范； 

l）  火灾及消防； 

m）  能耗及节能； 

n）  占地及征用； 

o）  场地水土保持； 

p）  文物及矿产保护； 

q）  工程建设管理； 

r）  工程运行管理； 

s）  工程投资估算； 

t）  成本费用估算； 

u）  财务经济评价； 

v）  研究结论及建议； 

w）  附图； 

x）  附件。 

5.2.2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内容组成可根据项目及工程特点合理增减，其中： 

a）  若不包括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内容，可省略“污染物收集及传输方案”章节。但对于污水、

废水处理及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应在“主要污染负荷”章节中简要说明污染物收集

及转输方式。 

b）  若是物理污染防治，以及污染场地、污染土壤、污染水体等原位修复工程，可省略“污染物

收集及转输工程”章节； 

c）  若厂（场）址不处于自然灾害频发区，或自然灾害明显不会对工程造成影响时，可省略“自

然灾害及防范”章节，但应在选址章节中予以说明； 

d）  若厂（场）址明显不涉及水土流失问题，可省略“场地水土保持”章节； 

e）  若厂（场）址明显不涉及文物、矿产和其它公共设施，可省略“文物及矿产保护”章节，但

在“工程建设管理”章节中提出工程施工期间发现文物、矿产和其它公共设施时的处理要求。 

5.2.3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封面或扉页应包含工程名称、编制单位名称、咨询资质证书及编号、编制

日期，以及主要编制人员姓名、专业、执业资格或职称等信息，并应加盖编制单位公章或设计咨询

文件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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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要求 

5.3.1  项目概述 

5.3.1.1  工程概况 

列示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名称、建设地点等。 

5.3.1.2  项目背景 

简要说明项目的来源和前期所开展的工作及结果。 

5.3.1.3  工程建设必要性 

详细说明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及意义。 

5.3.1.4  可行性研究内容 

简明列示可行性研究范围、主要内容及原则。 

5.3.1.5  可行性研究结论 

简要列示可行性研究主要结论，应包括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推荐工艺技术、厂（场）址，

以及项目社会和经济效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等。 

其中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可采用附录A格式。 

5.3.1.6  存在问题及建议（如有） 

简明列示项目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5.3.2  编制依据 

5.3.2.1  法律法规依据 

简明列示可行性研究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 

5.3.2.2  技术标准、规范 

简明列示可行性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包括标准、规范名称、编号及版本。 

5.3.2.3  相关规划依据 

简明列示可行性研究依据的总体规划、专业规划及生产规划，包括规划名称、编制单位名称、

编制时间。 

5.3.2.4  设计基础资料 

简要说明项目工程所在地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质、地震、雷电，以及社会、经济情况。 

简要说明公共工程（水、电、气、污水外排）条件，厂（场）址选择文件及主管部门意见。 

5.3.2.5  项目建议书（如有） 

简明列示项目立项及批准文件主要内容（如有）。 

5.3.2.6  环境质量评价报告（如有） 

简明列示项目环境质量评价报告及批复文件主要内容（如有）。 

5.3.2.7  地质灾害评估报告（如有） 

简明列示项目地质灾害评估报告及批复文件主要内容（如有）。 

5.3.2.8  许可及协议（如有） 

简明列示可行性研究涉及的许可及协议，包括“用地许可或协议”、“用电许可或协议”、“用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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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或协议”、“资源利用许可或协议”、“二次污染物处理（处置）许可或协议”等文件主要内容。 

5.3.2.9  可行性研究委托书（如有） 

简明列示工程可行性研究委托书主要内容。 

5.3.3  主要污染物及负荷 

5.3.3.1  污染物来源 

详细说明工程服务区域内现状污染物来源，并结合总体规划、专业规划及生产规划合理预测项

目工程服务期限内可能新增的污染物产生源。 

5.3.3.2  污染物性质 

准确说明项目工程服务区域内现状污染物性质、成分及污染特性，并结合总体规划、专业规划

及生产规划合理预测工程服务期限内可能新增的污染物性质，其中： 

a）  对于工业废水处理工程，应充分论证、说明可生化性、工艺试验研究结果（如有），并着重

说明是否含有毒性、挥发性、腐蚀性、爆炸性、放射性成分，以及对生化处理系统的危害

因素； 

b）  对于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应明确论证、说明其是否含有危险废物成分。 

c）  对于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应明确说明污染源排放特点，以及是否含有毒、有害成分等。 

5.3.3.3  污染物负荷 

简要列明工程服务区域内现有污染物实际产生量，并结合总体规划、专业规划、生产规划合理

预测项目工程服务期限内可能新增的污染物产生量。 

预测污染物产生量时，应充分说明污染物产生量、预测增长率的取值依据。 

污染物产生量调查及预测可采用时序（逐年）预测和因果分析的定量统计、预测办法。 

污染物产生量调查及预测表可采用附录B格式。 

5.3.3.4  工程目标 

说明污染物无害化处理（处置）后受纳水体、场地或区域大气环境状况，以及项目所在区域执

行的环境质量标准及级别。 

提出工程应执行的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及限制。 

5.3.4  工程规模及分期方案 

5.3.4.1  工程规模 

根据前述污染物产生量调查和预测结果，合理确定工程规模。 

5.3.4.2  分期方案 

根据污染物产生量调查和预测结果，结合当地总体规划、专业规划及生产规划，提出技术可行、

经济合理的工程分期方案，并对分期方案的合理性予以说明。 

5.3.5  厂（场）址选择及比选 

5.3.5.1  选址原则 

简要说明选址依据的基本原则。 

5.3.5.2  选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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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选址过程、参加单位等。 

5.3.5.3  拟选厂（场）址 

详细说明各拟选厂（场）址的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土地属性，气象、水文、地震、地形、地

质、文物、矿产、其他公共设施及自然灾害特点，卫生防护距离、与城镇布局的关系，交通、供电、

供气、供热、通讯、给水、排水、防洪条件，工程周边敏感目标分布情况，以及社会稳定性、二次

污染物处理（处置）条件等。 

5.3.5.4  厂（场）址比选 

结合相关法规、标准、规范、规定，项目工程实际需要、厂（场）址状况、建厂（场）条件、

以及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对各拟选厂（场）址进行综合技术经济对比。 

5.3.5.5  推荐厂（场）址 

提出推荐厂（场）址方案，并说明推荐理由及推荐厂（场）址存在不足的弥补措施。 

5.3.6  工艺技术比选 

5.3.6.1  工艺技术介绍 

依据污染物特性及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简单介绍多个适用的工艺技术（包括主要

设备、材料）。 

5.3.6.2  工艺技术比选 

对多个可行的工艺技术进行综合技术经济比选，工艺技术比选应全面、综合（包括相关新工艺、

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应用情况），不得为突出推荐方案的优势而有选择性地确定比选内容。 

工艺技术比选表可采用附录C格式。 

5.3.6.3  推荐工艺技术 

根据前述比选结果，推荐出工程应采用的工艺技术，并说明推荐理由及存在问题。 

5.3.7  污染物收集及转输方案 

5.3.7.1  收集规划 

依据工程服务区域总体规划、专业规划及生产规划，提出污染物收集及转输规划。 

5.3.7.2  收集方案 

结合污染物收集现状情况及规划，提出污染物收集及转输方案。 

5.3.7.3  主要工程量 

根据污染物收集及转输方案，确定污染物收集及转输系统主要工程量。 

5.3.8  污染物处理（处置）方案 

5.3.8.1  工艺流程及说明 

提出先进、适用、可靠、安全、经济、合理的工艺流程。 

说明污染物处理（处置）工艺过程、技术原理、治理效果及可达性。其中污水、废水处理工程

应简要说明脱碳、除磷、脱氮工艺过程，进行尾水消毒方案比选和推荐，并提出尾水排放方案。 

确定关键工艺技术参数、主要污染物去除率及去除量，并简要说明确定依据。其中应至少包括： 

a）  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应进行需氧量、污泥产量、药剂耗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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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尘、脱硫、脱硝工程应进行物料平衡估算； 

c）  垃圾、固体废物填埋工程应进行填埋库容、渗滤液产生量、渗滤液调节池容积估算； 

d）  垃圾焚烧发电、供热工程应进行热量平衡估算； 

e）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工程应进行物料平衡估算。 

5.3.8.2  工程总体布置 

制定处理（处置）厂（场）总平面及竖向布置方案，包括工程防洪防潮标准、道路、围墙、大

门、挡墙、截洪及排洪沟等，以及绿化工程标准、方案、面积。 

5.3.8.3  工程设施配置 

制定工艺设施配置方案，包括工艺功能、结构型式、技术规格和数量等，其中： 

a）  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应提出水处理构筑物配置方案； 

b）  废气处理工程应提出设备基础、排气筒结构型式方案； 

c）  垃圾、固体废物卫生填埋工程应提出工程设施配置方案（计量站、垃圾坝、截洪及排洪沟

等），防渗技术方案及排渗、导气系统设置方案等。 

5.3.8.4  工程设备选型 

提出主要工艺设备配置方案，进行设备比选，包括设备型式、功能、技术参数、数量、材质等。 

5.3.8.5  二次污染防治 

提出二次污染（废水、废气、噪声、废渣等）防治技术方案，说明二次污染防治技术方案实施

后的污染防治效果，其中： 

a）  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应明确提出污泥处理（处置）及臭气收集、处理方案； 

b）  除尘、脱硫、脱硝工程应明确提出副产物处理（处置）及利用方案，以及废水处理方案和

去向； 

c）  垃圾填埋工程应明确提出渗滤液、填埋气收集、处理方案； 

d）  垃圾焚烧工程应明确提出烟气净化、渗滤液处理及焚烧残渣、飞灰处理（处置）方案。 

5.3.8.6  资源化利用 

分析污染物处理（处置）过程中及处理（处置）后资源化利用可行性，提出污染物资源化利用

方案，其中： 

a）  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应说明再生水、污泥利用可行性，提出资源化利用方案； 

b）  脱硫工程应说明副产物利用可行性，提出资源化利用方案； 

c）  垃圾卫生填埋工程应说明填埋气体利用可行性，提出资源化利用方案； 

d）  垃圾焚烧工程应说明余热、焚烧残渣利用可行性，提出资源化利用方案； 

e）  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应论证、说明修复后场地的用途及标准。 

5.3.8.7  建筑工程 

提出建筑物功能、形式、面积、布置及防火等级、节能方案，以及主要建筑设备、材料选型方

案。 

5.3.8.8  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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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建、构筑物主体结构、构造、基础型式方案，抗震设防等级，防渗方案，以及地下建、构

筑物抗浮、深基坑工程方案。 

5.3.8.9  给排水工程 

简要叙述工程建设区域给水水源情况。 

提出给水水源方案。 

估算生产、生活用水及消防水量。 

提出给水、消防系统设置方案。 

提出排水系统设置方案。 

提出节约用水方案。 

明确污染物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水排放标准。 

提出污染物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污水、废水处理方案。 

提出主要给排水设备、材料选型方案。 

5.3.8.10  采暖通风工程 

简要叙述工程建设区域热源情况。 

确定热力负荷，提出热源方案。 

提出采暖及空调系统设置方案。 

确定通风换气标准及消防排烟要求。 

提出通风设施、设备设置方案。 

提出主要采暖通风设备、材料选型方案。 

5.3.8.11  电气工程 

简要叙述工程建设区域电源情况。 

确定电力负荷等级，并说明确定依据。 

估算电力负荷、耗电量。 

提出变配电、电力计量、电力补偿、电气保护、浪涌消除、防雷接地、等电位联结方案。 

提出主要电气设备、线缆选型方案。 

5.3.8.12  自动化工程 

确定自动化工程目标。 

提出自动化系统配置方案。 

提出主要自动化设备、仪表、线缆选型方案。 

5.3.8.13  其它辅助工程 

确定维修工作原则，提出维修工程要求。应提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专业化服务。 

确定通讯工作方式，提出通讯工程要求。应提倡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专业化服务。 

提出辅助工程设施、设备工程量。 

5.3.9  环境保护 

5.3.9.1  自然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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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项目所在区域及工程建设场地自然环境状况，说明已有或潜在的环境污染情况。 

5.3.9.2  建设期环境保护 

分析工程建设期环境污染因素：污水、废水、废气、噪声、扬尘、废渣等。 

提出重点污染物及治理方案：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颗粒物等。 

提出工程建设期环境污染防范措施：污水、废水、废气、噪声、扬尘、废渣等。 

5.3.9.3  运行期环境保护 

分析工程运行期环境污染因素：污水、废水、废气、噪声、扬尘、废渣等。 

提出重点污染物及治理方案：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颗粒物等。 

提出工程运行期环境污染防范措施：污水、废水、废气、噪声、扬尘、废渣等。 

5.3.9.4  环境影响评价 

说明工程建设、运行对周边环境（地表、地下水、大气、声环境等）及社会稳定性的影响程度。 

5.3.9.5  污染物减排量核算 

说明项目所在区域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情况。 

估算主要污染物减排量，其中： 

a）  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应包括 COD、BOD、NH3-N、TN、TP、SS 等； 

b）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应包括颗粒物、SO2、NOx、VOCs 等。 

说明项目对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消减的贡献情况。 

5.3.9.6  规范化排放 

提出规范化排放方式、在线监测项目、在线监测设备设置要求。 

5.3.9.7  环境检测及监测 

提出环境检测及监测要求。 

说明环境检测及监测设施及投资。 

5.3.9.8  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及职责 

提出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的组织机构设置要求。 

明确环境保护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责。 

提出环境保护管理人员的设置要求。 

明确环境保护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 

5.3.9.9  污染事故及应急处理 

预测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事故：污水、废水、废气、噪声、扬尘、废渣

等。 

提出发生环境污染事故（地表、地下水、大气、声环境）时的应急处理要求及初步方案。 

5.3.10  劳动安全及卫生 

5.3.10.1  劳动安全 

简要分析工程建设、运行期劳动安全（人身伤害）隐患。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期劳动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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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劳动安全设施及投资。 

5.3.10.2  职业卫生 

简要分析工程建设、运行期职业危害因素。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期职业卫生、劳动保护要求。 

说明职业卫生设施及投资。 

5.3.10.3  伤害事故及处理 

预测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劳动安全（人身伤害）事故。 

提出劳动安全（人身伤害）事故防范措施。 

提出发生劳动安全（人身伤害）事故时的应急处理方案。 

5.3.11  自然灾害及防范 

5.3.11.1  自然灾害分析 

简要分析工程建设、运行期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洪水、冰雹、泥石流、地震、雷击、滑坡、

塌方、塌陷等）。 

5.3.11.2  自然灾害防范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期自然灾害防范要求。 

5.3.11.3  自然灾害应对 

提出发生自然灾害时的应对要求。 

5.3.12  火灾及消防 

5.3.12.1  火灾隐患分析 

简要分析工程建设、运行期可能存在的火灾隐患（自然、人为、电气）。 

5.3.12.2  防火措施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期防火要求。 

5.3.12.3  消防系统设置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期消防系统设置及消防水量要求，消防系统设计应体现“以防为主，防消结

合”原则。 

5.3.12.4  消防设施设备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期消防设施、设备、器材配置要求。 

说明消防设施及投资。 

5.3.12.5  突发火灾应对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突发火灾时的应对要求。 

5.3.13  能耗及节能 

5.3.13.1  能耗构成 

简要说明工程能耗构成和主要耗能设备。 

5.3.13.2  耗能总量 

估算工程耗能总量、单位污染物处理耗能量，进行能耗标准煤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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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标准煤折算可使用附录H所给折算系数。 

5.3.13.3  节能措施 

提出工程节能要求（包括建筑节能）。 

5.3.14  占地及征用 

5.3.14.1  工程占地面积 

估算工程总占地面积。 

提出分期用地规划方案。 

简要说明各期工程衔接要求。 

5.3.14.2  节约用地措施 

提出节约用地要求。 

5.3.14.3  征地及补偿 

详细说明工程建设用地性质。 

制定工程建设征地及拆迁补偿方案。 

5.3.15  场地水土保持 

5.3.15.1  水土保持现状 

简要说明工程建设场地水土保持状况。 

5.3.15.2  水土流失因素 

简要分析工程建设、运行可能导致的水土流失因素。 

5.3.15.3  水土保持措施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期水土保持要求。 

5.3.16  文物及矿产保护 

5.3.16.1  文物保护 

简要介绍工程建设场地文物保护状况。 

合理预测工程建设、运行可能导致的文物破坏因素。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期文物保护方案。 

5.3.16.2  矿产保护 

简要介绍工程建设场地矿产状况。 

合理预测工程建设、运行可能导致的矿产破坏因素。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期矿产保护方案。 

5.3.16.3  其它公共设施保护 

简要介绍工程建设场地其它公共设施状况。 

合理预测工程建设、运行可能导致的公共设施破坏因素。 

提出工程建设、运行期公共设施保护方案。 

5.3.17  工程建设管理 

5.3.17.1  建设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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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工程建设管理机构设置要求。 

5.3.17.2  建设管理职责 

简要说明工程建设管理机构、人员职责。 

5.3.17.3  建设进度计划 

提出合理的工程建设进度计划。 

5.3.17.4  工程招标方案 

简要说明工程招标依据。 

提出工程招标方案。 

工程拟招投标情况一览表可采用附录D格式。 

5.3.18  工程运行管理 

5.3.18.1  运行管理机构 

提出工程运行管理机构设置要求。 

5.3.18.2  运行管理职责 

明确工程运行管理职责。 

5.3.18.3  运行管理制度 

提出安全、质量、环保、劳动、人事等管理要求。 

5.3.18.4  企业劳动定员 

提出企业劳动定员编制方案。 

5.3.19  工程投资估算 

5.3.19.1  投资估算说明 

简要说明工程内容、投资估算范围。 

5.3.19.2  投资估算依据 

简明列示工程投资估算依据的相关政策、文件、规范、规定、指标、定额、价格、费率及取费

标准。 

5.3.19.3  工程投资估算 

估算工程建设投资。 

工程建设投资估算表可采用附录E格式。 

5.3.19.4  资金筹措方案 

明确项目投融资模式。 

明确工程建设资金筹措方案。 

5.3.19.5  资金使用计划 

明确工程建设资金使用计划。 

5.3.19.6  借款偿还方案 

明确项目借款偿还方式及还款计划。 

5.3.20  成本费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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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0.1  成本费用估算说明 

简要说明工程内容、成本费用估算方法、范围。 

5.3.20.2  成本费用估算依据 

简明列示成本费用估算依据的相关政策、文件、规范、规定、指标、定额、价格、费率及取费

标准。 

5.3.20.3  成本费用估算 

进行成本费用估算。 

成本费用估算方法可采用附录F所给方法。 

成本费用估算表可采用附录G格式。 

5.3.21  财务经济评价 

5.3.21.1  财务经济评价说明 

简要说明工程内容、经济评价方法、范围。 

5.3.21.2  财务经济评价依据 

简明列示财务经济评价依据的相关政策、文件、规范、规定、指标、定额、价格、费率及取费

标准及简要说明。 

5.3.21.3  项目投资收益分析 

进行项目投资收益测算。 

5.3.21.4  项目盈亏平衡分析 

进行项目盈亏平衡分析。 

分析项目盈亏敏感因素。 

5.3.21.5  项目财务方案 

提出项目财务方案，包括运行经费来源、处理（处置）收费标准等。 

5.3.21.6  财务风险及防范 

预测可能发生的财务风险。 

提出项目财务风险防范措施。 

5.3.21.7  财务经济评价 

综合评价项目的财务经济可行性。 

5.3.22  工程效益分析 

简要分析工程环境效益、社会效益、节能效益。 

5.3.23  研究结论及建议 

5.3.23.1  主要研究结论 

简要说明可行性研究主要结论，应包括项目建设意义、工程规模及分期方案、污染物排放（控

制）标准、厂（场）址选择、推荐工艺技术，项目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目标可达性、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等。 

其中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可采用附录A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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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4  存在问题及建议（如有） 

明确说明项目或工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 

提示后续工作应特别关注的事项。 

5.3.25  附图 

可行性研究报告附图应包括： 

a）  工程区域位置图（1:10000）； 

b）  总平面布置图（1:1000~2000）； 

c）  主要工艺流程图（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应包括高程）； 

d）  工程设施、设备布置图（平面图、剖面图）； 

e）  变配电系统图（电气主接线方案）； 

f）  自动化系统图。 

5.3.26  附件 

可行性研究报告附件宜包括： 

a）  项目立项文件（如有）； 

b）  地质勘察报告、地质灾害评估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其批复等文件（如有）； 

c）  许可及协议：“总体规划和/或专业规划文件相关内容”、“用地许可或协议”、“用电许可或协

议”、“用水许可或协议”、“资源利用许可或协议”、“二次污染物处理处置许可或协议”等（如

有）。 

6  初步设计文件内容及编制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环境工程初步设计的重点是解决环境工程功能、工艺系统及工程设施、设备、材料等工程技

术方面的问题。 

6.1.2  环境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应依据已批准的环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书）、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安全评估报告、自然灾害评估报告、节能评估报告、水土保持评估报告书及其批准、核

准、批复意见编制。 

6.1.3  环境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各专业对本专业内容的设计方案或重大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综合

技术经济分析，论证技术适用性、可靠性和经济合理性，并将其主要内容写进本专业初步设计说明

书中，设计总负责人对工程的总体设计在设计总说明中予以论述。 

6.1.4  环境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应能满足编制施工图、采购主要设备及控制工程建设投资的需要。 

6.1.5  环境工程的市政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工程初步设计文件深度应满足《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

编制深度规定》（2013 年版）要求。 

6.2  初步设计文件内容 

6.2.1  初步设计文件应包括初步设计说明书（含设计总说明、各专业设计说明、主要设备材料表）、

初步设计概算书、初步设计图纸三部分，每一部分宜单独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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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初步设计说明书应由以下内容组成： 

a）  工程概况； 

b）  设计依据； 

c）  设计基础资料； 

d）  主要污染负荷； 

e）  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 

f）  污染物处理（处置）工程； 

g）  总图工程； 

h）  建筑工程； 

i）  结构工程； 

j）  给排水工程； 

k）  采暖通风工程；  

l）  电气工程； 

m）  自动化工程； 

n）  维修工程； 

o）  通讯工程； 

p）  环境保护； 

q）  劳动安全及卫生； 

r）  自然灾害及防范； 

s）  火灾及消防； 

t）  能耗及节能； 

u）  工程占地及节约用地； 

v）  场地水土保持； 

w）  文物及矿产保护； 

x）  工程建设管理； 

y）  工程运行管理； 

z）  附件。 

6.2.3  初步设计说明书内容组成可根据项目及工程特点合理增减，其中： 

a）  若不包括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内容，可省略“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章节，但对于污水、

废水处理及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应在“主要污染负荷”章节中说明污染物收集及转

输方式； 

b）  对物理污染防治、污染场地及污染土壤修复工程，可省略“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章节； 

c）  若厂（场）址不处于自然灾害频发区，或自然灾害明显不会对工程造成影响，可省略“自然

灾害及防范”章节，可在工程运行管理章节中提出突发自然灾害应急措施； 

d）  若厂（场）址明显不涉及水土流失问题，可省略“场地水土保持”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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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若厂（场）址明显不涉及文物、矿产和其它公共设施，可省略“文物及矿产保护”章节，但

在“工程建设管理”章节中提出工程施工期间发现文物、矿产和其它公共设施时的处理措施

和程序。 

6.2.4  初步设计说明书的封面或扉页应包含工程名称、设计单位名称、设计资质及证书编号、编制

日期，以及主要设计人员姓名、专业、执业资格或职称等信息，并加盖设计单位公章或设计文件专

用章。 

6.2.5  初步设计图纸的封面应包含工程名称、设计单位名称、设计资质及证书编号、编制日期等信

息，并加盖设计单位公章或设计文件专用章。 

6.2.6  初步设计概算书的封面或扉页应包含工程名称、设计单位名称、设计资质及证书编号、编制

日期，以及主要编制人员姓名及执业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并加盖设计单位公章或设计文件专用章。 

6.3  初步设计说明书 

6.3.1  工程概况 

6.3.1.1  工程设计范围 

依据工程设计委托书，明确工程设计范围及内容。 

6.3.1.2  工程基本情况 

简明列示工程基本情况，应包括工程名称、建设单位名称等。 

6.3.1.3  工程建设内容 

依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意见，说明工程服务及建设范围。 

6.3.1.4  建设厂（场）址 

依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意见，说明工程建设厂（场）址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及交通情

况。 

6.3.1.5  工艺技术方案 

依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节能评估报告及批复意见，说明设计采用的基本工艺技术路线。 

6.3.1.6  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依据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意见，说明工程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控制）

标准。 

6.3.1.7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简明列示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包括用地指标、总建筑面积、概算指标、主要工艺技术指标、

主要建材耗用量等）。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可采用附录A格式。 

6.3.1.8  存在问题及建议 

简要列示需要提请设计审查时解决或确定的问题及建议。 

6.3.2  设计依据 

6.3.2.1  法律及法规依据 

简明列示设计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及规定。 



HJ □□□□—201□ 

17 

6.3.2.2  设计标准及规范 

简明列示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 

6.3.2.3  立项及批复文件 

简明列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自然灾害评估报告、节能

评估报告及批复意见等文件。 

6.3.2.4  许可及协议 

简明列示应已取得的“用地许可或协议”、“用电许可或协议”、“用水许可或协议”、“资源利用许

可或协议”、“二次污染物处理（处置）许可或协议”等文件。 

6.3.2.5  地形地质资料 

简明列示应已取得的工程建设场地地形图、工程地质初步勘察报告、水文地质勘察勘查报告等

文件。 

6.3.2.6  设计委托书 

简明列示工程设计委托书（如有）。 

6.3.3  设计基础资料 

6.3.3.1  气象 

说明工程所在地域气候类型及特点。 

简明列示工程所在地域主要气象参数。 

6.3.3.2  水文 

说明工程所在地域水文及水文地质情况。 

6.3.3.3  地貌 

说明工程建设场地地形、地貌特点。 

6.3.3.4  地质 

说明工程建设场地工程地质情况。 

6.3.3.5  地震 

说明工程所在地域地震烈度分区情况。 

6.3.3.6  雷电 

说明工程所在地域雷电强度及分布特点。 

6.3.3.7  原有设施（如有） 

说明工程所在地原有设施情况（地上、地下）。 

6.3.4  主要污染负荷 

6.3.4.1  污染物来源 

简要说明工程服务区域内现状及预测可能新增的污染物来源。 

6.3.4.2  污染物性质 

简要说明工程服务区域内现状及预测可能新增的污染物性质。 

6.3.4.3  污染物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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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工程服务区域内现状污染物实际产生量及预测可能新增的污染物产生量。 

6.3.5  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 

6.3.5.1  污染物收集及转输设施 

进行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设施设计。 

6.3.5.2  污染物收集及转输设备 

进行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设备选型。 

6.3.5.3  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量 

提出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量清单。 

提出污染物收集及转输工程设备清单。 

6.3.6  污染物处理（处置）工程 

6.3.6.1  工艺流程设计 

说明工艺流程设计原则。 

进行工艺流程设计。 

6.3.6.2  工艺技术说明 

详细说明污染物处理（处置）工艺过程、技术原理，论证治理效果的可靠性。其中污水、废水

处理工程应重点说明脱碳、除磷、脱氮、尾水消毒工艺过程、效果及排放方案。 

6.3.6.3  工艺技术参数 

确定关键工艺技术参数，并说明确定依据，其中应至少包括： 

a）  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应进行需氧量、污泥产量、药剂耗量计算； 

b）  脱硫、脱硝工程应进行物料平衡计算； 

c）  垃圾、固体废物填埋工程应进行填埋库容、渗滤液产生量、渗滤液调节池容积计算； 

d）  垃圾焚烧发电、供热工程应进行热量平衡计算； 

e）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工程进行物料平衡计算。 

6.3.6.4  平面布置 

进行处理（处置）厂（场）总平面布置设计，并划分功能分区。 

6.3.6.5  竖向布置 

结合工艺流程要求，进行处理（处置）厂（场）竖向布置设计。 

6.3.6.6  工艺设施配置 

进行工艺设施配置设计。 

说明工艺设施功能、技术规格、构造型式。 

提出工程量清单。 

6.3.6.7  工艺设备选型 

进行工艺设备选型。 

说明工艺设备功能、技术参数、材质及防腐要求。 

提出非标设备工艺方案。 



HJ □□□□—201□ 

19 

提出工程设备清单。 

6.3.6.8  二次污染防治 

进行二次污染（废水、废气、噪声、废渣等）防治系统设计，说明防治原理、技术参数、防治

效果，其中： 

a）  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应包括污泥处理（处置）及臭气收集、处理系统； 

b）  脱硫工程应包括副产物处理（处置）系统； 

c）  垃圾填埋工程应包括渗滤液、填埋气收集、处理系统； 

d）  垃圾焚烧工程应包括烟气净化及焚烧残渣、飞灰处理（处置）系统。 

提出二次污染防治系统工程量及设备清单。 

6.3.6.9  资源化利用 

进行污染物资源化利用系统设计，说明资源化利用方式、技术参数、资源化利用效果，其中： 

a）  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如需要再生水、污泥利用，应包括再生水、污泥利用系统； 

b）  烟气处理工程副产物利用系统； 

c）  垃圾焚烧工程如进行余热利用，应包括余热利用（发电、供热等）系统； 

d）  垃圾卫生填埋工程如进行填埋气利用，应包括填埋气资源化利用系统； 

e）  污染场地修复工程应论证、说明修复后场地的适用性。 

提出资源化利用系统工程量及设备清单。 

6.3.7  总图工程 

6.3.7.1  主要设计依据 

简明列示总图专业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等。 

6.3.7.2  总图工程设计 

说明厂（场）区防洪标准，进行道路、绿化、围墙、大门、挡墙、截洪及排洪沟设计。 

说明厂（场）区绿化工程设计，计算绿化面积。 

进行交通运输设备选型。 

提出总图专业工程量及设备清单。 

6.3.8  建筑工程 

6.3.8.1  主要设计依据 

简明列示建筑专业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等。 

6.3.8.2  建筑工程设计 

说明建、构筑物功能、技术规格、结构型式。 

进行平、立、剖面、重要建筑节点设计。 

提出建、构筑物内、外装修及节能、抗震等级要求。 

进行建筑设备、材料选型。 

编制建、构筑物一览表，提出建筑设备清单。 

6.3.9  结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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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1  主要设计依据 

简明列示结构专业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等。 

6.3.9.2  结构工程设计 

说明建、构筑物构造及基础型式。 

进行建、构筑物基础、梁、板、柱设计。 

进行建、构筑物平、剖面设计。 

提出建、构筑物构造及温度缝设置、防渗、抗浮方案及抗震措施。 

提出工程材料选型方案及要求。 

6.3.10  给排水工程 

6.3.10.1  主要设计依据 

简明列示给排水专业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等。 

6.3.10.2  给排水工程设计 

说明水源形式、供水能力，外部水源接入位置。 

计算生产、生活用水量、消防水量及循环水率。 

说明防火等级，进行给水系统、消防系统设计，以及给水、消防设备及材料选型。 

说明污水外排标准，进行排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设计，排水、污水处理设备及材料选型。 

提出给排水专业工程量及设备清单。 

6.3.11  采暖通风工程 

6.3.11.1  主要设计依据 

简明列示采暖通风专业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等。 

6.3.11.2  采暖通风工程设计 

说明热源形式、供热能力。 

计算热力负荷及热源容量。 

说明采暖及空调温度标准，进行采暖及空调系统设计，以及采暖及空调设备、材料选型。 

说明通风换气标准，进行通风换气系统设计，以及通风换气设备、材料选型。 

提出采暖通风专业工程量及设备清单。 

6.3.12  电气工程 

6.3.12.1  主要设计依据 

简明列示电气专业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等。 

6.3.12.2  电气工程设计 

说明外部电源电压等级、容量，接入位置。 

说明电力负荷等级，进行电力负荷、功率因数、耗电量计算。 

进行变配电、电力计量、电力补偿、电气保护、浪涌消除、防雷接地系统设计。 

进行电气设备、器件、线缆选型。 

提出电气专业工程设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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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自动化工程 

6.3.13.1  主要设计依据 

简明列示自动化专业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等。 

6.3.13.2  自动化工程设计 

明确自动化控制目标。 

进行自动化系统设计，说明自动化系统功能、原理、组成及功效，进行自动化设备、仪表选型。 

提出自动化工程设备、主要仪表清单。 

6.3.14  维修工程 

6.3.14.1  主要设计依据 

简明列示维修专业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等。 

6.3.14.2  维修工程设计 

说明维修标准，进行维修设施设计，以及维修设备、工器具选型。 

提出维修专业工程量及设备清单。 

6.3.15  通讯工程 

6.3.15.1  主要设计依据 

简明列示通讯专业设计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规范等。 

6.3.15.2  通讯工程设计 

说明通讯目标、方式，进行通讯系统设计，以及通讯设备、器材选型。 

提出通讯专业工程设备、器材清单。 

6.3.16  环境保护 

6.3.16.1  自然环境状况 

说明工程建设区域及场地自然环境状况，以及已有或潜在的环境污染。 

6.3.16.2  建设期环境保护 

全面说明工程建设期环境污染因素：污水、废水、废气、噪声、扬尘、废渣等。 

明确说明重点污染物及治理方案：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颗粒物等。 

详细说明工程建设期环境污染防范措施及要求：污水、废水、废气、噪声、扬尘、废渣等。 

6.3.16.3  运行期环境保护 

全面说明工程运行期环境污染因素：污水、废水、废气、噪声、扬尘、废渣等。 

明确说明重点污染物及治理方案：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颗粒物等。 

详细说明工程运行期环境污染防范措施及要求：污水、废水、废气、噪声、扬尘、废渣等。 

6.3.16.4  环境影响分析 

合理分析、评价工程建设、运行对周边环境（地表、地下水、大气、声环境等）的影响程度。 

6.3.16.5  污染物减排量核算 

核算主要污染物减排量，其中： 

a）  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应包括 COD、BOD、NH3-N、TN、TP、S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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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应包括颗粒物、SO2、NOx、VOCs 等。 

6.3.16.6  规范化排放 

说明规范化排放方式、在线监测项目。 

进行在线监测设备选型。 

6.3.16.7  环境检测及监测 

说明环境检测及监测项目、方法及检测频度要求。 

进行环境检测及监测设备选型。 

提出环境检测及监测设备清单。 

6.3.16.8  环境管理机构及职责 

进行环境管理机构、人员配置设计。 

说明环境管理机构、人员的环境保护职责。 

6.3.16.9  污染事故及处理 

预测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环境污染（地表、地下水、大气、声环境等）事故。 

说明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的应急处理措施及程序。 

6.3.17  劳动安全及卫生 

6.3.17.1  劳动安全 

全面分析工程建设、运行期劳动安全（人身伤害）隐患。 

详细说明工程建设、运行期劳动安全措施及要求。 

6.3.17.2  职业卫生 

全面分析说明工程建设、运行期职业危害因素。 

详细说明工程建设、运行期职业卫生、劳动保护措施及要求。 

6.3.17.3  伤害事故及处理 

预测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劳动安全（人身伤害）事故。 

说明劳动安全（人身伤害）事故防范措施。 

说明发生劳动安全（人身伤害）事故时的应急处理措施及程序。 

6.3.18  自然灾害及防范 

6.3.18.1  自然灾害分析 

全面分析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洪水、冰雹、泥石流、地震、雷击、滑坡、塌方、塌陷等）。 

6.3.18.2  自然灾害防范 

详细说明自然灾害防范措施及要求。 

6.3.18.3  自然灾害应对 

说明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发生自然灾害时的紧急应对措施及程序。 

6.3.19  火灾及消防 

6.3.19.1  火灾隐患分析 

全面分析可能存在的火灾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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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9.2  火灾防范 

详细说明工程防火措施及要求。 

6.3.19.3  消防系统 

进行消防系统设计、消防设施设计。 

进行消防设备、器材选型。 

提出消防设备、器材清单。 

6.3.19.4  突发火灾应对 

说明工程建设、运行过程中突发火灾时的紧急应对措施及程序。 

6.3.20  能耗及节能 

6.3.20.1  能耗构成 

说明工程的能耗构成、主要耗能设备。 

6.3.20.2  耗能总量 

核算工程耗能总量及单位污染物处理（处置）耗能量。 

进行能耗标准煤折算。 

能耗标准煤折算可使用附录H所给系数。 

6.3.20.3  节能措施 

说明工程节能措施。 

6.3.21  工程占地及节约用地 

6.3.21.1  工程占地面积 

说明工程总占地面积、分期用地方案。 

说明本期工程与前后期工程衔接方案。 

6.3.21.2  节约用地措施 

说明工程节约用地措施。 

6.3.22  场地水土保持 

6.3.22.1  水土保持现状 

说明工程建设场地水土保持状况。 

6.3.22.2  水土流失因素 

全面分析工程建设、运行可能导致的水土流失因素。 

6.3.22.3  水土保持措施 

详细说明工程建设、运行期水土保持措施及要求。 

6.3.23  文物及矿产保护 

6.3.23.1  文物保护 

说明工程建设场地文物保护状况及存在地下文物的可能性。 

全面分析工程建设、运行可能导致的文物破坏因素。 

详细说明工程建设、运行期文物保护措施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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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工程施工期间发现地下文物时的处理措施及程序。 

6.3.23.2  矿产保护 

说明工程建设场地矿产状况及存在地下矿产的可能性。 

全面分析工程建设、运行可能导致的矿产破坏因素。 

详细说明工程建设、运行期矿产保护措施及要求。 

提出工程施工期间发现地下矿产时的处理措施及程序。 

6.3.23.3  其它公共设施保护 

说明工程建设场地其它公共设施状况及存在地下公共设施的可能性。 

全面分析工程建设、运行可能导致的公共设施破坏因素。 

详细说明工程建设、运行期公共设施保护措施及要求。 

提出工程施工期间发现地下公共设施时的处理措施及程序。 

6.3.24  工程建设管理 

6.3.24.1  建设管理机构 

说明工程建设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6.3.24.2  建设管理职责 

说明工程建设管理机构、人员工作职责要求。 

6.3.24.3  建设进度计划 

说明工程建设内容。 

合理测算工程建设周期，制订工程施工、调试、验收工作进度计划。 

6.3.25  工程运行管理 

6.3.25.1  运行管理机构 

说明工程运行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6.3.25.2  运行管理职责 

明确工程运行管理机构、人员工作职责及要求。 

6.3.25.3  企业劳动定员 

说明企业岗位、编制劳动定员。 

6.3.25.4  运行管理制度 

说明安全、质量、环保、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及要求。 

6.3.26  附表 

初步设计说明书附表应包括： 

a）  工程设施一览表； 

b）  工程设备一览表； 

c）  主要材料一览表。 

6.3.27  附件 

初步设计说明书附件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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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意见； 

b）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批复意见； 

c）  《安全评价报告》批复意见； 

d）  《节能评估报告》批复意见； 

e）  许可及协议：“用地许可或协议”、“用电许可或协议”、“用水许可或协议”、“资源利用许可

或协议”、“二次污染物处理（处置）许可或协议”等。 

6.4  初步设计图纸 

初步设计图纸是初步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设计图纸应由以下专业图纸组成，可根据

工程特点合理增减。 

初步设计图纸的比例设置应使图纸能够清楚表达设计内容，并便于装订成册。 

6.4.1  总图专业 

总图专业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 

a）  总平面布置图（包括主要建构筑物、道路、场坪等平面定位和标高）； 

b）  综合管网图（包括平面、高度或埋深）； 

c）  道路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图）； 

d）  围墙大门图； 

e）  绿化布置图； 

f）  挡土墙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图）； 

g）  截洪及排洪沟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图）； 

h）  土方平衡图。 

6.4.2  工艺专业 

工艺专业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 

a）  收集设施布置图； 

b）  工艺流程图（污水、废水处理工程应包括高程）； 

c）  总平面布置图； 

d）  工艺设施、设备布置图（包括主要工艺设施设备的平面、立面或剖面图）； 

e）  工艺管道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或系统图）； 

f）  关键或特殊设备图（包括加工制造复杂的设备、材质特殊的设备、工业炉窑等，如有）； 

g）  非定型设备图（如有）； 

j）  管道桥架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图，如有）； 

k）  运输系统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图，如有）； 

l）  仓储设施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图，如有）。 

6.4.3  建筑专业 

建筑专业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 

a）  主要建筑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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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要建筑立面图； 

c）  主要建筑剖面图； 

6.4.4  结构专业 

结构专业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 

a）  主要建筑基础图； 

b）  主要建筑结构图； 

c）  主要构筑物基础图； 

d）  主要构筑物结构图。 

6.4.5  给排水专业 

给排水专业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 

a）  给排水及消防设施布置图（含设施、设备平面、剖面图）； 

b）  给排水及消防管道布置图（含给排水及消防管道平面、高度或埋深）。 

6.4.6  采暖通风专业 

采暖通风专业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 

a）  采暖及空调设施布置图（含设施、设备平面、剖面图）； 

b）  采暖及空调管道布置图（含采暖及空调管道平面、高度或埋深）； 

c）  通风及消防排烟设施布置图（含通风及消防排烟管道平面、高度或埋深）。 

6.4.7  电气专业 

电气专业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 

a）  变配电系统图（包括变配电系统及设备联络图）； 

b）  电气控制原理图（包括主要用电设备电气控制原理图）； 

c）  主要变配电设备布置图（包括主要变电、配电、电控及用电设备布置图等）； 

d）  主要电线电缆布置图（包括高低压变电、配电及电控电线电缆布置图等）； 

e）  接地及等电位联结系统图（含防雷接地、电气接地及等电位联结图）。 

6.4.8  自动化专业 

自动化专业初步设计图纸应包括： 

a）  自动化检测系统图（包括主要自动化检测设备、仪表及联络图）； 

b）  自动化控制原理图（包括主要自动化设备控制原理图）； 

c）  数据及通讯系统图（包括数据、通讯、信号系统及设备联络图）； 

d）  影像监控系统图（包括影像、监控系统及影像、监控设备联络图）。 

6.5  初步设计概算书 

6.5.1  初步设计概算书组成 

初步设计概算书组成内容应包括： 

a）  编制说明； 

b）  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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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程总概算表； 

d）  单项工程概算表； 

e）  其它费用概算表。 

6.5.2  初步设计概算书编制 

6.5.2.1  编制说明 

简明列示工程的名称、规模、标准。 

简要叙述工程建设内容。 

说明工程建设场地自然状态、交通、运输条件。 

说明工程施工条件。 

说明工程概算编制范围。 

6.5.2.2  编制依据 

简明列示工程概算书编制依据，包括： 

a）  国家、地方相关工程建设和造价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范、规定； 

b）  国家、地方相关造价定额、工程费用定额和其它费用、费率规定； 

c）  工程概算采用的主要设备、材料价格； 

d）  工程其它费用计费规则、取费及费率标准。 

6.5.2.3  工程总概算表 

工程总概算表由各单项工程概算表和其它费用概算表汇总编制。 

6.5.2.4  单项工程概算表 

根据初步设计说明书及初步设计图纸计算工程量、主要材料消耗量。 

按建筑、设备、安装工程量及相应单价、取费标准计算建筑工程费、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

及工器具购置费。 

6.5.2.5  其它费用概算表 

按照国家、地方主管部门颁布的工程其它费用计费规则、取费及费率标准，编制工程其它费用

概算表。 

其中征地及拆迁补偿费、项目前期工作费可据实计列。 

7  施工图设计内容及编制要求 

7.1  一般规定 

7.1.1  环境工程施工图文件应依据已批准的环境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编制。 

7.1.2  环境工程施工图方案应符合已批准的环境工程初步设计技术方案。在施工图设计过程中有优

化调整的，应说明调整的内容及原因。 

7.1.3  环境工程施工图内容应满足编制环境工程预算、工程施工招标、设备材料采购、非标准设备

制作、编制施工组织计划、工程施工的需要。 

7.1.4  环境工程施工图文件应作为环境工程建设管理必需的技术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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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环境工程施工图文件涵盖专业和组成内容可根据工程特点合理增减。 

7.1.6  环境工程施工图文件比例应能够清楚表达设计内容，并便于使用、装订。 

7.1.7  环境工程的市政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工程施工图深度应满足《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

度规定》（2013 年版）要求。 
7.2  施工图设计内容 

7.2.1 总图专业 

总图专业施工图应包括： 

a）  设计说明（包括工程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范围、工程施工及验收要求等）； 

b）  工程量表（包括工程量、工程设备、工程材料一览表）； 

c）  总平面布置图（包括工程边界线，建、构筑物、道路、围墙、大门、挡土墙、截洪及排洪

沟，指北针及风玫瑰图等）； 

d）  综合管网图（包括工艺、给排水、采暖通风、电气、自动化、通讯、信号等主要管线图）； 

e）  绿化布置图（包括工程量、景观植被、绿篱植被、草坪分区位置图等）； 

f）  剖面及构造图（包括道路、围墙、大门、挡土墙、截洪及排洪沟等剖面、构造、大样、做

法图等）； 

g）  土方平衡图（如有）。 

7.2.2  工艺专业 

工艺专业施工图应包括： 

a）  设计说明（包括工程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范围、工艺流程、工程施工及验收要求、工艺

操作说明等，有优化调整的，应对调整内容及原因予以说明）； 

b）  工程量表（包括工程量、工程设备、工程子项材料一览表）； 

c）  收集设施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图）； 

d）  工艺流程图（包括工艺流程、高程图）； 

e）  总平面布置图（包括工艺设施、设备、管线图等）； 

f）  工艺管线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或系统图）； 

g）  非标设备设计图（如有）； 

h）  设备安装大样图（如有）； 

i）  关键或特殊设备图（包括加工制造复杂的设备、材质特殊的设备、工业炉窑等，如有）； 

j）  管道桥架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图，如有）； 

k）  运输系统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图，如有）； 

l）  仓储设施布置图（包括平面、剖面图，如有）。 

7.2.3  建筑专业 

建筑专业施工图应包括： 

a）  设计说明（包括工程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范围、建筑节能措施、工程施工及验收要求等）； 

b）  工程量表（包括建、构筑物一览表、建筑设备一览表、主要建筑材料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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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筑平面图 

d）  建筑立面图 

e）  建筑剖面图； 

f）  节点大样图（包括主要建筑节点、特殊建筑构造、大样图等）。 

7.2.4  结构专业 

结构专业施工图应包括： 

a）  设计说明（包括工程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范围，建、构筑物基础形式，结构形式、以及

工程施工及验收要求等）； 

b）  建筑基础图（包括基础平面、断面，大样图等）； 

c）  建筑结构图（包括梁、板、柱配筋、大样图等）； 

b）  构筑物基础图（包括基础平面、断面，大样图等）； 

e）  构筑物结构图（包括梁、板、柱配筋、大样图等）； 

f）  钢结构设计图（包括平面及构造、节点大样图等，如有）。 

7.2.5  给排水专业 

给排水专业施工图应包括： 

a）  设计说明（包括工程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范围、操作要求，以及工程施工及验收要求等）； 

b）  工程量表（包括给排水设备一览表、给排水材料一览表）； 

c）  设施设备布置图（包括给排水设施、设备平面、剖面图）； 

d）  消防设施设备布置图（包括消防设施、设备平面、剖面图，消防管道剖面或系统图）； 

e）  给排水管道图（包括给排水及消防管道平面、剖面或系统图）。 

7.2.6  采暖通风专业 

采暖通风专业施工图应包括： 

a）  设计说明（包括工程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范围，采暖及空调温度标准、通风换气次数、

消防排烟强度，以及工程施工及验收要求等）； 

b）  工程量表（包括采暖通风设备一览表、采暖通风材料一览表）； 

c）  采暖及空调系统布置图（包括采暖及空调设备、器材、管道等平面、剖面图，如有）； 

d）  通风及消防排烟系统平面图（包括通风及消防排烟设备、器材、管道等平面、剖面图，如

有）。 

7.2.7  电气专业 

电气专业施工图应包括： 

a）  设计说明（包括工程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范围，外部电源，以及工程施工及验收要求等） 

b）  工程量表（包括用电设备一览表、电气设备一览表、电气材料一览表、线缆敷设表）； 

c）  变配电系统图（包括变电、计量、补偿、配电、保护、接地系统及设备联络）； 

d）  控制原理图（包括电动机、其它用电设备控制原理图等）； 

e）  电气线缆布设图（包括用电设备布置及电力、控制线缆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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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照明、插座及线缆布设图（包括照明灯具及插座布置及照明、插座线缆布设图）； 

g）  接地及等电位联结图（包括电力接地、防雷接地、等电位联结图）。 

7.2.8  自动化专业 

自动化专业施工图应包括： 

a）  设计说明（包括工程概况、设计依据、设计范围，自动化目标，以及工程施工及验收要求

等）； 

b）  工程量表（包括自动化设备一览表、自动化材料一览表、输入/输出点位表、线缆表等）； 

c）  自动化检测系统图（包括检测系统及设备、仪器仪表联络图，如有）； 

d）  自动化控制原理图（包括自动化控制原理及设备联络图，如有）； 

e）  数据及通讯网络图（包括检测数据、通讯、信号网络及设备联络图，如有）； 

f）  影像及监控系统图（包括影像监控系统及设备联络图，如有）； 

g）  设备及线缆布设图（包括检测、数据传输、控制、通讯、信号、影像设备布置及线缆布设

图等）。 

7.3  施工图编制要求 

7.3.1  施工图设计应在已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细化设计，把设计者的全部设计

意图和结果，以及对工程施工的要求通过图纸（含文字说明、表格）形式表达清楚。 

7.3.2  施工图中主要工程设施的技术规格、参数应符合初步设计所确定的用地、总平面及竖向布置

要求。 

7.3.3  施工图中主要工程设备的选型、技术参数应符合依据初步设计所采购的主要设备的实际型号、

技术参数，并在设计说明中注明设备基础须待设备到货核对无误后再行施工。 

7.3.4  施工图中设备基础、安装、提升、运行操作要求应依据所采购的设备资料编制，并在设计说

明中注明设备基础须待设备到货核对无误后再行施工。 

8  工程预算文件内容及编制要求 

8.1  一般规定 

8.1.1  环境工程预算文件应按国家、地方主管部门颁布的工程预算书编制规则，以及工程预算委托

书要求编制。 

8.1.2  编制环境工程预算文件应将各专业施工图所列工程设备的型号、规格、数量与施工图核对无

误后，统计工程设备数量，按工程设备统计数量以及当地、当期工程设备预算价格计算工程设备购

置费。 

8.1.3  编制环境工程预算文件应将各专业施工图所列工程材料清单的名称、规格、数量与施工图核

对无误后，结合安装工程内容，按预算定额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安装工程量，依据计算的安

装工程量以及工程当地、当期人工、材料，机械台班预算价格和取费标准计算单位工程安装工程费。 

8.2  工程预算文件内容 

环境工程预算文件应由以下内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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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编制说明； 

b）  工程设备材料表； 

c）  工程总预算书； 

d）  单项工程预算书； 

e）  单位工程预算书； 

f）  需要补充的估价表。 

8.3  工程预算文件编制要求 

8.3.1  编制说明 

8.3.1.1  工程概况 

简明列示工程的名称、功能、规模、内容。 

简要说明工程建设场地自然状态、交通、运输条件，以及工程施工条件。 

8.3.1.2  编制依据 

简明列示工程预算书编制依据，包括： 

a）  国家、地方相关工程建设和造价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规范、规定； 

b）  国家、地方相关消耗量定额、造价信息、费用定额、计费规则及费率标准； 

c）  工程预算取费标准和简要说明； 

d）  各专业施工图、工程地质勘察资料。 

8.3.1.3  编制范围 

说明工程预算编制范围。 

8.3.2  工程设备材料表 

按照国家、地方主管部门颁布的工程设备材料清单编制规则，以及工程预算书编制委托书要求

编制工程设备材料表。 

8.3.3  工程总预算书 

工程总预算书由各单项工程预算书和初步设计概算书中其它费用概算表汇总编制。 

工程其它费用若在施工图设计阶段有变动，应按实际情况调整后再编入。 

8.3.4  单项工程预算书 

单项工程预算书由所有相关专业的单位工程预算书汇总编制。 

8.3.5  单位工程预算书 

根据各专业施工图子项划分情况，按预算定额规定的项目划分规则划分单位工程。 

根据各专业施工图内容，按预算定额规定的工程量计算规则计算建筑工程量，依据计算的建筑

工程量以及工程当地、当期人工、材料，机械台班预算价格和取费标准计算单位工程建筑工程费。 

8.3.6  需要补充的估价表 

编制需要补充的单位工程暂估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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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表 A.1  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工程规模   注① 

2 污染物减排量 t/a  注② 

3 工程建设周期 a   

4 工程运行期限 a   

5 燃料用量 t/a   

6 药剂用量 t/a   

7 用水量 m3/a   

8 用电量 kWh/a   

9 处理（处置）单位污染物能耗 t 标准煤/单位污染物  注③ 

10 劳动定员 人   

11 工作制度 班/d   

12 总占地面积 m2   

13 总建筑面积 m2   

14 绿化率 %   

15 工程总投资 万元   

16 单位工程投资 万元/单位工程规模   

17 铺底流动资金 万元   

18 污染物处理（处置）收费标准 万元/单位污染物   

19 污染物处理（处置）费收入 万元/a   

20 总成本费用 万元/a   
21 单位总成本费用 元/单位污染物   

22 经营成本费用 万元/a   

23 单位经营成本费用 元/单位污染物   

24 财务内部收益率 %   
25 财务净现值 万元   

26 全投资回收期 a   
… ……   注④ 

注①：污（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污染场地及污染土壤修复工程规模的单位分别为 m3/d、m3/h、
t/d、m2、m3 等。 

注②：污染物减排量应注明污染物名称或代号，如 COD、NH3-N、TN、TP、SO2、NOx 等。 
注③：单位污染物处理（处置）能耗计算可参见 GB/T2589。 
注④：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内容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合理增减。 



HJ □□□□—201□ 

33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表 B.1  污染物产生量调查及预测表 

序号 年份 污染物产生量 增长率（%） 备  注 

1   - 注① 

2     

3     

4    注②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    注③ 

注①：污染物实际产生量及其增长率对后续年份预测结果至关重要，污染物实际产生量统计年份应

不少于三年。 

注②：基于污染物实际产生量及增长率，结合服务区域发展规划，合理预测后续年份增长率。 

注③：根据工程特点及设计服务期限，合理确定预测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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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表 C.1  工艺技术比选表 

序号 比较项目 A 技术 B 技术 C 技术 …… 备注 

1 技术先进性     注①  

2 达标可靠性      

3 施工难度      

4 建设周期      

5 运行维护      

6 工程占地      

7 建设投资      

8 运行成本      

9 二次污染      

10 节能减排      

11 资源化利用      

… ……     注② 

注①：对比工艺技术宜不少于 3 个。 

注②：可根据工艺技术特点合理确定比较项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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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表 D.1  工程拟招标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建设内容  建设项目地点  

总投资额 （万元） 是否属于重点建设项目  

资金来源  国有资金所占比例（%）  

招标方案 招标范围 招标形式 招标方式 

招标内容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不采用招标形式

招标估算金额 

（万元） 
备  注 

工程勘察          

工程设计          

工程施工          

工程监理          

其它项目          

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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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表 E.1  工程建设投资估算表 

估算金额（万元） 经济指标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工程 设备材料 安装工程 其它费用 合计 单位 数量 单价 
备注 

一 建筑及安装费          

1 （单项工程名称）          

2 （单项工程名称）          

3 （单项工程名称）          

… ……          

二 工程其它费         注① 

1 项目前期工作费          

2 征地及补偿费          

3 建设单位管理费          

4 环境影响评价费          

5 工程可行性研究费          

6 工程安全评价费          

7 地质灾害评估费          

8 水土保持评估费          

9 工程节能评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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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估算金额（万元） 经济指标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工程 设备材料 安装工程 其它费用 合计 单位 数量 单价 
备注 

10 工程测绘费          

11 工程勘察费          

12 工程设计费          

13 施工图审查费          

14 工程监理费          

15 竣工图编制费          

16 研究试验费          

17 联合试运转费          

18 生产准备及开办费          

19 工程保险费          

20 安全生产费          

21 工程质量监督费          

22 工程定额测量费          

23 工程招标代理费          

24 引进技术及设备其它费          

25 专利及专用技术使用费          

… ……          

三 工程预备费          

1 基本预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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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1（续） 

估算金额（万元） 经济指标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工程 设备材料 安装工程 其它费用 合计 单位 数量 单价 
备注 

2 涨价预备费          

3 汇率预备费          

四 建设期利息          

1 建设期利息          

五 铺底流动资金          

1 铺底流动资金          

           

 工程总投资（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注①：工程其它费所及项目可根据工程特点合理增减。 

注②：市政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项目可参照执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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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资料性附录） 

成本费用计算方法 

F.1  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摊销费＋利息支出（利息支出按复息计）＋经营成本。 

F.2  折旧费＝年固定资产折旧费。 

F.3  摊销费＝年无形资产摊销费＋年其它资产摊销费。 

F.4  利息支出＝年生产期内建设投资贷款利息＋年流动资金贷款利息。 

F.5  经营成本＝年外购原材料费＋年外购燃料动力费＋年工资福利费＋年修理费＋年其它费用。 

F.6  外购原材料费＝年污染物处理量×单位污染物处理原材料消耗量×原材料单价。 

F.7  外购燃料动力费＝年污染物处理量×单位污染物处理燃料动力消耗量×燃料动力单价。 

F.8  工资福利费＝职工人数×职工人均年工资福利。 

F.9  年修理费＝生产期内各年修理费加权平均值＝固定资产原值×i，其中 i 取值： 

a）  国家、地方、行业有明确规定的，按其规定取值； 

b）  国家、地方、行业没有规定的，在综合考虑污染物特性、工艺特点，以及工程设施、设备型

式的前提下，土建类固定资产按 1~2%计取，设备及安装类固定资产按 2~4%计取。 

F.10  年其它费用＝日常办公用品费＋通讯费＋行政车辆费＋差旅费＋工伤保险费＋劳动保护费＋养

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费＋住房公积金＋业务费用

等（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取费项目和标准会有增减和变化）。 

年其它费用亦可按《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2008 年版）第 77 页或 94 页、158 页测算。房

产、车船、财产税属其它费用范畴。 

F.11  经营成本还应包括房产税、车船使用税、财产保险费、土地使用费、污泥处置费、灰渣处置费等。 

F.12  市政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项目可参照执行《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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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资料性附录） 

表 G.1  成本费用估算表 

价格 数量 
序号 项目内容 

单价 单位 数量 单位 

合价 

（万元/a）  
备注 

1 人工费      

 人工工资  元/月  人  

 劳保福利  元/月  人  

2 燃料动力费      

 燃料  元/t  t/a  

 变压器基本容量费  元/kVA.a  kVA  

 电力  元/kWh  kWh/a  

 热力  元/kJ  kJ/a  

 水  元/m3  m3/a  

 ……      

3 外购原材料费      

 ……      

4 环保检测监测费      

 化验检测费      

 环保监测费      

5 维护维修费      

 工程设施维护费      

 工程设备维修费      

6 项目财务费  %/a  万元  

7 运行管理费      

8 折旧、摊销费      

 工程设施折旧费  %/a  万元  

 工程设备折旧费  %/a  万元  

 其它资产摊销费  %/a  万元  

       

 总成本费用      

 单位总成本费用      

 经营成本费用      

      

 

其中：固定成本 

可变成本      

 单位经营成本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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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H 

（资料性附录） 

表 H.1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参考系数表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5000kCal/kg 0.7143kg 标准煤/kg 

洗精煤 6300kCal/kg 0.9000kg 标准煤/kg 

洗中煤 2000kCal/kg 0.2857kg 标准煤/kg 

煤泥 2000-3000kCal/kg 0.2857-0.4286kg 标准煤/kg 

焦炭 6800kCal/kg 0.9714kg 标准煤/kg 

原油 10000kCal/kg 1.4286kg 标准煤/kg 

燃料油 10000kCal/kg 1.4286kg 标准煤/kg 

汽油 10300kCal/kg 1.4714kg 标准煤/kg 

煤油 10300kCal/kg 1.4714kg 标准煤/kg 

柴油 10200kCal/kg 1.4571kg 标准煤/kg 

液化石油气 12000kCal/kg 1.7143kg 标准煤/kg 

炼厂干气 11000kCal/kg 1.5714kg 标准煤/kg 

天然气 7700-9310kCal/m³ 1.1-1.3300kg 标准煤/m³ 

焦炉煤气 4000-4300kCal/m³ 0.5714-0.6143kg 标准煤/m³ 

发生炉煤气 1250kCal/m³ 0.1786kg 标准煤/m³ 

重油催化裂解煤气 4600kCal/m³ 0.6571kg 标准煤/m³ 

重油热裂解煤气 8500kCal/m³ 1.2143kg 标准煤/m³ 

焦炭制气 3900kCal/m³ 0.5571kg 标准煤/m³ 

压力气化煤气 3600kCal/m³ 0.5143kg 标准煤/m³ 

水煤气 2500kCal/m³ 0.3571kg 标准煤/m³ 

煤焦油 8000kCal/kg 1.1429kg 标准煤/kg 

粗苯 10000kCal/kg 1.4286kg 标准煤/kg 

热力（当量）  0.03412kg 标准煤/MJ 

电力（当量） 860kCal/kWh 0.1229kg 标准煤/kWh 

注①：本表热量用千卡（kCal）表示，如换算成焦耳（J），需乘以 4.1816 系数。 

注②：各种能源折标准煤计算可参照《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2589-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