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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海水利用主要包括海水淡化、海水直接利用和海水化学

资源利用。

2021年，各有关部门和沿海地方政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围绕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海

水利用工作。在对 2021 年海水利用情况调查、统计和分析

的基础上，我们组织编制了《2021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

报告中涉及的全国性统计数字，均未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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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水利用工作。《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作出推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的战略部署。2021

年，各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海水利用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实施《海水淡化利用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5 年）》，对“十四五”海水淡化利用发展的主

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作出安排。海水淡化作为重要内容被纳入

《“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十四五”工业绿色

发展规划》等规划以及《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

装备目录（2021年）》中。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

省等沿海省市出台相关规划、计划、政策，鼓励促进当地海

水淡化产业发展。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

144个，工程规模 1856433吨/日，比 2020年增加了 205350

吨/日；年海水冷却用水量 1775.07 亿吨，比 2020 年增加了

76.93亿吨；新发布海水利用标准 9项，包括国家标准 4项、

行业标准 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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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水淡化

（一）工程规模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 144 个，工程

规模 1856433吨/日（图 1），比 2020年增加了 205350吨/日。

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海水淡化工程 45个，工程规模 1647248

吨/日；千吨级及以上、万吨级以下海水淡化工程 52个，工

程规模 198466吨/日；千吨级以下海水淡化工程 47个，工程

规模 10719吨/日。

图 1 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增长图

（二）区域分布与用途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分布在沿海 9 个省

市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和海岛（图 2）。辽宁省现有海水淡

化工程规模 181304 吨/日，天津市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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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000吨/日，河北省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 340700吨/日，

山东省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 451429吨/日，江苏省现有海

水淡化工程规模 5020吨/日，浙江省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

444649吨/日，福建省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 29950吨/日，

广东省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 88896吨/日，海南省现有海水

淡化工程规模 8485吨/日。其中，海岛地区现有海水淡化工

程规模 453553吨/日。

图 2 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规模分布图

海水淡化水主要用于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其中，工业

用水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北部、东部和南部海洋经济圈的电

力、石化、钢铁等高耗水行业；生活用水主要集中在海岛地

区和北部海洋经济圈的天津、青岛 2个沿海城市。2021年，

新增用于工业用水的海水淡化工程主要是为化工、电力等高

耗水行业提供高品质用水；新增用于生活用水的海水淡化工

程主要是为广东省、福建省缺水海岛和浙江省抗旱应急提供

可靠的水资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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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应用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应用反渗透技术的工程 126 个，

工程规模 1228803 吨/日，占总工程规模的 66.19%；应用低

温多效技术的工程 16个 1，工程规模 620530吨/日，占总工

程规模的 33.43%；应用多级闪蒸技术的工程 1个，工程规模

6000吨/日，占总工程规模的 0.32%；应用电渗析技术的工程

2个，工程规模 600吨/日，占总工程规模的 0.03%；应用正

渗透技术的工程 1个，工程规模 500吨/日，占总工程规模的

0.03%（图 3）。

图 3 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技术应用情况分布图

1 应用反渗透技术的 126个海水淡化工程和应用低温多效技术的 16个海水淡化工程，在数

量统计中均包括 2个“反渗透+低温多效”海水淡化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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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部门通过污染治理和节能减

碳专项 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

端功能与智能材料”重点专项、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项目等支持海水淡化重点项目建设、关键材料研发以及

技术创新中心能力建设。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水资源高效开

发利用”重点专项“高性能海水淡化混合基质反渗透膜产品

开发与应用示范”“海水淡化泵与能量回收一体机关键技术

研究及产品开发”“海水淡化全流程药剂关键技术研究及应

用示范”等项目通过综合绩效评价。自然资源部天津临港海

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一期中试实验区完成竣工验收。

“海水淡化分离膜检测技术与标准研究应用”获得 2021 年

度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21年，我国企业积极承揽

国际海水淡化工程，中国电建山东电建三公司承担的阿联酋

阿布扎比塔维勒海水淡化项目运行产水，并签订沙特朱拜勒

三期 B 独立海水淡化项目 EPC 合同；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

承担的阿联酋乌姆盖万海水淡化项目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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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水直接利用

（一）利用规模

2021年，沿海核电、火电、钢铁、石化等行业海水冷却

用水量稳步增长（图 4）。据测算，2021年全国海水冷却用

水量 1775.07亿吨，比 2020年增加了 76.93亿吨。

图 4 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增长图

（二）区域分布

辽宁省、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

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 11 个

沿海省（区、市）均有海水冷却工程分布（图 5）。2021年，

辽宁省、山东省、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年海水

冷却用水量超过百亿吨，分别为 148.95亿吨、145.07亿吨、

117.49亿吨、338.69亿吨、264.27亿吨、571.25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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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国年海水冷却用水量分布图

（三）技术应用

国内海水直流冷却技术成熟，主要应用于沿海电力、石

化和钢铁等行业。2021年，辽宁省、江苏省、山东省 3台核

电机组实现并网运行、福建省 1台核电机组首次装料运行，

核电行业海水冷却用水量持续上升。海水循环冷却技术在沿

海推广应用，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已建成海水循环冷却工

程 22个，总循环量为 193.48万吨/小时。2021年无新增海水

循环冷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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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水化学资源利用

2021年，除海水制盐外，海水化学资源利用产品主要包

括溴素、氯化钾、氯化镁、硫酸镁、硫酸钾，生产企业主要

分布于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福建省和海南省等地。

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地下卤水高效节能提溴产业

化创新装置研发、示范与推广”进展顺利，完成“地下卤水

高效节能提溴产业化装置”的研制、运行调试及性能优化，

形成“地下卤水提溴高效解吸”工艺包及成套技术装备，提

高了溴资源的利用率。

五、检验与标准

（一）检验检测

截至 2021 年底，国家海水及苦咸水利用产品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原“国家海水及苦咸水利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检测能力覆盖 43种海水利用产品 460个检测项目/参数，

可为海水淡化和水处理相关的装备、关键部件、药剂及相关

产品的产品定型、质量检验、项目验收等提供检测服务。国

家海洋仪器设备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原“国家海洋仪器

设备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能力覆盖 5类膜产品 22

个检测项目/参数，为微孔滤膜、中空纤维微孔滤膜及其组件、

中空纤维超滤膜及其组件的检测提供服务。国家海水及苦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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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用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和国家海洋仪器设备产品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积极面向行业机构，开展海水利用检验检测

等服务，2021年全年为行业提供检测服务 1000余次。

（二）标准规范

截至 2021 年底，全国现行有效海水利用相关标准 189

项，包括国家标准 57 项、行业标准 124 项、地方标准 8 项

（图 6）。其中，2021年新发布海水利用相关国家标准 4项、

行业标准 5项，包括：GB/T 39801-2021《海水或苦咸水淡化

用膜蒸馏装置通用技术规范》、GB/T 39835-2021《大生活

用海水水质》、HY/T 0302-2021《沸石离子筛法海水提钾工程

设计规范》、HY/T 0323-2021《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标准体

系》、DL/T 5609-2021《火力发电厂烟气海水脱硫系统设计规

程》等。我国主持制定的首个海水淡化领域 ISO国际标准《海

洋技术-反渗透海水淡化产品水水质-市政供水指南》（ISO

23446:2021）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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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全国海水利用标准数量增长图

2021年 5月 7日，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水淡化

与综合利用分技术委员会（TC283/SC4）在天津召开 2021年

度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领域标准立项初审会，对 12 项标准

形成了初步审查意见。其中，《反渗透膜片技术要求》《管网

式反渗透膜组件技术要求》《蒸馏法海水淡化缓蚀剂性能评

价方法》《多孔膜孔隙率测试方法 气-液置换法》《海水循环

冷却系统运行管理规范》《蒸馏法海水淡化消泡剂性能评价

方法》《海水淡化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编织管增

强型中空纤维膜剥离强度测试方法》8个行业标准推荐立项。

2021年，全国海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海水淡化与综合利

用分技术委员会分别于 3 月 2 日和 10 月 9 日召开行业标准

（送审稿）审查会议，《海水淡化系统水足迹核算要求》《海

水淡化系统水足迹评价通则》《海水冷却塔飘滴盐沉积监测

方法》3项行业标准通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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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政策与交流

（一）政策规划

2021年 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

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海水淡化和海洋能规模

化利用。2021年 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推进海水淡化规模化利

用。2021年 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在沿海缺水城市推动

大型海水淡化设施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海水淡化利用

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海

水淡化利用的总体要求和具体目标，从推进海水淡化规模化

利用、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化水平、完善政策标准体系、保

障措施等方面作出了部署安排。海水利用作为重要内容被列

入《“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十四五”工业绿色

发展规划》《关于加强产融合作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2021年）》

等规划、意见和鼓励目录中。

天津市、河北省、山东省、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

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等沿海省市将海水利用纳入当地“十

四五”海洋经济、科技创新、循环经济、节约用水等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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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行动方案或法规条例，包括：《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十

四五”规划》《天津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河北省节

约用水条例》《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江苏

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上海市海洋“十四五”

规划》《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浙江省中长

期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加快建设“海上福建”推进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广东省海洋

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

规划》《海南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等。河北省发展

改革委和河北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发布《河北省海水淡化利用

发展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十四五”期间

河北省推动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和保障措施；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出台《山东省海水淡化供水

成本调查办法（试行）》，明确海水淡化供水成本构成、确认

等事项。

（二）国际交流与合作

2021年，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通

过视频会议或邮件沟通等线上方式，与环印联盟（IORA）、

国际脱盐协会（IDA）、亚太脱盐协会（APDA）等国际组织

以及沙特阿拉伯盐水转化公司（SWCC）等开展交流与互动。

2021年 7月 6日，2021青岛国际水大会（图 7）在山东

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召开，大会主题为“水—生命之源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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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基”。会议采用“线下+线上”的方式举行，国内外水资

源利用领域、水处理行业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企业代表

参加会议，围绕海水淡化与浓盐水综合利用、工业节水与污

水资源化利用、水安全和保障创新技术等领域开展了学术交

流与专题研讨。

图 7 2021 青岛国际水大会

2021 年 10 月 16－18 日，2021 中国膜产业发展峰会暨

（第四届）膜产业“马踏湖”高峰论坛在山东省淄博市举行。

峰会期间，举办了“中非海水淡化与水资源利用合作发展国

际论坛”，中国膜工业协会与非洲中国合作发展协会在论坛

上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4

七、附录

大事纪要

2021年 3 月 1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推进海水淡化和海

洋能规模化利用”。

2021年 4月 10日，中国海洋学会海水资源利用专业委

员会成立大会在长春召开。

2021年 5月 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自然资源部联合

发布《海水淡化利用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

2021年 6月 2日，胶东经济圈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

联盟 2021年第一次会议在青岛召开。

2021年 7月 23日，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出台《山东省海

水淡化供水成本调查办法（试行）》。

2021年 8月 16日，山东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产业研究

院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

2021年 11月 10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和河北省自然资

源厅联合发布《河北省海水淡化利用发展行动实施方案

（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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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组织

召开海水淡化产业发展部际协调机制工作组会议。

2021年 12月 30日，国家海水利用工程技术（威海）中

心启用仪式在威海举行。

2021年 12月 30日，山东省海水淡化利用协会第一届理

事会议在青岛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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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2021 年海水利用相关政策文件列表

时间 发布主体 文件名称 涉及内容

2021年 2月 22日 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

体系的指导意见》
提出“在沿海缺水城市推动大型海水淡化设施建设”。

2021年 3月 11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推进海水淡化和海洋能规模化利用”。

2021年 5月 14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
《加快建设“海上福建”推进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

提出“培育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积极开发关键超滤、纳滤、反

渗透膜材料、元件及专用技术设备，结合离岛等缺水地区需求，

开展中小型海水淡化工程示范。拓展浓海水制盐和化学元素

（钾、溴、镁、锂等）提取，支持临海工业企业开展海水直流

冷却应用，稳妥推进海水淡化与电力联产联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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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主体 文件名称 涉及内容

2021年 5月 24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

《海水淡化利用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我国海水淡化利用的发展方向，提出到

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总规模达到 290万吨/日以上，新增海水

淡化规模 125万吨/日以上，其中沿海城市新增 105万吨/日以上，

海岛地区新增 20万吨/日以上。海水淡化关键核心技术装备自主

可控，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海水淡化利用的

标准体系基本健全，政策机制更加完善。

2021年 5月 25日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 《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提出“在海岛地区和沿海产业园区大力推广海水淡化，加快实

施舟山绿色石化基地海水淡化工程（二期）、3万吨/日菜园海水

淡化厂新建工程等一批海水淡化重点项目，到 2025年，全省海

水淡化产能规模达到 55万立方米/日。充分发挥杭州水处理中

心、浙江大学等在膜处理方面的技术优势，推广应用海水淡化

工程自主技术和装备，推进水处理领域的产学研融合，打破技

术壁垒，降低海水淡化成本，确保水质达标和口感提升”。

2021年 5月 27日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中长期科技创新战略规划》
提出“开发高效海水淡化自主技术和装备，攻克海水淡化与资

源利用的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和关键装备”。

2021年 5月 28日
河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

《河北省节约用水条例》

提出“鼓励沿海地区进行海水淡化和海水直接利用，节约淡水

资源。沿海城市可以将海水淡化水作为市政新增供水及应急备

用重要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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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主体 文件名称 涉及内容

2021年 6月 4日
海南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海南省“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

提出“突破深海运载作业、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生态修复、海

洋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海水淡化及海洋化学资

源综合利用等关键核心技术”。

2021年 6月 8日
海南省自然资源和

规划厅
《海南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提出培育壮大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提高本岛应急补充性供

水能力和岛礁淡水保障能力。在本岛沿海旅游业集聚的缺水地

区，因地制宜建设中小型海水淡化工程。加强海水淡化技术开

发，鼓励支持远离陆地的海岛建设海水淡化工程，实现有需求

的有居民岛礁海水淡化工程全覆盖。开展中小型岛礁新能源海

水淡化工程，重点开发推广与可再生能源结合互补的海水淡化

工程”，“促进浓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发展。积极引进海水淡化新

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发展浓海水化学资源高效提取及高值

化深加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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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主体 文件名称 涉及内容

2021年 7月 5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提出重点培育海水利用业，“引导具备使用条件的新建和改扩

建项目优先配置海水淡化水，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以培育壮大

海水淡化产业为主线，全面提升产业聚集和协同创新能力，打

造海水淡化产业健康生态，建设全国海水淡化示范城市”，“海

水淡化装备领域，重点发展大型膜法/热法海水淡化成套设备、

中小型系列化海水淡化装置、模块化海水淡化装置等整机装备，

加快发展海水淡化废水处理等环保设备，形成船用、单人等专

业小型化海水淡化装备”。

2021年 7月 23日 山东省发展改革委 《山东省海水淡化供水成本调查办法（试行）》

规定了山东省海水淡化供水成本调查的适用范围、调查原则、

调查材料基础、成本构成、计算方法及主要指标等。明确了海

水淡化供水成本计算公式和实际供水量、设计供水量等重要指

标含义，规定了职工薪酬、折旧及摊销费、膜消耗费用、材料

费、动力费、修理费等主要成本项目计算方法。

2021年 8月 8日
天津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天津市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

提出“依托天津港保税区，围绕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

合利用研究所、自然资源部天津临港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示范

基地等平台，探索建设海水淡化试验场、海水资源利用技术创

新中心等示范工程，加快突破膜技术、浓盐水综合利用等领域

‘卡脖子’关键技术，形成‘一中心、一基地、一区、一联盟’

的国家级海水淡化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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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主体 文件名称 涉及内容

2021年 8月 10日
江苏省自然资源厅

江苏省发展改革委
《江苏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提出“稳健发展海水利用业。依托江苏省新能源淡化海水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开展海水淡化技术协同攻关及产业

化，探索海水淡化新技术、新模式。在沿海地区探索淡化海水

进入城市供水管网，提供安全可靠优质淡水。围绕高耗水行业

发展需求，在沿海工业园区周边探索建设海水淡化基地。在临

海区域限制淡水冷却，推进海水冷却技术在沿海电力、化工、

石化、冶金、核电等高用水行业的规模化应用”。

2021年 9月 3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关于加强产融合作推动工业绿色发展的

指导意见》

提出“推动企业利用海水、废污水、雨水等非常规水，开展节

水减污技术改造，创建一批节水标杆企业”。

2021年 9月 30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

提出积极发展海水综合利用业，“重点发展海水淡化、海水冷却

等核心技术，推动海水综合利用材料与成套设备研发和产业化。

在海岛和沿海缺水地区布局海水淡化工程，支持南澳岛、万山

群岛、川岛、东海岛等开展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示范。支持海

洋船舶、平台配套加装海水淡化装置。加强军民融合海水淡化

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临海企业使用海水作为工业冷却水，推动

海水冷却循环技术在沿海电力、化工、石化、核电等高用水行

业的规模化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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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主体 文件名称 涉及内容

2021年 10月 28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农业农村部

《“十四五”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
提出“加强非常规水源配置、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加强雨水

集蓄利用、扩大海水淡化水利用规模”。

2021年 11月 2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提出“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和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

2021年 11月 10日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

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河北省海水淡化利用发展行动实施方案

（2021—2025年）》

提出“十四五”期间河北省推动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提出到 2025年，全省海水淡化

总规模达到 49万吨/日以上，新增海水淡化规模 17.5万吨/日以

上，其中唐山市新增 5万吨/日以上，沧州市新增 12.5万吨/日以

上；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政策机制更加完善。

2021年 11月 15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提出“加强高耗水行业废水、海水和再生水等非常规水高效利

用”，“鼓励重点行业加大对市政污水及再生水、海水、雨水、

矿井水等非常规水的利用，减少新水取用量”，“鼓励沿海地

区直接利用海水作为循环冷却水，建设海水淡化设施”，“推

进循环冷却水空冷节水、高含盐水淡化管式膜、余能低温多效

海水淡化、焦化废水高级催化氧化深度处理回用、固碱蒸发碱

性冷凝水处理回用、MBR+反渗透印染废水回用等技术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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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发布主体 文件名称 涉及内容

2021年 11月 22日
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
《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提出“将海水淡化水纳入沿海地区水资源统一配置体系，坚持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以实现沿海

工业园区和有居民海岛淡水稳定供应为重点，稳步探索市政用

水补充机制，推动产业规模应用、集群培植、循环利用、高质

量发展，建设‘胶东海上调水’等一批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示

范工程，打造全国重要的海水利用基地。到 2025年，全省海水

淡化产能规模达到 120万吨/日”。

2021年 12月 2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水利部

《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工艺、技术和装备目录

（2021年）》

在共性通用技术中将“海水循环冷却技术”“非并网风电海水

淡化一体化成套装备”“余能低温多效海水淡化技术”“反渗

透海水淡化技术”“太阳能光热低温多效海水淡化技术”列入

其中；在石化化工行业中将“浓海水综合利用技术”列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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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21 年新发布海水利用标准表

序号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1 海水或苦咸水淡化用膜蒸馏装置通用技术规范 GB/T 39801-2021

2 大生活用海水水质 GB/T 39835-2021

3 中空纤维膜耐化学清洗剂腐蚀性能评价方法 GB/T 40258-2021

4 高分子膜材料气体渗透性能测试方法 GB/T 40260-2021

5 火力发电厂烟气海水脱硫系统设计规程 DL/T 5609-2021

6 海水循环冷却系统设计规范 第 5 部分：循环水场 HY/T 0187.5-2021

7 沸石离子筛法海水提钾工程设计规范 HY/T 0302-2021

8 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标准体系 HY/T 0323-2021

9 中空纤维膜组件细菌截留性能检测方法 HY/T 0303-2021

10 海洋技术-反渗透海水淡化产品水水质-市政供水指南 ISO 23446: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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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名词解释

海水淡化 脱除海水中的盐分，生产淡水的过程。

反渗透 在高于渗透压差的压力作用下，溶剂（如水）通过半透

膜进入膜的低压侧，而溶液中的其他组份（如盐）被阻挡在膜的高压

侧并随浓溶液排出，从而达到有效分离的过程。

低温多效 由多个蒸发效串联组成，蒸汽在传热管一侧冷凝生成

淡水，同时放出的热使传热管另一侧的海水蒸发生成二次蒸汽，并进

入下一效对海水进行加热蒸发产生淡水的方法，其最高盐水温度低于

70℃。

多级闪蒸 海水经过加热，依次通过多个温度、压力逐级降低的

闪急蒸馏室，进行蒸发冷凝的蒸馏淡化方法。

正渗透 利用水通过选择性渗透膜从高化学势区向低化学势区

渗透迁移的过程进行淡化的技术。

海水直接利用 以海水为原水，直接替代淡水作为工业用水或生

活用水等海水利用方式的统称。

海水直流冷却 以原海水为冷却介质，经换热设备完成一次性冷

却后，即排海的冷却水工艺。

海水循环冷却 以海水作为冷却介质，循环运行的一种给水工

艺，由换热设备、海水冷却塔、水泵、管道及其他有关设备组成。

海水化学资源利用 从海水中提取各种化学元素及其深加工利

用方式的统称。

北部海洋经济圈 由辽东半岛、渤海湾和山东半岛沿岸地区所组

成的经济区域，主要包括辽宁省、河北省、天津市和山东省的海域与

陆域。

东部海洋经济圈 由长江三角洲的沿岸地区所组成的经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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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海域与陆域。

南部海洋经济圈 由福建、珠江口及其两翼、北部湾、海南岛沿

岸地区所组成的经济区域，主要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

区和海南省的海域与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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