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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节水技术在建筑给水中的应用
Brief discussion on application of water saving technology in building water supply
吴佩琪
（上海申联建筑设计有限公司，上海 200129）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日趋严重的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情况不断发生，这不仅降低了水体的使用功能，还严重威
胁城市居民的供水情况。节约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已经刻不容缓。本文结合上海市普陀区真如副中心养老
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对节水技术在建筑给水中的应用做了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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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water pollution and water resource shortage keep
happening, which not only reduces the use function of water body, but also seriously threatens the water supply situ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It is urgent to save water resources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rate of water resources.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water-saving technology in building water supply based on the project of
Zhenru Subcenter Nursing Home and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in Putuo District of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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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水平快速提高，建
筑行业实现加速发展。随着绿色建筑的不断推行，节水技
术的应用越来越广。在建筑给水设计中应用节水技术能够
有效的节约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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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以上海为例，上海地区常年平均可利用的水资源量来
自三个方面：一是当地径流，二是可开采的地下水，三是过
境水。据专家分析，本市可开采的地下水资源量为 8.60 亿
m3。其中，承压含水层资源 1.42 亿m3，潜水资源 7.18 亿m3。
因此，上海水资源量还是充沛的。但是水质的变化，既受
上游水污染的影响，又有本地污染源的危害；既有人类活
动带来的不良后果，又有气候、潮流、河势、丰枯水年等大
自然变化造成的灾害。根据上海市水文总站设立的水质监
测断面测得的年平均污染指数来看，上海水污染情况还是
相当严重的，可利用的水源也是非常紧缺的，因此节水技
术在建筑给水中的运用有着重要意义。

2

节水技术在建筑给水中应用的意义

2.1 节约水资源，保护自然环境
在满足用户使用要求，提高用户生活质量的基础上，将
节水技术运用到建筑给水设计中，能大量减少用水量，大
大提高水资源的回收利用，节约水资源，保护自然环境。
2.2 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水压适宜的出水、热水循环中无效冷水的减少都能大
大提高用户的使用舒适度。节水技术的应用顺应了社会的
发展，在节约水资源的同时提高了用户的生活水平。
2.3 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节约水资源是建筑行业发展的要求。节水技术的应用
可以提高包括建筑行业在内的所有行业的竞争力，也有利
于社会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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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筑给水设计的节水措施

针对当前现状，加强建筑给水系统的节水设计，是实
现绿色建筑和节约水资源的一项重要措施。以下将结合养
老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对节水措施进行深度分析。
上海市普陀区真如副中心养老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5887.5m2，总建筑面积为 20746m2，其
中养老院 13128m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701m2，辅助用房
56m2。养老院地下一层，地上十三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地下一层，地上五层。该项目定位于绿色建筑二星评价标
准。在进行项目方案设计时就结合绿色建筑相关规范，对
绿建可得分项进行统计，将所有可实现的节水技术都运用
起来。
3.1 给水系统要合理设计
1）在给水系统设计时，为便于管理和计量，将养老院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别单独设置生活给水系统。作为一个
高层养老院，应当地自来水公司要求，设置高位生活水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多层建筑，考虑采用变频供水。首先，
充分利用市政水压并合理分区。养老院地下一层和一层由
市政直接供水，二层及二层以上由水池-水箱联合供水，在
屋顶设一座高位生活水箱。养老院给水系统竖向分三区。
一层市政直供最低处的静水压力为 0.16MPa；二至七层为
低区，最低处的静水压力为 0.15MPa；八至十三层为高区，
最低处的静水压力为 0.15MPa。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地下一
层和一层由市政直接供水，二层及二层以上由变频直接供
水。在各个分区中低层配水点的静水压还是处于一个高的
状态，如果不采取相应的减压措施，就会造成水压处于持续
升高的趋势，超压出流的那部分水不仅破坏了给水系统的
水源分配，更浪费了大量的水资源，因此在超压处设置支管
减压阀进行减压供水，保证各用水点压力不大于 0.20MPa。
2）计算建筑给水量时，根据《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GB50555-2010）选取合适的用水定额，保证水量平衡。

综 述
3）将养老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计了两套独立供水
系统，分别计量，分别管理。在两个单体内又将不同用途、
不同使用或付费单元，分别设置水表计量，以便观察和统计
各处用水量，便于管理和及时发现异常。本项目设置三级
水表计量系统，场地进水、分栋、分层、分重点用水设备均
设置计量水表，水表设在每层的水表井内及重点用水设备
进水口前；消防给水管，厨房，垃圾房和供水水箱均单独设
置水表计量；绿化灌溉及地面道路冲洗用水独立设置水表。
4）给水系统选用不锈钢优质管材及附件，采用可靠的
连接方式，避免管网漏损；给水系统的设备全部采用低阻
力、低水耗产品；给水管道安装完毕后需试压，保证管道连
接处无漏损；供水管网需采取各类避免管网漏损的措施。
5）为了保证水池、水箱进水不造成浪费，水池、水箱进
水阀门采用水力控制遥控浮球阀或带液位控制自动联动开
闭的电动阀来保证进水量；同时在水池和水箱设置溢流报
警装置，防止进水阀损坏时水长时间大量溢出。
6）热水采用太阳能+燃气热水炉辅助加热。养老院一
至七层为低区，八至十三层为高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
至五层为一个分区。回水管道采用同程布置，保证各用水
点都能循环起来，避免管道内热水大量流失形成无效冷水，
造成浪费。另外所有热水管道都采取保温措施，防止水温
流失过快。保证用水点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平衡，最不利用
水点处冷热水供水压力差不大于 0.02MPa。
3.2 节水设备和器具
在建筑工程中，节水设备和器具的节水性能对节约水
资源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项目采用的水嘴、淋
浴器、冲洗阀及大便器等都必须符合现行标准《节水型生
活用水洁具》的规定，并保证其用水效率不低于 2 级。
1）采用节水型卫生洁具
养老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采用节水型卫生洁具和
附件，节水器具符合行业现行标准《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及《节水型产品技术条件与管理通则》的规定。
2）采用带恒温控制与温度显示功能的冷热水混合淋浴
器。
养老院内淋浴均采用带恒温控制和温度显示功能的冷
热水混合淋浴器，既避免了调温浪费水，又大大提高了使
用的舒适度，同时恒温控制和温度显示功能防止老年人淋
浴时烫伤。
3）节水灌溉
传统的绿化浇灌用水量较大，对水资源是一种较大的
浪费。节水灌溉就是采取最有效的技术措施，用较少的灌

溉水量取得较好的灌溉效果和经济效益。节水综合技术的
开发利用，是提高绿化浇灌效率和节约水资源的重要途径，
也是今后节水灌溉发展的方向。养老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项目室外绿化灌溉采用滴灌和微喷灌高效节水浇灌方
式，并采用土壤湿度感应器、雨天关闭装置等节水控制措
施。景观绿化设计时也多种植了些无需永久浇灌的植物。
3.3 中水和雨水资源利用
在当今建筑给水设计时，为了最大程度地节约水资源，
合理利用雨水是一项重要措施。雨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水
资源，雨水的合理利用大大提高了水资源的二次利用率，随
着绿色建筑的不断推广，近几年“海绵城市”概念的提出，
加快了雨水收集和利用的步伐，优先考虑把可利用的雨水
留下来，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存积、自然渗透、
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再将
蓄存的水加以利用。养老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通过
收集雨水，用于绿化浇灌，保证水量平衡，实现雨水资源的
再利用。同时还通过可透水地面、屋顶绿化等措施来降低
雨水径流，设计下凹式绿地达到雨水调蓄的目的。还考虑
了满足要求的屋面雨水生态断接设计，即屋面雨水排至明
沟，并通过散水口排入周边绿地草坡内的雨水口（高差应大
于 100mm），形成雨水的断接设计（雨水口标高应高于绿地
标高 50mm，且低于散水口标高 150mm，散水口 1.5m基础
范围内，应填碎石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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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在水资源匮乏的大环境下，人们
的环保意识也越来越强，越来越多人认识到节水的重要性。
在建筑给水设计中充分运用节水技术是建筑行业发展的必
然趋势，寻找可替代的水源，推广各种节水材料和节水设
备，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要重视节水技术的应用，真正做到
节约水资源。在满足用户使用要求，提高用户生活质量的
基础上，推进节水技术发展进程，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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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方案要优于乙住宅项目消防应急供电方案，满足消防
设备供电系统集中管理原则，即可减轻物业检修操作人员
的工作量，又可以降低误操作的可能性。
3）消防设备主供和备供电源都在同一座配电室，不管
是在有电情况还是停电情况下发生火灾，操作人员均可快
速响应，在一座配电室内即可监视消防设备供电情况，应
对突发情况，更及时有效地满足消防应急管理的需要。

综上所述，在大型住宅项目设计配套消防备供电源供
电方案阶段，按照消防设备主供电源系统和备供电源系统
放置在同一座配电室内的方案进行设计，其各项优点要远
大于消防设备主供电源系统和备供电源系统设计分别在独
立的两座配电室，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总体造价成本，又
便于操作检修和运行监视，值得其他项目进行借鉴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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