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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限值制定技术指南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制定的总体要求、排污单位对应排污口及许

可排放限值制定方法和入河排污口排污许可实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指导核发生态环境部门审核确定排污单位

排污许可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

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50594 水功能区划分标准 

HJ/T 91 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 年版）》（生态环境部令 第 11 号） 

《京津冀地区基于水质目标的流域排放标准限值制定技术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流域 watershed 

地表水分水线所包括的集水区或汇水区范围。本文件所指的流域包括江河、湖泊、运河、

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 

3.2 

流域排放标准限值  pollutant discharge standards and limits for watersheds 

针对流域范围内全部或部分类型入河排污口和点源的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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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总氮等常规污染物，基于水质目标制定、发布和实施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限值。 

3.3 

水功能区 water function zone 

为满足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需求，根据水资源的自然条件和开发利用现

状，按照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在相应水域依其主导功能划定范围

并执行相应水环境质量标准的水域。 

[来源：GB/T 50594—2010，2.0.4，有修改] 

3.4 

控制断面 control section 

在流域水环境管理领域，为掌握流域水质状况或开展考核设置的监测断面或考核断面。其

中，本文件所指考核断面包括国控、省控、市控、县控考核断面。 

3.5 

汇水单元 catchment unit 

将复杂的流域水环境问题分解到更小空间单元，使具体的流域水环境管理措施和政策能够

有效实施和落实，满足控制断面水质要求、实现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所形成的流域最小水环境

管理单元，包括自然汇水范围及人工调节的汇水范围。汇水单元应与五年计划期发布的水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中确定的控制断面所在汇水单元保持一致。 

3.6 

入河排污口  pollution discharge outlets 

通过管道、沟、渠、涵闸、泵站、隧洞等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废水，以及通过滩涂、湿地

等间接排放废水的排口。 

3.7 

排污单位  emission unit 

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包括工业

企业、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或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等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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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许可排放限值  permitted emission limits 

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允许排污单位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浓度（或速率）和排放量。 

3.9 

特殊时段  special periods 

根据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制定的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及其他相关环境管理规定，对排污单

位的污染物排放情况有特殊要求的时段，如枯水期、丰（平）水期、调水期、雨期、非雨期等。 

4 总体要求 

4.1 排污单位填报基本情况、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要求、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

行报告编制要求以及排污单位污染防治可行技术要求、实际排放量核算方法、排污许可证申请

与核发换证程序等内容按照排污单位各自执行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以及

HJ819、HJ942 要求执行。流域排放标准发布后，排污单位需相应变更现行排污许可证。 

4.2 许可排放限值包括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 

4.3 许可排放浓度应综合考虑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或基于水质的流域排

放标准限值，按照从严原则确定。 

4.4 许可排放量应依据本文件规定的许可排放量核算方法和依法分解落实到排污单位的重点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按照从严原则确定。许可排放量一般为年许可排放量，指允许排污单

位连续 12 个月排放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必要时也可根据需要将年许可排放量按季、月、日进

行细化。 

5 排污单位对应排污口及许可排放限值制定方法 

5.1 入河排污口基本情况信息收集 

实施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时，应收集入河排污口基本情况信息，包括入河排污

口名称、编码、执行的排放标准等基本信息，入河排污口对应的所有排污单位名称、位置、排

放污染物、排放限值等基本信息，格式参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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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排污单位对应排放口的确定 

5.2.1 入河排污口只接收一个排污单位废水 

入河排污口仅接收一个排污单位废水的，该排污单位为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唯

一申报主体及责任主体，执行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许可排放限值。 

5.2.2 入河排污口接收多个排污单位废水 

入河排污口接收多个排污单位废水的，选取其中污染负荷最大的排污单位作为基于流域排

放标准的排污许可证申报主体，所有排污单位均为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根据排污口监测结果

承担相应责任，共同执行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许可排放限值。 

5.2.3 入河排污口接收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废水 

入河排污口接收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废水的，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为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

排污许可证申报及责任主体，执行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许可排放限值。各排污单位按纳管废水

监测结果承担相应责任，并将与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协商的许可排放限值载入各排污单位排污

许可证。 

5.3 许可排放浓度的确定 

5.3.1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浓度限值应按照《京津冀区域基于水质目标的流域排放标准限值制定技

术指南》中的方法确定。地方因水质达标考虑，对排污单位实施更严格许可排放浓度要求，或

实行特殊时段限产限排浓度要求的，从其规定。 

5.3.2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浓度应当包括下述内容： 

a）污染物类型：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地方根据断面水质状况判

定应当纳入管控的其他污染物； 

b）限值类型：排放浓度限值； 

c）时间尺度：年均值、月均值、瞬时值； 

d）水期：枯水期、丰/平水期、调水期。 

5.3.3废水纳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其许可排放浓度确定参照各行业排污许可证申

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执行，无行业技术规范的，参照 HJ942 执行。 

5.4 许可排放量的确定 

5.4.1 一般要求 

5.4.1.1 通过汇水单元识别与筛选后，实施基于流域排放标准的汇水单元，应通过断面水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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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排污口、入河排污口-排污单位两个层面建立排污单位-水质响应关系，确定汇水单元的排放总

量、入河排污口及各排污单位的排放浓度限值、总量限值。 

5.4.1.2 汇水单元考核断面水质达到水功能区要求或考核目标的情形下，所有排污单位水污染

物年许可排放量采用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计算。 

5.4.1.3 汇水单元考核断面水质未达到水功能区要求或考核目标的情形下，需要计算汇水单元

许可排放总量及削减量。汇水单元许可排放总量及削减量通过断面水质-入河排污口响应关系确

定。断面水质-入河排污口响应关系确定方法参见《京津冀地区基于水质目标的流域排放标准限

值制定技术指南》。各排污单位应当在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计算

的许可排放量基础上进行削减。 

5.4.1.4 在入河排污口只接受一个排污单位废水的情形下，入河排污口污染物排放量即为排污

单位许可排放量。可以根据排污单位清洁生产情况、排污口距考核断面距离和入河排污口污染

物排放量大小来判定是否需要削减该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对于汇水单元内入河排污口污染物

排放量较少的，可采取不削减的方式；也可参考间接排放的排污单位削减比例情况进行等比例

削减。对于排放量较大或距考核断面较近的入河排污口对应排污单位，可参考其他排污单位的

削减情况进行同方法削减。 

5.4.1.5 在入河排污口接收多个排污单位废水的情形下，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与入河排污口污

染物排放量不一致。汇水单元水质不达标情形下，需要综合入河排污口、排污单位实际排放情

况，选择合适的方法确定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 

5.4.1.6 在入河排污口接收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废水的情形下，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污

染物量一般占地区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应合理分配好各间接排放排污单位之间许可排放量。 

5.4.1.7 各种情形下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的确定方法见表 1。 

表 1 各种情形下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确定方法 
汇水单元水

质状况 

入河排污口与排

污单位对应关系 

入河排污口

许可排放量 
推荐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确定方法 

汇水单元水

质达标 

所有排污单位 不变 采用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

计算各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 

汇水单元水

质不达标 

入河排污口只接

受一个排污单位

废水 

削减 采用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

计算各排污单位初始许可排放量，按照可行性原则依次选取

重污染行业优先削减法、等比例削减法、行业处理费用加权

等比例削减法、总处理费用最小单目标优化法、边际效益最

大法、排污指标有偿加权分配法、多目标优化法等方法确定

各排污口许可排放量削减量分配情况，确定各排污单位最终

许可排放量 

入河排污口接收

多个排污单位废

水 

削减 采用所属行业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

计算各排污单位初始许可排放量，按照可行性原则依次选取

重污染行业优先削减法、等比例削减法等方法确定各排污口

许可排放量削减量分配情况，再依次选取重污染行业优先削



 

6 

减法、等比例削减法、行业处理费用加权等比例削减法、总

处理费用最小单目标优化法、边际效益最大法、排污指标有

偿加权分配法、多目标优化法等方法确定每个排污口各排污

单位削减量及最终许可排放量 

入河排污口接收

集中式污水处理

设施废水 

不变或自愿

削减 

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通过提标改造减少许可排放量； 

接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的排污单位：通过与集中式污水处

理设施协商确定各自需要减少的许可排放量 

 

5.4.2 入河排污口-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计算方法 

5.4.2.1 重污染行业优先削减法 

行业污染特征明显的汇水单元，可将削减指标分解到重点行业予以削减，其他行业许可排

放限值按现有许可规范执行。 

5.4.2.2 等比例削减法 

所有参加许可排放量削减的排污单位，以排污现状为基础，按相同的削减比例分配许可排

放量削减量。 

5.4.2.3 行业处理费用加权等比例削减法 

考虑各个行业污染处理费用差异，确定各行业分配系数，按系数分配各行业排污单位允许

排放量。 

5.4.2.4 总处理费用最小单目标优化法 

以治理费用作为目标函数，以环境目标值作为约束条件，使汇水单元内污染治理投资费用

总和最小，求得各排污单位的许可排放量。其求解可采用以下方法： 

a）线性规划方法：当目标函数和约束方程为线性和可划为线性时，优化分配可采用线性规

划方法求解。 

b）非线性规划方法：当目标函数与约束方程为非线性时，或其中之一为非线性时，可采用

非线性规划法。 

c）动态规划方法：当目标需要分阶段满足建模条件时，可用动态规划的方法求解。 

d）组合规划法：当允许排放量的值域是一个有限点集时，可采用组合规划法，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采用快速排除法求解。 

5.4.2.5 边际效益最大法 

评估在排污单位现有排放水平上再增加单位排污量所获得的边际效益。从汇水单元总体经

济最优角度出发，先按某一方法对许可排放总量进行初分配，在此水平上计算各排污单位的边

际效益，找出最大值和最小值，减少边际效益最小排污单位的分配量，增加到边际效益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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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单位上，实现区域经济最大化。 

5.4.2.6 排污指标有偿加权分配法 

以各排污单位上缴的排污税费和用于治理的费用为依据来进行加权分配。上缴的排污税费

越多，污染治理的投资越大，则权重越大。 

5.4.2.7 多目标优化法 

综合汇水单元内产业特征、污染治理水平、经济成本及政策导向等因素，求解不同约束条

件下的排污单位许可排放量最优组合。 

6 入河排污口排污许可实施要求 

6.1 入河排污口自行监测要求 

6.1.1 入河排污口只接收一个排污单位废水 

入河排污口仅接收一个排污单位废水的，排污单位应在出厂界排污口和入河排污口中按要

求明确其中一个开展监督、监测，原则上应设置在入河入海处。入河排污口监测频次、监测指

标项应满足排污单位执行的排放标准要求。 

6.1.2 入河排污口接收多个排污单位废水 

入河排污口接收多个排污单位废水的，排污单位应当在出厂界排污口开展自行监测，根据

排污口监测结果承担相应责任。入河排污口监测频次、监测指标项应同时满足所有排污单位执

行的排放标准要求。 

6.2 入河排污口环境管理台账编制要求 

入河排污口环境管理台账应真实记录入河排污口名称、编码、是否树立标志牌、是否完成

规范化建设、排污口设置样式、是否安装监测监控设施等信息，对于未发生变化的信息按年记

录，1 次/年，对于发生变化的信息在发生变化时记录 1 次；还应当记录污染排放情况、自行监

测情况等信息，频次暂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要求执行，待国家或地方出台入河排污口自行监

测要求后应参照执行。 

6.3 入河排污口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要求 

入河排污口污染排放情况、自行监测情况应当纳入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和季度执行报

告中。并计算入河排污口实际排放量，与入河排污口许可排放量进行比对及合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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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入河排污口基本信息表 

入河排污口收集的基本信息见表 A.1。 

表 A.1入河排污口基本信息表 
入河排污口名称  入河排污口编码  

入河排污口位置 

所在行政区域：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盟）   县（区、旗）   乡（镇）   

村 

排入水体名称： 

所在流域汇水单元及水质目标： 

所在水功能区及水质目标： 

经度（准确到″）：       纬度（准确到″）： 

设置审核类型 新建  改建  扩大  其他 

建成时间  

入河方式 

明渠、管道 

泵站、涵闸 

箱涵、其他：_______ 
排放方式 连续  间歇 

排污能力（t/d）  
排污口截

面信息 

圆形截面：d=  m，S=  ㎡ 

方形截面：L×B=  m×  m，S=  ㎡ 

其它形状截面：S=  ㎡ 

入河排污口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 L） 日排放总量（t） 年排放总量（t） 

COD    

NH3-N    

总氮    

总磷    

（特征污染物）    

污水类型 排污单位信息 

工业企业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详细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行业主管部门   

行业类别   废水类型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取用水量（万 t/年）   废水处理工艺   

废水日排放量（t）   
废水年排放量 

（万 t） 
  

排放标准名称   排放限值   

厂界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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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 L） 日排放总量（t） 年排放总量（t） 

        

        

        

污水处理厂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详细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行业主管部门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服务对象及面积

（km2） 
  服务人口（万人）   

收水范围内工业企

业行业类别 
  工业企业废水类型   

废水日排放量（t）   废水年排放量（万 t）   

排放标准名称   排放限值   

厂界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日排放总量（t） 年排放总量（t） 

        

        

        

        

        

工业集聚区污水处

理厂填写本项内容 

 

 

 

 

排污单位（须逐一填写工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收水范围内的所有排

污单位名称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规模化畜禽养殖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详细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行业主管部门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畜禽种类   栏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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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量（万头/万羽）   废水处理工艺   

废水日排放量（t）   废水年排放量（万 t）   

排放标准名称   排放限值   

厂界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mg/l） 日排放总量（t） 年排放总量（t） 

        

        

        

        

其他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详细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行业主管部门   

联系人   联系方式   

……   ……   

排污总体布局及排污管线路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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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入河排污口名称”、“入河排污口编码”：现有排污口可咨询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或

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填写，新建排污口可暂不填写，由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

或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同意设置后补充填写。 

2、“所在行政区域”：应准确到所在的村或街道。 

3、“排入水体名称”：填写入河排污口直接排入的河流（含运河、沟、渠等）、湖泊、水库名称，优

先使用河湖名录中的名称。 

4、“所在流域汇水单元及水质目标”、“所在水功能区及水质目标”：可咨询有管辖权的县级以上生态

环境部门或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填写。 

5、 “设置审核类型”：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其中“其他”包括①2002 年 10 月 1 日后建成，未按规

定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设置同意，但其建设项目环评已经原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批

的入河排污口进行整治过程中的设置审核；②已获得“准予设置入河排污口决定书”但尚未建设完

成，建设方案中入河排污口位置、排放方式、入河方式、排污能力等内容发生变化的入河排污口重

新设置审核；③自批准之日起 3 年内未实施的入河排污口重新设置审核。 

6、“建成时间”：新建排污口无需填写，改建、扩大排污口填写实际建成时间，时间点不明确的填写

“不详”，时间精确到“月”。 

7、“排放方式”、“入河方式”：在后面提示栏中划“√”， “入河方式”勾选“其他”的，须填写具

体的入河方式。 

8、“排污能力”：填写排污口设计的排污水量，有设计文件的按照设计文件填写，无设计文件的可根

据过流截面积和流速进行估算。 

9、“排污口截面信息”：排污口为圆形截面的，填写直径 d和截面面积 S；排污口为方形截面的，填

写边长 L和 B以及截面面积 S；排污口为其它形状截面的，填写截面面积 S。 

10、“入河排污口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有在线监测设施的依据在线数据填报；无在线

监测设施的采用人工监测数据填报。在人工监测过程中，对于排污口连续稳定排放废污水的，可以

通过监测瞬时流量计算全年排放量；对于季节性、间断排放等无规律的排污口根据实际排放时间和

流量计算全年排放量。 

11、“单位名称”、“法人代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照“多证合一”后证照上的内容填写。 

12、“详细地址”：详细填写到门牌号。 

13、“单位性质”：填写企业、事业单位、国家行政机关、政府，企业进一步区分国有独资企业、国

有控股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民营企业。 

14、“行业主管部门”：填写行业主管部门名称，如水利、农业农村、住房与城乡建设等部门。 

15、“行业类别”：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填写四位代码和类别名称，例如“1512 

白酒制造”。 

16、“废水类型”：按工业企业的产品和加工对象分类填写,如冶金废水、造纸废水、炼焦煤气废水、

金属酸洗废水、化学肥料废水、纺织印染废水、染料废水、制革废水、农药废水、电站废水等。 

17、“取用水量”：直接从江河湖泊取水的填一年取用的新鲜水量；通过自来水公司或水库供水的填

一年从供水单位获取的用水量。 

18、“废水处理工艺”：填写实际使用的处理工艺名称，不同工艺串联的以“+”连接。 

19、“废水日排放量”：填写日排放量的年均值，采用流量计在线监测的，以流量的年累加值除以实

际排水的天数；采用人工监测的，利用流量监测的算数平均值进行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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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废水年排放量”：采用流量计在线监测的，以流量的年累加值计；采用人工监测的，以日排放

量乘以排放天数。 

21、“排放标准名称”、“排放限值”：填写尾水排放执行的排放标准名称和排放限值级别，例如排放

标准名称为“《纺织染整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4287-2012）”，排放限值为“表 3 水污染物特

别排放限值（直接排放）”。 

22、“厂界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及排放总量”：有在线监测设施的依据在线数据填报；无在线监测设

施的采用人工监测数据填报。国家或行业排放标准规定的污染物项目均需如实填报。 

23、“服务对象及面积”：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填写“四至”范围及面积，居民小区污水集中处理

设施填写服务的小区的名称及面积，开发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填写服务的园区名称及面积。 

24、“服务人口”：填写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数。 

25、“收水范围内工业企业行业类别”、“工业企业废水类型”：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服务范围内有工业

废水排入的应如实填写。 

26、“畜禽种类”：填写生猪、肉牛、奶牛、蛋鸡、肉鸡、鸭、鹅、羊以及省级人民政府有明确规定

规模标准的其他畜种。 

27、“栏舍面积”：填写实际养殖场所的面积。 

28、“养殖量”：猪、肉牛、肉鸡填写年出栏量，奶牛、蛋鸡填写年存栏量，其余畜种按照《排污许

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HJ1029-2019）进行当量折算。 

29、“排污总体布局及排污管线路由示意图”：要求用 AutoCAD 软件制作后附上，包括排污单位、

排污口及排污河道的位置及排污管线路由，管线路由上需标明长度信息，示意图须标明指北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