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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保护地表水生态环境，保

障公众健康，完善生态环境鉴定评估技术体系，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情形、工作程序和评估方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

本标准自202□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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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基础方法

第 2部分：水污染治理虚拟成本法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情形、工作程序和评估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非法倾倒废水或固体废物（包括危险废物）等排放行为事实明确，但损害事实不明

确或无法以合理的成本确定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范围、程度和损害数额的情形。本标准不适用于突发

环境事件中实际发生的应急处置费用或治理费用明确、通过调查和评估可以确定的生态环境损害的鉴

定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30000.28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28部分：对水生环境的危害

GB 30000.18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 18部分：急性毒性

GB□□□□□□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1部分：总纲

GB□□□□□□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关键环节 第 2部分：损害调查

GB□□□□□□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环境要素 第 2部分：地表水和沉积物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环办〔2014〕90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环发〔2014〕118号）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评估方法（国家林业局令 第 46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单位治理成本 unit abatement cost

指工业生产企业或专业污染治理企业治理单位体积或质量的废水、废气或固体废物所产生的费用，

一般包括能源消耗、设备维修、人员工资、管理费、药剂费等处理设施运行费用、固定资产折旧费用

及治理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处置等有关费用，不包括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生的效益。

3.2

排放数量 discharge

指排污单位超标或超总量排放的污染物量或向其法定边界以外排放的废水量或倾倒的固体废物量。

对于无排放标准的水污染物，指该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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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整系数 adjustment coefficient

用于调整水污染治理成本与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价值间的差距而确定的系数，反映废水或固体废

物对水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和不同功能水体的敏感程度，取值与污染物的危害性以及水体敏感程度相

关。

4 工作程序

水污染治理虚拟成本法工作程序见图 1，具体步骤包括：

a) 方法适用性分析。通过现场勘察、资料核实、卷宗调阅等，明确废水或固体废物的排放或倾

倒的事实，掌握废水或固体废物的来源或所属行业、特征污染物、排放规律、排放去向、排

放地点、排放数量、排放浓度和排入水体环境功能等，分析虚拟治理成本法的适用性。

b) 确定排放数量。根据现场勘察、询问笔录、生产记录等资料，确定污染物超标排放量或者废

水、固体废物排放或倾倒的质量或体积，根据需要测算废水中的特征污染物含量。

c) 确定单位治理成本。采用实际调查法、成本函数法等方法，确定废水或废水中的特征污染物

或固体废物的单位治理成本。

d) 确定调整系数。根据受纳受纳水体的环境功能、废水或固体废物的危害类别以及地表水环境

的敏感程度，确定调整系数，包括危害系数、超标系数和敏感系数。

e) 调查野生动物死亡情况。因地表水污染造成了野生动物死亡时，应调查明确死亡物种和数量。

f) 计算水生态环境损害数额。根据排放量、单位治理成本、调整系数等，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

计算公式，计算水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图 1 工作程序

5 评估方法

5.1 基本方法

以现行技术方法能够将废水或固体废物治理达到相关标准所需的成本为基础，同时考虑废水或固

体废物中物质或污染物的危害性、浓度以及地表水环境功能等因素进行损害数额计算，见公式 1。

� � � � � � � � � � � � t （1）



3

式中：D——地表水生态环境损害数额；

C——废水（或废水中的特征污染物）或固体废物的单位治理成本；

E——排放数量（根据实际选择超标排放量或排放总量，可采用体积或质量单位）；

α——危害系数；

κ——超标系数；

ω——敏感系数；

V——野生动物死亡损害数额。

5.2 排放数量

在生态环境管理部门批准的排污口超标排放废水并进入地表水体的，排放数量为超标排放的废水

或特征污染物总量。其他偷排、倾倒废水的或向地表水体排放倾倒固体废物的，排放数量为排放的废

水或固体废物总量或特征污染物总量。

对于废物或废液倾倒、违法违规排污类事件，废水或固体废物排放量一般通过现场排放量核定、

人员访谈、生产或运输记录获取；对于突发环境事件，通常通过实际监测测量与物料衡算相互验证的

方法进行测算。

5.3 单位治理成本

5.3.1 实际调查法

优先采用实际调查法确定单位治理成本。

单位水污染物治理成本计算方法见公式 2，废水和固体废物的单位治理成本参照公式 2计算。

��，� �
����t�th��

�����
（2）

式中：Ci,j——水污染物 i 在调查企业 j 的单位治理成本，元/t；
�——价格指数，可以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参考国家或地方统计年鉴获得；

F——污染治理设备购置等固定成本投入，元；

μ——折旧系数，反映污染治理持续时间内污染治理设备的使用折损情况，一般取10%；

c——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成本，与水污染物违规排放持续时间相关，元；

t——水污染物违规排放持续时间；

Pi——水污染物i的产生量，t；
Ei——水污染物i的排放量，t。

通过实际调查，获得相同或临近地区、相同或相近生产工艺、产品类型、生产规模、治理工艺的

企业，治理相同或相近废水或固体废物，能够实现稳定达标排放的平均单位治理成本。在上述因素中，

相同产品类型和治理工艺、生产规模、能够实现稳定达标排放为首要考虑因素，相同或临近地区为次

要考虑因素，其次为生产工艺。计算方法见公式 3。

�� � ���
� ��t��
�

（3）

式中：Ci——废水（或废水中的特征污染物）或固体废物 i的单位治理成本；

n——调查企业数量，原则上不少于 3家。

废水或固体废物来源明确且来源单位具有自有处理设施，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采用来源单位

自行核算的治理成本：

a） 在近三年内有正常运行记录，废水可以达标排放或满足固体废物污染控制要求；

b）近三年未运行，但已有资料可以充分证明处理工艺有效，废水可达标排放或固体废物满足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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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控制要求。

应对来源单位提供的成本核算资料进行合理性评估，在支出成本项目构成、单价和数量等方面合

理的情况下，来源单位自行核算的治理成本可作为废水或固体废物的单位治理成本。对废水或固体废

物治理成本不明确的情况，可以采用专业废水或固体废物治理企业提供的单位治理成本核算数据。

5.3.2 成本函数法

当调查样本量足够大时，可采用成本函数法，通过调查数据建立典型行业的废水或固体废物的治

理成本函数，以达到排放标准的单位污染治理成本平均值作为单位治理成本，见公式 4。

�� � � � ��hRtGtEtS� （4）

式中：Ci——水污染物或废水、固体废物 i 的单位治理成本，元/t；
λ——价格指数，可以取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参考国家或地方统计年鉴获得；

fi（l,d,k,s）——水污染物或废水、固体废物 i 的单位理成本函数，l,d,k,s 分别代表地区、行业、

治理工艺和企业规模。

5.4 危害系数

5.4.1 废水

5.4.1.1 评价指标

确定废水危害系数时，应根据以下原则确定评价指标：

a) 来源、污染物类别与含量明确的废水，比对行业排放标准，将超标污染物指标全部纳入危害

系数计算；

b) 来源不明但通过检测明确污染物类别与含量的废水，比对综合性排放标准，将超标污染物指

标全部纳入危害系数计算；

c) 来源已知但污染物质成分不明或无法测定的废水，根据废水的行业来源和行业排放标准，将

全部可参与计算的污染物指标纳入危害系数计算。

5.4.1.2 渔业用水

地表水环境功能指定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和渔业用水的，根据 GB 30000.28中 4.3 混合物分类

标准，对废水中化学混合物的水生环境危害进行分类。根据废水中化学混合物急性水生危害或慢性水

生危害类别确定α取值，见表 1；同时具有急性水生毒性和慢性水生毒性的，α取最大值。

5.4.1.3 饮用水源

地表水环境功能指定为饮用水源的，根据 GB 30000.18中 4.3 混合物分类标准，对废水中化学混

合物的人体健康急性危害进行分类，并根据废水中化学混合物的人体经口接触急性毒性危害类别确定

α取值，见表 1。

5.4.1.4 娱乐用水

地表水环境功能指定为直接接触娱乐用水的，根据 GB 30000.18中 4.3 混合物分类标准，对废水

的经皮急性毒性危害进行分类。根据废水中化学混合物经皮急性毒性危害类别确定α取值，见表 1。

5.4.1.5 其他规定

地表水环境功能指定为农业用水、一般工业用水、一般景观用水、非直接接触娱乐用水以及其他

无特定功能的，危害系数α取值见表 1。
地表水环境功能指定为多种用途的，危害系数α取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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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废水危害系数取值

地表水环境功能 危害类型 危害类别 危害系数取值

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及渔业

用水

急性水生危害

类别 1 2

类别 2 1.75

类别 3 1.5

慢性水生危害

类别 1 2

类别 2 1.75

类别 3 1.5

类别 4 1.25

饮用水源 人体经口急性毒性

类别 1 2

类别 2 1.75

类别 3 1.5

类别 4 1.25

类别 5 1

直接接触娱乐用水 人体经皮急性毒性

类别 1 2

类别 2 1.75

类别 3 1.5

类别 4 1.25

类别 5 1

农业用水 —— —— 1.5

一般工业或景观用水、非直

接接触娱乐用水及其他无特

定功能用水

—— —— 1

5.4.2 固体废物和油品

排放或倾倒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以及油品进入地表水体的，危害系数取值见

表 2。
表 2 固体废物或油品危害系数取值

类型 危险特性 危害系数取值

危险废物
具有感染性或毒性的 2

仅具有反应性或腐蚀性的 1.5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 1.5

生活垃圾 —— 1.25

船用重油、重质燃油 —— 2.5

废润滑油、沥青、焦油 —— 2

汽油、柴油、航空燃油、取暖油 —— 1.75

5.5 超标系数

5.5.1 废水

确定废水的超标系数时，超标污染物的选取原则同 5.4.1.1。
当废水中多个污染物存在超标时，根据所有检测样品中各项污染物的最大超标倍数确定超标系数。

超标系数取值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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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超标系数取值

最大超标倍数 超标系数取值

最大超标倍数＞1000 2

100＜最大超标倍数≤1000 1.75

10＜最大超标倍数≤100 1.5

1＜最大超标倍数≤10 1.25

最大超标倍数≤1 1

5.5.2 固体废物

排放或倾倒危险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进入地表水体的，超标系数取值见表 4。危

险化学品以外的其他化学品进入地表水体的，超标系数取值为 1.5。
表 4 固体废物超标系数取值

类型 危险特性 超标系数取值

危险废物 —— 2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II类 1.75

I类 1.5

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 1.5

生活垃圾 —— 1.25

5.6 敏感系数

敏感系数的取值原则如下：

a) 排放行为发生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及其他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或排放行为发生在上述保护区外、但污染物进入上述保护区

且监测数据表明引起上述保护区水质异常的，ω取值为 3；
b) 排放行为发生在渔业用水功能区的，或排放行为发生在渔业用水功能区外、但有监测数据表

明引起渔业用水水质异常的，ω取值为 2.5；
c) 排放行为发生在农业用水功能区的，或排放行为发生在农业用水功能区外、但有监测数据表

明引起农业用水水质异常的，ω取值为 2；
d) 排放行为发生在非直接接触娱乐用水、一般工业用水和一般景观用水功能区，或排放行为发

生在上述用水功能区外、但有监测数据表明引起上述用水水质异常的，ω取值为 1.5；
e) 排放行为发生在上述功能区以外的，ω取值为 1；
f) 排放行为同时影响了多种环境功能地表水体的，ω取最大值。

敏感系数的取值见表 5。
表 5 敏感系数取值

排放行为发生地点 敏感系数取值

排放行为发生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水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及其他国家自然保护区内的，或排放行为发生在上述保护区外、但污染物进入上述保护区且监

测数据表明引起上述保护区水质异常的

3

排放行为发生在渔业用水功能区的，或排放行为发生在渔业用水功能区外、但有监测数据表明

引起渔业用水水质异常的
2.5

排放行为发生在农业用水功能区的，或排放行为发生在农业用水功能区外、但有监测数据表明

引起农业用水水质异常的
2

排放行为发生在非直接接触娱乐用水、一般工业用水和一般景观用水功能区，或排放行为发生

在上述用水功能区外、但有监测数据表明引起上述用水水质异常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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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行为发生在上述功能区以外的 1

5.7 野生动物死亡损害数额

野生动物死亡损害数额按照公式 5计算。

V � Σitwi � 㤵wi � �i （5）

式中：V——野生动物死亡损害数额；

Vwi——野生动物基准价值，参照《水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目录》和《陆生野生动物基准价值标

准目录》确定；

δwi——野生动物生态服务功能调节系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物种取值 10，国家二级重点保护

物种取值 6，非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取值 3；
ni——野生动物死亡数量，i为物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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