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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局共有3,500名员工, 多为工程类
岗位。作为新加坡水务管理机构, 公用事业
局负责水源的收集、净化、供应及污水回收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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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局的
发展历程

1961年

1976年

2001年

2009年

2016年

第一份供水协议的签订, 让新加
坡能从马来西亚柔佛州输入水源
长达50年。

新标志的诞生。

公用事业局内部重组并从贸工部转入
环境部, 成为全方位的水务管理机构。

深隧道阴沟系统（第一阶段）核心
设施樟宜污水回收厂开始运营。

新加坡水务学院成立。

1962年

1977年

1991年

2002年

2010年

2017年

第二份供水协议的签订, 允许
新加坡每天从马来西亚柔佛河抽取
2.5亿加仑的河水, 直到2061年。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
发起了新加坡河清理计划。

推出节水税计划。

在新加坡37周年国庆庆典上向国人介绍
新生水。

滨海蓄水池正式启用。

1963年

使用了一百多年的粪桶体制逐
步被淘汰, 由现代化抽水式系
统取代。

位于柔佛河上游的林桂水坝
竣工。

2003年

1995年

2004年

- 榜鹅蓄水池与实龙岗
蓄水池正式启用。
- 1961年签订的供水协议
期满。

- 北控水务 — 优异控股
(BEWG-UESH) 新生水厂
开始运营 。
- 新加坡第三家海水淡化厂
落成 。
- 政府分两年逐渐上调水价。

公用事业局实行企业化改制, 将
电力和管道煤气事业转到新加
坡能源有限公司。

环境部更名为环境及水源部以涵盖其
整个运营范畴。

2013年

1997年 – 2000年

- 位于大士, 首个海水淡化厂启用。
- 公用事业局成为新加坡的国家水务管理
机构, 其宣传标语定为 “全民水源：
节省、珍惜、享用”。

法定机构公用事业局(PUB)的成立
以负责电力、管道煤气和水源的
供应。

1980年起

1987年

1965年

新加坡河清理计划完成。

以上两项协议受到马来西亚《分离
协议》的认可, 它们也同时注册于
联合国。

1990年
签订1962年供水协议下的附加
协议, 由新加坡建造林桂水坝以
增加柔佛河的供水量。

1994年

政府分四年逐渐上调水价。

勿洛和克兰芝新生水厂正式落成。

2005年

2006年
推出”活跃、优美、清洁 – 全民共享水源
计划”。

2007年
公用事业局荣获斯德哥尔摩工业水
资源奖。

2008年
- 举行首届新加坡国际水源周
- 滨海堤坝正式对外开放

2011年

- 公用事业局庆祝成立五十
周年。
- 大泉海水淡化厂开始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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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就

成功

公用事业局拥有”水”
和 ”人”这两个宝贵的
资源做为其强而有力的
后盾。 就像我们以不
浪费每一滴水为目标,
我们也努力发掘每一

我们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 扩展了许多具有挑战性
的岗位, 让员工能在广阔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虽然我们的团队拥有不同技能的人才, 但工程技术依然是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我们之所以是个充满魅力的雇主, 主
要是因为我们涉及的范围宽广, 工程规模庞大, 采用尖端
技术。我们的工作影响深远, 对新加坡至全球人民的生活
与环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位员工的最大潜力。

工程为本，永续发展
我们的工程师肩负着带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任。公
用事业局不仅要管理用水需求, 还要制定相关计划和政策
以确保在严旱的季节里国人也能有足够的供水。此外, 我
们还致力于降低因强降雨或海平面上升而造成的洪灾风
险, 以及减少自来水和污水服务中断的情况。

除此之外, 我们也协助减少碳排放。我们不仅在供水处理
的过程中提高能源效率, 还利用它发电。为了支持全国太
阳能项目, 我们正在与其他政府部门合作, 包括在供水处
理工厂安装太阳能板, 和在蓄水池部署浮动太阳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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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玲

黎嘉昌

莊玉玲

Pratheipa Rajendram

科技署
副署长

供水 (管网) 署
总工程师

可持续发展署
副署长 (活跃, 优美, 清洁 水源计划)

排水系统规划, 集水与水道署
首席工程师

“能在一家领先的科技机构工作是个难能可
贵的机会。许多工作由于无先例可寻让我有
了可开创新例的机会。投身其中, 我可以参
与供水系统的各个环节, 并学习到如何采取
系统性的思考方式去解决问题。在公用事业
局研究生奖学金的资助下, 我在海外完成了
理学硕士学位。我也很感谢有机会被借调到
世界卫生组织工作, 在那儿我协助不同国家
部署更安全的供水管理机制。这段经历有利
于对我个人的成长和我的专业发展。”

“我们包办从规划、设计以及施工到运
营和设施维护。我目前的工作核心是确
保高质量的自来水由长达5,500公里的管
道, 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输送给用户。虽
然我在公用事业局工作长达17年, 这份工
程师的工作仍然让我乐在其中。我很高
兴我还有许多学习的机会。”

“我们团队的工作是与其他政府机构和私
人开发商携手推进 “活跃、优美、清洁
– 全民共享水源计划”。在这项计划的
支持下, 水道和河道沿岸的休闲设施一一
就位, 看到民众可以欢享休闲时光我感到
十分高兴和自豪。与此同时, 看到他们在
休闲时还努力维护水源的干净清洁更是让
我倍受鼓舞。”

“我在公用事业局所学到的东西比在
学校里学到的更多, 我不仅慢慢提高
了我的技术水平, 还学会了客户管理
的重要技能。我要求我的团队了解客
户对公用事业局的要求, 及时满足他
们的需求, 这是做公关最重要的技能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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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

实施
重要策略

优质自来水

过去数载, 新加坡的供水策略逐渐从求存
转向永续发展。我们的水务管理方案用
三大策略概括：

水循环
系统
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泉源, 也是商
业和工业不可或缺的资源。公用事
业局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新加坡拥
有充足、安全的供水。

充分利用寸土如金的岛国空间,
收集并善用每一滴雨水 。

被处理
过的
污水
雨水管理

尽管新加坡多雨, 但我们却没有足
够的空间收集和储存所需雨水来满
足我们日常用水需求, 这导致我们
虽处热带, 却是世界上天然水资源
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为了确保充足的供水, 公用事业局
必须落实 “闭环式水循环系统”, 不
断地回收和再利用污水的同时, 也
另外进行海水淡化, 来补充自然水
资源的不足。

收集每一滴雨水

雨水

4座污水处理厂
处理污水

海水

重复回收用后水

作为非食用的水

回收每一滴用后水并处理净化
再循环使用。

5座新生水厂

3座海水淡化厂

用17个蓄水池
收集雨水

作为
非食
用水

污水回收

8座自来水厂
(包括柔佛河自来水厂)

海水淡化
工业

把来自蓄水池的生水
处理成自来水
家用

新加坡四面环海, 有丰富的海水
资源, 因此海水淡化是一个可行
且有效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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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
水质
新加坡是全球自来水水质最高的国家之
一。我们的自来水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制定的饮用水标准, 它可以直接从水龙头
饮用, 无需进行过滤。

从蓄水池、自来水厂和供水输送系统采集
样品, 并在实验室里进行检验与测试。我
们也安装了网络传感器, 对每一阶段的自
来水处理和水库进行监控。

采样监测

每年, 我们对水源从物理、有机、无机、
放射性和微生物等参数进行约40万次的
检测。

公用事业局实施了详尽和精确有效的采样
监测程序, 以确保自来水的高质量。 我们

供水
与需求
目前, 新加坡每日用水量为4.3亿加仑, 到了2060年, 总用水量需求将会翻倍。

为了满足全国未来的供水需求, 公用事业局将扩大我们水源回收和海水淡化的能力。

来自国内集水
区的水源

进口水

新生水

淡化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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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四大水龙头:
雨水

1 来自国内集水区的水源

17个

大部分降落在新加坡的雨水都经由排水沟、水道、和河流
引入17个蓄水池进行储存。目前, 新加坡有三分之二的面
积属于集水区, 这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少数大规模收集来
自城市范围的雨水作为供水的国家之一。

公用事业局将继续探索可增加雨水收集的其他途径, 致力
于收集每一滴雨水。

2 进口水

蓄水池

根据1962年双边协议, 新加坡从马来西亚
的柔佛州进口水。新加坡可每天从柔佛河
抽取高达2.5亿加仑的河水, 直到2061年。

2/3
新加坡有三分之二
的面积属于集水区

麦里芝蓄水池

一座350米宽的堤坝
横跨滨海海峡

专栏
故事

滨海湾的标志性建筑
滨海堤坝是个横跨滨海海峡的水坝, 它围出了新加坡首个城市中的蓄
水池; 标志性的滨海堤坝可提供新的水源、可防洪、更是一个风景优
美的消闲景点。

6

滨海堤坝将海湾和大海隔开。它防止了蓄水池内的水位受到潮汐影
响, 也减缓了市区低洼地区的局部淹水现象。每逢遇上暴雨, 堤坝可启
动它的九个冠形闸门或七个巨型水泵, 将过量的雨水排放入海, 以使蓄
水池内的水位, 终年保持稳定, 让它成为一个进行划帆船、划独木舟等
多项康乐活动的绝佳地点。

在滨海蓄水池内
划独木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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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四大水龙头:
回收再利用和海水淡化
3 新生水
新生水采用先进薄膜技术将被处理过的污
水再进一步处理成高质的再生水。它有效
缓解了干旱月份造成的缺水问题, 是新加坡
迈向可持续供水的重要支柱。

由于新生水高度纯净, 它主要用于晶圆制造
厂、工业区和商业大楼, 作为工业及空调冷
却用途。如遇旱季, 新生水还可以灌入蓄水
池内与生水混合。

新生水的三个严谨处理步骤包括：微过
滤、反向渗透和紫外线杀菌技术, 让水质超
纯净并可安全饮用。新生水已超过15万次
质量科学测试, 并达到美国环境保护署和世
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饮用水标准。

目前, 我国有5座新生水厂, 能满足全国
40%的用水量。到2060年, 预计新生水将
能满足我国55%的未来用水需求。

到2060年,
新生水将能满足
新加坡

55%

的未来供水需求
到2060年,

污水处理厂

淡化海水将能满
足新加坡

根据国际标准收集和处理污水
新泉海水淡化厂

2

海水

的未来供水需求

反向渗透

较小的杂质在这阶段被过滤出来,
并成为高质量的水

净化后
的出水

新生水
高度纯净的新生水主要用
于工业用途。如遇旱季,
新生水还可以灌入蓄水
池, 确保水供充足

新生水厂的处理过程

1

微过滤

水中的细菌等粒状物
在这一阶段被过滤
出来

30%

3

紫外线消毒

通过紫外线照射消毒，以确保清
除所有在水中的残留生物。添加
化学物质保证酸碱度平衡, 这时
的新生水已可以使用

4 淡化海水
由于新加坡四面环海, 所以公用事业局充分利用海水资源, 将
其淡化成可以饮用的水。同时, 我们还将不遗余力地继续探索
成本更低与高效的海水淡化技术 。
目前，我国的两座海水淡化厂的每日总产量为1亿加仑，可满
足新加坡25%的现有用水需求。此外，大士第三家海水淡化
厂将于2017年年底建成，而分别位于滨海东和裕廊岛的第四
家和第五家海水淡化厂也将于2020年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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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

污水

深隧道阴沟系统(DTSS)第一阶段：
污水隧道
拟建深隧道阴沟系统(DTSS)第二阶段：
家庭排污水隧道

水是一种可以被无限重复利用的资源, 因为它经过
回收和重新净化处理后, 又可以变成可以饮用的
水。公用事业局是这一领域的佼佼者, 它成功回收
每一滴污水, 并将其转化为饮用水。

拟建深隧道阴沟系统(DTSS)第二阶段：
工业污水隧道

今天, 新加坡全岛的卫生系统已现代化。我们持续
地对全长3,500公里的公用阴沟系统进行了系统性
的整修, 以确保整个系统能不断地、有效地收集、
处理、清理和回收污水。

位于樟宜污水厂的厌氧消化设施属于深隧道阴沟系统第一阶段工程。

筑造
地下奇迹
新加坡深隧道阴沟系统 (Deep Tunnel Sewerage System, 简称DTSS), 由于能
高效率地回收全岛污水, 可堪称现代工程学的创举。深隧道阴沟系统也再
次证明了科技的结合能促使我们有效地大规模回收污水以确保新生水的可
持续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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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隧道
阴沟系统 (DTSS)
专栏
故事

DTSS第一阶段
DTSS第一阶段工程于2008年竣工。其中包括从克兰
芝到樟宜, 全长48公里的污水管道, 以及一座每天可
处理90万立方米 (2.02亿加仑) 污水的樟宜污水回收
厂 (Changi Water Reclamation Plant)。这个系统也
包括了60公里长的污水连接管和两条5公里长的深
海排管。

DTSS第二阶段
DTSS第二阶段工程计划预计于2025年竣工。工程包
括修建一条40公里长的深隧道, 60公里长的污水连
接管道, 以及一座位于大士 (Tuas) 的全新污水回收
厂。新的污水回收厂将与国家环境局的新垃圾焚化
厂毗邻而居。两座工厂的结合能将废料转化为能源,
是本地首个结合污水与垃圾处理的项目。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尽可能高效率的回收能源和资源, 同时也
让两座设施从中受益。

效益
到了2025年, 来自全岛的家庭和工业污水, 将借助地
心引力由深隧道排污系统输送至污水回收厂进行处
理。这个系统给予多方面的效益:
1. 创造协同效应: 取得高效能源和资源回收并减少
工厂占地范围
2. 提高土地使用效益
3. 保护环境
4. 确保新生水的可持续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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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丽莲

Vijay Das

Mohammad Idaly Bin Mamat

汪莉雯

深隧道阴沟系统(第二阶段)署
副署长

供水系统
主管

污水回收管网署
高级工程师

深隧道阴沟系统(第二阶段)署
高级工程师(大士污水回收厂)

“我们团队密切合作, 一起实施深隧道阴沟系
统第二阶段工程。当中包括了制定全程100
公里长的隧道和污水管网的规格和路线, 以
及相关所需建设特点, 和材料等。而最吸引
我的部分是与地质相关方面, 包括深挖隧道
和顶管施工等。在新加坡, 能提供这种工作
性质的雇主极少。”

整个供水循环系统都需要积极妥善的管
理。目前我的工作给予我机会去协调合
作工程项目和检查供水循环系统, 以确
保整个系统的韧性, 这也包括监督公用
事业局二十四小时的操作中心。我拥有
供水网络和供水厂的运营经验, 这对我
现有的工作大有帮助。我期待在未来的
日子里有机会不断学习求新。

“我们的团队负责新加坡污水管网的运营
和维护, 并确保有效、稳妥地回收和处理
污水。身为新加坡人, 我们很清楚节约用
水的重要性, 但我们极少关注排入管道的
污水。我的职责就是保证污水安全与不
间断的被输送到目的地, 同时不会污染我
们的水道和蓄水池。”

“污水的处理科技进展神速, 它从最初减少
废物污染为初衷, 到现在的回收能源、热量
等, 把废料转变成一种资源。污水在新加坡
拥有特别任务, 它包含了重要资源 — 水。
我们通过再度净化被处理过的污水来生产
新生水。新加坡是一座水资源匮乏的热带
岛屿, 也没有什么天然资源, 这使污水回收
工程更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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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

雨水

亚历山大沟渠：
一小段敞开的
水道上筑上
一个有趣的小
瀑布。

新加坡每年平均降雨量约为2,330毫米。偶尔, 数小时的强降
雨也可能相等于一个月的降雨量, 这对排水管道和沟渠的容量
构成挑战。
为此, 我们采取了“源头－渠道－接收点”全方位策略,
加强暴雨防治管理。它不仅在排水的管道和沟渠 (“渠道途
径”) , 也在径流的源头 (“源头”) 和洪水汇入点 (“接收点”)
进行了布防。

源头:
降雨地区

渠道:
雨水流经的管道

接收点:
洪水汇入点

史丹福分水渠与储水池
为了加强包括乌节路一带的史丹福水道集水区的防洪治理,
我们正在修建一条全长2公里长的分水渠和一个具有3.8万
立方米容量的储水池。分水渠将于2018年竣工, 届时该集
水区三分之一的暴雨将引入分水渠, 并绕过史丹福水道直
接被排入新加坡河。而储水池于2017年建成后, 可暂时储
存从荷兰路一带排水道所收集的洪水, 以在暴雨减弱后再
排放。

哥南亚逸“活跃、优美、清洁 – 全民共享水源计划” 岸景

Taming
Stormwater
22 I 善用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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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与
濒水城市
新加坡国土面积约710平方公里, 拥有17个蓄
水池和约8,000公里的水道, 我们完全可以利
用这样的蓝色网络创造美丽的溪水和怡人的
湖光春色。
自2006年推出 “活跃、优美、清洁 – 全民
共享水源计划” 以来, 人与水之间的距离拉

近了, 人们更懂得珍惜水源, 保持水道和河道
清洁。
• 36个 ”活跃、优美、清洁 – 全民共享水源
计划” 项目于2017年3月完工
• 划定100个具备发展潜能的地点于2030年
前完成

加冷河@碧山 — 宏茂桥公园

专栏
故事

返朴归真的河流
连接贝雅士蓄水池下段与滨海蓄水池的加冷河
是新加坡最长的河流。加冷河也是重要的排洪管
道, 它在位于碧山 — 宏茂桥公园里的一段河
流拥有一片漫滩以暂缓多余的洪水, 可以更好地防
洪。加冷河更是 “活跃、优美、清洁 – 全民共享
水源计划” 的旗舰工程, 已从最初的混凝土排水道
华丽蜕变成一条充满生命力的天然河流。
麦里芝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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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节约用水
社区的参与有助于实现可持
续性用水和管理水对环境的
影响。公用事业局采取了强
制性措施、合理的水价和推
广活动, 以达到善用每一滴水
的目的。

通过减少居家和工商的用水
量, 更进一步的伸展我们有限
的水资源。

为了鼓励社区内人人能够节
约用水, 公用事业局实施了一
系列节约用水的计划。除了
持续推进节约用水的宣传活
动外, 还针对大型用水用户推
出了节水管理计划, 以及对洗
衣机等用水家电等实施强制
性的省水标签计划。

淡滨尼北小学培养学生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专栏

家庭用户每人每天用水量

公升

年

公升

年

故事

嘉奖节水冠军

公升

新加坡水源成就奖于2007年设立, 旨在
鼓励个人、团体和机构 (私营企业、基
层组织、教育机构、政府机构和非政府
组织) 以身作则珍惜水源, 为新加坡持续
水供尽一份力。

年

义顺南清洁与绿化委员会在作家访时鼓励居民养成节约用水的好
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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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科研项目
新加坡水源研究与开发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确保生产与供应高质量的供水, 以及有效
收集和净化污水。由于海水淡化和污水回收是新加坡实现可持续用水的关键, 公用事
业局始终坚持创新与研发出成本更低以及更有效率的生产自来水方式。

公用事业局一直在推动新加坡的水源科研项目, 进而实现:
1. 增加供水来源
2. 降低自来水的生产成本
3. 提高自来水的水质和安全性

陶瓷膜净水科技是隔膜科研技术领域最新
的技术突破。

登格蓄水池太阳能光伏试验台

低能量海水淡化
海水淡化处理技术或许不受天气限制, 但与雨水相
比, 海水需要大量耗能才能被处理成饮用水。公用
事业局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 研发出了一种新的分
离技术–电去离子法, 这种方法在海水去盐方面大
大节省了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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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环球水务枢纽
我们的科研活动不仅研发新技术, 还将新加坡推向了全球水务管理中心的领导地位。

新加坡国际水源周
新加坡国际水源周 (SIWW) 是全球水务行业展示创新科技、分享策略制定、建立研
发合作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每两年一度的盛会汇集了来自各国政府、公用事业机
构、国际组织、工业和学术界的业界领袖。它为开拓人脉、交流、会见官员政要、
行业巨头和领导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联合
创新
目前水源和环境相关技术已成为重要的增
长领域, 为此新加坡成立了6.7亿新元的公
共基金, 用于科技研发, 也因此创造出了
欣欣向荣的科研产业。今天, 新加坡共有
180家水务公司和20多个水源研究中心。

在2016年举行的新加坡国际水源周上,
水务领袖峰会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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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引导发展
合理有效的教育和培训将会直接提高生产力。
新加坡水务学院集所有的水务培训于一身, 为
新加坡水务行业的职业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公用事业局的领导下, 新加坡水务学院对所有
的培训和教育项目进行规划、设计、提供、安排
和协调。它还为本地和国际水务人士开设了多项
专业课程。

新加坡水源管理周

新加坡水务学院开设的课程包括：
新加坡
水源管理

新加坡水务学院

公用事业局基础课程

商业领导
和管理

工程与运营

科技翻译

定制课程

主要数据 I 33

主要数据
截至于2017年6月

每日用水需求
蓄水池
河流、水道和沟渠管网

新生水产量

海水淡化产量

供水处理厂

4.3亿加仑
17个

8,000公里
1.75亿加仑
满足总需求量的 40%

1亿加仑
满足总需求量的 25%

8座
（包括柔佛河供水处理厂）

海水淡化厂

新生水厂

5座

供水回收厂

4座

截至2017年3月31日的物业, 厂房及设备

加冷河 (波东巴西)

2座
（第3家预计将于
2017年底启用）

$71亿新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