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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接再厉

up

我期待未来两年里
与各位密切合作，
携手前行。

们是成员驱动型组织。我们必须制定并执行我们的战略，更有效
地聚焦各个地区。这些都将确保我们这个全球领先的国际标准制
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
恰逢其时，随着 ISO 标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正步入一
些崭新的、激奋人心的标准化领域，这些领域可能会真正改变我们
的世界。从炉灶到机器人、万物的数字化，以及更多环境管理的
创新工具或自动驾驶汽车，在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路上，

新

年伊始，履新 ISO 主席，我认真地思考
ISO 标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世界运转
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每每反思国际标准

寻求解决和已解决的诸多议题时，我都心怀敬畏，
深感责任之巨。
在过去三年里，我担任 ISO 政策副主席，而后
当选 ISO 候任主席，期间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个
世界一流的伟大组织的全面运转。同富有天赋、工
作高效的人们并肩作战我也倍感开心，我深知，要
跟随前主席张晓刚博士卓有成效的足迹继续前行并
非易事。
同时，我非常欣慰地认识到 ISO 的背后正是拥
有 ISO 共识与协作精神的强大团队。因此我与秘书
长塞尔吉奥·穆希卡密切协作，确保他胜任自己的
新角色。我非常高兴在他进入中央秘书处的第一天
起就为他提供领导、指引和建议，并且将在我任期
内继续支持他的工作。
在此能够向国际标准界的同仁们表达问候，分
享我对 ISO 发展方向与行动的思考，我深感荣幸。
我们必须确保 ISO 施行新的治理结构，充分体现我

ISO 主席约翰·沃尔特 (John Walter)

ISO 与世界的关联度越来越高。如果得以广泛应用，标准的作用
将更加重要，这也是我们提出 ISO 战略（2016-2020）的终极目标：
处处用到 ISO 标准！对于我来说，接下来两年的头等要事就是尽
可能地支持 ISO 战略提出的六大方向。
ISO 战略同样也是 ISO 的首要使命，即为全球性挑战提供全
球性的解决方案。其中有很多挑战也是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
程及其相应的十七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所关注的问题。
在我履新 ISO 主席伊始，我知道国际标准是最终实现这些目
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如第六项目标所要求的：确保水源与公
众卫生的可用性及可持续管理，这也是本期《ISOfocus》杂志所
关注的话题。全球约四成的人口住在水源紧张的地区（即淡水总
取水量占可再生淡水资源总量的比例高于 25% 的基线水平），或
者面临水源污染的问题。社会产生的废水超过 80% 未经处理或回
用就排回到生态系统。
ISO 在这方面率先制定了数百项国际标准，包含了很多有助
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创新措施和方案。其中包括饮用水供水系统服
务活动指南、废水处理系统和水回用等等。我们还新设立了无下
水道卫生设施委员会，来解决在无可靠水源与废水处理系统情况
下的如厕问题。
在 2018 年第 1 期杂志上，我希望借此机会感谢 ISO 组织所
有人对这个大家庭的大力支持和宝贵付出！我期待未来两年里与
各位密切合作，携手前行。■
孙加顺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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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智慧之路

# 世界智慧城市
数据
148 名用户
发送 350 条推文
阅读人数 342 764
总阅读量高达 2 558 263 *
* 加话题标记的推文的阅读次数

什么造就了智慧城市？标准如何提供帮助？为迎接去年
11 月在巴塞罗那召开的“世界智慧城市论坛”，ISO 举办了 #
世界智慧城市社交媒体活动。

ISO 举办了长达四周的社交媒体活动，该活动
围绕“如何让城市更智慧”这一主题展开，每周二
聚焦能源、互联城市、流动性、复原力等不同话题。
此外，每周还有知识竞赛活动，考察观众对话题的
了解程度。
活动的亮点是，城市专家凯文·马丁（Kevin
Martin，来自波兰的城市代表）和阿巴·乔希 - 加
尼（Abha Joshi-Ghani，世界银行高级顾问）就“标
准如何助力构建智慧城市”这一话题发表看法。人
们也有机会在现场聆听大伦敦政府负责智慧城市议
程的高级官员安德鲁·科林奇（Andrew Collinge）
谈论该市的智慧之旅、主要工作重点及今后的发展
方向。

如若错过活动，文章详见：www.iso.org/mysmartcity

金英果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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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ing the logic into

hydrological

关于水的逻辑思考
文 / 巴纳比·路易斯

by Barnaby Lewis

随着全球流动性、集约式
农业与城市的发展，人类踏足
到此前不宜居住的地区，这也
让水源、用水和水回用成为国
际标准的关键对象。

可

水应被视为

力的还有 ISO 三个技术委员会：水质技术委员会（ISO/TC 147）、涉及饮用水供应系统和废

有限的珍贵

了水问题专家齐莱·纳瓦卜（Zillay Nawab），他为我们解读了

水系统的服务活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 224）和水回用技术委员会（ISO/TC 282），

资源。

不同用途下用水需求的巨大差异。齐莱拥有三十多年的专业经验，

能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根本没有水喝，更别说用水来煮饭、洗漱或种植粮

解决方案并非朝夕可得

食。正是这种不公平让联合国专门制定了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6），以期解
决洁净水源和卫生设备的问题。

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水作为关键对象，可见其对于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样在为此努

有人可能认为，水源经过处理和净化，达到完美的纯净度，
那就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可事实上并非如此。本刊专门采访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水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仿，ISO 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及其制

在 ISO 标准制定方面贡献斐然，参与了不下五个技术委员会，并

定的标准（目前正在制定过程中的标准超过 80 项），已经远远超出了水的范围，涉及到农业、

且是 ISO/TC 282 沟通专家组的召集人。他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

食品生产乃至智慧城市等诸多方面。我们这里想讨论的是水回用问题：国际标准如何提供合适

情是“水的回用基本要经过两个阶段：收集与处理。两者都需要

的指引，确保供水符合要求，用水方式恰当？

基础设施，那就意味着投入。水越纯净，投入成本就越高。”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提前规划。齐莱表示，“要保证水在收集
阶段不被污染”，因为家用洗浴水相对于工业用水或冲厕用水较
为“干净”。同样的，工业环境用水，比如冷却水，也不必处理
得像饮用水那样纯净，否则就是浪费资源。他还表示“有些辖区
要求工业用水在排放到自然水体、地下或排水系统之前必须去除
有害物质。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污染引发
健康问题的案例。”
作为水权倡导者，齐莱将国际标准视为清楚明了的指导文件，
“可以帮助城市规划者和社区制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解决方案”。
ISO 标准让所有相关方共同参与进来，市政府、制造商、保险公
司或发展类组织，使用统一的术语，基于最佳实践共识，开展建
设性的讨论。
来自巴基斯坦的齐莱曾在美国学习工程学，现在加拿大工作
和生活。他充分肯定了 ISO 基于共识的工作流程，强调“发展中
国家参与的必要性，以便制定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他指出，ISO
安排让经验丰富且资源充足的成员国与欠发达的成员国相互合作
共同制定标准，这样的“结对”制度可以带来诸多益处。这是
ISO 在能力建设方面的部分安排。齐莱表示，“发展中国家的意识、
相关方磋商、参与和协作”能够有效提升国际标准化工作的有效性。
可见，担任沟通专家组召集人给齐莱带来的收获远超出了技术范
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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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构成

智慧用水，智慧城市

水回用技术的挑战源于水是所有

发展迅速的地方风格粗放，少有能够超过阿联酋城

生命体与多数流体的构成根基。从化

市的发展速度。这里成为了旅游目的地与中转站，吸引

学角度讲，水能够溶解很多东西，这便

百万计的旅客前来，同时其 8% 的人口增长率也位居全

于洗衣服或喷灌庄稼，但如果只要一

球前列，丰厚的薪酬与奢华的生活吸引了大量移民涌入。

杯洁净水的话，可能要难的多。要让水

事实上，齐莱曾在阿布扎比工作过 20 多年，负责中

中没有任何杂质实际上没那么容易。

东地区最大的重力加压污水处理与水回用系统之一。管

地球表面三分之二都被水覆盖，

道长度超过 40 千米，直径 5.5 米，绝对是现代化的工程

但事实上这也令人费神。这么多水似

项目。在海湾国家，水源稀缺，水供应主要依靠海水淡

乎随处可取，但如果不加以处理，既

化厂，成熟的水回用体系及注意节约水源的社会意识共

不能饮用也不适合灌溉。水的淡化问

同成就了全球水效最高的城市群落。

题让无数工程师们前赴后继地投身其

齐莱提出了关于减少用水的见解：“例如，当地居

中。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有了更多

民用水量达到加拿大一些大城市的两倍，但在水回用方

方法，但目前的情况下，即便规模化

面保持着良好的纪录。”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凭借农业、

处理，经济成本与环境成本仍比较高。

工业等领域高达 90% 的水回用率，捧得了金奖，而阿

通常采用耗能较多的蒸馏或工艺复杂

布扎比通过战略性、数十亿美元的投资，水回用率约达

的薄膜渗透来处理水，同时在不宜居

85%，与前者相差并不多。

住的区域建设城市净化水中心渐成趋
势，意味着这一问题似乎别无他解。

卡车队列

历史上，全球多数大城市都临河
而建（比如欧洲仅有一国之都没有建

距离不远的迪拜正在迎头赶上。在线视频显示成千

在主要河流边上）。其意义当然不止

上万的水罐车前往远处的废水处理厂。有时候，一些卡

是方便交通、渔业或让人们凭桥栏而

车司机因为交通堵塞，将有害废水非法倾入排水渠或倒

随波畅想。水源流经城市中央，很好

在地上，这些废水会污染地下水或被排入海洋。这种情

地诠释了水对这座城市的重要意义。

况需紧急处理，因为水中的病原体给人类健康带来严重

尽管河道不再像以前那样承载大量的

的风险，目前大约 70% 的废水被排入干线管道。如果迪

客运或货运功能，但仍然被广泛用于

拜要赶超阿布扎比的话，如何安全地控制和处理剩下三

供水和垃圾运输。那么，后来建在水

成左右的废水是当务之急。

源稀缺区域的新城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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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研究站的废水处理场景。

区的事情。只是因为当地情况特殊，他们必须比其他地区更迫切地应对这一挑战，并
且采用世界领先的解决方案。而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个比例将在未来
三十年增长到七成。

ISO标准让所有
相关方共同参与
建设性的讨论。

干旱或半干旱的土地使部分地区成为盐碱地，威胁到后续的农业
生产。相对于僻壤垦荒来说，不合理的水管理让千万公顷的耕地
变成了庄稼难以生长的人造盐碱地。合理规划，准确灌溉和高效
水回用，都是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盐分、钻井、可持续
提高生活品质
城市化发展是一件好事，因为城市为人类互相依存提供了效率最高、最具可持续
性的方式。城市可以充分利用并有效分配资源，并且通过规模经济让人们的生活更便
捷、环保。

与能源不同，水是可以被创造与消灭的。（可能我们还记得
上学时电池两极接入一杯水中的实验。同样，燃烧碳氢化合物可

未来将是互联互通的时代。只有了解城市居民的习惯，按照人口特征、旅行需要

以产生水。）但科学实验室之外，水依然被视为有限的珍贵资源。

和使用类型等改变资源分配方式，包括水等资源的利用，才能更高效地服务人们的生

多亏以齐莱为代表的 ISO 专家和超过 315 项关于水的国际标

活。2017 年世界标准日的主题定为智慧城市，如何让七十亿人口舒适安全地住进城市，
1)

需要各类标准应对各种不同问题，因此 ISO 的作用与以往相比将更加凸显 。

准，全球才能保证水的安全性，实现水的高效利用、采集、处理
和回用，让我们达成一项关键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平等用水权将

但人体无法处理水中的污染物，多数牲禽与庄稼也无法吸收盐分。所以，可持续

使每日被迫饮用污染水的二十亿人直接受益，对于“水下生活”、

的粮食生产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解决我们对钻井中富含矿物质的水源的过度依赖。灌溉

“零饥饿”、“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等几乎所有其他目标的实现
发挥根本性作用。而这值得我们举杯庆祝。■

1）详见 www.iso.org/sites/worldsmartcity.

12 | ISOfocus_126

孙加顺 / 译

ISOfocus_126 | 13

Water

for development
水促进可持续发展

灌溉

沙漠化

农业用水

据气候变化计划估计，

占全球取水量的70%

到2030年，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由于水资源匮乏，

将有2400万到7亿人
ISO 16075-1标准为灌溉

联合国的“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国际行动（2018-2028

被迫离乡别居

项目中的废水回用提供了基
本指南

年）将更注重水资源可持续发展和统筹管理，有助于实现社会、

ISO 14055-1标准为防治土地退化
和沙漠化提供了良好实践

经济和环境目标。ISO 制定应用极其广泛的标准，旨在提高水
质量，对水资源服务进行良好管理并减少水污染。

水足迹

工业污染

由于制造业的需要，

工业活动极大地影响着

到2050年，

排放到环境中的

全球水资源需求量（在取水量方面）

水的可用性和质量

水资源损失

饮用水

在发展中国家，

今天，

每天约损失

52亿人享受着

4500万立方米的水，

被安全管理的饮用水服务

ISO 14046标准帮助企业

是工业废水处理设施的试行计划，

其年经济价值

（即在室内供应，需要时即可获

监测其水足迹

目的是实现水回用

超过30亿美元

得而且不受污染）

减少一半的损失

ISO 24512标准

能为至少9000万人

对提供人人皆可获得的

提供充足的水

饮用水服务提供支撑

未来的ISO 24528标准

18亿人

为减少城市供应系统中的

因饮用水源遭受了

水损失提供了指南

粪便污染，而面临

将增加55%
未来的ISO 22524标准

废水

卫生环境

全球80%的废水

68%的全球人口

未经处理或回用后

至少可享有基本的

就流回生态系统

卫生服务

感染疾病的风险
未来的ISO 30500标准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联合国水资源组织、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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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例如
采用不铺设下水道的卫生设施

ISO 24516-3废水收集网

ISO 24521标准

标准帮我们更好地

为基本的国内就地废水

管理水资源

服务管理提供指南
曹欣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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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a
水资源管理

水

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必需品之一。我们常听人说，每天要喝多少水，

resource

却不常听说我们浪费了多少水、水匮乏或者如何减少用水。
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全球只有 1% 的淡水是容易获取的。

更糟的是，它在全球的分布并不均匀，而且很容易受人类活动的污染。更令人不
安的是，有一种长期存在的观点是淡水是可再生资源，如今该观点因为持续恶化
的水质而受到质疑，水质恶化将导致人类健康、生活和发展所依赖的水生态系统
恶化。

为什么我们要对全球的水资源进行管理？环境科学家黛

全球面临的最大

比·查普曼博士（Debbie Chapman）认为，我们的健康和福

水资源挑战

祉都依赖于水资源管理，其回报巨大。在本文中，查普曼博
士阐述了在全球范围内管理水资源的重要性。

本世纪最迫切的环境挑战之一就是淡水匮乏和水质恶化。据联合国水资源组
织（淡水和环境卫生问题联合国机构间协调机制）估计，如果我们不尽快改善水
资源管理的话，到 2030 年地球的水供应量将下降 40%。联合国环境署及其水

是确保地球有限的

资源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Water）通过与伙伴合作和开展工作项目，在

淡水资源水质良好。

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水目标（SDG 6）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GEMS/Water 的首要目标是鼓励水质监测，确保在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评
估中可用水质数据的兼容性和可比较性。
近期，本刊有幸采访了环境科学家黛比·查普曼博士，她在 GEMS/Water
有 30 多年的工作经验，因为在促进水质监测和评估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而闻名
世界。查普曼博士在爱尔兰科克大学建立了联合国环境署 GEMS/ 水容量发展中
心，并担任中心主任，该中心提供全球范围内水质监测和评估方面的专家意见和
培训。
在此次采访中，查普曼博士描述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全球水资源挑战，
并解释了 ISO 标准确保资源得以可持续利用的实用方法。

ISOfocus： 您认为全球面临的最大水资源挑战是什么？
黛比·查普曼博士：作为一名环境科学家，我所关心的是水生环境现在和将
来能提供人类赖以生存的服务，同时维护好水生生态系统本身。我们依赖的一些
服务包括饮用水、废水吸收、食品渔业、农业用水和营养剂，以及娱乐活动。其
中很多都依赖于常被人们忽视的健康的水生生态系统。
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活的有机体，水是其细胞和组织的基础组成部分。
我们不仅需要足够多的水来维持这些细胞和组织的含水量，而且极其重要的一点
是水不能受到有毒物质的污染，如金属、水生环境中数以千计的其他有机和无机
化学物质。即使轻度水污染都会对水生生物体带来微妙的影响，致使物种和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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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卫生管理不当
是造成全球水质恶化的
主要原因。

还很晚。

很难成立一个项目并收集足够的数据来提供战略指导，在

人们保护水质的意识不断提高，尤其是为了保护人类

2030 年前提高水质。从社区居民到政策制定者，所有层面

健康；该问题的关键是使政策制定者和资源管理者了解监

的教育、培训和意识提升将发挥重要作用，帮助完成 SDG

测水体和水生生态系统质量的重要性。

6 目标和 6.3.2 指标。■
曹欣欣 / 译

Photo : Debbie Chapman

对那些目前少有或没有全国监测项目的国家而言，

查普曼博士是联合国环境署 GEMS/ 水容量发展中心主任，
该中心位于爱尔兰科克大学。

密度发生变化，最终导致自然生态系统变得不平衡、不健康。

一个方法是，鼓励共享数据的实验室采用经过实验和测试

不健康的生态系统无法提供我们所需的服务。

的标准化方法。

因此，我认为全球面临的最大水资源挑战是确保地球

ISO 标准中的方法信誉良好、被全球认可，而且提供

有限的淡水资源水质良好，即不仅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

了确保不同国家的数据具有可比性的机制。现在有很多不

的需求，还能满足水生生态系统的需要。除非水质很好，

同的水质监测标准，范围覆盖实地技术、实验室试验等，

否则就算有充足的水量也无法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监

因此监测项目的每个方面都可进行标准化、可相互比较，

测水质对确定水质是否满足具体的使用需要，或者水质是

即使全球范围的监测也是如此。

恶化还是改善来说都十分重要。
如果没有水质监测项目提供的信息，就无法进行适当
的水资源管理。四十多年来，联合国环境署 GEMS/Water

ISO 近期在环境卫生领域的工作如何带来附加价值？
环境卫生管理不当是造成全球水质恶化的主要原因。

项目一直鼓励对水质进行监测，旨在共享评估、管理和政

提供对卫生系统进行有效管理的指南和标准将确保减轻

策发展方面的相关资料。可持续发展目标环境水质指标

废水对水生生态系统的污染，改善接受污水排放的水域

（SDG 6.3.2）的引入为该项目注入了新动力。该指标以

的水质。

各国河流、湖泊和地下水的监测数据为基础。
展望未来，在实现可持续水管理目标 SDG 6 方面 ,
ISO 标准如何有助于克服这些挑战？

到 2030 年我们会做得怎么样？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水质监测依赖于使用技术方法和运营良好的实验室。

不幸的是，2030 很快就会到来！虽然我们看到全世界

共享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水质数据要求这些数据具有可比

都积极参与到与水相关的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来，但是很

较性。确保不同国家多个实验室的水质数据可进行比较的

多国家在污染源管理、污染源对水质影响的监测上，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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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The troubling
OF TOILETS

令人烦恼的厕所问题

文 / 伊丽莎白·加西罗夫斯基 - 丹尼斯

by Elizabeth Gasiorowski-Denis

我们在思考地球面临的最严重
威胁时，很少会认为恶劣的环境卫
生是最大的威胁。然而，它却是在
农村和城市地区造成疾病和污染的
主要（在一些情况下是直接）原因。
那么，ISO 如何为 23 亿缺少基础服
务的人提供可持续的环境卫生呢？

我

们通常认为去厕所是理所当然的事。但
对全球约 23 亿缺少卫生设施的人来说，
唯一的选择是去露天茅厕。每年有 2 亿

多吨人类排泄物未经处理。在发展中国家，90% 的

卫生经济

污水直接排入湖泊、河流和海洋。据估计，所有这些
未经处理的污水每年将导致超过 50 万人死于腹泻。
联合国号召各国“彻底”加大对水和卫生基础

其中的一大挑战是市场——“充满外表相似的产品，特别是

设施的投资，不仅要保护其人口不感染致死疾病，

新的、新奇或革命性的物品（如无下水管道的卫生系统）”的市场，

还要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可持续

来自南非夸祖鲁 - 纳塔尔大学和污染研究集团的克里斯·巴克利

发展目标的第六个目标是要“确保所有人享有水和

（Chris Buckley）教授说。巴克利教授认为，这可能会使买家心

环境卫生，实现水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管理”。这

生困惑并“导致分析困难，无法做出决定等情况发生”。他承认，

在发展中国家，

是个应对整个水循环的全面目标，覆盖水资源使用、
效率、综合管理以及与水相关的生态系统。

巨大的挑战

本刊采访行业专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未来
ISO 30500 标准的帮助下，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解
决厕所问题，保证厕所安全、卫生。

瑞士联邦水生科学与技术研究院（Eawag）在科学
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发挥着桥梁作用。Eawag 关注
可持续地利用水体、水资源的概念和技术。通过与大学、

90%的污水
直接排入湖泊、
河流和海洋。

就那些具有公共健康影响的物品而言，最需要这一技术的国家中
却很少有机构有足够的资源来进行价值判断。“所以技术上没有
进步。”
巴克利教授认为，缺少国际标准使各大公司在新的、革命性
的产品上没有重大投资。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保
护其产品免受廉价、不合标准的仿制品威胁，缺少足够大的市场

其他研究机构、公共机构、行业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

来证明投资的正确性，由监管机构设定产品性能要求而不偏向任

Eawag 努力协调水使用方面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利益。

何一个产品或制造商，”他说。

在 Eawag 工作的凯·伍德特（Kai Udert）说，我们的

位于瑞士日内瓦的马桶委员会联盟（TBC）在打造“卫生经济”

目的是“支持排泄物处理设施的发展，直接就地处理排

的新愿景——以商业为导向的新方法，旨在打造卫生商业活动生

泄物，而无需集中处理设备。”

态系统。这包括提供厕所、将智慧城市中的卫生设施进行数字化，

他指出，卫生设施的选择仍然非常有限，而且以下

打造把人类排泄物变成重要的“厕所资源”的循环经济。

水管道为基础的大型卫生系统成本高而无法迅速实行。

来 自 TBC 的 亚 历 山 德 拉· 克 耐 索 维 奇（Alexandra

如果使用现有的集中式水运卫生系统，“我们将无法在

Knezovich）和谢图尔·谢克斯（Cheryl Hicks）认为，事实证

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提供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服务，尤其

明环境卫生是最难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发展中国家在这

是在快速发展的特大城市。”

方面依然落后。“我们付出的巨大努力并没有将 23 亿缺乏卫生设

各国在维持卫生系统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我们

施的人数减少”。但也有好消息，他们说。 “卫生经济是一个更

欣喜地注意到新的“厕所系统”有助于解决全球大部分

容易扩大规模的新模式，所以如果有这方面的标准，就会产生新

地区的卫生问题以及营养物管理这一全球问题，伍德特

动力”。

说。此外，他说，新技术可能会改变整个卫生环境。“整

但是，卫生经济也面临着挑战。克耐索维奇和谢克斯认为，

个卫生环境会变得更加灵活，城市将能对人口数量的巨

卫生经济不符合我们对传统下水道卫生设施的预想。“人们担心

大变化、缺水等新挑战做出更快反应。新系统不需要冲

这会是另一个制造感染、气味和污染的系统，这也可以理解，”

水或需要少量冲水，这将有助于节水。”

他们解释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为这些新技术的设
计和运营制定始终高质量、可验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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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改变
未来的 ISO 30500 标准将关注卫生设施的不同方面，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有效工具。 BFG 环境技术
公司是环境技术领域的初创公司，该公司研究和技术总监雷米·弗朗索瓦（Rémy François）参与了
IWA 24 的制定，并作为专家和国家代表团负责人参与 ISO 30500 的制定。他认为，这件事归根结底是
提供基本的卫生设施服务。“因为缺乏卫生设施解决方案、基本饮水和卫生服务，时至今日，仍然有很
多儿童和成年人的健康和幸福面临风险，”他说。
弗朗索瓦认为，该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不同于其他任何技术委员会，其任务紧急，非常需要各利益相
关方的协作。他说，参与制定该标准的水质专家、卫生设施专家、发展中国家代表、制造商和国家测试
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准确地描述应该如何根除与缺乏卫生设施有关的疾病。“我对他
们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性感到惊讶，他们迅速找到最佳的折中方案，以便使受影响的人口最终能用上卫
生设施系统。”
未来的标准将通过设计、安装和使用的标准化将概念厕所变为现实。例如，贫困社区可能无法获得
可饮用的自来水，所以安装“离网”厕所成为确定其运行能力的关键因素。这些设施的价格是每个用户
不到 5 美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使用更安全、更清洁、性价比更高的厕所替代品。

积极支持这一工作。ISO/PC 305 目前正在制定无下水道

厕所技术

卫生系统方面的国际标准，有时被称之为“改造厕所技术”。
无需传统的基础设施就能消除病原体，该技术预计将有助

过去几年，ISO 与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开发新的卫生设
施技术。其中最有前景的是“彻底改造的厕所”，其本身

于扭转全球卫生设施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更清洁、更
安全的厕所。

基本上可以作为污水处理工厂。这个概念源自名为“彻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际研讨会协议——《IWA 24，

改造厕所的挑战”的倡议，该倡议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

无下水道卫生设施系统——设计和测试的一般安全和性能

基金会发起，目的是为缺少卫生设施的 23 亿人提供可持续

要求》于 2016 年 9 月发布，该协议是制定新国际标准的

的卫生设施。

基础。有趣的是，IWA 24 和未来的 ISO 30500 标准得到

与传统的下水道系统不同，改造后的马桶（或无下水

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大力支持（见第 28 页）。

道卫生系统）有助于消除病原体，不需要下水道、通水或

未来的 ISO 30500 标准将适用于个人和小型卫生系

电力等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后的马桶将从人类排泄物中获

统，它们能在“离网”、无下水道的环境下安全地处理人

得能源来杀死水中的细菌。结果是，无菌水非常安全可用

类排泄物，重获水、能量和 / 或营养物质等宝贵资源。该标

于冲洗，同时人类排泄物可用作健康、无味的肥料。

准将适用于独立的个人和社区卫生系统，符合明确的排放

ISO 无下水道卫生设施项目委员会（ISO/PC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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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的未来
那么，对缺少基本卫生设施的数十亿人来说，未来会更好吗？
世界各地的组织正在为改善和提供合理的厕所解决方案做出不懈
努力，实现 SDG 6 的决心比以前更大。所有这些，加上由比尔
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发起的“彻底改造厕所的挑战”和未来的

世界银行在一份题为《减少可持续发展时代供水、卫生设施和卫

ISO 30500 标准，将创造条件来实现这一目标。

生的不平等现象》的报告中建议，国家管理资源和提供关键服务的

让缺乏安全、价格实惠的卫生设施的人们有厕所可用将是一

方式需要做出重大改变，要有更好的目标，确保惠及最需要的人，

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弗朗索瓦认为，未来的 ISO 30500 有助于

解决低效问题，确保公共服务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该挑战的规模

实现这一目标，它将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

巨大，建更多的厕所（连接到下水道和就地卫生系统的两种类型）
有助于提高数十亿人的生活质量。环境卫生专家马丁·甘佩尔（Martin

“ISO 30500 将成为用户、处方医师、制造商和实验室之间

Gambrill）是世界银行集团含铅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专家，他向我

交流的参考文件，以保证提出的解决方案能够解决这一迫切的全

这件事归根结底
是提供基本的
卫生设施服务。

们讲述了未来挑战的高潮和低谷以及 ISO 标准如何提供帮助。

球健康问题，”他说。“这将有助于建立具备无下水管道的创新
卫生设施系统的新市场，并大大减少缺乏卫生设施导致的疾病。
ISO 30500 是发展把人类排泄物转化为宝贵资源的循环经济的第
一步。”

ISOfocus： 为什么公共卫生如此重要，现在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为什么你认为这是公共讨论中一
个有意义的话题？
马丁·甘佩尔：长期缺乏卫生设施是公共卫生和环境灾难——但这是个鲜有人关注的无声灾难。扭
转这种情形将耗资巨大：仅达到城市环境卫生 SDG 目标，预计每年要投入 460 亿美元。但是我们知道，
这钱花得很值得，因为环境卫生将降低疾病发生率，改善营养，减少发育迟缓，提高生活质量，增加女
童在学校的出勤率，带来更健康的生活环境，更好的环境管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提高城市竞争
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国际标准是否有助于你所关心的卫生方面的趋势或挑战？
当然。卫生领域的需求很大，提供通用服务的成本也令人望而生畏。我们需要找到适当、有效的服
务方式。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法是“共有的”，或者在计划外、非正式的贫民窟铺设简单的下水道系统，
更有效地进行整体布局。与传统下水道相比，它在地下的位置更浅，管道直径更小，成本也更低。有了
简化污水处理国际标准，该领域更容易推出类似的解决方案，因为这将有助于抵制世界各地保守设计工
程师对这一非常规方法的反对。同理，合理的废水处理技术国际标准能降低运行和维护成本、工厂碳足
迹等，也会受到欢迎。就地卫生系统标准也是如此，不管是双坑厕所等农村地区的卫生系统，还是城市
地区设计合理的化粪池。
国际标准如何为全球数百万人的生活带来改变？
如果在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环境中都使用传统的下水管道和废水处理解决方案，价格会非常昂贵，我
们将无法实现在全球覆盖卫生设施的目标。然而，通过在卫生领域推广采用适当的技术，标准能积极鼓
励决策者，包括资助机构、政府、服务供应商、行业专家和发展专业人员，在规划卫生措施时考虑采用
这些方法。■
曹欣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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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for
比尔及梅琳达·盖

sustainable
sanitation
同心协力实现
可持续环境卫生

茨基金会正在致力于彻
底 改 造 厕 所、 挽 救 45
亿缺少或没有可安全
管理的卫生设施解决
方案的人的生命。在采
访中，盖茨基金会的水
和环境卫生部副主任杜
拉 叶· 科 恩（Doulaye
Koné） 解 释 了 他 们 为
什么向 ISO 寻求帮助。

28 | ISOfocus_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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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独行走得快，与人同行走得远。”杜拉叶·科

很多人会很难相信恶劣的环境卫生仍然是导致疾病的

恩引用了一个流行的非洲谚语。他平静而自信地谈起通过

主要原因。我们把水冲式厕所视为理所当然，但是疾病控

工程挽救人们的生命。杜拉叶是科特迪瓦本地人，是 ISO

制和预防中心（CDC）数据显示，每年超过 80 万人死于

可持续非下水道卫生系统项目委员会（ISO/PC 305）主席。

卫生条件不良，其中大多是幼童。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该项目委员会比其他委员会更能说明为什么标准和创新需

但却影响深远。世界银行预计，一些国家在环境卫生方面

要携手同行。

的支出高达数十亿美元，严重影响了本国的经济增长。例
如，每年在环境卫生方面的支出相当于孟加拉国 GDP 的

求。他们想要彻底改造厕所。“两百年来，我们登陆过月球，

6.3%，印度 GDP 的 6.4%，柬埔寨 GDP 的 7.2%，尼日

口袋里装着超级电脑，但是我们却没有改变过厕所。”杜

尔 GDP 的 2.4% 和巴基斯坦 GDP 的 3.9%。

拉叶解释说。应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简称盖茨基

每年有超过80万人

金会）的要求，提出了通过标准推动创新的远大目标，这

有哪些解决方案？

也让杜拉叶有了这份工作。那么，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

我们所熟知的传统水冲式厕所和下水道系统是在两百

盖茨基金会为什么会向 ISO 寻求帮助呢？

Photo : Doulaye Koné

该委员会致力于确立下一代可持续卫生系统的相关要

因卫生条件恶劣而死亡。
盖茨基金会水和环境卫生部副主任及 ISO/PC 305 主席杜拉叶·科恩

年前发明出来的。2007 年《英国医学杂志》（BMJ）进
行的国际调查结果显示，该系统可以帮助工业国家挽救生

ISOfocus: 为什么盖茨基金会对改造厕所产生兴趣？

命并延长预期寿命。然而，两百年来，厕所和下水道技术

然后输送到人们的家中。这两种资源都十分昂贵：每次上厕所冲

杜拉叶·科恩：盖茨基金会是一个慈善组织。我们的

仍然没有改变。首先，对许多发展中地区来说，这些系统

掉六升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处理排泄

目标是减少全球贫困以及确保儿童拥有平等的成长机会。

不切实际而且太昂贵，远远不能作为长期的卫生解决方案

物对保护环境至关重要，但这也是巨大的能源成本。是时候反思

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途径是消除致命的疾病。

来使用。其次，因为我们需要能源进行水资源收集和处理，

一下卫生系统了。
这就是盖茨基金会正在做的事情。我们认为，现在能提出一种
新型服务模式，即一种新型产业，可以独立于下水道系统之外离

位于西奈山山顶的公共厕所。

网运行。我们与合作伙伴正在进行一系列技术、业务和服务模式
的开发和测试。但是，只有在国家和地方层面上有合理的政策和
法规，以及新的企业家精神，这些解决方案才将能得以实施。

盖茨基金会为什么会向 ISO 寻求帮助？
在向 ISO 寻求帮助之前，我在盖茨基金会花了约五年时间与
合作伙伴开发能离网运行的排泄物处理新技术。我们并不是仅仅
寻找可代替的解决方案，我们希望有更好的方案——一个安全、
环保而且像现有厕所一样舒服的厕所。我们甚至联合了最大的香
水制造商之一一起研究利用香水防臭的可能性。
结果呢？我们发现建造下一代厕所是能够做到的。我们得到了
积极响应，目前正在研究使这些厕所大规模使用的方法。但我们
不能代表全球社会，也无法制定出相关规则来确保这些新技术安
全可用，并为用户提供始终如一的质量服务。这就是我们需要与
ISO 合作的原因。
简单来说，为了深入实施项目，我们需要合作伙伴，他们能将
利益相关方聚集起来以便制定这一新产业的相关规则。ISO 拥有
跨越全球的关系网络和专门技能，是一个结构完善的组织机构，
也是做好这件事的最佳机构之一。我着实喜欢在标准制定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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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共识。这一过程以共识为导向，非常民主，

十亿人使用消耗大量水和（间接消耗）能源的厕所，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一些城

而且每个意见都有价值。我们无法独自完成目

市已经开始质疑这些工程的可持续性，而且正在寻找可替代的创新方法。发展中

标，需要有其他人的加入，这样我们才能通过

国家有机会利用非下水道解决方案来服务 45 亿人中的大部分人口，而我们项目

合作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委员会正在制定的标准明确了这些方案。
人们对这方面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十年前，关于这一话题的会议或研讨会可
能只能吸引一百人参与；如今，我们可以聚集上千人。我们需要以这种决心和发

您现在是 ISO/PC 305 的主席。能否讲

展势头为基础。目前，孟加拉国、布基纳法索、中国、印度、尼泊尔、塞内加尔

讲您的故事？您是如何加入 ISO 的？

和南非等国家政府都对新解决方案表示积极拥护。

我出生于科特迪瓦，我年少时的梦想并不
是从事环境卫生方面的工作。我原以为我会成

身为该项目委员会的主席，我深感幸运。在我们加入 ISO 之前，我们不确

为宇航员或者至少是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我集

定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这一全球性挑战。现在，该项目委员会的代表来自

中全部精力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而且大学

46 个国家，秘书处由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和塞内加尔标准化协会（ASN）

期间表现优异。但在大学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改

共同承担。
我很高兴看到非洲和亚洲国家的积极承诺和参与。他们的国家标准机构做出

变。我的大多数朋友都在医学院上学，通过他们，
我了解到社会上有很多人死于可预防的疾病，

了很大贡献。我们的专家来自各行各业，不仅是卫生工程领域。微生物学家可以

如腹泻、疟疾和伤寒。

探讨病原体含量以及采用不同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安全，也有专家来自行业和学术

想想你家里有几个卫生间？你能喝到自来

界，包括研究新技术的制造商和大学。很多组织也积极参与，如非洲水资源协会

水吗？我们每次冲厕所需要五六升，甚至十升

提供了水使用和服务供应商方面的专业意见，厕所委员会联盟召集了对非下水道

水。在我的国家，大多数人没有资源可以如此

卫生设施感兴趣的企业。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团队，而且内

浪费。因为我们无法管理好人类排泄物而使人

部交流丰富而有趣。我们希望这项创新标准在 2018 年能制定完成，这样就可以

失去生命，这是一个悲剧。

确保全球数百万人甚至数十亿人更健康。■

当我决定把关注重点转向卫生和环境工程上

靳吉丽 / 译

面，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NASA）就成了一
个遥远的梦，如此一来我就能够拯救生命，做自
己擅长的事情。不久，我便带领研究小组开始在
盖茨基金会工作，之后有幸加入了 ISO。

是时候
反思一下
卫生系统了。

该项目委员会是如何解决卫生问题的？
就地 / 离网卫生设施是个新兴产业。我们需
要指南才能发展该产业，这样创新者可以明智
地投入资源。我们在寻找什么呢？我们希望以
更低的价格获得像传统解决方案一样的服务水
平和质量。我们想要能服务所有人的产品——
它能同样适用于美国、尼泊尔或者布基纳法索。
现有的解决方案十分昂贵，所以我们需要
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这也是国际标准的价值

扫码了解更多信息：

所在，国际标准可以通过制定产品规范来满足
众多人口的需求。当一些国家采用国际标准时，
他们允许该产业蓬勃发展并参与竞争，以最实
惠的价格提供最佳创新和服务。工业化国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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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not !

在世界的一些地方，人们上厕所只能去户外茅厕。如果你生
活在那里，上厕所可能是噩梦般的经历。对与其他家庭共享厕所或
便坑的 6 亿人以及不得不在野外解手的 8.92 亿人（大多在农村地
区）来说，缺少合理的卫生设施是个现实问题。
在户外解手的历史像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只要人口密度低，
地球就能安全地吸收分解人类排泄物，这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于城市地区，卫生与健康之间的关联性已

How ISO is helping
to reinvent sanitation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
2017 年水供应、卫生设施和健康联合监测计划 1）的数据显示，21
亿人家中缺少安全的饮用水，是缺少安全卫生设施人口的两倍以
上。因此，每年有超过 36 万不足 5 岁的儿童死于腹泻。恶劣的卫
生条件和水污染还会导致感染和疾病，给人类、经济和环境健康带
Photo : ASN

不浪费！
ISO 协助卫生设施改造

经凸显。

塞内加尔标准化协会会长巴拉马·萨尔

来严重损失。
良好的卫生条件是阻止疾病传播最简单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偏远和地形崎岖的地区，安装下水道系统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开发与下水道系统不相连、卫生而
用水量低的厕所对于挽救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命（和个人尊严）
至关重要。

尽管这令人很难想象，但是全球目前仍有 45 亿人没有可
安全处理排泄物的家庭厕所，导致影响健康和生产力的致命

管路系统的终结？

疾病的传播。

塞内加尔对于这个问题并不陌生。因此，塞内加尔标准化协
会在与其他标准化机构共同主导无下水道卫生设施系统国际标准

塞内加尔标准化协会（ASN）会长巴拉马·萨尔（Barama

的相关工作，帮助该国在这方面做出改善。
下一代厕所，又称无下水道卫生设施系统，是全球预防疾病

Sarr）在本文中阐述了无下水道卫生设施新标准如何帮助发展

和死亡的一项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未来，许多厕所不再把排泄

中地区的人们改善如厕体验。

物冲到其他的地方进行处理；它们会就地进行处理。

制定标准的国家
可以赢得市场。

由于这些卫生设施能去除病原体，益处巨大，而且不需要下
水道、水管接头或电力接入等传统基础设施，提供了成本合理且
清洁、安全和高效的可替代解决方案。合理的环境卫生是人类进
步的关键所在，不仅可以减少由不良卫生习惯和疾病导致的生产
力下降（估计占贫穷国家 GDP 的 5%），还能让社会不断发展和
繁荣兴旺。

1）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联合监测计划报告《饮用水、卫生设施
和健康进展：2017 年更新版本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基准》提出了首项关于“可安全
管理”饮用水和卫生服务的全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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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标准

向非洲发起呼吁

一项新国际标准正在制定中，以确保下一代厕所的安全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让相关人士参与进来。问题的重

性。即将发布的 ISO 30500《无下水道卫生设施系统——装

要性及 ASN 参与 ISO/PC 305 管理的程度对引起国内

配式综合处理部件——设计和检测的通用安全与性能要求》

各利益相关方的兴趣来说十分关键。在政府机构的支持

规定了衡量这些新设施性能的公认准则，它将在最需要的地

下，学者、卫生设施公司、消费者和其他相关方都积极

区加强无下水道卫生设施相关技术的大规模制造、销售和应
用等工作。

参与了进来。
Photo : ASN
ISO/PC 305 在塞内加尔达喀尔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会议。

2017 年 早 些 时 候， 塞 内 加 尔 工 矿 部 部 长 出 席 了

虽然该标准旨在应对全球卫生问题，但是它将在发展中

ISO/PC 305 在达喀尔召开的第一次工作组会议的开幕

国家得以应用，为制造商提供新型厕所的通用要求，实现最

式，这代表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 ANSI 和盖茨基金会

佳效果。反过来，这也可以让消费者比较不同供应商的产品
性能水平，验证其符合最低的健康和安全标准。此外，ISO
30500 标准将被用来确保高质量厕所产品或完善卫生相关法
规和公共政策。

下一代厕所是全球
预防疾病和死亡的
一项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的帮助下，ASN 利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关系网来吸引许
多国家参与 ISO/PC 305 的工作，以便向其他发展中国
家推广参与该项目委员会的益处。
因此，去年 5 月，法语区标准化组织（RNF）在达

ISO 30500 正在由 ISO 无下水道卫生设施系统项目委

喀尔组织了关于未来 ISO 30500 标准的 ISO 研讨会，

员会（ISO/PC 305）制定，该委员会负责制定这一新兴行

主要针对发展中地区的法语国家。这一开拓性的会议有

业的相关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和塞内加尔标准

助于推广 ISO/PC 305 及其工作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化协会（ASN）作为结对秘书处共同组织了相关会议，获得

同时召集国家标准机构和技术专家来加快 ISO 工作进程。

了主要资金捐赠方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经费支持。

影响力
改造厕所
达喀尔研讨会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促使几个国家
身为发展中国家，塞内加尔很荣幸成为如此重要的标准

加入了 ISO/PC 305。之后，2017 年 10 月在摩洛哥再

化工作的领导组织之一，特别是因为这项工作与塞内加尔水

次召开的研讨会也取得了良好效果。我们的工作从此扩

资源和卫生领域主管部门的战略方向完全吻合。该国的政治

大到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和非洲地区标

支持促成了最近几年为公众提供合适的卫生设施等几项基本

准化组织（ARSO）以及 ISO/PC 305 的联络成员非洲

社会服务计划的制定。

水资源协会（AfWA）。

由盖茨基金会等不同相关方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无下

目前，ISO/PC 305 的 31 个参与成员中有 17 个来

水道卫生设施和排泄物管理等这类倡议的开展极大地减轻了

自非洲。如果没有他们参与 ISO 30500 的工作，非洲

该国许多地区随地排便的问题。虽然取得了以上重要的进展，

的法语国家和其他地区最后只会成为标准的“受益者”

但要解决环境卫生问题要做得还有很多。这说明通常被称为

而非“影响者”。但众所周知，为国际标准制定施加积

“改造厕所”的新技术是一场及时雨。

极影响可以确保标准提供国家需要的产品和服务。毕竟，
制定标准的国家可以赢得市场。■
靳吉丽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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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ing waste
into

变废为宝

PROFIT

当你走在肯尼亚首都最大贫民窟基贝拉的街
头时，有一条必须时刻遵守的金科玉律：不要踩
到路上看到的任何塑料袋或者纸袋。在尘土飞扬
的道路上，被随意丢弃的一堆堆垃圾中，有一种
叫做“飞行厕所”的东西——晚上当地人在袋子
中排便，然后把它们扔在路旁。贫民窟人口密度
大而且基础设施和资源匮乏，这意味着生活在贫
民窟的八百万居民不得不靠随地排便和坑式厕所
等不卫生的方式，由此未经处理的排泄物直接进
入环境中。
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计，肯尼亚每年有
四百万吨左右的排泄物流入排水沟和田地中，这
导致该国 150 万人死于腹泻，而且研究表明，由
于卫生条件不良引发疾病，肯尼亚每年因员工旷
工损失 3.24 亿美元，由此产生了较高的经济成本。
但 是， 贫 穷 并 不 阻 碍 改 善 卫 生 设 施，
Umande Trust 表示，该机构以权利为本，旨在
改善肯尼亚城市中心的水、卫生设施和环境服务。
该机构通过赋予社区成员对社区卫生设施的所有
权，开创了一种提高他们的收入和存款的方法，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基贝拉贫民窟的儿童。

目前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非正式居住区有近 60 个
生物中心（公共厕所）。

从排泄物到燃料
殖，形成了甲烷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体沼气，在贫困
Photo : Umande Trust

缺少卫生设施是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肯尼亚
也不例外。八百万生活在城市非正式居住区的居民仍然无法使用
到干净的厕所。但是，情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在肯尼亚的贫民窟，
一项革命性的倡议正在把人类排泄物变为清洁能源。该国国家信
托组织 Umande Trust 执行董事艾达·白娜丽 - 易卜拉欣（Aidah
Binale-Ebrahim）对此给予了详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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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ande Trust 以其在内罗毕各地的生物中心

社区沼气可以作为燃料使用。

而闻名，该机构认为如果水和卫生设施服务被战略

这一系统与普通厕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用水来

性地融入由社区主导的计划中，即使有限的财政资

冲走排泄物，而是通过减少排泄物流入水体来解决废

源也能够极大地改善这些服务。在西瓦西里语中，

水管理不善。基于生态卫生原则，这些人类排泄物沼

Umande 意为“露水”，象征着新的开始，因为

气池基于生态卫生的原则构建，其特点是通过密封、

该机构想出一个创新方法，为贫困社区提供可以负

卫生处理和再利用对排泄物进行安全处理，如此一来

担得起的厕所。

排泄物就不会给饮用水源带来威胁，不会与人产生直

众所周知，建设生物卫生设施的前提是需要在
排泄物管理过程中“关闭回路”，从而把废物变为

接接触，不会接触带菌者、昆虫、啮齿动物或者其他
可能的载体，而且臭味或者不雅之物也能去除。

资源。通过一种革命性的技术，人类的排泄物被倒

Umande Trust 与伙伴和社区密切合作来确保所

入生物沼气池中来生产可以作为燃料的沼气。在没

有生物中心的员工在处理废水和穿戴个人防护设备方

有氧气的环境下，排泄物中自然存在的细菌大量繁

面接受适当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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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排泄物产生的沼气被用于当地社区中心、市场和学校的
烹饪和照明。沼气还可以储存在沼气袋中，以很低的费用供远离
社区中心的家庭使用。另外，其副产物被转化为有机肥料卖给农
民做肥料，为社区创造收益。所以，每个人都是赢家。

制定标准
为建设生物中心，Umande Trust 使用了 ISO 24521 标准，
该标准为基本就地家庭废水服务的管理和维护提供了实用指导。
该标准还针对用户和运营商培训，风险评估以及采用当地资源来
实施可替代技术等提供了相关建议。生物沼气池是这些技术之一。
肯尼亚内罗毕的公共卫生间。

Umande 还利用 ISO 24510 来进行综合管理和提供服务，利
用水资源和废水处理设施的基础设施和管理要素标准 ISO 24511
和 ISO 24512 制定适用于个体目标的绩效指标。

不只是卫生间

所有这些标准都得到了肯尼亚标准局（KEBS）的支持，它为
这些生物中心提供了工作框架，也给用户带来了信心。

在设计上，生物中心不仅仅是卫生间。它们是人们
观看足球比赛、召开会议、学习、举重或者做午饭的公
共场所。除了这些社交活动，生物中心还提供了个体经
营和创收方面的活动区域，成为了当地社区创业者的收

如何运转
基本的沼气系统包括无氧消化池（通常在
地下）、进料管、出料管、专门设计的燃烧炉
和用于收集和存储沼气的管道。每次马桶坐垫
抬起后，排泄物会进入移动的、螺旋形的传送

益中心。
每个中心都以按次计费的模式来运营，通常使用无
现金支付系统来增加安全性，可以创造高达 12 万肯尼
亚先令（约 1200 美元）的收入。厕所经营者通过设备

带上。在 25 天的时间里，排泄物慢慢脱水，

使用获得收益，可以存储这些收益，把收益借给社区成

逐渐到达最终目的地：可再次使用的收集袋。

员，支付员工薪水和基本保养费用，并且支付少量费用
给 Umande Trust，这样它就可以拓展服务，在其他社

最新数据
由人类排泄物制成的一立方米沼气在高效
燃烧时可产生高达 5 500 千卡 / 立方米的热能。
这些能量足够在常温条件下烧开大约 100 升水
或者使亮度相当于 60 瓦到 100 瓦的灯泡照明

区建造厕所。
生物中心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可持续和可拓展的模式，
高效地为生活在非洲非正式居住区的贫困居民提供安全、
可用和体面的卫生设施。社区租赁计划确保该项目不仅

时长达 5 小时。如用于发动机燃料，30 立方米

能够改善社区的卫生条件，还能通过社会合资企业的形

沼气相当于大约 18 升柴油。

式为人们提供脱贫的机会。
如今，在非洲最大贫民窟创建十多年来，Umande

Photo : Umande Trust

Trust 的生物中心依然保持运转和盈利，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仍在使用中：每天有上万人使用这些厕所，对用户来
说它们可靠、舒适又安全。■
靳吉丽 / 译

使用沼气焖米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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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AWARD GOES TO…
美国艾美奖花落谁家？

SMART CITIES PUT

美国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将艾美奖授予高效视频编码

PEOPLE FIRST

以人为本的智慧城市

（HEVC）专家组，以表彰他们在电视工程方面上取得的卓

作为智慧城市博览会世界大会的一部分，在巴塞罗那

为本，并强调确保合理且有条理的城镇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关

越成就。如今，视频压缩标准已成为超高清电视的主要编码

会展中心举办的世界智慧城市论坛上，专家认为：制定以市

键驱动因素。除此之外，海牙市政府首席信息官马里杰·弗

格式。本届艾美奖表彰了 ISO/IEC 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多媒

民为中心、具有实际价值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是未来取得成

拉恩杰（Marijn Fraanje）也强调了标准在支撑合作和共享

体和超媒体信息编码分委会（ISO/IEC JTC 1/SC 29）下属

功的关键。

资源方面的作用。弗拉恩杰提到了荷兰的一个项目，该国五

负责信息社会和数字议程事务的西班牙国务秘书何

运动图像专家组及视频编码协作团队取得的丰硕成果，该团

塞· 玛 利 亚· 拉 萨 尔· 鲁 伊 斯（JoséMaría Lassalle

队由 ITU 电信标准化部门第十六研究组（ITU-T SG16）的视频编码专家组成。
“我很高兴看到专家们的工作能够获此认可，”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说，“这个专家组一直走
在视频创新与技术的前沿，他们向世人展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齐心协力就能取得成功”。
视频流量约占全部网络流量的 75%，预计到 2020 年将增至 80% 以上。大部分视频是依据 IEC、ISO 和 ITU 联合发布的
国际标准进行编码的。这三家机构正在合作制定新的视频编码标准，预计到 2020 年可替代高效视频编码，压缩能力也将翻倍。

Photo : Guillermo Zucal

NEW
CHAIR

市共享研究成果与资源。

Ruiz）在开幕致辞中强调了把人民的需求作为未来城市发

世界智慧城市论坛由 IEC、ISO 和 ITU 联合举办，今

展核心的重要性。他说，“有人认为不久数据和算法会掌控

年由 ISO 主办并作为世界智慧城市合作的一部分。该论坛

当今的世界，但这必须用于减轻城镇不平等和贫困。现在，

汇集了城市、标准制定组织、行业团体及投资商代表，共同

我们必须关注人与环境的和谐问题。”

探讨当今城市面临的一些主要挑战，以及国际标准如何协助

联合国人居署欧洲和欧洲机构办公室代理主任保留

UN OPEN DAY
联合国开放日活动

大城市聚焦智慧城市的不同方面，并与关注网络安全的海牙

斯·库利考斯科斯（Paulius Kulikauskas）也强调要以人

解决这些问题。
论坛详情见：www.iso.org

ISO
SECRETARY-GENERAL

来自阿根廷标准化

作为体现日内瓦国际性的众多组织之一，

MEETS WITH
MEMBERS
ISO 秘书长访问
成员机构

学 会（IRAM） 的 吉 列

ISO 有幸展示了一些帮助实现 SDGs 目标的

2017 年 10 月，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尔莫·祖卡尔
（Guillermo

ISO 标准，这是整个展览的主线。ISO 在两个

Mujica）开启了一场跨越非洲和美洲的宣传之旅，以支持这些

Zucal）于 2018 年 1 月

地方设展，与其他国际组织共享一个展位，观

地区 ISO 成员的外展服务目标。

就任 ISO 消费者政策委

众在此可以通过趣味活动来了解 ISO 标准，包

恰逢世界标准日活动之际，穆希卡先生在旅行开始时收到

在今后十年更加关注水资源。安全饮用水、

员会 (ISO/COPOLCO)

括以水标准为主题的磁性板、儿童彩色图书、

了津巴布韦标准协会（SAZ）六十周年庆祝活动的邀请，参加

卫生设备、卫生保健的匮乏，与水有关的

新主席。祖卡尔先生同

以智慧城市为主题的蛇和梯子游戏等。ISO 还

了南非标准局（SABS）举办的 SABS 标准周活动。在这两

灾害及城镇化、人口增长、沙漠化、干旱、

时担任 IRAM 标准化部

展示了“SDG 魔方”，该魔方以散布在万国宫

场活动中，除庆祝活动之外，还有围绕南非标准制定和竞争法

气候变化等引发的水资源匮乏让人深感忧

门安全、卫生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及 IRAM 消费者委员会协调

的 17 个摊位来解释每一个 SDG 目标，帮助人

的有趣辩论，以及如何通过标准更好地服务津巴布韦来实现卓

虑，由此催生了这一行动计划。

人。

们更好地理解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越的商业经营。

FOR COPOLCO

COPOLCO
迎来新主席

2017 年 10 月，1.4 万余名观众参观了瑞士
日内瓦万国宫，来探索这座城市悠久的国际合
作历史，了解它如何支持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以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

WA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水促进可持续发展
“水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行动十年
（2018-2028）于今年启动，旨在让人们

新的十年计划将重点关注水资源的可

凭借在标准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丰富经验，祖卡尔先

联合国开放日活动有助人们深入了解位于

与巴西技术标准协会（ABNT）的会面同样成功，尤其是

持续发展及综合管理，以实现社会、经济

生在能力建设及鼓励消费者代表参与标准化工作上的成果得到了

日内瓦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也在接下来五年多

因为该国在南美洲处于领先地位。令穆希卡先生印象最深刻的

和环境目标，并关注相关项目和工程的实

认可。他曾出任阿根廷消费者权益保护司顾问，参与“消费者行动”

的翻修工程开始之前为民众提供了参观万国宫

是 ABNT 对 ISO 工作的积极投入，他还会见了来自政府部门

施及推广。该计划还鼓励各个层面的合作

组织（ADELCO）和“阿根廷消费者协会”等阿根廷主要消费者

的最后一次机会。

及企业的 ABNT 主要利益相关者，一起探讨巴西参与 ISO 工

以实现国际公认的与水相关的目标，包括

作对该国经济的重要性，以及标准如何帮助该国企业更具全球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与水相

竞争力。

关的目标。

组织的活动长达 15 年以上。
ISO/COPOLCO 研究消费者如何从标准化中受益，如何发挥

在最后一站拿索，穆希卡先生访问了巴哈马标准质量局

七百多个 ISO 标准提供了公平、持久

（BBSQ）。在针对公私机构的演讲中，他强调了国家质量基

地管理共享水资源的国际工具，有利于实

2017 年 12 月， 拉 特 纳· 戴 维· 纳 德 拉 贾（Ratna Devi

础对巴哈马及其他加勒比地区国家的重要性，并突出强调了国

现可持续水管理，提高水资源发展潜力，

Nadarajan） 第 二 个 两 年 任 期 结 束， 吉 列 尔 莫· 祖 卡 尔 接 任

际标准化工作在巴哈马经济各领域中对企业、政策制订者及消

从而有助于缓解这一珍惜资源匮乏的问题。

COPOLCO 主席。在 9 月召开的会议上，ISO 理事会对纳德拉贾

费者的影响。

标准在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积极作用，及在消费者尤为感兴趣的
领域如何将他们的意见纳入标准项目中。

在 COPOLCO 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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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h changes in the pipeline
管道新变革

文 / 安·布兰迪 by Ann Brady

人口增长、城镇化、污染及气候变化使老化的废水处理系
统受到威胁，更别提人类行为了。尽管挑战重重，人们对健
康和安全深感忧虑，新的 ISO 24516 系列标准在把大多数人
眼里的负担变为宝贵资源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闹

钟响起，人们起床，开始每日的例行公事——冲马桶，冲澡或泡澡，往水壶里
加水准备必不可少的早茶，也可能打开洗衣机，或把前一天晚上洗的餐具从洗
碗机里拿出来。

大部分人不假思索地重复着这些动作，直到哪儿堵了或坏了才不得不找搋子或请管道

工。我们肯定不会花很多时间去想，进入下水道的水或从厨房家电排出的水会怎么样，至
少早上第一件事不会是想这些。拧开水龙头往水壶加水时，除非水的颜色怪怪的或闻着有
异味，否则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水的质量没有问题，喝起来是安全的。
但是，这些废水或其他废弃物，比如前一天晚上倒入水槽的饭菜里的油脂究竟会怎
么样呢？去年夏天，据媒体报道，大量被人戏称为“脂堡”的油脂堵塞了伦敦的下水道系
统。据《卫报》报道，脂堡大小相当于 11 辆双层公交车，蔓延面积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除了脂肪和油脂外，它里面还夹杂着从卫生间下水道排出的尿布和婴儿纸巾。这确实挺恐
怖，但在世界各地的废水管道系统都发现了类似、但面积小些的脂堡。

箭在弦上
由于人类行为以及污染、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密集型农耕、老化的管道和日益增长
的世界人口的需求，废水处理系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许多触目惊心的报道都表明了这
一点，脂堡事件仅仅是其中之一。当然，塑料和其他无法分解、无法生物降解的卫生产品
一样，通常在卫生间使用后就冲掉了。
关于塑料污染的事实与数据非常严酷。据《世界经济论坛》（与艾伦·麦克阿瑟基金
会及麦肯锡公司合作）发表的一篇文章《循环经济之路：加快全球供应链规模化》称，在美国，
“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塑料垃圾从 1980 年的 340 万吨增长至 2008 年的 1130 万吨，翻了
三倍，而同期垃圾总量却减少了 16%。塑料制品及其应用增长迅速，回收速度已经落后。”
因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到 2030 年建设更美好世界的路线图）的第
六个目标设定为“确保人人有水喝，有卫生设施可用”，就不足为奇。在这一领域，良好
实践、质量及安全方面的指南与标准从未像现在这么重要，ISO 24516 系列标准对于应对
这些挑战发挥着关键作用。ISO 24516 分为四部分，其中关于饮用水配送网及废水收集网
的两项标准已发布，另外两项针对自来水厂及废水处理厂的两项标准仍在制定中。

亟需良好治理
SDG 第六个目标把这些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ISO 饮用水供应系统及废水处理系统
技术委员会（ISO/TC 224）主席布鲁诺·蒂斯朗（Bruno Tisserand）对此深表赞同。他说，
“创新是关键，但有效运转也至关重要，它要依赖良好治理。我认为 ISO 在推进水服务
大量被人戏称为“脂堡”的油脂塞满一个管道，堵塞伦敦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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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治理的良好行为上起着一定作用。”

他补充道，2007 年发布的三项标准给出水与废水服务经营中

供应有限的地区，为初创企业提供资助。在墨西哥

的总体原则与良好行为。“这些标准适用于所有情况，无论是目

就有一家这样的初创企业针对废水回收开发技术解

前的高级服务领域还是服务缺失的领域。”最新发布的标准将会

决方案，地方政府及威立雅都从中获益。

有助于“制定资产管理策略，建立必要的工具及决策过程，以负
担得起的最低成本使基础设施发挥长期效能。”

寻求解决途径

威立雅（Veolia）是一家专门设计、提供水、废弃物和能源
管理方案的跨国公司，该公司的研究项目主管蒂斯朗深刻地意识

尽管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尤其在技术方面，

到，城镇化的推进会给废水处理系统带来压力。他说，城市越大，

但许多水服务业在应对现代压力上仍倍感吃力。邓

对气候变化的两大影响——水不足（水匮乏、干旱）和水太多（洪

肯·埃里森（Duncan Ellison）是加拿大水和废水

涝）越敏感。比如，2017 年，美国飓风季时，弗罗里达州和德克

协会前执行董事，积极参与 ISO/TC 224 的事务，

萨斯州的废水处理中心都不堪重负。据彭博社报道，飓风厄玛过后，

他提出两个解决方案：“第一，针对厕纸产品在废

50 万加仑废水浸没圣彼得堡和奥兰多，另有 600 万加仑废水流至

水管道系统及处理系统中的物理分解及生物降解性

比斯坎湾海岸。

质，说服制造商只生产物理和化学性质与厕纸类似

蒂斯朗指出，越来越多的人临海而居，他们居住的地方通常
淡水匮乏。“对很多国家来说，海平面不断上升已经成为一个大
问题，如今又多了一项挑战。”他说，“海水会侵蚀废水管道，
使废水处理变得更加复杂。”
对此，威立雅采取一种“开放式创新”的策略，如在水资源

的产品；第二，无论商品标签上怎样写，让消费者
相信，只有三样东西可以往下冲：厕纸、小便和大便。”
他说，废水处理机构通过检测发现，许多标示
可下冲的产品在废水管道系统的液压和机械环境下
并不能进行物理降解。“因此，他们会在管道系统
中堆积，或者经由处理系统排出而进入已处理废水
的接受水体中。”
然而，也有好消息。埃里森说，ISO/TC 224
下属的水效管理工作组（WG 12）目前正在探索构
建液压、机械和环境条件，以指导制造商设计一些
不会堵塞滤网及泵机的产品，或不会将不能生物降
解的纤维排到水体环境中的产品。如果能够成功，
他说，“这将有助于淘汰那些被误认为可下冲的产
品。”他补充道，广义上讲，“所有 ISO/TC 224
制定的标准均针对水和废水服务的问题，目的在于
加强管理，提高效能。”
非洲必须要应对快速增长的人口、加速城镇
化带来的问题，及由此对废水处理系统造成的影
响。非洲水协会执行董事西拉维·厄舍（Sylvain
Usher）也积极参与 ISO/TC 224 的事务，说非洲
面临的一大挑战是使废水处理方面的创新技术适应
非洲的环境及将新办私营企业纳入现场卫生设备系
统的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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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意识
厄舍说，另一项挑战是“让金融家们意识到，废水和粪便污泥也能成为
财力资源”。联合国在 2017 年 3 月发布的《世界水发展报告》也提到这一

许多水服务业
在应对现代压力上
倍感吃力。

点，“家庭、工业和农业废水应被视为一项宝贵的资源，以满足不断增长的
世界人口的需要”。该报告的主编理查德·奥康纳（Richard O’
Connor）
说，废水中也有很多营养成分，如磷和硝酸盐，均可变为肥料。此外，粪便
污泥经处理后可变为沼气，用于废水处理厂发电。
然而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消除对废水回用的“心理障碍”。同时，
厄舍所说，“我们需要大力深入发展就地卫生设备相关的工程。ISO 标准在
这方面发挥着作用，”尤其是可以指导地方政府。
蒂斯朗还是欧共体供水协会联合体（EUREAU）主席，该组织代表欧
洲饮用水和废水服务经营者。他总结到，“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想让两个世
纪前欧洲出现的重大传染性疾病再次发生，我们需要寻求同时提供水及废水
服务的途径。”然而，他对未来仍旧乐观：“我们已经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了。现在开始行动吧！”■
金英果 /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