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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处理化学品.
顺应解决方案和服务的潮流
2012年7月9日，国务院明确提出了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并颁
布了相应的“十二五”发展规划。规划中明确了水处理行业属
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产业，并强调了水处
理行业的重要性。在水处理行业，政府规划的重点包括：
水处理设备的开发和产业化， 新型解决方案的研发，
以及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这些新的规划将共同推
动中国水处理化学品行业朝着特种产品、解
决方案和现场服务的方向发展。

在2008到2011年期间，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
法规以推动污水处理和水资源保护，并将在“
十二五”期间为之投入数千亿元。在水处理价
值链中，水处理化学品行业仍处于初步阶段，
但预计这一行业将会迅速增长，特别是在特种
化学品、解决方案和服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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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增长稳定，在工业应用有更大的机遇
中国水处理化学品需求增长迅速（2005到2010
年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2%），在2010年达到85
亿元（仅含化学品）。预计在未来几年增长将
持续下去（2010到2015年复合年均增长约为
10%）， 而对提供水处理化学品和解决方案的
企业来说，其相关市场更为巨大。以工业应用
为例，其总市场价值（包括设备、化学品解决
方案和服务，以及其他供应）是化学品需求的
4-6倍。

与市政应用相比，工业应用通常对化学品的需求
量更大，且要求更高，特别是对于循环水和污水
处理。在水供应方面，工业用户通常对水的质量
要求低于市政用水，但有一些行业对水质的要求
很高，并需要额外的处理，比如对于制药和食品
加工行业，确保无菌等级的供水对于健康和安全
至关重要。在工业循环水和污水处理中，通常需
要高价值的化学品，并趋向于更高效的特种化学
品（有效去除污染且能耗较少），以及整合的解
决方案，而不仅仅是水处理化学品。

中国对水处理化学品的强劲需求不仅由政策法
规、资源短缺、水价上涨，以及对环境的关注
所驱动，更是由于科技的进步。由于中国水资
源危机的日趋严重，以及对环境关注的逐渐加
深，中国政府已经设置了更高的目标，以及对
水/污水处理更严格的要求，并增强了政策法规
的执行力度。在科技方面，水处理设备（例如
膜法）正在替代一些低端化学品，但也推动了
与膜法技术相关的特种化学品的需求。

工业应用涉及种类很多，并多为利基产品，因为
不 同的行业需要不同的水处理化学品和解决方
案。工业水处理的主要行业包括造纸（占2009
年中国工业污水排放量的19%），石油和化工
（17%），纺织（11%），发电（7%）和金属
冶炼（6%）。举例而言，造纸行业排放的污水
含有油墨、纤维和有机污染物，因此需要凝聚
剂/絮凝剂进行处理。

水处理化学品主要应用于市政以及 工业水处
理，而海水淡化主要是通过非化学方法（如膜
法和热法等）进行处理，化学品（洗涤剂、阻
垢剂、杀菌剂等）只占运营成本的10-15%（
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作为对比，化学品占了
工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成本的25%-50%）。
在市政领域，非化学方法（过滤器和膜法）可
能比化学品增长更快。这些非化学方法污染更
少，更卫生，因此在水处理方法中更受地方政
府欢迎。

这些应用行业对水处理化学品需求的变化，将不
可避免地会影响各个水处理化学品产品类别的规
模和增长态势。这些产品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类
别，并具有特定、不可替代的功能–阻垢剂（占
2010年中国消费额的31%），缓蚀剂 （30%），
凝聚剂和絮凝剂（25%）和杀菌剂（7%）。阻
垢剂、缓蚀剂和杀菌剂主要应用于工业循环水，
并将保持稳定增长。凝聚剂和絮凝剂主要用于市
政污水处理以及工业应用，如石化行业，在未来
这一类别可能增长更快，因为它既可以用于水处
理也可以用作石化行业的去油剂。总体而言，新
产品正在被引入，它们具有更好的性能、更低的
毒性及更低的成本，以满足对效率及环境友好的
日益增长的需求。

中国水处理化学品消费额（仅含化学品，不含解决方案和服务）
2005-2015

按产品类别细分 (2010)
100%= 85亿元

单位：亿元
其他

每年 +10%

*

阻垢剂
杀菌剂

137

8%
7%

每年 +12%

31%
85
凝聚剂

49

和絮凝剂

25%
30%

2005

2010

缓蚀剂

2015E
未来5年增长展望

注：(*)其他包括离子交换树脂、洗涤剂、消泡剂、脱氧剂等
来源：Freedonia，专家访谈，新闻检索，德勤估计，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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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5-10%

每年~10%

每年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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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高度分散，预计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尽管中国水处理化学品市场吸引力很高，但这
一行业目前仍处于高度分散状态，且由国内民
营企业所主导。造成这一分散局面的主要原因
是大宗化学品相对较低的门槛，这吸引了数百
家国内的小型企业。
在2009年，前10大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小于
50%。跨国企业已经占据了前10大企业中的4
家：爱森、纳尔科（艺康-纳尔科集团）、亚
什兰和奥麒化工（龙沙集团）。
预期在未来3-5年内，水处理化学品行业将会发
生整合，我们会看到实力更强的企业将获得更
大的市场份额，而具有能为市场所接受的独特
能力的新进入企业也会出现。此外，客户需求
会趋向于更高端的化学品，这将提高进入门槛
并淘汰实力较弱的企业，对行业整合起到促进
作用。快速发展的水处理系统（如过滤器和膜
产品）正在取代低端化学品，而缺少规模效益
或技术实力的小企业也可能被淘汰。
尽管大多数企业专注于生产水处理化学品，一
部分以跨国企业为代表的企业，例如纳尔科、
亚什兰和奥麒已开始利用其研发和技术服务能
力，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特种化学品以及
配方产品）。这些跨国企业是全球水处理化学
品行业的领导者，并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和研发
中心。举例而言，亚什兰已在中国设立了3个研
发中心。

国内多数水处理化学品生产企业（跨国企业、
研究机构和民营企业）同时服务于市政以及工
业水处理，而国有企业附属子公司主要提供工
业水处理服务。
国内的研究机构或大学下属研究所具有较强的
研发能力，技术比一般国内企业要领先。一些
研究所被并入大型国有企业，比如中石化以及
中化集团，并为研究所带来了一些内部客户资
源。研究所同时也为各种行业提供全面的解决
方案，但他们的业务规模一般很小。
国内民营企业在企业战略和运营上非常灵活，
使得他们可以快速调整，适应市场变化。许多
民营企业可以极低的价格销售大宗产品，因此
在低端市场上很有竞争力。这些企业通常有广
泛而多样的客户基础。
通常国有企业附属子公司的行业关注面较窄，
因为他们主要服务于集团内部客户，并通常只
服务于母公司所在行业。由于这些企业的母公
司（例如包头钢铁，武钢）都是大型企业，他
们可以获得大量的内部客户资源。

中国水处理化学品行业竞争格局
市场份额 (2009, 金额)

竞争格局 (2012)

100%=70-80亿元(2009)

主要业务

主要跨国企业

公司举例
• 爱森
• 纳尔科
• GE水处理

跨国企业

其他

25 - 30%
30 - 35%

研究机构

市政及工业水
处理化学品

• 山东瑞特
• 山东天泽

民营企业

2 - 5%

• 中海油天津化工设计
研究院
• 南京理工大学水处理技
术中心

35 - 40%

主要研究机构
主要民营企业

国有企业
附属子公司

主要关注工业
用水处理化
学品

• 包头钢铁水处理化学
公司
• 武钢集团供水公司

来源：德勤估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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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及现场服务是获取未来价值的关键
总体而言，中国水处理化学品制造商显示出
较高的利润水平，2009年息税前利润率约
9%-14%左右，这一数字基于三种不同类型企
业的样本（跨国企业、国内民营企业和国有企
业附属子公司）。
我们认为解决方案和现场服务是提高盈利水
平的积极因素。一线企业解决方案和现场服
务的相应毛利率可以超过50%，而二线企业在
30%-40%之间。
跨国企业正在引领解决方案和现场服务这一潮
流。举例而言，在工业水处理应用中，跨国企业
更倾向于覆盖广泛的应用领域，并提供复杂的产
品和服务（从大宗化学品到特种化学品、解决方
案和现场服务）。纳尔科是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导
者，并正将解决方案的概念提升到咨询服务的范
畴，以协助客户优化流程步骤—例如对于一个造
纸厂，实现诸如“降低x%的能耗”和/或“不仅
降低污水排放，还降低y%的水消耗量”这样的
目标。此外，一些跨国企业已经进一步整合了水
处理价值链上的技术和系统（例如膜）。一些企
业，如GE，已经完全整合了水处理价值链，包
括设计、采购与施工(EPC)和运营与维护（见边栏
中GE案例）。

传统上来讲，中国民营企业主要进行水处理化学品生产，特别是大宗化
学品。但是，一些企业如江海化工和洗霸科技已开始尝试涉足更加复杂
的产品及服务，以将产品和服务组合拓展到特种化学品、解决方案和现
场服务。
为确保竞争优势，并顺应对水处理化学品需求的转变趋势，中国企业需
要从大宗化学品转向特种化学品，乃至解决方案和服务。这些举措的关
键成功因素是研发和技术服务能力，这些能力将确保未来的利润水平和
可持续发展。
GE水处理案例
GE通过其两家在华企业，已经完全整合了水处理价值链，从化学品
生产到运营维护服务：
• 通用电气水处理（无锡）公司：
• 主要生产水处理膜产品
• 同时也生产和销售膜相关化学品
• GE水处理及工艺过程处理公司：
• 主要负责设计、采购与施工(EPC)以及运营维护服务
GE把中国视为重要的战略市场，并将持续对华进行投资：
• 作为GE2010至2013年20亿美元投资的一部分，无锡工厂产能提高
了一倍，其膜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中国水处理行业价值链（2012）
水处理化学品及解决方案价值链

说明

原材料
•用于生产各
种水处理化
学品的原料

现场服务

解决方案

化学品生产
•大宗化学品（廉价、
常用）
•特种化学品（高效，
用于特定目的）

水处理价值链其他环节

•基于客户条件和需
求的定制化解决方
案，尽量实现最优
的水处理效果

•对水处理设备
提供现场的、
连续性的技术
支持，尽量实
现最优的水处
理效果

跨国企业：纳尔科、凯米拉、巴斯夫、亚什兰

技术
与系统

设计
采购与施工

•包括水处理设备生产、工程设计、采购及施工，
以及运营维护服务

一些企业向下游进行了进一步整合，如纳尔科
在水处理系统

主要企业(部分企业)

GE水处理（通用电气水处理（无锡）生产化学品，GE水处理及工艺过程处理公司负责其他环节）
陶氏、爱森

陶氏

蓝星集团

蓝星集团

从关联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

一些企业会向上游整合，

采购

金红、淼清等

比如中石化淼清

中国民营企业：山东瑞特、武进
精细化学等

一些企业正在向下游整合，比如江海化学（通过其关联公司
江海环保实现）

研究机构：中海油天津研究院，
南京理工大学水处理技术研究所等

来源：公司网站，新闻检索，德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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