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9

月23

日-24

日   

上
海
闵
行
星
河
湾
酒
店 







· 排名不分先后 ·

伴随政策发酵，一方面环保产业潜在市场需求得到加速释放，
另一方面监管标准日渐趋严也对产业、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5 年 4 月《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针对污泥领域提出了污染物排放控制、市
场机制发挥以及环境监督三大维度的
要求。

2016 年 4 月 关于加强城镇污水处理设
施污泥处理处置减排核算工作的通知

指出“各地要将污泥妥善处理处置纳入城
镇污水处理减排统一监管“。

2016 年 3 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第十三个 五 年
(2016-2020) 规划纲要》

首次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目标，
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如何在同质的供给中
形成差异？

如何在众多的项目中
脱颖而出？

如何在高稳定的品牌时代
实现价值溢出？

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
凸显优势？



需求升级的时代已经普遍到来
以释放产业新价值的污水污泥产业品牌时代即将开启



论坛开幕及致辞

第一单元：新供给时代的发展困         
              惑和转型之路

·    政策趋势
·    设计建设
·    技术创新 
·    蓝色品牌

主题发言

张   辰   设计        技术产品化企业品       
            牌化

傅   涛   创造新供给迎接品牌时代

麦穗海   污水处理厂        新型资源循       
            环利用中心     

唐建国   用绿色循环低碳理念处理城  
            市固体废弃物            

张  悦    蓝色品牌呼唤颠覆性技术         
                   “拖泥带水”新论

第二单元：行业发展态势和品牌
              化解读

· 高感知：臭气、污泥处理
· 高标准：提标改造、节能降耗
· 稳定性：稳定运营

对话：运营龙头企业的困惑与破题

主持人

薛   涛   E20 环境平台 高级合伙人
            E20 研究院 执行院长
            北大环境学院                                                  
            E20 联合研究院 副院长

对话企业
姚  杰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江  瀚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邹俊良  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吴孚盛  桑德国际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兼运营管理中心总经理   

主题发言

薛  涛    2016 污水污泥行业发展态势        
            及品牌榜单发布

许太明   以工匠精神打造污泥低温真 
            空脱水干化成套技术
                     从“极致化”到“蓝色       
             品牌” 之实践

汪国成   高干脱水 + 中温碳化，通源环
            境实效打造污泥品牌             
            廖足良    康碧 ® 热水解高级厌氧消化 
            处理污泥的国际经验和应用        
            前景

尹伟伦      污泥空间多层静态好氧处理
            及资源化技术    

刘道广   污泥行业痛点分析与产   
            品创新

苏高强   泥膜混合工艺强化脱氮一级   
            A 升级改造技术                       
            
刘淑杰   原位提标增容新技术助力污   
            水处理厂生态化转型

范岳峰  “数据风暴”云平台支撑环保
            领域发展

姚  杰    不忘初心，打造污水污泥品牌  
            运营商



陈  军   嘉定新城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  
           工程介绍

赵凤秋  污泥厌氧技术与整体管理方案

王林尧  艾尔旺— —污泥厌氧消化领域
           的民族品牌

谭  波   污泥低温脱水干化一体及污泥 
           厂内减量技术

王同春      匠由心生 艺无止境— —金科      
           水务的极致化品牌之道

申维真  高品质污泥焚烧项目实践与
           探索

王斯靖  GE 高级厌氧污泥处理技术
           介绍

金亚伟  黑臭污泥生态治理

论坛闭幕及结语

结语嘉宾

张  辰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            
          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总工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参观考察

A 路线：上海嘉定新城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污泥脱水干化工程

B 路线：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工
程

           

第三单元：蓝色夜话沙龙  

热点对话  
主持人
薛  涛    E20 环境平台 高级合伙人
           E20 研究院 执行院长                    
           北大环境学院
           E20 联合研究院 副院长

对话嘉宾

张  辰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唐建国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
            总院 总工

戴晓虎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
         院 院长城市污染控制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

杭世珺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 原副总工程师
          

第四单元：新供给品牌时代的 
              品牌落地

·   建设环节供应链
·   运营环节供应链
·   营销环节供应链

主题发言

王凯军  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下的技术 
           发展与繁荣

邹伟国  城市排水污水与黑臭水体治  
           理的相关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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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特邀演讲嘉宾
Guest speaker

题目     蓝色品牌呼唤颠覆性技术——“拖泥带水”新论

· 简介：长期从事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的工程设计、科技研
究和管理工作，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方面有较
高的技术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主持并参加城市水及垃圾
处理设计和研究项目五十余项，负责“九五”、“十五”国家
科技攻关及“十一五”国家科技专项的相关工作，担任国家
863 高技术计划首届资源环境领域专家委员，多次获得国家和
省部级优秀设计奖、科技进步奖等。曾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
建设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享受政府津贴专家等称
号。

张  悦

题目     设计——技术产品化企业品牌化

· 简介：担任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给水排水技术委员会污泥分委
员会主任、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给水排水委员会主任、建
设部市政公用行业专业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是新
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首届上海市重大工程杰出个
人、上海市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10 年当选全
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张  辰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

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总工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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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特邀演讲嘉宾
Guest speaker

题目     创造新供给迎接品牌时代

· 简介：最近 15 年来，以多所顶级高校及其他科研机构为依托，
通过 E20 环境平台下属的中国水网、中国固废网、中国大气网
媒体矩阵，通过政策和市场研究、高端会议、培训、推动中国
市政公共事业改革，推动中国环保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并陪伴、
助力诸多优秀环境企业的成长，在行业中持续产生深远影响。

傅  涛
E20 环境平台 董事长

首席合伙人 

题目     污水处理厂—新型资源循环利用中心

· 简介：曾先后管理上海市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污水治理二期工
程、排水运行企业上海市城市排水市南运营有限公司和上海城
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拥有排水行业长期运行管理、排水监测
管理和排水重大工程建设管理等丰富经验。
曾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上海市“职工信赖”的经
营（管理）者、上海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活动功臣奖等。
已获得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共计 40 项，发表科学技术论
文 30 余篇。

麦穗海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
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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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特邀演讲嘉宾
Guest speaker

题目     用绿色循环低碳理念处理城市固体废弃物          

· 简介：长期从事城市给水排水工程设计、上海市污水处理行
业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主持编写了国家行业标准《城镇
排水管渠及泵站维护技术规程》、《上海市排水行业 2002 至
2020 年科技进步规划》、《上海市污泥处理处置管理政策》
课题的研究等。参加了国家《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与
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技术指南》
和多部标准、规程的编写和多部国家和行业标准的审查。

唐建国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

研究总院 总工 

题目     2016 污水污泥行业发展态势及品牌榜单发布

· 简介：在市政环境领域曾有八年采购经验，十二年 PPP 咨询
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经为 GE 及多家上市公司提供咨
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
深刻理解；是中国最早专注从事市政环境领域 PPP 咨询的专
家之一，财政部 ppp 中心专家库成员，天津大学特聘讲师；
2014 年加入 E20 环境平台，着力于产业与政策研究、ppp 以
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薛  涛 
E20 环境平台 高级合伙人

E20 研究院 执行院长

北大环境学院 E20 联合研
究院 副院长

题目     生态文明理念引领下的技术发展与繁荣

· 简介：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在荷兰 Wageningen 大学师
从于国际著名厌氧专家 Lettinga 教授，获得博士学位，曾任北
京市政协委员和市政府顾问，北京市环科院总工程师。现任中
国沼气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环保产业协会水为人呢委员会主任
委员、国家环保部科技委委员和国家重大水专项总体组专家。

王凯军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副院长

国家环境保护技术管理与
评估工程技术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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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特邀致辞主持嘉宾
Guest host

· 简介：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
挂牌成立，是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专营水务板块的
专业子集团，注册资本 317.5 亿元，从业人员近 10000 人。
集团旗下拥有原水公司、制水分公司、供水分公司、浦东威立
雅公司、排水公司、污水公司 6 家核心企业，以及若干投资或
托管企业，是专业从事原水供应，自来水制水、输配和销售服务，
雨水防汛、干线输送、污水输送和处理、污泥处理，供排水投资、
技术咨询、水务基础建设管理等城市水务产业的国有大型企业
集团。

陈明吉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副董事长 总经理

· 简介：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硕士，中国水网创始人，资深产业
顾问；先后任中国水网副总经理、总经理、执行董事。长期从
事水与固废行业的产业研究和产业平台建设，擅长企业战略和
品牌创建。

张丽珍
 E20 环境平台

创始合伙人
国家环境保护技术管理与
评估工程技术中心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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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特邀致辞主持嘉宾
Guest host

· 简介：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教授（高校和科研
创新），德国 Bochum-Ruhr 大学工学博士。千人计划“能源
环境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十二五”863 计划资源环境领域
专家、污染控制专题专家组组长、住建部国家重大水专项“城
市水污染控制”和“饮用水安全保障”主题咨询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重大水专项滇池流域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
工业分会排水委员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给水排水》杂志第
六届编审委员会委员、“千人计划”（高校和科研创新）入选者。

戴晓虎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 院长

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 主任

· 简介：在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工作期间，曾担任北
京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一期二期设计总负责人、审核人，该项
目荣获北京市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和国家级优秀设计银质
奖，中国土木工程学会詹天佑大奖等。北京市垃圾卫生填埋场
垃圾渗沥液处理工艺的研究及我国小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
处置技术指南等研究的课题负责人及审核人。主持过多项大型
污水处理工程及垃圾处理工程的设计谈判及设备招标工作。

杭世珺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 原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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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优秀企业代表
Excellent Enterprise Repesentative

题目     高干脱水 + 中温碳化
          通源环境实效打造污泥品牌

· 简介：专业从事污泥和固废处理处置技术研究和应用的高新
技术企业。2015 年中国最具投资价值新三板公司、2015 年中
国最具价值环保设备品牌 50 强、安徽省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等。
公司取得环保工程一级等多项资质。

汪国成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

股份有限公司
污泥事业部 副总经理兼制

造基地总经理

· 简介：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836304）
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 18 日，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污泥、
废水、废气处理、土壤修复和污泥资源化利用等方面拥有大量
工程业绩，客户遍及全国各地。

许太明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总经理

题目     以工匠精神打造污泥低温真空脱水干化成套技术
            ——从“极致化”到“蓝色品牌”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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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优秀企业代表
Excellent Enterprise Repesentative

题目     康碧 ® 热水解高级厌氧消化处理污泥的
          国际经验和应用前景

· 简介：康碧集团（Cambi Group AS）是国际领先的污泥
和有机垃圾处理处置的技术供应商，独有的康碧 ® 热水解
（CambiTHP®）专利技术可将普通厌氧消化中的污泥转变为
可再生能源及有价值的生物肥料。

廖足良
康碧集团 亚太区技术销售

及业务发展总监 

题目     污泥空间多层静态好氧处理及资源化技术

· 简介：广西力源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智能肥
料研发生产，有机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环保与工业机器人研发制
造的集团型高新技术企业，成功开发的“污泥空间多层静态好
氧处理及资源化技术”可实现城市污泥源头就地 3 ～ 5 天高效
处理与资源化利用，节约处理用地，降低成本。

尹伟伦
中国工程院院士

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发展战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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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优秀企业代表
Excellent Enterprise Repesentative

题目     污泥行业痛点分析与产品创新

· 简介：上海同臣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是同济大学在环保领域重
点投资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和 AAA
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核心产品技术包括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超高压弹性压榨机和纤维滤布滤池等。刘道广

上海同臣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 副总裁

题目     泥膜混合工艺强化脱氮一级 A 升级改造技术

·  简介： 公司创建于1995年，以水处理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国家 863 项目、创新基金项目承担单位，国家重点环境保护
实用技术示范单位，拥有 27 项发明专利、5 项高新技术产品、
1 项国家重点新产品、1 项国家示范工程 。苏高强

江苏裕隆环保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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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优秀企业代表
Excellent Enterprise Repesentative

题目     原位提标增容新技术助力污水处理厂生态化  
          转型
          

· 简介：清研环境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实验室环保技术产业
化平台，公司以系列国际领先的可持续性快速生化污水处理技
术及装备为核心，引领有机污水处理新方向。

刘淑杰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生态
与环境保护实验室 主任

题目     “数据风暴”云平台支撑环保领域发展

· 简介：科技环保 • 物联创新 — 上海昊沧系统控制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专注于水务、环保领域的智能控制、运行和节能优化
的信息化系统管理，十余年来业已成为国内供水、排水、固废
综合治理等领域引领科技环保结合物联应用的创新解决方案供
应商。

范岳峰
上海昊沧系统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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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优秀企业代表
Excellent Enterprise Repesentative

题目     不忘初心 ，打造污水污泥品牌运营商

· 简介：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隶属上
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立足上海、面向全国，以
市场化运作手段，专业从事城市污水污泥运营管理及其衍生项
目的投资、建设、运行，并提供相关领域的技术服务和专业培
训。作为城市水环境的最后守护者，公司始终恪守“善水育人、
人水和谐”的核心价值观，积极实践“立足公益性、面向市场化、
净化水生态、共享新生活”的经营宗旨，以“污水污泥处理服
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为战略定位 , 努力做一流水处理专家，
实现“再造城市水文明”的使命，为城市再造一方碧水，再创
美好生活！

姚  杰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 总经理

题目     城市排水污水与黑臭水体治理的相关实践
          与思考

· 简介：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上海市政总院）成立于 1954 年，从事工程设计、咨询及工程
建设总承包、项目管理全过程服务。现拥有给水、道路、桥梁、
水工、轨道交通、磁浮、地下空间开发、规划、建筑、环境工程、
城市景观、岩土、测量、检测、施工管理、工程总承包等专业，
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各领域，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同行前列。

邹伟国
上海市政总院研究院 院长 

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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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优秀企业代表
Excellent Enterprise Repesentative

题目     嘉定新城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工程介绍

· 简介：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上海市政总院）成立于 1954 年，从事工程设计、咨询及工程
建设总承包、项目管理全过程服务。现拥有给水、道路、桥梁、
水工、轨道交通、磁浮、地下空间开发、规划、建筑、环境工程、
城市景观、岩土、测量、检测、施工管理、工程总承包等专业，
覆盖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各领域，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同行前列。

陈  军 
上海市政总院第四设计院  

所长 高级工程师

题目     污泥厌氧技术与整体管理方案

· 简介：北京洁绿是北京市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国家火炬计划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2004 年成立，业务领域涵盖垃圾渗滤液
及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城市厨余（餐厨）垃圾处理、市政污
泥处理处置等技术和产品的自主研发及推广。

赵凤秋
北京洁绿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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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优秀企业代表
Excellent Enterprise Repesentative

题目     艾尔旺——污泥厌氧消化领域的民族品牌

·  简介：安阳艾尔旺新能源环境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市政污泥、
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企业、河南省“双百计划”项目企业、河
南省百家高成长性企业。王林尧

安阳艾尔旺新能源环境有
限公司 销售副总经理 

题目     污泥低温脱水干化一体及污泥厂内减量技术

·  简介：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研发的集节能、安全、环
保、高效于一身的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重点支持节能环
保产业。已经获得了十多项发明专利，低温干化过程无臭、无尘、
无排放、无污染物转移，可达到干料 10% 含水率以下、每吨
水 250 度电以下、每吨泥占地 4 平方以下、全自动智能远程控
制等高技术标准，充分满足了污泥脱水干化集约处理，厂内减
量，集中处理的多种应用。

谭  波
 广州晟启能源设备

有限公司  技术营销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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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优秀企业代表
Excellent Enterprise Repesentative

题目     匠由心生 艺无止境
          ——金科水务的极致化品牌之道

·  简介：金科水务是水处理及环保行业里专注于膜系统研发、
集成、建设及运营管理的专业化公司。金科水务为饮用水及工
艺用水处理、市政污水与工业废水处理、再生水回用与海水淡
化等领域提供设计、建设、投资和运营管理服务。

王同春
金科水务工程（北京）有
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 首席

科学家

题目     高品质污泥焚烧项目实践与探索

·  简介：京城环保拥有百年历史及四十余年的环保从业经验，
致力于固废、污水、污泥、资源化综合利用等领域的设计开发、
装备制造、工程总包及投资运营服务，首推的“智慧型城市循
环经济环保科技产业园”模式实现了城市废物综合处置与环保
监管的顶层设计，实现了环境问题全面解决方案的智能化集成。

申维真
 北京京城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 教授级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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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优秀企业代表
Excellent Enterprise Repesentative

题目     GE 高级厌氧污泥处理技术介绍

·  简介：GE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科技、服务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多元化企业，致力于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GE 的产品
和服务范围广阔，从发电和水处理，可再生能源、石油天然气、
航空、医疗、运输系统到照明，客户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
拥有 30 多万员工。

题目     黑臭污泥生态治理

·  简介：长期从事弱粘土、淤泥、污泥处理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以及相应土工合成材料的研究和生产，公司注册资本 1500 万
元，厂房 12000 平方米，工程技术人员 27 名、高级工程师 5 名、
硕士研究生 3 名、实习研究生 2 名、博士 1 名、特聘教授 5 名，
施工设备 170 台套，施工队伍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
员。发明了“增压式真空预压工艺”工法新材料等十五项专利
技术，国内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9 篇，国际 3 篇。

王斯靖
 GE 首席工艺工程师 

金亚伟
  江苏鑫泰岩土科技有限

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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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优秀企业代表
Excellent Enterprise Repesentative

· 简介：中环水务由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和上海实业控股有
限公司于 03 年 11 月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金 23.3334 亿元
人民币。截至 15 年底公司拥有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19 家，参股
子公司 1 家，日服务能力 750 万吨，总资产近 80 亿元人民币。邹俊良

中环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 简介：桑德国际是中国领先一站式综合供水及污水处理解决
方案供货商之一。其提供涵盖供水及污染处理业整个价值链的
服务 , 包括设计及建设供水及污水处理设施，以致营运及维护
供水及污水处理设施以及制造供水及污水处理设备。

吴孚盛
桑德国际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兼运营管理
中心总经理 

· 简介：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2000 年 4 月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证券代码：600008），控股股
东为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首创股份致力于成为世界级水务环境综合服务商，在对水文化
的长期价值坚守及所肩负环境产业使命的笃定前行中，率先践
行并积极推动了国内水务环境产业市场化进程，专注于水务环
境领域的投融资和运营管理，为实现“守护碧水蓝天、创建长
青基业”的战略使命而努力前行。

江  瀚
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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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蓝色观点
Blue Opinion

产业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过去建了上万的设施，这些设施
在未来是我们环境服务的依托，是基础，是项目，而不是一种产品。就像招待所不是产品，
但是如家是产品。一个餐厅不是产品，但是麦当劳、肯德基是一个餐饮产品，产品化时
代已经到来，有了产品化的基础，就有标准，就有服务，就有品牌。有品牌就有一种标
准的收益。所以品牌是用户心目中的丰碑，是解决“低价竞争”和“野蛮人入侵”核心
的法宝。

                                                                      傅 涛
E20 环境平台 董事长 首席合伙人

污水处理厂承担着净化污水的使命，但在运行过程中也会消耗一定量的资源和能源，并
产生一些废弃物。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许多资源利用和能源回收新技术不断被开发，
例如磷回收技术、沼气回收利用技术、中水回用技术、污泥废物利用技术等，这些新技
术的使用将使污水处理厂成为新资源的开发中心，成为文明卫生城市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麦穗海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作为工程设计的行业领先企业，上海市政总院正在向全过程、全国化迈进，努力成为基
础设施工程全过程专业服务的引领者。品牌是知名企业立身之本、领先之道，我院愿以
专业的技术产品和服务，融入 SMEDI 人的匠心理念和品牌精神，为污水污泥处理处置
行业的产品化和品牌化发展做出贡献！

                                                                      张  辰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总工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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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蓝色观点
Blue Opinion

污水处理行业经历了近３０年的市场变革，已从设备、工程时代，发展到效果时代，随
着服务界面的升级，污水处理行业亦在火热发展，目前已占据环保行业的半壁江山。但
随着市场热度的一再叠起，行业同质化供给严重，低价竞争，无利圈地现象愈演愈烈，
行业的结构性转型已势在必行，产品化、品牌化将成为避开同质供给、实现弯道超越的
有效途径，高感知、高标准、高稳定将成为污水污泥处理行业的“新标准”，生态化、
均好化将成为污水污泥处理行业的“新供给模式”。2016( 第八届 ) 上海水业热点论坛，
我们一起开启污水污泥的“新航海时代”。

                                                                      

                                                                       薛 涛
E20 环境平台 高级合伙人 E20 研究院 执行院长  北大环境学院 E20 联合研究院 副院长

人类文明发展的理念的变化，将深刻影响着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方向，“中国应该抓住
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生态文明的价值导向必将对环境保
护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为我国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契机。人们应该自
觉的认识到行业很难沿着高能耗、高碳排放、低资源回收利用和环境不友好的传统的模
式继续发展，必须有创新的发展理念和模式，突破旧有狭隘视野，扩大行业内涵和外延，
推动水处理行业的大发展和技术大繁荣。

                                                                       王凯军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副院长  国家环境保护技术管理与评估工程技术中心 主任 

“绿色、循环、低碳”是做好包括城市污泥在内城市固体处理的基本原则。唐建国先生
以静脉园产业园区为平台，以城市生活废弃物处理为核心，介绍了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
的总体思路。整个过程体现污染治理、资源循环、低碳发展三方面的内涵。在解决废弃
物污染的基础上得到沼气、生物炭土、再生建材和电能四项产物，实现了能量循环、营
养物质循环、碳循环、水循环、无机物循环五大循环。此种模式不仅是对国家废弃物园
区化建设的理念的响应，也为城市绿色经济及低碳发展提供了有利支持。

                                                                         唐建国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 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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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后 ·

蓝色观点
Blue Opinion

污泥处理处置技术与产业的发展，应充分发挥各参与者的创新能力，包括工艺产品研发、
设计以及政府部门等，使污泥处理处置市场充满活力，积极构建从工艺产品效果、工程
极致化设计到蓝色品牌建设等各方面的联动模式，以包容的心态面对新技术、新工艺、
新设备以及新观点的推陈出新，共同携手迎接污泥产业的品牌时代！

                                                                         许太明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因地制宜、技术驱动、方案定制，三管齐下方可解决污泥问题。高干加碳化，实际效果最优。

                                                                     

                                                                           汪国成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污泥事业部副总经理 兼制造基地总经理

康碧 ® 热水解高级厌氧消化工艺以能源化资源利用为核心，量身打造热水解高级消化、
高干度脱水并结合焚烧等处理处置路线，实现污泥多途径处理，强化能量再利用，全面
达到稳定化、减量化、安全卫生化、能量利用、资源利用的五大目标，为传统消化升级
扩容改造、低碳节能的整体解决思路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廖足良
康碧集团 亚太区技术销售及业务发展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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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观点
Blue Opinion

要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污泥的环保处理问题 , 必须依靠革命性创新颠覆技术，在现有技术
上进行简单重复改良工作已经无路可走 ! 力源宝融合、集成生物、机械、自动化、土化
等多学科先进技术，成功开发的“有机固废空间多层静态好氧处理及资源化技术”正是
这种颠覆传统处理模式和工艺的革命性创新技术，3 ～ 5 天可将水分 80% 污泥降低至
30% 以下，无需烘干，吨泥耗电 20 度以下，节能 90% 以上，节约处理用地 90% 以上，
可在污水厂现场完成污泥处理；污泥处理产物商品化，吨泥成本 80 ～ 170 元，成本降
低 50% 以上。                                                                     

                                                                         尹伟伦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发展战略顾问

目前国家对环保越来越重视，污泥处理问题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希望通过自身的产品和
技术给污泥行业带来信心，向市场和客户证明技术研发在环保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臣环保不仅要为客户提供污泥深度脱水的系统解决方案，还要保证技术方案最专业、
最合理、最高效，要做到国内最好、国际一流。

                                                                       刘道广
上海同臣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在污水污泥产业品牌时代，重视品牌发展的公司必然会以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风险，实
现与客户的双赢。好的品牌代表企业拥有长期提供符合市场需求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
能力。目前污水污泥行业存在技术多而乱的现象，客户很难选择。而当我们进入品牌时
代之后，客户的困惑迎刃而解，只要挑选优质的品牌供应商就可以解决问题。

                                                                         苏高强
                                                                                                    江苏裕隆环保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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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观点
Blue Opinion

水务行业引入 PPP 打开了水务市场的大门，“水十条”为资本进入提供了投资方向，新《环
保法》为水务项目明确了评价标准，并确保投资的环境效益。作为水务企业，应不忘初心，
以提高经营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务为主要目标，顺应潮流，迎接挑战，不断加强自身品牌
的建设。

                                                                      姚  杰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污水处理提标是趋势，改造是刚需，关键在于如何提，如何改？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的
难点和关键在于脱氮，脱氮的唯一办法是优化生化，生化优化工艺重点应考虑节能、节地、
节管理，未来生化处理工艺依然有很大潜力可挖掘，关键在于开发应用好氧颗粒污泥，
厌氧氨氧化等可持续性新技术。

                                                                     
                                                                         刘淑杰

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生态与环境保护实验室 主任

“数据风暴，引领未来”。面对万物互联带来的冲击，环保行业应该如何应对？ “M.I.C”
借助移动、互联、云等技术，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将环保领域运营管理所涉及到的资源进
行整合、重构。变革与挑战下的新常态经济时代，让我们推倒物理的围墙，构建环保领
域的“合作生态圈”，为环保行业在风暴中保驾护航。

                                                                         范岳峰
上海昊沧系统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29

· 排名不分先后 ·

蓝色观点
Blue Opinion

城市水环境治理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民生工程，也是专业性很强的系统工程，企业应
着重从环境效果出发，提升服务品牌，具体到黑臭水体治理，应遵循摸清现状、因河施策、
注重源头、标本兼治、治管结合的原则，从源头削减、内源控制、水体净化、活水循环
等多方面综合施策。

                                                                      邹伟国
上海市政总院研究院 院长 教授级高工 

随着污泥处理处置项目的不断增加，以及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不断成熟，污泥行业需要
提供系统的全过程的解决方案和实施集成，这就需要有好的产品和有能力的集成者，
EPC 操作模式恰恰能够全方位做到、做好。

                                                                    

                                                                      陈  军
上海市政总院第四设计院  所长 高级工程师 

真正的高大上，是高效的解决问题，其次创造自身价值。

                                                                      赵凤秋
北京洁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



30

· 排名不分先后 ·

蓝色观点
Blue Opinion

膜水处理行业需要既懂水处理又懂膜技术的跨界专家。通过持续的创新，伴以精雕细琢
的工匠精神，为用户带来极致化的体验，塑造最会用膜的水处理企业品牌。

                                                                      
                                                                      

                                                                        王同春 
金科水务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首席科学家 

关于我国污泥处理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的技术路线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除了
分析技术的可靠性、经济性、发展成熟程度、是否具备工程化条件以外，还需要结合我
国各地区的环境现状、城市规划、经济发展、管理水平等，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合理
规划。

                                                                      申维真
北京京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有机固体废弃物是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在我国具有量大、结构组成复杂，无害化、
资源化处理起步晚等特点。采用厌氧消化工艺技术处理有机固体废弃物，在实现无害化
处理的同时，可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化利用，从而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完美结合，促进人居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王林尧
安阳艾尔旺新能源环境有限公司 销售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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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定新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污泥脱水干化工程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推荐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上海嘉定新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设计处理污水总规模 10 万 m3/d，日均污泥量约 100t/

d （含水率 80%）。该公司选用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低温真空脱水干化成

套设备”对污泥进行处理，将含水率 97% 左右的污泥一次性脱水干化至含水率 30% 以下，

处理后污泥总量为 28.6t/d，比技改前减量 70% 以上。工程包括污泥脱水干化车间、污泥

泵房、污泥脱水干化系统设备、电气、仪表自控等设施的新建及改造等。

低温真空脱水干化成套技术是上海复洁环保研发的新型固液分离设备，利用低温真空干化

原理，污泥最低含水率可达 20% 以下；既节省了传统热力干化设备的占地面积，避免了

脱水设备和干化设备的转换时间和劳动力，减轻了环保安全上的压力，又最大限度地实现

了污泥的减量化，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杀菌灭活和无害化的作用，是物料脱水干化的新一

代节能降耗设备，在污染防治、节能减排、环境安全、劳动保护等方面创造了良好的经济

与环保效益。

· 联系方式

联系人：卢宇飞

电话：02165647488

传真：02165641899

网址：www.ceo.sh

公司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博学路 1288 号 1 号楼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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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工程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推荐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上海白龙港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工程是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上海城市环境项目 APL 二期城市

污水管理子项目上海白龙港污泥处理工程的一部分。建设完成后由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

公司白龙港污水处理厂负责生产运营。

该项目自投产运行以来，始终保持连续运行，是国内领先的大型污泥厌氧消化处理系统。

消化池降解率达到 40% 的运行指标，同时污泥稳定化也极大减少了污泥的环境危害，达

到了无害化、稳定化处理。污泥干化系统采用 3 条导热油流化床干化生产线进行脱水污泥

部分干化，设计处理能力 64.6 tDS/d，利用污泥消化系统所产沼气作为能源，天然气作为

备用能源，经干化处理后的污泥含水率降至 10 % 以下，后混处理后含固率大于 70 % 的

污泥外运填埋。

· 联系方式

联系人：周斌

电话：021-58953344

传真：021-58950692

网址：www.shwwt.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1851 号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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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市污泥集中处置工程
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推荐

西宁市污泥集中处置工程地点位于西宁市宁互公路三公里处，尹家沟垃圾填埋场东南侧，

总占地面积 2.839 公顷（约合 42.585 亩，包括远期预留），根据西宁市现有污水处理厂

产出污泥总量，设计规模为日处理污泥 300 吨，远期 450 吨。项目总投资 1.5 亿元，经

专家多方论证项目采用板框压滤深度脱水工艺，确保将含水率为 80% 的污泥降低至不高

于 50%.

将西宁市所有污水厂产生的市政污泥集中起来，运用我公司成熟先进的污泥处理处置工艺

技术，通过我公司研发的专用药剂对污泥进行改性调理后用高压脱水系统产出成品，处理

后的污泥各项指标均符合甚至优于国家现行相关规定的指标从而达到污泥减容、减量、无

害化处理处置及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 联系方式

联系人：夏元友

电话：0551-65583636

传真：0551-65583739

网址：http://www.ahtongyuan.com

公司地址：合肥市蜀山区望江西路 129 号五彩国际 18、19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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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小红门污水处理厂泥区改造工程
——污泥高级厌氧消化工艺应用实

康碧环境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推荐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北京市小红门污水处理厂位于北京市东南部，是北京市中心城区已建成的大型城市污水处

理厂之一，流域范围覆盖西郊、西南郊和南郊大部分地区，总流域面积 223.5 平方公里。

小红门污水处理厂设计处理污水能力 60 万立方米 / 日，污水处理部分采用可以除磷脱氮

的 A2O 工艺。服务人口 241.5 万人。

小红门项目是北京采用高级厌氧消化进行污泥处理的项目之一，主体工艺技采用：污泥热

水解 + 中温厌氧消化 + 板框脱水工艺。经过热水解处理后泥性发生改变；再进入改造后

的小红门污水处理厂的消化池进行厌氧消化；消化后的污泥采用高压板框压滤机进行污泥

深度脱水；脱水后沼液采用北排自主研发的厌氧氨氧化“红菌”工艺进行脱氮处理。

· 联系方式

联系人：康碧中国

电话：8610-5108 8208

传真：8610-5108 8206

网址：www.cambi.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A 区 2307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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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田东有机固废物循环
利用示范基地

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推荐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该项目应用多项先进国内外专利、技术在国家级循环示范区田东县预计投资超过 3 亿元建

设，占地面积 223 亩，利用国际领先的“托盘式全自动立体静态好氧发酵系统”、“城市

污泥生态处理机”等高端环保装备实现每年无尘无臭等量同步连续处理 40 万吨有机固废

物 ( 其中 10 万吨城市污泥 ) 转化为安全优质的有机肥产品，现一期工程已达产，具有年产

智能生态专用肥 20 万吨及有机肥 10 万吨的生产能力。

点对点同步等量连续处理城市污泥等有机固废物，无需二次堆放，无废水、无臭气、无苍

蝇滋生等二次污染，清洁环保，较传统工艺节约处理用地 90% 以上；二、3~5 天完成处理，

污泥水分含量降低至 30% 以下，较传统工艺提高效率 90% 以上；三、利用环境土著菌群

进行静态好氧高温发酵，无需烘干，较传统工艺节能 90% 以上，降低成本 50% 以上；四、

实现城市污泥等有机固废物处理与肥料精密加工的全自动化。

· 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歆明

电话：15078860316

公司地址：广西田东石化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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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系统升级改造工程
上海同臣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推荐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本项目以南山污水处理厂浓缩后含水率约为 97.5% 的污泥为主要处理对象，西丽和蛇口

厂则将 80% 污泥在均质池中与部分南山厂污泥混合均质，然后再经过污泥处理系统进行

脱水。项目总规模为含水率 80% 湿污泥 800 吨 / 天，分两期处理。目前的设备供货和安

装服务范围为近期 400 吨湿污泥的处理。

采用高干脱水的技术路线，但特别注重对加药量的控制，总加药量小于 150kg/tDS，而含

水率可降到 50% 以内；系统核心设备选用了 5 台 200 平的超高压弹性压榨机，拥有比隔

膜压滤机更高的压力和更大的压缩比，使得系统在压滤阶段拥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电耗，

是系统含水率达到 50% 含水率以下的有力保障；污泥浓缩设备具有浓缩效率高、出料浓

度稳定、占地小、节水节能等特点，较传统浓缩机有明显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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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芳污水处理厂污泥干化处理工程
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推荐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本项目采用设计规模为 80tDS/d，出泥含水率≤ 40%。处置后污泥最终进入水泥厂掺烧。

采用三效热泵技术和密闭式干化模式，无废热、废气和臭气排放 2. 低温干化，无粉尘危险，

无爆炸隐患 3. 污泥干化和输送全自动操作，节约大量人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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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城阳城区污水处理一期工程一级 A 提标改造项目
江苏裕隆环保有限公司推荐

青岛城阳城区污水处理厂一期处理规模 5 万 m3/d，于 2009 年开始一级 A 提标改造，

2010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项目主要接纳白沙河北岸区域的工业和生活废水，进水水源

60% 为工业废水，40% 为市政污水。原主体工艺为 ICEAS 工艺，经过我公司改造出水稳

定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原有 ICEAS 工艺运行存在以下几点问题：(1) 硝化不完全。(2) 进水中约 50% 的碳源未被

充分利用于脱氮，系统脱氮效率较低且造成能源浪费。 针对问题将原有 ICEAS 工艺改造

为 SBR+MBBR 工艺，并制定以下改建措施及方案：（1） 在 ICEAS 池内投加裕龙活性生

物填料，增加反应池内生物量，增强硝化及反硝化能力；（2） 调整周期运行模式，曝气

时不进水，充分利用进水中的碳源参与反硝化脱氮。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 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勇

电话：0510--87895999

传真：0510--87895522

网址：www.yelp.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工业集中区华汇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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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第四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提标改造项目
江苏裕隆环保有限公司推荐

西安第四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 37.5 万吨 / 日，于 2013 年进行一级 A 提标升级改造并投

入使用。项目接纳和处理西安市旧城区，东郊京九路、太华路以西区域，漕运明渠以东、

北三环以南区域，漕运明渠以西部分区域以及北三环沿线区域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服

务面积 45 平方公里，服务人口 50 万。项目原有处理工艺为 A2/O。

针对原项目厌氧、缺氧段 HRT 严重不足，创新性的在厌氧 / 缺氧池内投加悬浮生物填料，

构建了厌氧 / 缺氧 MBBR 工艺，增加厌氧 / 缺氧池生物量，增强系统反硝化能力。该悬浮

生物填料为我公司开发的专门用于厌氧 / 缺氧的填料。经过改造，出水稳定达到一级 A 排

放标准。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 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勇

电话：0510--87895999

传真：0510--87895522   网址：www.yelp.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工业集中区华汇路 6 号



41

西安第五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提标改造项目
江苏裕隆环保有限公司推荐

西安第五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 20 万吨 / 日，于 2013 年进行一级 A 提标改造并投入使用。

项目接纳和处理西安市东南郊、东郊、东北郊浐河以西太华路、北二环至北三环区域，

以及东二环至经九路、南二环至华清路区域范围内的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总服务面积约

4500 公顷。项目原主体工艺为 A2/O 工艺，经过改造出水稳定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针对原项目硝化能力不足，隔出一段好氧池作为填料投加区，在其内投加裕龙活性生物填

料，增强系统硝化能力。经过改造，出水稳定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 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勇

电话：0510--87895999

传真：0510--87895522   网址：www.yelp.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工业集中区华汇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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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第三污水处理厂一级 A 提标改造项目
江苏裕隆环保有限公司推荐

西安第三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 15 万吨 / 日，于 2013 年进行一级 A 提标改造并投入使用。

项目主要担负西安市东部两岸及纺织城地区 25 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

的处理，服务人口为 29 万人。项目原主体工艺：厌氧池 + 奥贝尔氧化沟，经过改造出水

稳定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针对原项目硝化能力不足，出水氨氮总氮超出一级 A 标准，在奥贝尔氧化沟内沟投加裕龙

活性生物填料，增强好氧硝化能力。经过改造，出水稳定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 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勇

电话：0510--87895999

传真：0510--87895522    网址：www.yelp.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工业集中区华汇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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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城阳城区污水处理二期工程一级 A 提标改造项目
江苏裕隆环保有限公司推荐

青岛城阳城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处理规模 5 万吨 / 天，于 2010 年开始进行一级 A 提标改造

并投入使用。项目主要接纳白沙河北岸区域的工业和生活废水，进水水源 60% 为工业废水，

40% 为市政污水。项目原主体工艺为 A2O 工艺，经过改造出水稳定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采用多级 AO 分段进水工艺，合理利用原水中碳源，使碳源有效利用于脱氮除磷。节省了

内回流，减少运行费用 12%。并结合 MBBR 工艺，增加系统内生物量，经过改造出水稳

定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 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勇

电话：0510--87895999

传真：0510--87895522   网址：www.yelp.com

公司地址：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工业集中区华汇路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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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政污泥处理处置项目
安阳艾尔旺新能源环境有限公司推荐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平顶山污泥处置项目是平顶山市节能减排重点环保项目，建设在平顶山污水处理厂西侧，

主要用于日处理 25 万吨污水产生的脱水污泥。本项目设计日处理污泥量为 220 吨 （80%

含水率），占地约 20 亩，项目投资 7400 万元，建设期一年。

采用了具有国际先进技术和具有丰富工程业绩的 AAe 厌氧消化技术及核心设备，解决了

传统厌氧技术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搅拌不均匀、沉砂淤积、浮渣结壳、温度不稳定、

产气率低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厌氧消化过程实现了稳定、自动化运行。

· 联系方式

联系人：臧宏炎

电话：0372-2598332

传真：0372-2598062

网址：www. aierwang. com. cn

公司地址：河南省安阳市开发区弦歌大道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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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阴污水处理厂污泥脱水干化一体处理工程
广州晟启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2016 年 4 月投入，日均污泥产量为 1.6tDS/d，以 80% 含水率计为 8t/d，脱水干化后污

泥含水率为 40%。

1、75℃低温脱水、干化过程，系统运行安全，干化过程采用无粉尘设计，维护简单；2. 

采用全密闭结构设计，全过程无异味逸出，无需安装除臭装置；3、 干化过程采用三效热

泵除湿冷凝技术，无废热排放； 4、 减量过程无需加入石灰、三氯化铁等强氧化剂，干泥

量无增加，干基热值高，充分适合后期处置过程资源化利用 ( 焚烧、裂解、掺烧，水泥厂

利用和绿化用途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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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五丰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1500 吨 / 天
 污水处理扩容工程

深圳市清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推荐

项目概况

项目亮点

该项目为扩容项目，原水 COD、氨氮等污染物浓度高，并含有猪毛、碎骨、肉屑等杂质，

时常会有大量猪血进入系统；近期用户方屠宰量增加，原污水处理系统无法处理达标，

而且由于珠三角流域断面要求，出水标准要远远严于《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7-1992)，须增加 1500 吨 / 天的污水处理新系统，但厂区土地紧缺，常规处理

工艺无法完成，选用 RPIR 技术彻底解决了这些难题。

①用 RPIR 技术，成本低，效率高，占地面积小，主生化工艺占地仅为 0.15m2/m3 水；

②标准化的 RPIR 模块，管理简单，免维护；

③ RPIR 技术运行成本低，运行费用仅为 2.57 元 / m3 水，而同时运行的传统 A2/O 工艺

运行成本为 6.03 元 / m3 水；④出水优，出水 COD、氨氮、TP 等远远优于《肉类加工工

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1992)。

· 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旭

电话：18565799886

传真：0755-26556300

网址：http://www.tsinghuan.com.cn/

公司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科技产业园南区清华大学

                 研究院 C718





























同臣环保是一个富有责任感的企业
，员工对企业讲责任，企业对员工
和社会讲责任，企业对员工和社会
讲责任。对工作负责就是敬业，对
企业负责就是忠诚，对客户和合作
者负责就是守信。不负责任的员工
将被企业所淘汰，不负责任的企业
将被社会所淘汰。

同臣环保倡导内部协作与配合，营
造和谐健康的工作环境。员工不仅
要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也要对集体
的工作负责，也要对集体的工作负
责，对整个企业负责。公司崇尚团
队作战，个人的成功只有在团队的
成功中才能得到体会，团队的失败
就是个人的失败。

创新使同臣环保赢得了过去的成就，
创新将创造同臣环保未来的辉煌。同
臣环保的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创新、产
品创新，也包括管理创新、经营创新
、生产创新、服务创新，每个方面、
每项工作都可以创新。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超高压弹性压榨机 竖片纤维滤布滤池









碧   诺   环   保   科   技
江苏碧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宜兴市环科园岳东路28号谢桥创业园C座
电话：0510-80798888        传真：0510-80798008
网址：www.benenv.com

技 术 优
势

碧诺环保主要提供污泥干化炭化一体化解决方案，公司引进日本先进的干化、

炭化技术，在干燥机中设置粉碎搅拌轴，加大污泥与热风接触面积，提高热效率。

碧诺环保可提供设备租赁、设备出售、环保服务等商业合作方式。

污泥干化炭化一体化系统

超级污泥干燥机

移动式污泥脱水装置

叠螺污泥脱水机椭叠污泥脱水机

   污 泥
200吨，含水率99%

泥 饼
10吨，含水率80%第一阶段，机械脱水

KDS/MDS1

泥 饼
10吨，含水率80%

干燥颗粒
2.86吨，含水率30%第二阶段，蒸发

超级干燥机2

干燥颗粒
10吨，含水率80%

  碳化物
1吨，含水率0%第三阶段，热解

炭化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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