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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安徽欣创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孔膜除尘装备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工业、矿山等领域潮湿环境粉尘收集处理。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使用膜过滤原理的除尘过滤材料，孔隙率大且均匀。复

合滤料憎水性好、强度大，清灰剥离率在 98.4%～100%之间，

水滴在膜的表面呈球形，稍加抖动即能滚落，配合振打清灰

形式，清灰便利，能耗低。采用模块化的除尘器滤料组件，

维护方便且占地面积小，个别过滤框架的损坏，不影响滤料

组件的整体性能。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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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最大孔径：2μm～3μm；孔隙率＞70%；除尘效率＞

99.5%；粉尘（＞5μm）收集率：100%；粉尘（＞2μm）收

集率≥96%；清灰剥离率：98.4%～100%；漏风率＜2%；出口

浓度＜20mg/Nm
3
。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一）将膜过滤技术应用在除尘领域，复合滤料憎水性

好、孔隙率高、强度大；

（二）滤料组件模块式制作，有效的减轻了除尘器维护

保养难度，安装与更换十分便捷，具有过滤面积大，节省占

地面积的优势；

（三）湿度量高达 15%时除尘器仍可满足使用要求，滤

袋易清灰，避免了糊袋现象，除尘器阻力小，大大延长了使

用寿命。

（四）采用低压脉冲喷吹、机械振打及水冲洗滤膜的组

合方式进行高效防湿超净除尘器清灰，三种方式可独立运

行，且根据清灰效果组合使用。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张庄矿业除尘治理项目

项目概况：

应用在重点区域(如长江经济带，安徽省霍邱县)，在矿

山系统除尘领域，矿石从地下开采，湿度较大，粉尘含水量

不稳定并含有粘性大的膨润土等杂质。项目选矿厂除尘点整

合为 8 套独立的除尘系统，经过生产运行验证，岗位粉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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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外排粉尘均满足国家标准，厂区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解

决了矿山、水泥等行业除尘难题。使用微孔膜除尘器可有效

降低产品损耗和因超标排放带来的经济损失，提高经济效

益。同时又因清灰周期长、时间段、清灰强度低、大大降低

电能消耗，节约投资费用。

六、推广前景

该技术装备可以广泛应用于冶金、建材电力、煤炭等环

境粉尘治理。

目前已经形成突破，向化工领域延伸。微孔膜除尘器不

仅因其滤料具有很好的憎水性，清灰便捷，滤料表面粉尘不

易聚集，具有很好的防爆性能，对其过滤处理后可以很好的

解决目前的粉尘污染问题。针对含湿量大的工艺环节以及南

方地区潮湿环境下的除尘领域，微孔膜均有良好的适应性。

预计 3 年后每年可形成的销售收入将超过 3000 万元，减排

粉尘量超过 6000t，直接推动项目落地 4～5 项，投资额度在

1000 万左右，可降低标准煤 8000～10000 吨，降低粉尘排放

量 20～30 万吨；可间接推进项目 10～20 项，间接带动节能

技术项目投资 1.5～2 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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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广州市合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离心水洗法空气中有害

物质清洗装备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空气中病毒、超细颗粒物处理。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利用离心叶轮，使烟尘中比重大的颗粒物能瞬间吸收巨

大的动能，脱离空气粘力，射入环形水幕墙的水幕中，被水

流捕获并带走；空气中气体分子因惯性小，能在水幕墙前“转

弯”从而实现颗粒物与空气分离。

局部空气清洗原理图

（4-高速旋转的叶轮；6-环形水幕；13-含尘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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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空气中颗粒粒径：10nm～700nm 时，气溶胶与颗粒物

（m=0.8）去除率＞71%；空气中颗粒粒径：450nm～700nm 时，

活性病毒灭杀率＞99.9%。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该技术装备能够捕捉空气中细颗粒物与气溶胶，具备除

尘与净化两项性能，捕捉的最小范围是 10～700 纳米。该技

术装备追求较高的线速度，线速度越高，处理的效率越高，

空气流量越大，可同步实现去颗粒物、脱硫脱硝、去甲醛、

甚至去病毒等多项任务。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河南省王牌砂布制造有限公司 VOC 及车间空

气处理项目。

项目概况：项目原烟气指标非甲烷总烃每立方米 23.6

毫克，苯酚每立方米 30.5 毫克，甲醛每立方米 25.7 毫克。

经空气清洗机处理后，非甲烷总烃每立方米 1.51 毫克，苯

酚每立方米 0.29 毫克，甲醛每立方米 0.18 毫克。

六、推广前景

大气中的 PM2.5，工业 VOC，其它有害物质，甚至病毒

等在大多数情况下以气溶胶形式出现。该技术装备能大气量

低成本地清除空气或烟气中的气溶胶，市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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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江苏佰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碳酸氢钠微晶体磨料喷射

清洗技术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石化、再制造领域清洁生产改造。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以食品级碳酸氢钠微晶体磨料为介质，以压缩空气或高

压水为动力，将磨料压力喷射至待清洗材料表面，通过碰撞

瞬间产生的爆破冲击、摩擦剥离等作用，使油漆锈蚀、积碳、

油污、灰尘等得以清除，进而实现被清洗材料表面的清洁。

整个喷射装备系统由碳酸氢钠微晶体磨料介质和专用喷射

机配套组成。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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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工作流量＜3m
3
/min（压缩空气）；清除速率：0.2m

2
/min～

1.5m
2
/min（表面污物锈蚀等清除），6m

2
/h～8m

2
/h（表面涂

覆层去除）；降尘效率：85%～95%；废液 pH 值：6～9。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碳酸氢钠微晶体磨料喷射清洗技术以碳酸氢钠微晶体

磨料取代了传统的石英砂、玻璃粒子、钢丸等常规磨料，采

用特殊工艺制备的碳酸氢钠微晶体磨料产品，具有安全无

损、绿色环保的优良特性，使其与常规传统磨料在适用范围、

操作条件和清洗效果及环保特性等方面有着显著不同。该技

术通过专用、通用型喷射清洗设备，形成了适用于碳酸氢钠

微晶体磨料的专用设备体系，通过对传统喷砂设备的专用介

质流量控制系统、多孔径喷枪等进行改进与完善，增加了磨

料震动装置，提高了设备输出精度，降低了输料故障率，提

升了喷射清洗效率。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某飞机大修厂漆层脱除项目

项目概况：某飞机大修厂航空器在运行一定时间后，为

了保证其飞行安全，需要对蒙皮表面的漆层脱除，以便进行

中间阳极氧化膜的检查。采用碳酸氢钠微晶体爆破装备清洗

技术，在现场先后完成了 4 批次飞机零部件表面涂层清除清

洗和 2 架次飞机大部件的除漆试用，结果显示每平方米脱漆

时间约为 10 分钟，且无需浸泡，无有毒废水排放，不损伤

阳极化膜层，满足厂方对飞机除漆工艺的要求。比较传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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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脱漆工艺，需要将工件在脱漆剂中多次浸泡，产生有毒废

液，需要专门处理，废液处理费用约为 7000～10000 元/吨。

采用本技术取代原化学清洗法去除表面涂层，可以高效去除

航空器表面涂层且不损伤涂层下面的阳极氧化层。经测算，

仅化学脱漆剂危废处理费用这一项年可节约 7000 余万元。

且因碳酸氢钠粒子的可溶性使得清洗过程中不增加固废，废

水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要求，绿色环保，经济、社会效益均

十分可观。

六、推广前景

该技术装备可实现船舶拆解件、大型设备在线清洗保

养；工装型架、飞机蒙皮不伤及阳极化层脱漆；石化行业的

安全在线清洗；铁路交通设施的环保高效清洗；食品制药设

备的安全性清洗；再制造行业的超级无损清洗；民用领域诸

如市政环卫清洗维护、汽车发动机、家电翻新等，市场应用

领域广泛。预计到 2024 年，市场规模将达到 4.5 亿元，可

为装备清洗领域减少固废排放 50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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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海城现代菱镁产业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密闭多级熔尘碳

气处理及资源化技术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菱镁、电石和建材行业煅烧和冶炼过程粉尘及碳

气清洁生产改造。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采用全密闭多级熔尘回收技术改造传统敞口熔炼设备，

利用密闭栅格式多级除尘技术自动回收熔尘并将熔尘直接

回炉进行二次熔炼，同时利用三级固气分离技术将熔尘和碳

气分离、净化后对 CO2进行回收，解决了原生产状况下热能

大量损失和粉尘排放问题。

工艺流程图

三、技术指标

处理风量≥30000m
3
/h；进口参数：粉尘浓度≤800mg/m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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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浓度≤140g/m
3
；出口参数：粉尘浓度≤15mg/m

3
，粉尘（回

收）处理率≥95%，CO2浓度≤7g/m
3
；净化回收浓度≥133g/m

3
，

CO2回收率≥94%。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采用全密闭式电熔镁炉，利用专有排烟管道将烟气抽

出，通过储料仓进行烟尘的初步过滤，并设有粉尘沉降室，

将氧化镁粉尘回收后直接回炉熔炼，最后经过布袋除尘器进

行过滤，除尘风机功率仅 30kW，可同时将两台电熔镁炉的粉

尘和 CO2全部回收。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辽宁（海城）菱镁新材料产业基地中试基地

“大型全密闭余热强辐射双品氧化镁智能生产线”项目。

项目概况：

（一）用户用能情况简单说明

项目应用熔尘碳气处理及资源化技术，投资规模 4970

万元。项目应用前：两条生产线每年熔炼 10000 吨电熔镁，

耗电量 3×10
7
kW·h/a，CO2排放量 10000t/a，粉尘排放量

1200t/a。

项目应用后：两条生产线每年熔炼 10000 吨电熔镁耗电

量：2×10
7
kW·h/a，每年节约用电约 1×10

7
kW·h；CO2排放

量低于 500t/a，回收 CO2 超过 9500t/a；粉尘排放量低于

100t/a，回收粉尘超过 1100t/a；节约矿石约 2500t/a。

（二）实施内容及周期

1.采用大型全密闭智能生产线和超短网供电技术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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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敞口熔炼长电网供电的生产方式，彻底解决了高耗能、高

浪费、喷炉喷花事故频发的共性难题；

2.应用全密闭熔尘碳气自动回收分离、直接深加工资源

化流程工业生产方式代替原来的庞大、敞开式、远距离、投

资大、效果差的除尘装置。实施周期 7～8 个月。

六、推广前景

随着国际市场对耐火材料的需求量不断加大，辽宁省对

菱镁行业电熔镁生产排放指标管控越来越严格，解决粉尘及

碳气排放问题迫在眉睫。预计未来五年，该技术装备在辽宁

省推广率达 15%左右，总投入约 288750 万元，年消减

CO2 1840657t/a，年消减 MgO 粉尘 99495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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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成都易态科技有限公司柔性膜除尘器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工业窑炉、锅炉 SCR 脱硝前高温高精度除尘（推

荐）及常规工艺除尘。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主要技术原理为物理性膜拦截，成套装备集新型金属膜

材料技术、膜元件制备技术、膜分离技术、膜装备技术、膜

系统工程应用技术于一体，核心滤材采用表层过滤，其过滤

原理主要包括惯性碰撞、筛分作用、拦截作用、扩散作用和

电荷作用。表层过滤是膜过滤而不是滤饼层过滤，因此阻力

更低、通量更大，通过膜过滤，最终实现高温气体过滤的高

精度、大通量、低阻力和长寿命的稳定运行。此外，利用高

温状态气体和粉尘的性质差异，还可实现高温烟气中有价资

源的分离富集回收。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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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烟气量≥1000m
3
/h；核心滤材使用寿命＞3a；阻力≤

1200Pa；过滤风速：0.8～3.0m/min；进口粉尘浓度≤150g/m
3
；

出口粉尘浓度≤10mg/Nm
3
。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除尘效果具备不受粉尘比电阻等性质影响的优势，具有

多领域多环境适用性、通用性的特点。柔性膜除尘器核心滤

材利用柯肯达尔效应制备，滤材具有过滤精度高、高温抗氧

化、抗硫化，耐热震性、耐磨损、低阻力等性能优势。成套

系统可以实现高温在线反吹、高温多级排灰、防结露防焦油

糊膜、自动检测控制和安全防爆等功能。采用金属间化合物

柔性膜材料、膜元件、膜分离技术和膜装备使得高温气体过

滤技术得以实现。将工况体系与以上部分有机结合，保证各

个环节做到功能和性能可靠。技术装备使用于 SCR 前的高温

除尘，可有效减轻催化剂中毒问题、延长催化剂、后续换热

器等设备的使用寿命、降低客户投运成本，同时在低尘环境

下提高催化剂脱硝效率，为行业内企业提质增效赋能。对比

进口高温电除尘器，在单级过滤下可实现烟气排放从改造前

的 100mg/m
3
，下降至 5 mg/m

3
，装备投资下降 1/3 以上。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中铝山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2×200t/d 氧化铝

焙烧柔性膜高温烟气除尘回收项目

项目概况：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安装 1×10
5
m
3
/h 风量柔

性膜除尘器共两台，主要对回转窑生产工艺中产生的高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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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烟气进行净化处理，拦截下的氧化铝粉尘回收利用，除尘

后低尘烟气为脱硝系统提供了优良的无尘烟气运行条件，洁

净气体达标排放。烟气排放从改造前的 100mg/m
3
，下降至 5

mg/m
3
，每年多减少的粉尘排放量为 76t，每年多减排回收的

150 吨氧化铝粉可多产生 57 万元的经济效益。此外，低尘烟

气 SCR 脱硝可延长催化剂使用寿命，为脱硝系统提供优良的

低层脱硝环境，提高脱硝效率。

SCR 前高温除尘器在氧化铝焙烧中的工艺流程图

六、推广前景

目前，柔性膜除尘器，已在氧化铝行业实现了规模化推

广，2019 年、2020 年占整个新改造氧化铝市场份额约 60%，

未来 3 年将进一步应用推广。此外，该技术装备也在建材行

业玻璃窑炉等工业窑炉和垃圾焚烧等焚烧锅炉等行业逐步

开展建立示范工程，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预测 3 年后，按

每套平均风量 1×10
5
m
3
/h、粉尘含量 20g/m

3
、净化后的烟气

含尘量≤5mg/m
3
，技术装备可以推广应用 300 台，可实现经

济效益逾 15 亿元，颗粒物减排总量逾 474 万吨（单台年减

排粉尘量 1.58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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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高温超净电袋复合除尘器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有色、钢铁、水泥、化工、生物质、燃煤锅炉等

工业烟尘治理。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有机结合静电除尘的“荷电收尘”和袋式除尘的“过滤

拦截”机理，创新开发新的除尘技术，采用的工艺如图所示：

烟尘治理采用“以高温超净电袋复合除尘器作为一次除尘且

不依赖二次除尘的超低排放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图

三、技术指标

工况烟气量≤500×10
4
m
3
/h；烟气温度≤800℃；允许

最大进口含尘浓度：1000 g/m
3
（标态、干基）；设计压力范

围：-20.0 kPa～+20.0 kPa；出口颗粒物排放浓度≤10mg/m
3

或 5mg/m
3
（标态、干基）；压力降≤1200Pa；滤袋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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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漏风率＜2%。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可长期稳定实现低于 10mg/Nm
3
的超低排放。同时，合

金滤料具有耐高温、耐腐蚀、使用寿命长、废旧滤料可回收

利用等优点，解决了化纤滤料不耐高温、使用寿命短，废旧

滤袋存在二次污染等难题。

由郝吉明、黄小卫两位院士为首的科技成果评审会专家

组一致认为：该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在氢氧化铝焙烧炉

上的成功应用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 1750t/d 氢氧化铝

5#焙烧炉项目

项目概况：该项目采用高温超净电袋复合除尘器改造

后，可以稳定实现超低排放，每年减排约 249.3 吨。预计每

年可实现的污染物减排总量为 4980 吨粉尘。其中，单台设

备总投资约 998 万元，每年节省运行维护费约 44.3 万元，

减排可以节省排污费，同时还可以新增回收氧化铝带来收益

约 49.9 万元，投资回收期约 5 年，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六、推广前景

预测 3 年后该技术装备会在有色、燃煤锅炉、水泥行业、

玻璃窑炉、生物质锅炉等烟气净化领域大范围推广应用，市

场占有率达 50%左右。粉尘减排量可达 12450 吨/年，实现的

经济效益达 4500 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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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七：

中钢集团天澄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预荷电袋式除尘

器

一、技术适用范围

主要用于炼铁、焦化、烧结、炼钢等钢铁冶炼全流程的

炉窑烟尘净化。同时也可在水泥建材、有色、机械铸造、工

业锅炉、石油催化裂化等行业使用。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采用“粉尘预荷电+直通式袋式除尘+表面超细纤维滤料

过滤”耦合技术。

装备示意图

三、技术指标

烟气量：1×10
5
m
3
/h～2×10

6
m
3
/h；进口参数：颗粒物浓

度≤20g/m
3
；出口参数：颗粒物浓度≤10mg/m

3
；PM2.5捕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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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99%；设备阻力 700Pa～1000Pa，漏风率＜1.5%。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该技术装备荣获教育部科学技术奖特等奖、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环境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生态环境部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湖北省科学技术二等奖、中国中钢集团有限公司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一）粉尘预荷电技术。通过电场放电技术对微细粒子

进行预荷电，预荷电后滤袋表面粉尘层呈多孔、疏松的海绵

状粉饼结构，该粉饼比表面积增大，可强化过滤时布朗运动

碰触机率和静电吸附效应，从而提高捕集效率 15%～20%，同

时由于粉饼的透气性提高，可减小过滤阻力 20%～30%。

（二）超细纤维面层高效过滤滤料。可实现表面过滤，

提高细颗粒物捕集效率，减少 PM2.5 穿透逃逸，PM2.5 捕集

率大于 99%，突破了关键材料“卡脖子”壁垒。

（三）预荷电袋式除尘装备。将粉尘预荷电技术、超细

纤维表面过滤技术、气流分布技术和直通式袋式除尘技术耦

合，形成预荷电袋式除尘器，颗粒物排放浓度小于 10mg/m
3
，

设备阻力 700Pa～1000Pa，漏风率小于 1.5%，较传统袋式除

尘器相比，节能 40%以上，占地减少 35%，钢耗量降低 25%。

（四）该技术装备在结构上采用了直通式大板块结构，

可大幅度减少人工手工作业，提高了自动化和机器人制造比

例，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单位产品生产节能 2.458kg 标准

煤/ t 产品，比行业同类产品生产平均能耗下降 20%左右。

五、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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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山东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一期）炼钢系

统环境除尘（EPC）工程总承包

项目概况：

2016 年至 2018 年，日照钢铁 4×210t 炼钢转炉二次/

三次烟气净化环境除尘项目，合同额 1.23 亿。除尘系统共

计 11 套。项目采用预荷电袋式除尘器，所有系统均实现了

超低排放和节能运行，使颗粒物排放浓度从过去 20mg/m
3
～

30mg/m
3
下降到 10mg/m

3
以下，PM2.5排放总量削减 50%以上，

装置阻力 700Pa～1000Pa，较传统袋式除尘器相比，节能 40%

以上，占地减少 35%，钢耗量降低 25%。该技术工业应用节

电最为显著，吨钢产品节省电耗 3.11kW·h/t 钢，可 3 年收

回投资，经济效益显著。

六、推广前景

“预荷电袋式除尘器”是解决钢铁炉窑烟气微细粒子

PM2.5污染的利器，具有细颗粒物 PM2.5捕集效率高、节能 40%、

运行稳定等显著优势，市场核心竞争力强，已构成重大市场

需求。该技术为非电行业超低排放及时提供了技术和装置支

撑，广泛应用于炼铁、焦化、烧结、炼钢等钢铁工业全过程，

已成为钢铁超低排放和提标改造的主流技术装备，市场占有

率达 40%，并呈快速增长态势。近三年预荷电袋滤器已工业

应用 50 余台套，平均每年以 20% 速度增长，五年后年销售

额可达 16.47 亿，市场占有率可达 60%。除钢铁行业外，“预

荷电袋式除尘器”还将应用到水泥建材、有色、机械铸造、

工业锅炉、石油催化裂化等行业，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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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八：

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耐高温高湿高腐蚀袋式除

尘器

一、技术适用范围

垃圾、污泥、危险废物焚烧后产生的烟气处理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通过研发顺流均分技术、防腐抗结露技术、除尘器内烟

道防积灰技术、多室往复喷吹技术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袋

式除尘器专有专利技术，能有效解决目前处理固体废物焚烧

烟气袋式除尘器普遍存在的气流分布不均、腐蚀、滤袋失效、

堵灰、经常性的停机检修，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问题，保证除

尘器长期稳定运行，为企业节省运行费用，满足排放要求。

原理及关键核心技术图

三、技术指标

颗粒物排放浓度≤10mg/m
3
；设备运行阻力≤1200Pa；烟

气入口温度 140℃～240℃；烟气入口水分含量≤35%（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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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气体 SO2入口浓度≤15000mg/m
3
；酸性气体 HCl 入口浓度

≤10000mg/m
3
。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该技术装备通过了省级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并获得了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一）顺流均分技术，平衡各室的烟气负荷，提高过滤

面积的有效使用率，避免局部滤袋提前破损失效，降低脉冲

清灰频率和清灰时粉尘的穿透量，保证运行阻力低，除尘效

率高，颗粒物排放达到超低排放的要求。

（二）防腐抗结露技术，使上箱体不易产生结露现象从

而减少上箱体的腐蚀，延长袋式除尘器使用寿命。

（三） 除尘器内烟道防积灰技术，使烟气输送通畅，

不产生积灰现象，保证除尘器安全稳定运行。

（四）多室往复喷吹技术，平衡格室卸灰量，结合灰斗

出口手自一体破拱装置，缓解卸灰输灰难点，避免堵灰、停

机事故。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广州环投南沙 3×750t/d 的垃圾焚烧项目袋

式除尘器

项目概况：应用在广州环投南沙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新建

的 3×750t/d 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置线配套烟气除尘用

LGM/KE-6080 型袋式除尘器项目。该除尘器于 2017 年 11 月

投运至今系统运行稳定，各性能及排放指标均优于设计要

求，实测颗粒物入口浓度为 4485.33mg/m
3
，出口排放浓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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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mg/m
3
，运行阻力 810Pa，年粉尘去除量为 3525.8 吨，

年节电 17.7 万度（折合标煤 21.6 吨），环境效益显著。

六、推广前景

以广州环投南沙环保能源有限公司3×750t/d的垃圾焚

烧烟气净化系统项目中应用的耐高温高湿高腐蚀袋式除尘

器为例，总废气量为 109270Nm
3
/h，废气中含尘浓度约

4485.33mg/m
3
，按照实测排放浓度 3.78mg/m

3
测算，年粉尘去

除量为 3525.8 吨，年节电 17.7 万度（折合标煤 21.6 吨），

环境效益显著。

按照 2018 年生活垃圾处置量 21028.9 万吨，焚烧处理

占比按 45%测算，年固体颗粒物减排 49.4 万吨；按照 2018

年工业危险废物处置量 2482.5 万吨测算，年固体颗粒物减

排 57.3 万吨；按照 2018 年污泥总产量 3981 万吨，干化焚

烧处理占比按照 39%测算，年固体颗粒物可减排 37.6 万吨。

综上，通过技术装备的升级，合计年固体颗粒物减排 144.3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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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九：

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光棒生产线粉尘处理及回

收装备

一、技术适用范围

光棒生产线粉尘处理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通过研发稳压型袋式回收技术、脉冲清灰装置采用柔性

清灰技术、超低排放技术、电气智能控制技术，解决了系统

风量和运行压力控制精度要求高的问题，满足了炉窑生产工

况变化所引起的压力和温度波动精度需求；消除脉冲清灰对

炉压影响，重点解决了脉冲清灰时对炉窑压力的影响，有效

保证了窑炉的生产工艺稳定，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同时也解

决了特殊细粉尘造成的滤料清灰再生难的问题；实现了超低

排放和有价值物料的高效回收，解决了有价值物料的高效回

收和环保排放问题，符合循环经济政策。

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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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进口参数：粉尘堆密度：220kg/m
3
～250kg/m

3
，粉尘粒

径＜2.75μm，粉尘浓度≤500mg/m
3
；出口参数：颗粒物浓度

≤10mg/m
3
；设备阻力≤1200Pa；设备阻力波动＜±20Pa；回

收效率：98%～99.5%。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该技术装备通过了省级新产品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并获得了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产品认定。

（一）满足了工艺生产精度要求，解决了系统风量和运

行压力控制精度要求高的问题，满足了炉窑生产工况变化所

引起的压力和温度波动精度需求。

（二）消除脉冲清灰对炉压影响，重点解决了脉冲清灰

时对炉窑压力的影响，实测炉窑压力波动 15Pa~18Pa，有效

保证了窑炉的生产工艺稳定，提高了产品的品质；同时也解

决了特殊细粉尘造成的滤料清灰再生难的问题。

（三）实现了超低排放和有价值物料的高效回收，实测

颗粒物排放浓度实测为 5.6mg/m3，解决了有价值物料的高效

回收和环保排放问题，符合循环经济政策。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亨通光导 800 吨/年光棒生产线废气干法除

尘及物料回收

项目概况：

亨通光导新材料有限公司，地处长江经济带的江苏省苏

州市，公司为其新建的年产 800 吨的新一代光纤预制棒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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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项目配套设计了 LFM、WX 型细颗粒物稳压型袋式除尘回

收装置，取代传统的湿法除尘装置，用于生产线废气的除尘

和物料回收。该项目于 2017 年 2 月正式投运，产品质量符

合设计要求，运行稳定，能满足光纤预制棒生产线工艺要求，

还能高效回收废气中有价值的二氧化硅粉体，较好解决了传

统湿法废气处理装置存在的问题。

项目总废气量为 2.8×10
5
m
3
/h，废气中含有二氧化硅粉

体浓度约 500mg/m
3
，按照实测排放浓度 4.7mg/m

3
测算，相比

传统的湿法除尘，无废水产生，年节水 100 万吨以上，能满

足更严的环保排放要求和回收更多的有价值物料，年回收二

氧化硅 1168 多吨，年节电 65.9 万度（折合标煤 80.5 吨），

为光纤预制棒绿色制造提供了节能环保关键技术和装备。

六、推广前景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7-2022 年光纤光缆光

棒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2 年将超过 25000 吨。按照 100 吨规模的生产线产生废气

量35000m
3
/h估算，则需要新增24.3万平米袋式除尘器产品，

完成产值超 6亿元，已有生产线绿色回收改造市场约 4亿元。

据测算每年可节水近 3000 万吨、年节电近 2000 万度、年回

收二氧化硅 36500 吨，环保和社会效益客观。

该技术产品也可以用于钛白粉、陶瓷釉等工业窑炉的物

料回收及烟气净化，以及对现有燃煤锅炉用袋式除尘器进行

稳压运行模式改造，可以提高锅炉的运行效率实现超低排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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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

大连兆和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大型压铸机烟气处

理装备

一、技术适用范围

压力铸造烟气处理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通过研发多点协同控制的分布式捕集系统、锯齿形高效

净化芯体、高压动态清洗系统、清洗水循环再利用系统等新

型装备，解决了中大型压铸机烟气捕集、净化效率不足以及

烟气粘性、湿度大所导致的静电芯体寿命低、无法再生等问

题。通过采用净化器与捕集罩组合成一体式结构，整体架设

于压铸机之上，形成独立分布的烟尘收集与净化单元，省去

冗余的通风系统管道，实现了压铸烟气高效捕集与净化以及

系统运行安全、稳定、节能的目的。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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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进口烟气浓度10 mg/m
3
～60 mg/m

3
；出口浓度 0.5 mg/m

3
～

1 mg/m
3
；烟气捕集效率≥95%；末端净化效率≥92%；静电芯

体单次使用时间≥200h。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该技术装备已通过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鉴定，鉴定该成果

总体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其中静电芯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一）开发多点协同控制的分布式高效捕集技术，解决

了压铸烟气动压高、瞬间流量变化大难以捕集的难题，捕集

效率由 70%提高到 95%以上。

（二）采用疏密结合的锯齿形交错放电电极，发明了用

于压铸烟尘处理的收集芯体，解决了液滴引起近距离放电问

题，克服现有静电净化设备面对压铸烟气净化效率不稳定、

易放电打火的难题，提高了芯体在高湿环境下运行稳定性，

保证装置持续稳定、高效净化。

（三）开发全自动高压动态清洗板极技术，解决了密集

平行极板上粘性污垢清洗难、清洗死角多的问题，从而延长

板极使用周期，芯体使用周期由 100 小时提高到 200 小时以

上，实现芯体的原位再生，大大节省了装备维护人工。

（四）基于电流波形建立一种新型滤波器，该滤波器可

有效识别打火以及电流异常情况并且过滤掉电流低频变化，

基于统计学原理判断芯体故障可能性，采取主动断电保护。

五、应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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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大连亚明 1600 吨压铸机烟气净化项目

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辽宁省大连市，压铸车间内有多台

中大型压铸机，压铸烟气严重影响车间空气质量。项目中污

染物排放最为严重的是其中一台 1600 吨压铸机，排放浓度

不仅较高而且喷涂阶段产生的烟气总量也较大。系统投入使

用后该区域空气质量得到极大改善，压铸机周围无明显烟尘

外溢情形，净化器出口无可见烟尘排出，长期监测平均净化

效率在 92%以上，出口浓度小于 1mg/m
3
，净化器芯体可连续

使用 200 小时，停机清洗 50 分钟后即可上线工作。该系统

最大处理烟尘量 15000m
3
/h，运行功率为 5.5kw，相比于处理

同等吨位压铸机的同类技术装备，功耗降低近50%。单套 1600

吨压铸机烟尘处理装备总投资约 35 万元，单套年运行费用

1.9 万元（主要为电费，按三班每年 200 天计算）。

六、推广前景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压铸机数量约 11 万台，由于国家

目前没有专门指向压铸机行业排放标准，仅有少量龙头企业

投资使用该技术装备，其环保治理市场整体处于起步阶段。

随着十四五节能减排的工作逐步细化，相关环保立法也将逐

步落实，在未来三年内预计将有 40%以上的企业完成环保整

治，目前该技术装备所应用案例出口排放浓度均小于1mg/m
3
，

远低于相关环保标准中最严格的 4mg/m
3
的排放标准，此外在

节能方面相比于传统系统排风净化工艺总能耗可降低 50%，

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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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一：

潍坊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矿山粉尘治理成套设备

一、技术适用范围

矿山粉尘治理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采用包括“云泡抑尘技术、密闭式流态化输送技术、埃

迪森高精度滤尘技术、无尘装车技术、点对点射流喷吹技术、

DCSM 收尘系统技术”六大专有技术为主组成的系统技术集

成。解决了矿山企业在矿石破碎、筛分、输送、储存过程中

出现的粉尘污染难题。

技术路线图

三、技术指标

排放浓度≤10mg/Nm
3
，岗位粉尘浓度≤5mg/Nm

3
，节电 30%

以上。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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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技术获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国家绿色矿山科学技术奖二等奖；潍坊市工业设计大赛二等

奖；潍坊市“隐形冠军”产品、潍坊市科学技术进步奖，通

过国家科技成果鉴定，经鉴定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

（一）研发云泡抑尘技术。同喷雾抑尘相比，相同体积

的水形成的微泡云，比水雾体积大十倍以上，抑制、捕捉粉

尘的能力提高 50%以上。粉尘抑制率 85%以上；节水率 50%

以上；节电 50%以上。

（二）研发 DCSM 收尘技术。通过该技术可以准确的核

算出各种工况下的矿山收尘系统的总风量、风压、风速和各

个收尘点的风量、风压、风速等各种参数。依据这个数字模

型进行系统收尘方案的设计，保证收尘效果最佳，同等产能

下，投资减少 30%以上，运行费用降低 40%以上。目前该技

术已获得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三）采用超强耐磨纤维，制成的滤袋更加耐磨。添加

了疏油憎水材料，不会产生糊袋现象。滤袋使用寿命更长，

常规滤袋使用寿命为 1 年～1.5 年，埃迪森滤料制成的滤袋

使用寿命可达 4 年～6 年。

（四）研发了无尘装车技术。不易出现飞灰外泄，可避

免二次污染；通过料满发讯装置，实现装卸过程的自动化控

制。采用耐磨技术，使用寿命更长。粉尘逸出率≤0.5%；装

车效率提高 50%。

（五）研发了点对点精准喷吹技术。每条滤袋对应一个

喷吹点，精准喷吹。喷吹管采用承插连接，无需密封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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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长期使用后的泄露问题。引流喷吹，压缩空气耗量低，

节能增效。压缩空气泄漏率≤0.2%；压缩空气耗量降低 30%。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300t/h 骨料生产线粉尘治理项目

项目情况：项目位于河北省承德市承德县高四台镇，由

承德市路和集团下属的承德鑫磊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公司承

建运营，主要为碎石和机制砂骨料生产线配套粉尘治理。该

骨料生产线设计生产能力为 300t/h，年生产能力 5×10
6
t/a。

项目应用于京津冀及周边重点区域。针对生产线工况特点，

采用具有专利技术的 DCSM 收尘系统新技术，同传统技术相

比，除尘器数量可以减少 60%以上，治理效果明显优于传统

设计，完全对岗位粉尘浓度的要求，收集下来的粉尘可用作

资源化处理。项目投资 160 万，主要为除尘设备主体和管道

投资。总投资比传统设计降低 30%，运行费用降低 50%。

六、推广前景

随着国家对“绿色矿山”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

矿山粉尘治理已成为矿山正常开采及矿产品加工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潍坊天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矿山

粉尘治理系统设备，投资小、耗能低、自动化程度高、性能

稳定。岗位粉尘浓度可以达到《工业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BG2.1—2019）对各矿种岗位粉尘的处理要求；除

尘效率达到 99.99%以上，完全能够实现达标排放，有效保护

了从业者的职业健康，极大的降低了环境污染，经济和社会

效益显著，符合产业政策，市场推广应用前景看好。



32

案例十二：

湖南九九智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工矿粉尘智能测控治

成套装备

一、技术实用范围

工矿粉尘监测、控制、治理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通过有线/无线工业互联网络，按照约定的协议，把信

息传到智能控制器、智能云平台；智能控制器进行局部区域

监测数据分析与边缘计算，实现对高压喷雾机、风送式喷雾

机(简称雾炮机)、超声干雾机(简称干雾机)、升降型拖挂喷

雾机、抑尘车等进行抑尘降尘智能控制；智能云平台获取传

感监测数据、边缘计算与控制数据，通过云计算与大数据分

析，实现区域性粉尘的自动、智能、高效、精准的监测、控

制与治理。

装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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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粉尘处理量＞150t/a；粉尘颗粒范围：0.5μm～500μm；

粉尘浓度≥0.5mg/m
3
；粉尘治理效率≥95%；处理后粉尘浓度

＜0.5mg/m
3
；精准定位除尘，2s 快速响应；雾炮机雾化颗粒：

30μm～100μm；干雾机雾化颗粒：10μm～30μm；风量：

2.5m
3
/s～14m

3
/s；使用设备防护等级：IP55；控制方式：遥

控/自动/远程集中可视化控制。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该装备经湖南省环境治理行业协会科技成果评价，整体

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部分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一）建立了工矿排放粉尘运移与分布数字模型、喷雾

降尘数学模型与降尘效率理论计算式、干雾抑尘粉尘沉降动

力学模型与捕集效率计算模型，构建了精确喷雾抑尘降尘技

术体系，研制了精准、高效喷雾降尘设备。

（二）通过对风送式喷雾机进行流-声-振多场耦合数学

建模与仿真分析、多目标结构优化、环形多喷嘴协同喷雾干

涉特性分析，以及对超声干雾机进行结构优化，实现了喷雾

降尘设备结构优化设计，提升了设备性能。

（三）实现了基于多摄像头的粉尘空间定位，结合粉尘

监测传感器，实现了粉尘三维立体监测，可以获取粉尘浓度

分布；实现了基于视频的运输车辆、作业装备是否产生粉尘

行为的判别，从而构建了粉尘三维立体网格化监测系统。

（四）实现了粉尘三维立体网格化监测系统、喷雾降尘

装备与智能控制器、智能云平台的通信与网络物联，从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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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了基于智能控制器的局部治理闭环控制和基于智能云平

台的区域治理闭环控制，可以实现精准抑尘降尘。

（五）研制了粉尘监测、控制、治理智能云平台软件系

统，支持大数据积累、大数据分析与区域粉尘治理云计算，

实现了工矿环境信息监测、粉尘传感监测、粉尘排放行为监

测、粉尘治理的过程管理、控制等。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山西光大焦化气源有限公司项目“料场棚化

治理、物料输送环节治理、生产环节扬尘治理工程”

项目概况：系统建成后，山西光大焦化气源有限公司达

到《临汾市 2019 年钢铁、焦化行业深度减排工作方案》中

规定的无组织排放标准，经过统计与测算：密闭棚内部粉尘

浓度不超过 0.5mg/m
3
；粉尘治理的综合除尘率达 95%以上；

抑尘作用迅速高效，雾的覆盖面积不超过扬尘发生面积的 3

倍；与人工喷雾降尘相比，平均每天总耗电量减少 563kW‧h，

平均每天总耗水量减少 55t；年粉尘处理量超过 150t。

六、推广前景

通过数据采集、处理与分析，构建区域空间粉尘污染热

力图，通过智能云平台、智能控制器对多种抑尘、降尘、除

尘装备进行智能化控制，由此构建监测反馈、控制执行的闭

环控制系统，通过实时反馈、控制与调整，实现工矿排放粉

尘的精准化治理。粉尘排放网格化监测、智能化控制、精准

化治理已成为超低排放的重要发展方向，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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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十三：

舟山万邦永跃船舶修造有限公司超高压水喷射钢材表

面预处理技术

一、技术适用范围

适用于船舶外壳、化工罐体等钢结构表面除锈清洁生产

改造。

二、技术原理及工艺

分为增压、输送、做功、回收循环四个单元。其原理是

水增压单元将经过净化的淡水，加压到 3000bar，通过特殊

材料制成的耐高压的管路输送系统将超高压作业水输送到

做功单元。射流做功单元通过调整超高压水射流喷嘴，将不

同流量、角度、速度的超高压水作用于工作面，起到钢材表

面预处理的目的。

工艺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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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术指标

进水温度≤40℃；进水压力≥200kPa；除锈头工作压力

≥3×10
5
kPa；工作头有效工作宽度≥250mm；反作用力≤

380N；泵组流量≥26L/min。

四、技术特点及先进性

带真空回收功能的超高压水射流除锈头利用超高压水

作业时的反作用力，驱动作业头自旋转，与其他液压驱动旋

转或气压驱动旋转设计相比较，节约了能源，简化了系统。

其工作角度可根据船舶外壳曲面自动调节，覆盖了全船所需

的作业范围。相比较于已有的超高压水手持枪单点区域作

业，其单次作业区域宽度为 250mm 以上，使得作业效率更

高。

作业废物真空回收装置与前述圆形除锈头配合使用，在

除锈头腔体内部产生负压真空，回收再循环利用作业时产生

的废水，使原先开放式作业转变为封闭式真空回收作业，使

作业后被处理表面保持清洁，解决了以往应用超高压水除锈

作业过程中返锈的难题、废水与废渣分离回收的难题。

五、应用案例

项目名称：“ZARDIS”轮外壳水线间 100%除锈除漆

项目概况：项目 2019 年 10 月进行外壳涂装作业，水线

间 100%除锈除漆，作业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其余位置点打

除锈。在两舷共布置 18 套超高水射流钢材表面预处理作业

装备系统，仅用 10 小时即完成全部除锈作业，作业质量和

效率得到船东和油漆代表的好评，作业废物全部进行真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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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保持坞内作业环境干净整洁。

六、推广前景

超高压水射流除锈全套技术设备可以代替传统干式喷

砂，保护了海洋环境、大气环境和土壤环境，保护了生产作

业者及周边居民的健康，在国家绿色环保政策的大环境下，

将很快得到推广应用。

一般规模的船舶企业每年用于喷砂除锈消耗的铜矿砂

在数万至数十万吨，同时生产过程产生混有油漆重金属等有

毒有害物质的废砂，目前还无法做到完全无害化处理。按一

家规模以上船舶维修企业计算，使用该套设备进行船舶坞修

作业，每年至少可减少 5 万吨以上的除锈用矿砂的需求以及

相当的废砂处理，全球每年估算将至少减少 200 万吨矿砂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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