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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企业名称：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英文名字

Denovo）

企业类型：中外合资

主业范围：工业废水”零排放”

注册资本： 1.06亿元

年 产 值： 9.5亿元人民币



绝对保密绝对保密

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中外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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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10-1012中国环保产业骨干企业

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煤焦化废水处理产业联盟牵头单位

国家科委创新基金及小巨人3项  国家资助 500万元

上海市科委学科带头人

环保部示范工程 3项,部级奖励3项

环保部优秀企业家

2012年度中国清洁技术20强企业

2012年度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

2014 中国环保产业3A级信用企业

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依托单位（煤焦化废水）

中国石油石化工业废水“零排放”工程中心

产品出口到日本、埃及、沙特及东南亚各国。

公司荣誉



1 电子工业废水再生回用膜分离组合装置 ZL 201020147133.9

2 焦化废水再生回用的一体化组合装置 ZL 201020197273.7

3 一种浓盐水蒸发装置 ZL 201120387184.3

4 新型纳米陶瓷涂层催化剂脱硝装置 ZL 201120387166.5

5 污泥零排放催化氧化干燥碳化回用装置 ZL 201120387169.9

6 一种钢铁废水再生回用组合工艺 200910003650.0

7
三维电解氧化-膜分离一体化工业废水

再生回用工艺（发明专利）
201010176878.2

8 一种固定填料生物滤池污水除水装置 2012203808223

9 一种高效处理高含盐废水并回用的装置 2012204133579

10 一体化分散式生活污水成套设备 2012204133441

公司专利公司专利(1)(1)  



11 一体化水解好氧生物处理反应器 99213252.5

12 往复旋流厌氧生物处理反应器 00203446.8 

13 一体化同步脱氮生物处理反应器 00206626.2

14 一体化连续膜过滤装置 03230987.2

15 工业废水再生回用装置 200720066612.6

16 造纸废水再生回用装置 200900012003.0

17 电子工业废水再生回用膜分离组合装置 2009201819025.3

18 一种低阶煤低温气化废水集成零排放处理方法 2013206076984 

19 一种兰碳废水零排放工艺包组合装置 201420681441.8 

20 一种污泥水解碳源补充方法 2013126030893

21 一种煤化工浓盐水蒸发结晶分盐装置 2015200421833

公司专利公司专利(2)(2)  



     
海外工程业绩
沙特项目化工废水处理及零排放工程
埃及硫磺制酸自备电厂锅炉除盐水处理工程
日本项目：反渗透设备出口　
　
钢铁行业工程业绩　　　　　　　　　　　　　　　 

1000t/d
2400t/d
500t/d

酒泉钢铁污水回用工程总承包
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中水回用处理总承包工程
河北钢铁集团燕山钢铁有限公司废水再生及回用工程总承包
宝钢八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处理总承包工程
包钢万腾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除盐水工程
邯郸纵横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水处理工程总承包
沧州中铁装备材料有限公司水处理工程总承包（零排放）
山西海鑫国际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水处理工程总承包
中国铝业集团生产废水处理工程总承包
石家庄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水处理工程总承包
唐山钢铁集团废水回用工程总承包
前进钢铁集团废水回用零排放工程总承包　　　　　　 

160000t/d
19200t/d
20000t/d
60000t/d
11280t/d
25000t/d
6000t/d

30000t/d
25000t/d
12000t/d
40000t/d
1200t/h

主要业绩主要业绩



高浓度废水业绩
中冶美利崃山纸业废水处理工程总承包（厌氧、好氧）
哈尔滨制药总厂抗生素废水工程
哈尔滨中药二厂制药废水生物处理（厌氧、好氧）
重庆市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工程总承包
苏州中联化学废水处理及蒸发零排放工程
山西平凉电厂脱硫废水处理工程
四川郎酒集团废水处理及零排放工程　
中石化天津废水回用工程                                                                   
3000t/
煤化工废水业绩　　 

25000t/d
25000t/d
1500t/d
300t/d
100t/d
410t/d

2000t/d
30000t/d

古玉煤焦化有限公司废水处理总承包
首钢焦化废水深度处理回用工程总承包
伊泰伊犁煤制油废水“零排放”工程总承包
九泰能源集团煤化工废水处理工程　　　　　　 

1150t/h
200t/h

1200t/h
15000t/d

潞安集团540煤制油废水零排放工程(国内最大)
青海盐湖集团金属镁一体化项目除盐及冷凝水系统
内蒙古卓正煤化工有限公司脱盐水及冷凝液处理工程总承包
河南中原大化煤化工中水回用工程 超滤反渗透系统设备
新疆煤化工废水处理及回用工程
洛阳乙二醇废水处理及回用工程　　　　　　 

1800t/h
3300t/h
600t/d

5760t/d
16000t/d

600t/d

主要业绩主要业绩



电镀废水业绩

丰田合成（张家港）有限公司电镀废水再生回用工程总承包

重庆博森电镀集团电镀废水处理工程总承包

杭州方正电子公司电镀废水处理工程总承包

嘉兴敏惠电子电镀废水处理工程总承包

江阴道达汽车饰件有限公司电镀废水回用工程总承包

电子/光伏废水业绩　　　 

600t/d

1200t/d

800t/d

1800t/d

600t/d

星科金朋（上海）有限公司电子废水再生回用工程总承包

江苏中能光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多晶硅项目水处理工程

无锡德宝水务有限公司电子废水回用工程（技术调试）　　 

1000t/d

84000t/d

30000t/d

主要业绩主要业绩



   国内
市场布局

河北辽宁内蒙古
（钢铁、电力、石化）

长三角市场
（电子、电镀、化工）

长江流域（中西部）
（石化、轻工）

三个区域（长三角、华北、西北）



绝对保密绝对保密

技术优势技术优势

 拥有国际领先的微生物技术、尖端膜分离技术；

 拥有各种工业污水“零排放”及污泥“零排放”专利技术；

 拥有全球最大的煤化工废水”零排放”业绩;

 拥有钢铁行业最强的竞争力，处理量最大、项目最多、质量最好；

 与国际知名产品供应商达成重要战略合作,享有进口产品直供权；



绝对保密绝对保密

 标准化管理标准化管理::    基于基于3D3D（（PDMSPDMS  ）设计的）设计的
标准化、规模化，精益化的高效能管理标准化、规模化，精益化的高效能管理

模式；模式；

 全过程成本控制全过程成本控制::    保障提供低成本高保障提供低成本高
质量的专业服务，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质量的专业服务，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

势；势；

 公司文化建设公司文化建设::    注重建设具有责任心、注重建设具有责任心、
上进心、事业心的敬业及经验丰富的专上进心、事业心的敬业及经验丰富的专

家团队；家团队；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高效能的管理模式保障高效能的管理模式保障
下的高质量专业服务，极大的提高了客下的高质量专业服务，极大的提高了客
户服务质量和效率，为客户的可持续发户服务质量和效率，为客户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保障；展提供保障；

管理优势管理优势



案例1--煤制油废水“零排放” 设计案例：     
      污水回用反渗透车间（PDMS三维设计）

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绝对保密绝对保密

未来发展目标未来发展目标



污泥零排放—碳化（生物碳）系统

关于污泥处理方法的提案



污泥减量化三步骤

• 污水工艺优化—污泥减量化20%
• 通过厌氧氨氧化进行污泥减量化；

• 提高处理效率、节省能耗20%；

• 降低污泥产生总量20%-50%。

• 污泥破壁及强力干化技术—污泥减量 
• 通过酵素催化氧化进行污泥破壁；

• 通过污泥调理及高压脱水降低污泥量。

• 提高后续厌氧消化产沼气效率30%；

• 降低污泥总量20-30%。

• 污泥碳化（生物碳）技术—零排放
• 实现污泥零排放

•  —彻底解决污泥处置问题；

• 直接实现污水提标改造达一级A标准。



污泥‘零排放’工艺路线

              污水处理工艺优化（厌氧氨氧化污水处理工艺优化（厌氧氨氧化++生物活性填料）生物活性填料）                                                    

                                                      沼气

              二沉池剩余污泥二沉池剩余污泥                催化氧化（破壁）催化氧化（破壁）                  ((厌氧消化）厌氧消化）

        消化污泥脱水消化污泥脱水              污泥强力脱水污泥强力脱水                干燥干燥                    碳化碳化

                          生物碳（生物碳（吸附）吸附）                    污水一级污水一级AA达标达标

（第一步减量：工艺优化）

（第三部减量：零排放）

（第二步减量：污泥破壁调理及强力脱水）

热量平衡热量平衡



污泥中各种物料反应途径

水分途径：  蒸发→混合汽→分离→ 冷凝水→ 净化处理→补水

污泥途径：   热解→混合汽→分离 →甲烷→干燥机组燃料

                        → CO2+H2O

  C 途径：      脱氢→碳化→冷却→生物C →回收

金属途径：   高温氧化→ 钝化→灰分固化



国际国际知知识产权识产权

















污泥碳化经济分析

        第一阶段：减量50%，污泥含水率50% ，费用50元至100元。

第二阶段：干燥碳化全过程，每吨污泥消耗电力48KW。

    合    计：能量回收后，总碳化能耗费用在150元。

    彻底减量化：1吨—70公斤

    生物碳用途：污泥脱水调理剂，替代石灰等。

                污水提标—吸附剂

    污泥二次处置费用大幅度降低



投入量 1000 kg/hr

需要热量 309,600 kcal/hr

1次干燥时间 50 分

2次干燥时间 10 分

碳化处理时间 50 分

综合处理时间 110 分

污污泥泥碳碳化成本核算化成本核算

干燥干燥//碳碳化化处处理理时间时间((含水率含水率85% 85% 的的污污水水污污泥泥))

燃料使用量及处理单价













绝对保密绝对保密

以EPC模式运营

E=Engineer

P=Procure

C=Construct根据客户需求设计

最优工艺方案

与可靠优良的长期供应商

采购膜及相关材料

专业施工团队高效率、

高质量地完成既定目标

采购采购

ProcureProcure

施工施工

ConstructConstruct

三、商业模式

(1)  EPC总承包

设计设计

EnginnerEnginner
接单接单

结算结算

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绝对保密绝对保密

以BOT模式运营

B=Building

O=Operation

T=Transfer
根据客户需求进行

投资建设\运营\移交

进行工程设计/建造 进行工程项目运营管理

建设建设 运营运营

(2)  BOT \BT \BOO

投资投资 客户客户

移交移交

将工程项目移交业主

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新生水，创造新价值！
新生水，成就新生命！

                    New water new value!
                        New water new life!

     东硕环保，与各界朋友，
      精诚合作，共创未来！

        陈业钢博士：13817760356
www.denovogroup.com.cn

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海东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