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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业废水处理新技术与研发成果交流会
暨供需对接研讨会

“ 2 0 2 1 E x c h a n g e  s e m i n a r ”

National Symposium on New Technology and R & D achievements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and supply-

demand docking Seminar

会议时间：2021年3月20日-21日



• 2021工业废水高级氧化新技术、新设备交流研讨会
• 2021 Symposium on Advanced Oxidation of Industr ial 

Wastewater

分论坛一

• 第二届“2021全国污泥处理处置及资源化新技术暨危险废

物无害化处置高级研讨会”
• The second "2021 National Advanced Symposium on sludge 

treatment, disposal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harmless 

disposal of Hazardous wastes"

分论坛二

• 第六届“2021全国垃圾渗滤液处理新技术、新装置交流研讨会”
• The sixth "2021 National Symposium on New Technologies and 

Devices for Landfill leachate treatment"

分论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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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是“十四五”计划启动年，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五年计划目标提出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往届会议回顾
凝聚合力迎八方来客，产业协同已成为新的潮

流

往届专家回顾
行业顶尖专家学者教授莅临现场带来别开生面

的知识盛宴

2021年会议介绍

提供技术交流、信息共享、供需对接、产学研

链接的沟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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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CN.COM往 届 会 议 回 顾
凝聚合力迎八方来客，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越来越难以满足市场和项目的需求，大家面对面交流需求

强烈，产业协同已成为新的潮流。只有业内同行之间能够充分交流，了解彼此近况和需求，才能凝聚

起环保产业的合力，助推环保行业加快发展。



会议历程
The course of the meeting

新背景下全国高浓度
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
技术发展交流研讨会

会议时间：03/28-29

参会人数：450

全国工业废水深度处
理技术交流研讨会

会议时间：03/17-18

参会人数：500

全国工业废水深度处
理新技术暨供需对接
交流研讨会

会议时间：03/24-25

参会人数：580

2021/03/20-21日
精彩继续

2018全国工业废水深
度处理新技术暨供需
对接交流研讨会

会议时间：03/24-25

参会人数：650

2019全国工业废水深
度处理新技术暨供需
对接交流研讨会

会议时间：03/09-10

参会人数：1090

全国工业废水深度处
理新技术暨供需对接
交流研讨会

会议时间：08/08-09

参会人数：400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15年新背景下全国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处理技术发展交流研讨会
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concentration Refractory Industrial Waste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会议将本着“创新技术开发、强化工艺应用、展示样板工程”的宗旨，研究探讨国内外深度处理技术及污水回用技术的发展，重点分析各种各类技术的

经济适用性、运行稳定性和工艺配套性。会议邀请了政府有关职能部门领导介绍国家环境保护和清洁生产政策，邀请环保技术研发单位、设计单位、工程公

司、运营单位就工业废水深度处理新技术研发与应用情况、取得的成果与经验教训进行交流与分享，共同探讨符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废水处理技术发展方向。



会议共邀请了33位行业顶尖专家学者及企业优秀代表莅临会议并发表讲话，上千余

参会者参与进来共话环保。

2016年
全国工业废水深度处理技术交流研讨会
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treatment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2017年全国工业废水深度处理新技术暨供需对接交流研讨会
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supply-demand docking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已蓄势待发，而环卫无疑是人民眼中“美丽中国”的最直接体现。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新形势、

新要求，在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面前，全面推动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共赢是我们肩负的重要职责，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废水治理不仅需要技术支撑，也需要政策引导和公众参与,只有如此,才可以从

根源处解决废水问题，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添砖加瓦，实现碧水蓝天的中国梦！



会议介绍

会议时间：03/24-25

   随着我国工业生产不断提高，政府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因此工业废水的处理需

求量越来越大，其工艺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解我国工业废水处理的现状，为贯彻“水

十条”精神，创新技术开发, 强化技术应用，促进工业废水治理水平和处理技术跃上新

台阶，确保排污总量控制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为污染企业废水处理和污水回用提供

技术支撑，特召开此次会议。

2018年全国工业废水深度处理新技术暨供需对接交流研讨会
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supply-demand docking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2019年全国工业废水深度处理新技术暨供需对接交流研讨会
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supply-demand docking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2019年3月9日-3月10日，由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主办，以“工业废水深度处理新技术暨供需对接交流”为

主题的会议在杭州成功举办。此次会议我们共邀请了45位业内资深专家学者来共同参加讨论。参加此次会议的嘉

宾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夏青、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周岳溪等领导。本次会议

规模宏大，意义深远，会中参会人员对工业废水的深度处理各抒己见。借助此次会议这个良好的平台加强了参会

人员的合作交流。



新颖的论题、高质量的演讲、专业的组织。为来自不同行业领域的现场参与人员奉上了精彩纷呈、干货

十足的专业报告及技术分享。2020年因疫情的影响，国家对环保的重视度越来越高，法律法规也越来越严，

激励我们不断突破与创新，为环保事业再添一把火。希望这次会议能够以环保标杆来促进环保行业的稳步发

展，希望我们的环境事业越做越好。

2020年全国工业废水深度处理新技术暨供需对接
交流研讨会
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d treatment Technology and supply-demand docking of Industrial Wastewater



IEPCN.COM往 届 参 会 专 家
参会的专家学者、教授等都发表了收获颇丰的感慨。各位专家学者在此次会议上对各自团队的研究成

果进行展示，推进务实合作、经验分享和能力建设。探索适合自身实际发展的道路，加强交流互鉴，

将丰富工业废水处理的新理念新思路，形成多元发展的局面。



蹇锡高/中国工程院/院士  大连理工大学高分子研究所/所长
长期从事有机高分子材料创新与产业化研究，先后完成国家重点攻关、军工配套、“863”、高技术产业化等项目30余项。发明了PPESK系列高性能工
程塑料，解决了传统工程塑料不能兼具耐高温、可溶解的技术难题，获得2003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发明了PPENS系列高性能工程塑料，解决了无法
得到高分子量可溶性聚醚腈砜的国际技术难题，获得2011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提出了高性能高分子设计新思想，并开发出一个结构独特的高性能高
分子新体系。

侯立安/火箭军后勤科学技术研究所所长院士
长期致力于环境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在饮用水安全保障、分散点源生活污水处理和人居环境空气净化等方面，率先提出并
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处理及空气净化技术和系列装备，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和富有创造性的成就。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
三等奖2项，军队、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和教学成果奖26项，国家专利23项；出版专著3部，编写国家军用标准5项，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杨朝飞/原生态环境部总工程师
先后主编过《中国环境年鉴（1990-1993）》、《中国环境宣传》、《中国生态补偿费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环保史稿》、《中国的排污收费》、
《黄河断流与流域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丛书》以及《中国环境保护—人与环境》大型画册；组织过《中国生态问题与对策》、《中国西部地
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中国生态区划》等；个人专著：《环境保护与环境文化》、《席卷全球的环境浪潮》，在《中国环境科学》、《环境保
护》、《中国环境管理》等国家级期刊上发表过50多篇论文。

张志敏/原生态环境部应急办首席专家

长期从事环境现场执法、环境应急管理、环境风险排查、评估、防范监管与环境应急管理教学工作，参与调查和处置国内多起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

马军/中国工程院/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水处理工艺理论与技术方面的研究与教学工作。重点研究给水预处理技术、高效多功能混凝工艺理论与技术、高效气浮与强化过滤技术、给
水深度处理理论与技术（氧化、吸附与生物等）、高级氧化技术（水处理催化氧化方法）、水的安全消毒方法、膜处理技术（膜的制备与处理工艺）、
污水深度处理技术与回用方法等方面的工作。



常纪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环境

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领域：资源与环境保护政策和法律，
动物保护政策和法律，安全生产政策和
法律，社会保障政策和法律

夏  青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兼总工程师

研究领域:中国流域水质规划、水环境功
能区划、水质标准、排污许可证、污染
物总量控制等

柴发合
原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

研究领域：
大气物理、大气环境管理理论与技术。

董战峰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副主任

研究领域：
环境规划、环境政策、环保产业、绿
色发展等

周岳溪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首席专家

研究领域：
水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

肖新民
水利部推广中心/处 长

研究领域：
支撑河长制的市场机制与考核体系

曹国民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教

授所长

研究领域：
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细胞固定化
技术及应用等

栾志强
解放军防化研究院 研究员-著名VOCs治理专
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废气净化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兼副秘书长

研究领域：VOCS治理

辛宝平
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研究领域：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周  维
国务院三峡办/原巡视员副司长

研究员

研究领域：流域水环境管理与生态环
境监测管理

徐炎华
南京工业大学环境学院 院长

研究领域：工业水污染控制理论与节水
减排新技术、新材料及新装备、化工污
染事故应急工程技术的研究开发

马鲁铭
同济大学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研究领域：水污染控制领域

部分专家学者



部分专家学者

杨长明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 

研究领域：
湿地生物地球化学循环过程及效应

王  慧
环境科学系 环境生物学教研所教授  

环境科学系系主任，环境生物学教研所所长

研究领域：1、污染土壤与水体的生态/生物
修复原理与技术 2、有机废物（剩余污泥、
餐厨废物、秸秆等）资源转化的生物技术  3、
新兴环境污染物（PPCPs、抗性菌、抗性基
因）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和归趋

卢少勇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研究领域：湖泊流域控源治河及湖泊
植物残体与底泥污染控制技术机理及
其应用

杨乔森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教授

研究领域：
国家标准湿式氧化催化剂起草者

刘勇弟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原

院长教授

研究领域：有毒、有害、难生物降解有
机废水处理理论研究与新技术开发、工
业废弃物资源化技术研究等

李风亭
同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学院/副院长

研究领域：
水处理技术研究和环境政策研究

李本高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研究领域：水处理技术研发

李新民
生态环境部污染防治司

 原正司级巡视员

研究领域：生态环境

彭应登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

研究领域：
区域环评与规划、大气污染控制

刘庆岭
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特聘研究员

研究领域：新型有机及无机多孔材料
（微-介-大孔）的制备及其在催化脱硝、
吸附领域

范成新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

究员

研究领域：
湖泊沉积物、水污染及其修复

梅   凯
南京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城市污水、高浓度工业废水
和化工废水及水体修复三个领域的水处
理技术及其资源化



部分专家学者

张炜铭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
新型环境功能材料的研制与应用
吸附分离技术及原理的研究与应用
催化降解技术及原理的研究与应用

刘福强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教授

研究领域：效重金属螯合剂研发与高纯
金属除杂提纯技术应用；典型重金属与
有机物复合污染控制研究与工业废水污
控技术应用；高浓度废酸及重金属危废
的资源化处置技术研究与应用

蔡邦肖
浙江工商大学  教授 

研究领域：
膜科学及其应用工程技术；现代食品
制造技术；膜分离与水处理技术。

朱兆亮
山东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

副教授

研究领域：
水环境恢复理论、水污染控制技术

张一新
西交利物浦大学城市化研究院/院长

研究领域：
城市水体生态修复

张毅敏
博士，研究员，中心主任，生态环境
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流域生态保护

与水污染控制学科首席科学家

研究领域：水体环境污染控制与生态修
复理论与技术、湖库富营养化发生机理
及控制、农村面源污染控制

朱 彤
东北大学 教授

研究领域：环境机械原理及设计；水处
理技术原理与应用；计算流体力学；废
弃物处理原理与技术；环境生物学；环
境污染与健康

高宝玉
山东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特聘教

授、院长

研究领域：水和废（污）水处理
药剂与材料的研发和应用；微污

染水源水处理技术研究。

张春晖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水污染控制研

究所所长

研究领域：废（污）水处理与资源
化、环境模拟

刘永定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国际院士-责任研究员

研究领域：
湖泊富营养化和水华蓝藻的环境生物学

奚旦立
环境工程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洁生产的资源回收、废水处理膜
技术在环境工程中应用、环境监测
技术

张永明
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教

授

研究领域：PCBBR的应用研究, 新型生物
膜反应器, 难降解有机废水的生物处理, 
环境生物技术, 受污染地表水的生物修复
以及生化反应工程



马承愚
东华大学/教授

研究领域：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研究;
高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理论与技术研
究；环境材料制备理论与技术研究

余杰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研究领域：
污水处理设计、污泥处理、处置技术
理论及政策

韦朝海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副院长、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

研究领域：
水污染控制理论/技术及其能源过程

李成江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  总

工程师

研究领域：给排水

李卫星
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博士、教授

研究领域：膜法水处理技术与装备，致
力于解决化工、造纸和印染废水膜法处
理与中水回用工程技术开发。

研究领域：
薄膜材料与表面改性技术在废水
处理、传感器件、生物医学等

魏秋平
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副教授

季民
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教授

研究领域：污水生物处理理论与技术、
污泥超声破解及污泥资源化技术、高级
氧化技术与膜分离过程、污染环境的生
物修复技术等

马邕文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1. 工业废水高效厌氧－好氧
处理新技术；2. 废水处理系统的智能控
制方法；3. 高效废水处理药剂的开发；4. 
废 水 高 级 氧 化 处 理 技 术 ； 5 .  废 水 中
POPS迁移转化特性。

杨鲁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研究领域：1、工程热物理领域节能新
技术 2、低温制冷技术研究 3、低温热
管等低温流动与传热关键技术研究 
4、新型换热器技术研究等

王家德
浙江工业大学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教

授 

研究领域：
工业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

王秀腾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与环境分院
全国危险废物标准化工作组秘书长

研究领域：
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及其标准化

王 黎
武汉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 副院长

研究领域：难降解废水处理

部分专家学者



IEPCN.COM2021年会议介绍
会议时间：2021年3月20日-3月21日（19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杭州市（报名后发放报到通知）

会议中加入现场展示诊断和项目预招标环节，相关单位携带需处理废水资料和水样前来，由专家分析

和初步给出方案（水样需携带现场）



各有关单位：

2021是“十四五”计划启动年，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五年计划目标提出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十三五”计划中生态环保领域约束性指标均已完成，但我国以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环境承载能力

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上限，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以石油化工、煤化工、制药、染料、电力等行业的高盐废水；煤化工、屠宰、食品等行业的高氨氮废水；酿造、制药、石

化、印染等行业的难降解有机废水；有色冶金、电镀、线路板制造等行业的重金属废水依然是水污染控制的难点。近年来各地工业园区的建设，是大势所趋，有利于产业的

绿色化、生态化发展。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亟待深入研究，一是工业项目类型与园区污水处理工艺选择的关系，二是针对不同企业的预处理与园区综合深度处理的关系。只

有弄清这些关系，才能发挥工业废水治理集约化的优势，实现高水平处理与资源充分利用。

实现新五年计划目标，全面提升工业废水处理的整体水平，必须以当代科技武装。近年来我国政府注重科研投入，高校和科研机构在水处理研发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很多技术突破了传统观念，形成全新的污水处理工艺和装置。为此，作为“美丽中国”企业绿色发展系列专题研讨活动内容之一我会决定于2021年3月20日至21日在杭州

市举办 “2021全国工业废水处理新技术与研发成果交流会暨供需对接研讨会”。 由工业环保网参与举办并全程提供媒体支持。

会议涉及各工业行业，全面覆盖各类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的成果应用，为工业企业、园区管理机构、工程设计单位、治污工程和运营公司提供技术交流、信息

共享、供需对接、产学研链接的沟通平台。

会议背景介绍
Background of the meeting



会议内容介绍
Content of the meeting

工业园区管理与互联网+

1、工业园区规划定位、企业接管标准与收集系

统的研究；

2、物联网技术应用于化工园区企业废水处理与

排放监管；

3、排污许可证制度与“管家”式废水处理企业

经营模式探讨；

4、废水处理产品与装置生产企业转型“电商”

的条件及途径；

5、工业废水处理企业互联网体系的构建与平台

运营可行性分析；

01
高盐高浓污水处理技术

1、流动电极电容去离子技术在除盐领域的应用

前景；

2、高盐度废水电化学除盐研究与应用进展；

3、分盐技术在盐回收中的应用实践；

4、正渗透技术应用于含盐废水处理；

5、电力行业脱硫废水处理零排放技术；

6、高效MVR蒸发结晶技术处理化工废水的工

程实践；

7、工业浓盐废水近零排放工艺方案研究；

8、高盐有机废水治理的短流程工艺及其单元选

择；

9、分质结晶技术在高盐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应用；

02
高氨氮行业特征污染治理技术

1、高效气态膜分离技术用于多种废水脱氨的工

程应用；

2、工业废水电化学催化脱氮技术的优势及工程

案例；

3、基于高效塔式生物反应器的反硝化工艺研究；

4、厌氧氨氧化自养生物脱氮技术近年来的工程

应用与进展；

5、工业废水深度脱氮过程中各种碳源的应用与

工程经济比较；

6、印染废水中苯胺的高效快速去除技术及应用

研究；

7、石化废水中丙烯腈的生物毒害及其预处理技

术；

03



会议内容
Content of the meeting

毒害/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技术

1、高铁酸盐与酚类反应生成偶联产物的机理与
应用研究；
2、电化学和湿式催化氧化技术耦合处理高浓度
有机工业废水；
3、基于BDD电极电解氧化法处理高浓度有机废
水的工程实践；
4、高浓度有机废水污染控制的电化学技术与原
理研究；
5、钼基助催化剂促进芬顿反应减少药耗和产泥
的研究；
6、特种树脂应用于工业废水原料回收及资源化
技术；
7、新型吸附材料在高浓有机废水中的吸附与脱
附研究；

04
废水深度处理与回用技术

1、复合纳米材料应用于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

2、新型光芬顿体系催化活性及其应用研究；

3、纳米Fe0@CeO2负载非均相芬顿体系的应

用研究；

4、管式膜电极电化学技术在废水回用中的应用

前景；

5、新型臭氧催化剂填料及其大规模的工程应用；

6、生物焦吸附再生工艺在工业废水提标中的应

用；

05
重金属废水处理与资源化技术

1、络合－超滤技术回收工业废水中的贵重金属

2、弱磁场ZVI系统破络合态Cu(II)回收废水中

的铜

3、聚合物络合超滤法实现废水中多种重金属的

回收

4、光电催化氧化破络及阴极富集重金属的研究

5、电镀废水中高价值重金属资源化技术介绍

6、电絮凝技术处理含氟工业废水的工程实践

06



                        

参会方式介绍
1、作为会议联合主办单位背景板体现;
2、会场背景板及会议出版物显著位置标注企业名称和logo
3、会议刊物彩色插页广告1页;
4、在论坛会场设立位置显著展位;
5、大会组委会免费赠送赞助企业5个参会名额;
6、会议享有黄金时间20分钟讲演时长及现场推广;
7、在《工业环保网》显著首页宣传企业产品及案例一年;
8、赞助单位可享受工业环保网高级会员（全年一人免费参会）

1、赞助单位作为会议联合主办单位参会;

2、会场背景板及会议出版物显著位置标注企业名称和logo;

3、会议刊物封面或封底1页;

4、在论坛会场优先设立位置显著展位;

5、大会组委会免费赠送赞助企业10个参会名额;

6、会议享有首日黄金时间上午30分钟讲演时长及现场推广;

7、赞助单位可在会议开幕前播放企业宣传视频;

8、优先使用赞助单位提供的资料袋;

9、优先获取业主需求信息;

10、在《工业环保网》显著首页宣传企业产品及案例一年;

11、优先选择参观赞助单位指定技术案例；

15、会议现场设置赞助单位彩旗条幅；

16、可自动升级为工业环保网超级会员2021年全部活动免费展位（限额2人）；其他赞助方式（如晚宴、礼品、抽奖、奖品等）按实际发生金额支付

联合主办（10万元 演讲时间30分钟、仅限三家企业 ）  

协办/支持单位（6万元 演讲时间20分钟、仅限五家企业）

▷ 会刊封底 10000元

▷ 会刊彩色插页 5000元   

▷ 资料入袋 3500元

▷ 桌位10000元（含一人参会）

▷ 彩旗5000元/条

企业演讲

第一天：上午 仅限赞助单位
             下午 2万元  
第二天：上午 1.5万元
             下午 1万元
分会场：下午1.5万元

2021年2月5日前汇款以9折计算（除桌位无折）



感 谢 观 看

THANKS

联系人：宋庆刚

联系电话：010-82666855 18600931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