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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集团 

新奥集团以“创建现代能源体系，提
高人民生活品质”为使命，已经形成
了贯穿下游分销、中游贸易储运和上
游生产开采的完整清洁能源产业链，
以及覆盖健康、文化、旅游、置业等
领域的幸福生活产品链。拥抱数字时
代，新奥集团依托互联网+人工智能技

术，正在着力打造泛能网络平台，推
动数字能源发展；着力打造来康网家
庭健康服务平台，构建中国式品质生
活方式。 

 
新奥集团业务覆盖中国20余个省、市、自治区的170多座城市，以及东
南亚、大洋洲等地区。集团现有员工近5万名，年经营收入超过千亿元
人民币，旗下拥有新奥能源（02688.HK）、新奥股份（600803.SH）、
新智认知（603869.SH）、西藏旅游（600749.SH）四家上市公司。 



新奥集团的业务领域 

健康旅游 大数据 

●新绎文化  ●新绎地产  ●新绎健康 

●北部湾旅游   ●健康研究院 

●新智互联  ●新智云   

●数字科技研究院 

能源环保 

●新奘能源  ●新奘生态  ●技术工程 

●智能能源  ●太阳能源  ●新奘环保 

●能源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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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优势 

       人员情况：拥有一支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的国际化科研团队和工程
技术团队；拥有700人组成的研发技术团队，其中博士46人（海归16人）、硕士120人；
拥有国家“千人计划”丏家11人。 

       专利情况：公司在煤地下气化、煤催化气化、超临界水氧化、工业废水零排放、微
藻生物固碳技术、泛能网技术等领域获得重要突破。申请丏利1118项，其中发明丏利
745项，已授权丏利626项。 

       参与国家课题研究：先后承担国家973、863项目17项，国际合作项目8项，国家科技
支撑项目8项。 

       科研基地：具有“煤基低碳能源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
家高层次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等国家级平台。 

 

 

 

国家重点试验室 新奥科技园中试基地 

聚焦于煤基低碳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环保技术和泛能网技术领域，为新奥清

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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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依托自主研发的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和废水

零排放技术，聚焦废水、固废、危废处理和生态环境修复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一体

化环保整体解决方案和综合服务，助推中国生态城市建设。 

新奥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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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技术服务资质 

工程设计资质-环境工程（水污染防治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专项甲级 
工程设计资质-市政行业（排水工程、环境卫生工程）专业乙级 
工程设计资质-化工石化医药行业甲级 
工程咨询甲级资质（工程咨询、市政公用工程、生态建设和环境工程） 
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工程施工-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工程施工-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总承包二级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安全生产许可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新奥把全面服务客户作为己任，拥有环保项目咨询、设计、和运营管理等全过程的资

质和能力，可以为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 



联盟合作 

合作院校及企业 

• 清华大学 

• 同济大学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天津大学 

• 同济大学 

• 天津科技大学 

• 太原理工大学 

• 青岛科技大学 

• 京城环保 

• 瑞威集团 

• 艾威迪斯 

• 新加坡联合环境 

• 神雾集团 

• 密西西比国际水务 

• 威立雅 

• 中广核研究院 

• …… 

通过广泛的技术及产业联盟，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塑造优质产业链条，为客户的环

境问题提供针对性、差异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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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处理液态、半固态、粉末状有机废物及含有持久性难降解有机物质的废物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应用范围 

 经济适用范围：COD 150000~400000mg/l 

 流量：1t/h~20t/h 

 可根据原料性质进行混配预处理，使原料满足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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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水氧化可处理危险废物种类概况 

序号 名称 序号 名称 

HW02 医药废物 HW33 无机氰化物废物 

HW04 农药废物 HW34 废酸 

HW05 木材防腐剂废物 HW35 废碱 

HW06 有机溶剂废物 HW37 有机磷化物废物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
废物 

HW38 有机氰化物废物 

HW09 
油/水烃/水混合物或
乳化液 

HW39 含酚废物 

HW11 精（蒸）馏残渣 HW40 含醚废物 

HW12 染料涂料废物 HW45 含有机卤化物废物 

HW13 有机树脂类废物 HW49 其他废物 

HW19 金属羰基化合物废物 HW50 废催化剂 



超临界+整体解决方案 

根据区域市场特点和需求，通过前后端技术组合，为客户提供针对性、差异化
整体解决方案，降低处理成本 

难降解废液 
（PO/SM废液/丙烯醛） 

蒸发 

溶剂解析废液 

贵金属催化剂 

气化 

难降解废液 
(印染废水、垃圾渗滤液等) 

排放 

膜分离 

达标水 

萃取/吸附 

溶剂回用 

高热值工业有机废物 
（釜残、废油、菌丝等） 

贵金属 

排放 

液体废液 

燃料气 

达标水 
排放 

达标水 

排放 

超临界水氧化 

废电池电解液 

解析 

达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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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超临界水氧化技术-超临界水 

水的临界点是温度374.3℃、压力22.05MPa，当水

的温度、压力升高到临界点以上，卲为超临界水

（SCW），其密度、粘度、电导率、介电常数等基

本性能均与普通水有很大差异，表现出类似于非极

性有机化合物的性质 

超临界水的其密度、粘度、电

导率、介电常数等基本性能均

与普通水有很大差异，类似于

非极性有机化合物； 

超临界水能与非极性物质(如烃

类)和其他有机物完全互溶； 

无机物特别是盐类，在超临界

水中的电离常数和溶解度很低； 

超临界水可以和氧气、氮气和

二氧化碳等气体完全互溶，传

质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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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污染物降解率超过99%，减容率

高于90%，惰性灰中碳含量小于1%， 

 气相产品为95%以上的CO2 

 出水清洁，可达国家一级排放标准 

 惰性灰可用作环保建材 

 自热超临界水氧化工艺 

 新型防腐蚀材料技术 

 经济高效的高温高压装备技术 

 自动安全保护控制技术 

技术特点 

新奥关键技术 

新奥超临界水氧化技术-超临界水氧化 

超临界水氧化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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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8 
间歇系统 

• 基础理论研究 

• 实验测试 

3.  2010 

6t/d 中试装置 

• 工程试验研究 

• 工业原料测试评价 

5.  2014-2015 

240t/d 示范工程 

• 危废处理 

• 污泥处理 

6.  2016 

集成撬装装置 

• 18t/d   移动式装置  

•  36t/d 撬装装置 

2008 2010 2014 2012 2016 

2.  2009 

120kg/d 小试连续装置 

• 工程基础研究 

• 高压稳定供氧技术研究 

• 自热技术研究 

4.  2014.6 

新奥环保成立 

• 技术推广应用 

2017 

7.  2016 

工程应用 

• 南京危废处理 

• 石家庄危废处理 

新奥自2008年启动超临界水处理技术开发，从小试、中试到工程示范，开展了大量基

础、试验和工艺装备放大研究，获取了高浓度难降解废液、危废等污染物处理数据。 

新奥超临界水氧化技术-研发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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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N超临界水处理技术-整体方案规划 

污泥、工业废水处理工艺包+EPC 

场站危废处理成套装置 

秱动/撬装装置 

•填埋用地紧张，焚烧污染大气 

•洁净高效环保处置要求 

• 危废集中处理 

• 大型企业、工业园区 

• 政府应急处置需求，快速响应 

• 小型企业、分散客户 

•聚焦城市/工业的公共服务业务 

•根据政府需求，集成相关技术，提供整体方案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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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处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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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 

新奥自2008年开始超临界水处理技术研究，完成技术装备开发，全面进入推广应用

阶段，具备了系列化、定制化超临界水氧化装备能力，可提供交钥匙工程。 

19 新奥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序号 地点 项目名称 超临界规模 处理危废种类 项目状态 

1 
南京 

化工园区 

超临界氧化处理工业
固体废物项目 

  一期2万吨/年 化工污泥、药渣、高
浓度有机废液等17大
类危险废物 

一期2016年12月建成投产，
目前运行稳定。 

  二期4万吨/年 
二期项目建设中，预计
2018年12月试车。 

2 
廊坊 

龙河工业园 

移劢撬装装置  18吨/天36吨/天 评价测试用 2015年12月搭建完成。 

240吨/天市政污泥处理
项目（一期） 

  240吨/天 市政污泥 2015年5月建成。 

2.5万吨/年危废处理项
目（二期） 

  1万吨/年 
化工、医药、农药、
废矿物油等 

2018年9月开始试生产。 

3 
石家庄 

循环化工园区 
5万吨/年危废处理项目   2万吨/年 

医药、农药、有机废
液、废催化剂等 

2018年8月开始生产运行。 

南京一期 石家庄项目 廊坊项目二期 廊坊项目一期 



18t/d 秱动装置 

位置：河北廊坊龙河工业园工程示范基地 

建设情况：2015年12月完成工程安装 

 样品试验评价 

 上门处理服务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移动和撬装成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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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吨/天秱动危废装置现场 施工现场 



完成化工危废和制药危废等评价测试，系统运行稳定，经客户、第三方和环保三方

检测，各项指标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出水第三方检测报告 

现场取样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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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mg/L 

制药危废测试试验数据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移动和撬装成套装置 

6~9 6~9 



36t/d 撬装装置 

位置：河北廊坊新奥龙河工业示范基地 

建设情况：2016年3月完成系统设计和工程安装 

 样品试验评价 

 装备模块化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撬装和移动成套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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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套200吨级超临界水氧化示范基地（一期工程） 

 项目内容：240吨/日 

 项目占地：24.7亩 

 项目总投资：1.98亿元 

• 技术开发、工艺包：新奘能源研究院 

• 设计、施工：新地能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 运营：新奘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廊坊示范项目鸟瞰图 

240 t/d 危废&污泥超临界水氧化示范工程，河北廊坊 位置：河北廊坊新奥龙河工业示范基地 

建设情况：2015年5月一期建成投产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240吨场站式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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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240吨/天市政污泥处理示范项目，2015年5月8日开始冷热态联动试车，装置

一次点火成功幵实现稳定运行 

  

污泥示范项目全厂图 关键设备及系统 试车成功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240吨场站式示范项目 

24 

 



控制输出 

制浆车间 制砖车间 降压车间 

信号采集 

氧化车间 

液氧 液氮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240吨场站式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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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惰性灰 

减容率：90% 

示范项目气液固产物清洁，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气体产物 
CO2：~95% 

O2+N2：~5% 

CO、CH4 etc.：/ 

 液体产物 
pH：6~7 

COD:15~50mg/L 

液固分离压缩机 

气体检测结果 

CO2 O2 N2 

97.98 0.24 1.77 

处理后样品 

 原料 

流量：8.5t/h 

浓度：10% 
热值：10~11MJ/kg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240吨场站式示范项目 

26 



超临界处理尾气较《GB18484-2001》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大幅降低 

项目 
二噁英

（ngTEG/m3） 

     SO2 

（mg/m3) 
NOx（mg/m3) 

   烟气黑度 

（林栺曼级） 

 检测结果 

（超临界水氧化处
理药渣） 

0.0057 2.8 ＜0.7 ＜1级 

 检测结果 

（超临界水氧化处
理污泥） 

0.0093 2.2 <0.7 <1级 

国家排放标准 

（焚烧法处理) 
0.5 

 

200 
500 1级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240吨场站式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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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液体检测 气体检测 金属浸出测试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240吨场站式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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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规模：4万吨/年 

（2万吨危废，2万工业废水） 

                           一期，2万吨/年（已投产） 

                           二期： 2万吨/年（建设中） 

占地面积：2.67公顷 

处理对象：固体危险废物（化工污泥、药

渣、高浓度有机废液等20大类） 

年运行时间：7200h 

南京化学工业园区项目厂区 

位置：南京化学工业园区 

建设情况：2016年12月一期建成投产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南京危废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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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危废装卸台 储运区 

超临界水氧化装置 水处理及回收装置 臭气处理装置 

液态危废储运 

固态危废储运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南京危废处理项目 

中央控制室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南京危废处理项目 

南京超临界水氧化危废处理项目运行稳定，已处理危废200余种 

行业 高热值（≥15MJ/kg） 低热值（<15MJ/kg） 

化工 

废液（冷凝、精馏、发酵、清洗、釜残、检测、废溶剂、废碱液、实验室废废
液等） 

含油废液（废机油、液压油、废切削液、油水混合物等） 

废有机化合物及残渣（异丙醇、甘油、聚乙二醇、聚季戊四醇、聚山梨醇、甲
基膦酸二甲酯、酯肟菌酯、聚山梨酯、甲基封端醚丁醇醚、甲基丙烯醛、聚丙
烯酸、废苯、苯乙烯、醋酸乙烯、表面活性剂、不合格产品等） 

固体废弃物（油泥、含锌污泥、活性炭、固化剂、增塑剂、环氧树脂、色粉、
石蜡、废胶、废胶乳、废胶粉、催化剂、生产废渣等） 

废液（过滤、蒸发、精馏、缩合、母液、化学清洗、釜残、废碱液、废乳液、
硝酸盐废液等） 

含油废液（废油、废切削液等） 

废有机化合物及残渣（甲醇、乙二醇、聚山梨酯、丁醇醚、封端醚、胶酸甲基
封端醚、醋酸、过氧乙酸、二乙醇胺、丁苯、苯乙烯、表面活性剂、不合格产
品等） 

固体废弃物（过滤废渣、药用辅料、纤维素、废水/生化污泥、含油污泥、乳
液污泥、活性炭、磷酸铁铵盐等） 

制药农药 

废液（废药液、溶剂、母液、合成液、丙酮/苯丙酮、乙醇、乙酸乙酯、甲苯、
正庚烷、油水混合物、精馏/蒸发残液、实验室废液、高浓废液等） 

固体废弃物（制药残渣、丙酮/苯基丙酮残渣、农药厂污泥、分子筛残渣、废保
健品等） 

废液（精制母液、缩合母液、合成废液、游离碱母液、缩合水解混合液、精馏
残液、微生物废液、废有机溶剂、乙酸乙酯、乙腈、碳酸司维拉姆、酮酸、乙
酸乙酯、盐酸西那卡塞、利伐沙班废液、乙醇/甲苯混合液、检验、分析、实
验室、清洗废水/液等） 

固体废弃物（反应残渣、氧化铝残渣、精馏残液/渣、、污泥、物化污泥、硅
藻土、废活性炭、废药粉等） 

石油开采与
炼化 

油泥、精馏残渣、乙二醇残渣、丙烯酸甲酯重组分、轻组分等 精馏残渣、含油污泥、高浓废水 

电子电器 
废有机溶剂、废乳化液、稀释剂、劣焊剂、废油、油泥洗板水、异丙醇乙酸乙
酯、液晶废液、空调非有机溶液、ODF废液、漆渣、废油漆精密仪器等 

废乳化液、溶剂、清洗剂、染色废液、盐水、废碱液、防冻液、硅烷偶联剂、
切削液、实验室废液、污泥、蓝色晶体等 

机械加工 
废切削液、喷涂液、稀释剂、油墨、废酸、废油、橡胶水、含油污泥、污水处
理污泥漆渣、砂轮灰等 

废乳化液/残渣、乳化油、荧光液、酒精溶液、草味酸、油水混合物、切削液/

泥、漆渣等 

装备制造 废油、溶剂、异辛酸酯、聚醚、废油漆渣、油磨废渣等 废乳化液、喷涂废液、地坪漆、漆渣、含油污泥、废样品等 

汽车制造 废清洗液、废溶剂、废油、油墨清洗剂、干化污泥等 喷涂废水、混悬液、油水混合物、废乳液、磨削灰、砂轮灰、漆渣、污泥等 

装饰装修 
废乙醇、四氢呋喃、废溶剂/混合溶剂、甲基叔丁基醚+氯甲烷、甲基叔丁基醚+

氯甲烷等混合废液、石油醚等 

蒸发浓缩、洗涤、验室废液、涂料、水处理剂、含油废液、废碱液、污泥、报
废品等 

环保技术 磷酸清洗废液、实验室废液、含油废液、磷酸清洗废液、洗涤废液等 
蒸发浓缩液、釜残液、洗涤废液、含油废液、废碱液、实验室废液、污泥、报
废产品等 

仪器仪表 
车间废液、废有机溶剂、光学废油、ODF废液、漆渣、交联副产物、伊红、染
色废液苯渣等 

废油、喷涂废水、废乳化液、废除油剂、废液交联副产物、废碱液、有机溶剂、
光刻胶、实验室废液、回收甲苯、 

其他 
防冻液、乳化液、废油、吡酰异丙隆、油水混合物、洗桶溶剂、实验废液、粉
末状树脂、医疗废物、等 

高浓度废水、P-醛、绿油醛、MCAA、FH201、含P母液、含S母液、废有机溶
剂、含醋酸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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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置规模：5万吨/年（超临界：2万

吨/年；综合利用：2万吨/年，物化

处理：1万吨/年） 

 占地面积：113亩 

 处理对象：化工污泥、制药菌丝等

危废 

 年运行时间：7200h 
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 

位置：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 

建设情况：2017年12月建成，试车阶段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石家庄危废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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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石家庄危废处理项目 

超临界氧化装置 液氧液氮系统 

压滤装置 控制室 物化车间 

固态危废储运 

低压工段 



申请专利180余项，涵盖超临界工艺、设备、预处理、后处理、防堵塞、耐腐

蚀材料、操作控制等方面 

专利证书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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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技术鉴定，超临界水处理市政污泥及危险废物技术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技术鉴定证书 技术鉴定专家意见 

超临界水氧化技术工程应用-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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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技术 

•低浓度废水处理 

•高效生物滤池 

•高效反应沉淀一
体化活性污泥池 

•臭氧催化氧化 

•高浓度废水处理 

•湿式催化氧化 

核心技术 

•降膜浓缩、蒸发结
晶系统 

•MVR蒸发结晶系统 

•低温内循环喷雾干
燥系统 

•纳滤分盐工艺 

•蒸发-冷冻分盐工艺 

•电厂脱硫废水分质
零排放新工艺 

工业废水 中水回用 
系统 

分质盐利用 

生产用水 

分质结晶 
零排放系统 

废水处理 
系统 

循环水 
系统 

脱盐水 
系统 

排
污
水 

排
污
水 

回
用
水 

生产用水 

浓盐水 达标废水 

核心技术 

•高效软化反应
沉淀系统 

•高效反渗透工
艺 

工业废水零排放技术 

工业废水零排放技术可应用于煤化工、石油化工、电力、钢铁、化工园区

等废水零排放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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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化工废水零排放示范项目介绍 

新奥煤化工废水零排放示范装置包括： 200m3/h的污水处理装置；300m3/h的脱盐

水处理装置；431m3/h的污水回用装置； 120m3/h浓盐水提浓装置；5m3/h分盐结晶

零排放装置 

污水处理装置 

浓盐水提浓装置 

污水回用装置 

分盐结晶零排
放装置 

脱盐水 
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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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装置（200m3/h） 

新奥废水处理工程项目-污水、脱盐水处理 

脱盐水车间（ 300m3/h ） 

软化澄清池 超滤装置 反渗透装置 

污水处理装置（ 431m3/h ） 

多级离子交换 高效反渗透 

浓盐水提纯装置（ 120m3/h ） 分质结晶装置（ 5t/h ） 

分盐结晶厂房 蒸发结晶装置 

AO工艺池 

39 



工业废水零排放其他业绩汇总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运行情况 

1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20万吨/年稳定轻烃项目水系统总承
包(净水站1400m3/h，污水处理站400m3/h, 脱盐水站

1000m3/h，回用水站700m3/h，浓盐水处理站60 m3/h)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在建 

2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浓盐水减排EPC项目EPC工程总承包

(污水处理站200m3/h, 回用水站431m3/h)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稳定运行 

3 
鄂尔多斯市绿舟实业有限公司废水软化处理及提浓项

目(3600m3/d) 
鄂尔多斯市绿舟实业有限公司 稳定运行 

4 3T/h MVR含盐废水处理工程 晋州晟大纤维素公司 
本行业首套MVR零排放
项目，已稳定运行两年 

5 3T/h MVR含盐废水处理工程 石家庄宜诚纤维素公司 
零排放项目，已稳定运

行两年 

6 5T/h MVR含盐废水处理工程 河北富强精细化工公司 总包工程，工程安装中 

7 3T/h MVR含盐废水处理工程 河北宁晋亨利纤维素公司 已完成 

8 10T/h MVR含混盐废水处理工程 山东文登热电厂 
氯化钠与氯化铵分盐结
晶项目，稳定运行 

9 25T/h多效蒸发AC发泡剂废水处理工程改造 山东文登热电厂 

含氯化钠与氯化铵及有
机物等综合废水项目，

稳定运行 

10 20T/h多效蒸发废水处理工程 蓝星集团精细化工公司 
含氯化钠有机物综合废
水项目，稳定运行 

11 3T/h MVR含盐综合废水处理工程 山东安丘精密仪器公司 
含氯化钠有机物综合废
水项目，稳定运行 

12 年产3000吨高纯氧化镁工程 河南兴发镁业有限公司  
稳定运行幵获科技发明

奖两项 

13 硝盐联产工艺设计（多效） 江苏新源矿业有限公司 稳定运行 

工业废水工程业绩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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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骅危废处理项目 霸州新胜水厂 

新奥环保在危废焚烧处理、水供应和生态环境修复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一体化

环保整体解决方案和综合服务，助推中国生态城市建设。 

新奥环保其他工程项目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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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联系我们： 

E-mail: chengleming@enn.cn 

Tel:0316-2595344/17733686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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