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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企业介绍

新奥集团 新奥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新奥集团创业起步于1989年，以“创建现代能源体系，提高

人民生活品质”为使命，形成了贯穿下游分销、中游贸易储运和上

游生产开采的清洁能源产业链和覆盖健康、文化、旅游、置业等领

域的生命健康产品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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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数字能源发展、着力打

造“来康”大众健康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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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个省、市、自治区的209座城市及东

南亚、南亚、非洲、大洋洲等地区。在全球有雇员近5万名，年经

营收入1611亿元人民币，旗下有新奥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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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是新奥集团旗下专业从事环保业务的

全资子公司，业务范围涉及废水、固废处理以及生态环境修复等多

个领域。

依托集团完善的技术研发体系以及雄厚的技术能力，新奥环

保技术有限公司在环保领域已获取自主专利120余项。公司自主创

新的超临界氧化技术已经具备了国际领先水平，在污泥、危废、难

降解废水处理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公司拥有环保领域项目咨询、工程设计甲级资质以及施工总

承包专业资质，同时具备超过20年的环保项目建设运营经验，可为

客户提供集规划设计、项目融资、项目建设运营、资源回收利用于

一体的环保解决方案及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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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黄埔盐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200万元，依托其具有“盐
业黄埔”之称的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的技术力量，面向化工、环保、
石油及煤化工等多种行业，专业从事工业废水零排放、废盐资源化、MVR蒸
发、多效蒸发、冷冻结晶、连续工业结晶工程技术开发。承接无机盐废水零排
处理及废混盐资源化技术研发、工程设计、装备供应、安装调试、工程总包、
项目运营等业务。

2017年，天津黄埔盐化通过股权转让并入新奥集团，成为新奥环保技术有
限公司旗下核心企业。

天津黄埔盐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02业务领域



工业废水零排放
针对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难降解废水及

浓盐水，提供高效经济的处理方案，实现水资
源循环利用和废水零排放。

废混盐资源化
针对化工废水产生的废盐，提供可行性解

决方案，将废盐高效分离，实现资源化，降低
企业危废处置成本，变废为宝！

精细化工
针对化工生产过程，可为其提供节能降

耗、物料浓缩、产品提纯及结晶等解决方案，
为企业生产节能增效。

危废处置
以超临界技术为核心，对化工/石油及炼化/

制药/农药等行业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无害化处
理，彻底消除环境隐患。



03核心技术

工业废水零排放技术
随着国内环保要求的日益提高，工业废水“零排放”技术已经成为化工行业的应用热

点。新奥环保依托新奥集团自有的新型煤化工项目，长期开展煤化工废水处理技术开发和

工程应用。工业废水“零排放”整体解决方案在“新能达旗二期煤化工废水零排放项目”

中得到了工程项目验证，并具备了行业领先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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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盐资源化技术
废水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盐，成分复杂，COD极高，且按危废处置，处理成本极

高，采用该技术对废盐减量化/资源化，可大大节约企业的处理成本。

去除COD系统

分 质
结 晶
系  统

多效蒸发技术
MVR蒸发技术
冷冻结晶技术

高温碳化技术
高温氧化技术
高温等离子技术
微波碳化技术

分质盐利用

混盐

废混盐 高盐、高COD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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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质结晶技术
通过相图理论，根据废水中的盐分组成，确定分盐技术路线，采用分盐结晶设备，将

废水中的无机盐分离提纯，实现废水资源化处理。

已实现分质结晶技术：硫酸钠和氯化钠、硫酸镁和氯化钠、氯化钙与氯化钠、氯化钠

与氯化铵、氯化钾与氯化钠、硝酸钾与氯化铵、氯化镁与氯化钠……

100℃，Na+/Cl-，SO4
2-—H2O 三元体系相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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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R蒸发技术
MVR蒸发技术是当前国际领先的高效节能蒸发系统，其原理是将蒸发产生的二次蒸汽

通过压缩机加压升温，提高蒸汽的热值并作为热源给物料加热，从而实现循环蒸发，冷凝

出的热水再与原料换热，进一步回收热量，实现了潜热的蒸发利用，减少蒸汽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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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蒸发技术
  多效蒸发是传统节能蒸发技术，通过利用前效热能，降低系统能耗用量。多效蒸发系

统能耗以蒸汽为主/电能为辅，尤其适用于蒸汽充足电力短缺的运行环境。它广泛应用于医

药/食品/化工/印染等诸多行业的蒸发结晶及废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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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水氧化技术
在超临界水氧化系统内，污泥、危废、废水等待处理废弃物首先进行预处理，配置成

泥浆并将浓度调整至设计值，然后经过高效预热系统与来自高温反应后物料进行换热，达

到反应温度后进入超临界反应装置。在超临界水状态下物料与氧气充分接触，物料中有机

质与氧气在短时间内完成氧化反应，有机质彻底转化，整个反应过程可实现自热平衡。反

应后产物作为热源给冷物料换热，多余热量可通过蒸汽回收，实现能量的高效利用。换热

后的产物再经过分离系统实现气-液-固三相分离，并可进一步实现资源化利用。



04核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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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效蒸发装置 结晶分盐装置

MVR蒸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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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废水零排放工艺包

冷冻结晶装置 废混盐资源化处置工艺包



05工程案例
煤化工废水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一期项目）浓盐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煤化工废水

处理规模：960m3/d

采用工艺：四效蒸发结晶工艺

核心设备：多效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零排放/结晶出盐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浓盐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煤化工废水

处理规模：1440m3/d

采用工艺：纳滤分盐工艺+四效蒸发结晶工艺+母液干化工艺

核心设备：纳滤装置/多效蒸发装置/母液干化装置

处理效果：分盐结晶/零排放

内蒙古荣信化工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煤化工废水

处理规模：28800m3/d

采用工艺：纳滤分盐+冷冻结晶+多效蒸发+母液干化工艺

核心设备：纳滤装置/冷冻结晶装置/多效蒸发装置/母液干化装置

处理效果：分盐结晶/零排放

工业水零排放

内蒙古蒙维科技浓盐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煤化工废水

处理规模：240m3/d

采用工艺：多效蒸发+干燥包装

核心设备：多效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分盐结晶/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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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废水

晋州晟大纤维素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纤维素废水

处理规模：85m3/d

采用工艺：MVR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零排放/结晶出盐

石家庄宜诚纤维素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纤维素废水

处理规模：85m3/d

采用工艺：MVR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零排放/结晶出盐

河北富强精细化工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纤维素废水

处理规模：85m3/d

采用工艺：MVR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零排放/结晶出盐

石家庄雨荷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纤维素废水

处理规模：85m3/d

采用工艺：MVR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零排放/结晶出盐



05工程案例
工业水零排放

冶金废水

山东祥光铜业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冶金废水

处理规模：31200m3/d

采用工艺：MVR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MVR蒸发装置/母液干化装置

处理效果：分盐结晶/零排放

南京新奥环保(一期)废水处理项目

物料类型：超临界综合废水

处理规模：240m3/d

采用工艺：四效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多效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浓缩减量

南京新奥环保(二期)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超临界综合废水

处理规模：120m3/d

采用工艺：三效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多效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零排放/结晶出盐

危废处置中心

黄骅新智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危废焚烧脱硫废水

处理规模：120m3/d

采用工艺：三效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多效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零排放/结晶出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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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大弓农化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农药废水

处理规模：240m3/d

采用工艺：MVR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零排放/结晶出盐

农药废水

山西瑞光电厂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电厂脱硫废水

处理规模：12m3/d

采用工艺：MVR蒸发（晶种法）工艺

核心设备：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分盐结晶/零排放

电力废水

廊坊新奥龙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废水零排放项目

物料类型：超临界综合废水

处理规模：36m3/d

采用工艺：MVR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零排放/结晶出盐



05工程案例
废盐资源化

农药废盐

张掖大弓农化废盐处置项目

物料类型：农药废盐

处理规模：55t/d

采用工艺：冷冻结晶+MVR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冷冻结晶装置+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实现氯化钠和硫酸钠分离

精细化工

文登热电厂废盐处置项目

物料类型：精细化工废盐

处理规模：60t/d

采用工艺： MVR蒸发（重结晶）工艺

核心设备： 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氯化钠达到氯碱行业用盐标准



精细化工

石家庄凤山化工硝酸钠溶液提浓项目

物料类型：硝酸钠溶液

处理规模：25m3/d

采用工艺：MVR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蒸发浓缩

辽宁瑞博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物料类型：蛋白质溶液

处理规模：96m3/d

采用工艺：MVR蒸发工艺

核心设备：MVR蒸发装置

处理效果：蒸发浓缩

天津黄埔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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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理念

企业使命
建设生态城市，改善生存环境。

企业愿望
聚焦环保领域高端细分市场，大力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成为环
保行业领先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

核心竞争力
依托工业废水零排放、废混盐资源化、超临界水氧化等核心技术，整合行
业相关技术，为客户提供技术领先、经济高效的环保解决方案。

发展理念
循环再生，创建美好生态；
和谐共创，编织绿色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