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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洲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具备工业废水预处理、深度处理、膜浓缩系统、蒸发分

盐结晶全流程的工业废水零排放工艺设计、设备制造、安装调试于一体的具有环保工程专

业总承包壹级资质的高新技术企业。 

       以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为核心，追求卓越、创造精品工程，超越客户期望、成就员工

幸福，铸就优越的产品和服务。 

1. 公司概况 



宜兴：总公司 

北京：办事处 

昆明：设计研发中心 



市场理念：用领先的技术和专业的团队满足客户需求 

质量理念：质量是全体海洲人的尊严 

人才理念：海纳百川，唯才是用，唯德重用 

公益理念：勠力同心、共创绿洲 

效益靠质量、质量靠技术、技术靠人才 

1998 

公司成立 
2003 

创建“海洲”
品牌 

2003 

海洲环保集
团成立 

技术研发
中心成立 

2008 

2020 

盐硝转换酸碱的
工程应用研发 

2012 

盐硝分离零排 
放系统投用 

重金属酸性废水、有机物废
水（农药、制药、化工）、
生产废水中水回用、选矿废
水等较高难度的废水处理 

生活污水、制药废水、
生活给水、喷泉等 

目前已有50多套分盐项目投入使
用，涉及有色冶炼、煤化工、有
机硅、钛白粉、固体危废、矿井
涌水等多个行业 



综合性 

 

零排放及资源循环再生利用 

 

高新技术企业 

工业废水预处理系统 

除重、软化、催化氧化 

 

膜浓缩及分盐系统 

 RO、DTRO、ED 、NF分盐 

蒸发浓缩+结晶分盐系统 

热法分盐、冷冻分盐、 

连续降温结晶 

 

工艺包设计、咨询服务 

 

设备制造、安装、调试 

 

系统运营 

 

技术范围 服务范围 



企业营业执照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壹
级资质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
业承包叁级 

安全生产许可证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
书 

2.资质 





 3.技术实力 

工业废水预处
理及深度处理 

1 

2 

3 
4 

5 

6 

冷冻盐硝分
离结晶系统 

热法盐硝分离 
蒸发结晶系统 

钾钠盐分离蒸 
发结晶系统 

高盐膜浓缩系统 
膜法分盐系统 

 
 

高有机物含盐
废水分盐系统 

承包项目 

t 有色冶炼行业 

t 煤化工生产废水 

t 矿井含盐涌水 

t 多晶硅、有机硅 

t 氯化法钛白粉行业 

t 化工农药行业 



技术名称 技术效果 适用行业 

盐硝分离（MVR/多效）蒸

发结晶系统 

最后分离出≧98%的硫酸钠和

氯化钠 

煤化工、石油化工、有色 

冶炼、钛白粉等 

钾钠盐分离（MVR/多效）

蒸发结晶系统 

最后分离出≧90%的氯化钾和

氯化钠 

危废洗水、垃圾焚烧飞灰、

有色冶炼烟尘回收 

高盐废水有机物催化氧化 
电催化氧化、臭氧催化物理降
解废水COD ≦200mg/L 

冶金、煤矿、煤化工等 

高盐高有机物分盐技术 
直接在高有机物中分离氯化钠
≧92%，同时保证工业盐品质 

农药、制药、精细化工等 

高盐废水零排放无固废资源
化利用技术 

废水零排放无固体盐产生，只
有7%～8%酸、碱产生 

煤化工、石油化工、有色 

冶炼、钛白粉等 

技术成果 



技术成果 



预处理 

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采用市政中水制备生产水项目 

废水情况分析： 
色 度 ≤ 30 ， 总 硬 度 ≤ 450mg/L ，

COD≤60mg/L,总碱度≤350mg/L。 
 

设计处理工艺： 
“高密度澄清+变孔隙滤池” 
       

处理效果： 
色 度 ≤ 5 ， 总 硬 度 ≤ 200mg/L ，

COD≤40mg/L，总碱度≤150mg/L 



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硫化氢除重金属污酸污水系统 

废水情况分析： 
制酸净化工段排出的污酸污水，

含硫酸、砷、铅、铜等  
设计处理工艺： 

硫化氢制备—气液硫化—石膏中
和——石灰中和——软化——回用       
处理效果： 
达到行业标准后回用生产 

预处理 



氧化锌烟尘洗氯废水冷冻盐硝分离项目 

废水情况分析： 
含高浓度的 COD 、 K+ 、 Na+ 、 Cl- 、

SO4
2-及少量重金属等物质 

设计处理工艺： 
梯度冷冻结晶+MVR蒸发结晶进行盐硝分离      
处理效果： 
      硫酸钠有效成分≥99.5% 

蒸发结晶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高浓盐水分盐结晶技改项目 

废水情况分析： 
含大量的COD、Na+、Cl-、SO4

2-等物质
的高盐废水零排放系统 

设计处理工艺： 
“臭氧催化氧化+电催化氧化+超滤+纳滤+

反渗透+分盐蒸发结晶” 
处理效果： 
       氯化钠品质达到GB/T5462-2015精制工
业干盐一级标准（≧98%）       
       硫酸钠品质达到GB/T6009-2014二类一
等品标准要求（ ≧98% ） 

蒸发结晶 



废水情况分析： 
   含有ZnSO4、Mn2+、F-、Cl-、还含有较

高浓度的钙镁硬度。 
设计处理工艺： 

“电解液分离母液+过滤+三效蒸发浓缩系
统+降温结晶+离心+干燥”  
处理效果： 
     分离工业产品七水硫酸锌，为电解槽做杂
质开路 

氧化锌烟尘回收工程15000m³/d硫酸锌回收项目 

蒸发结晶 



废水情况分析： 
该项目废水成分复杂，除含有芒硝（硫

酸钠）、盐（氯化钠）及氟化钠等盐分外，
还含有大量的铅、铜、铁、锌、砷、钙、
镁等离子。 
设计处理工艺： 

“中和预处理 +电渗析浓缩 +软化
+MVR盐硝分离蒸发结晶” 
处理效果： 

无水硫酸钠品质达GB/T6009-2014
《工业无水硫酸钠》Ⅱ类一等品标准要求，
分离出来的杂盐达到工业盐二级（日晒工
业盐）标准及以上，进行外售。 

云锡十万吨铅4000m3/d高盐废水零排放及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蒸发结晶 



云南先锋化工高盐废水零排放及资源综合利用 

废水情况分析： 
该项目废水成分复杂，除含有硫酸钠、

氯化钠外，还含有有机物、二氧化硅等。 
 

设计处理工艺： 
“高级催化氧化+生化+过滤+纳滤分盐

+多效蒸发结晶系统” 
处理效果： 

无水硫酸钠品质达GB/T6009-2014
《工业无水硫酸钠》Ⅱ类一等品标准要求，
分离出来的杂盐达到工业盐二级（日晒工
业盐）标准及以上，进行外售。 

蒸发结晶 



成渝钒钛零排放废盐综合利用项目 

废水情况分析： 
该项目废水成分复杂，除含有芒硝（硫

酸钠）、盐（氯化钠）外，还含有有机物、
二样化硅等。 

 
设计处理工艺： 

“高级催化氧化+过滤+纳滤分盐+多效
蒸发结晶系统” 
处理效果： 

无水硫酸钠品质达GB/T6009-2014
《工业无水硫酸钠》Ⅱ类一等品标准要求，
分离出来的杂盐达到工业盐二级（日晒工
业盐）标准及以上，进行外售。 

蒸发结晶 



江苏南通化工园区零排放废盐综合利用项目 

废水情况分析： 
该项目废水成分复杂，除含有芒硝（硫

酸钠）、盐（氯化钠）外，还含有有机物、
二样化硅等。 

 
设计处理工艺： 

“高级催化氧化+过滤+纳滤分盐+多效
蒸发结晶系统+双极膜制备酸碱” 
处理效果： 

无水硫酸钠品质达GB/T6009-2014
《工业无水硫酸钠》Ⅱ类一等品标准要求，
分离出来的氯化钠制备盐酸和氢氧化钠，
回用系统。 

蒸发结晶 



垃圾渗滤液零排放系统 

废水情况分析： 
该项目废水成分复杂，除含盐外，还含有

有机物、二氧化硅、氯化钾等。 
 

设计处理工艺： 
“高级催化氧化+过滤+管式微滤+管式超

滤+纳滤浓缩+MVR蒸发结晶系统” 
处理效果： 

分离出氯化钠和氯化钾，完全达到废水零
排放的目标。 

蒸发结晶 



宜宾天源钛白粉项目高压膜浓缩系统 
膜处理 

废水情况分析： 
该项目废水主要含有氯化钠、二氧化钛等。 

设计处理工艺： 
“陶瓷膜过滤+超滤+多级反渗透+高压反

渗透+管式微滤盐水净化” 
处理效果： 

分离出12%的氯化钠用于烧碱离子膜系统。 



云南新立钛白粉项目高压膜浓缩系统 

膜处理 

废水情况分析： 
该项目废水主要含有氯化钠、二氧化钛等。 

设计处理工艺： 
“CN过滤+超滤+多级反渗透+高压反渗透

+MVR盐硝分离蒸发结晶系统” 
处理效果： 

分离出氯化钠和硫酸钠，废水零排放 



4. 业绩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项目 

1.  
云南锡业集团铅业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升

级改造项目MVR盐硝分离蒸发结晶系统 

预处理水量4000m³/d，经过浓缩预处理后90%的除盐水回用，10%的高盐废水进入蒸发

结晶盐硝分离系统，分离出98%的无水硫酸钠和日晒盐的工业盐，该系统为MVR盐硝分

离系统 

2.  
成渝钒钛科技有限公司全厂生产废水零

排放工程 

预处理水量15000m³/d，经过浓缩预处理后95%的除盐水回用，5%的高盐废水进入蒸发

结晶盐硝分离系统，分离出98%的无水硫酸钠和98%的工业盐，最终达到零排放 

3.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钛白粉项目 
5000m³/d高浓度含盐废水处理系统的浓缩处理，将废水的氯化钠除杂浓缩至烧碱系统作

为电解至烧碱的原料 

4. 
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厂生产

废水零排放工程 

废水含盐量为16%左右，废水含有二氧化硅、四氯化硅、次氯化硅等杂质，经过多效浓

缩蒸发结晶分离系统，分离出99%的工业盐进行外售，分离出的含硅废弃物渣场填埋，

做到了废水的零排放 

5.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会泽冶炼厂 

预处理水量3000m³/d，经过浓缩预处理后90%的除盐水回用，10%的高盐废水进入蒸发

结晶盐硝分离系统，分离出98%的无水硫酸钠和日晒盐的工业盐，该系统为多效盐硝分

离系统 

6.  云南新立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钛白粉项目 

3000m³/d高浓度含盐废水处理系统的预浓缩处理，回收90%的除盐水作为生产用水后，

10%的高盐浓水经过蒸发结晶盐硝分离系统，分离出99.3%的工业盐（颗粒除疤盐）和

98%的无水硫酸钠，除疤盐厂区自用，硫酸钠外售，该系统为MVR盐硝分离系统 



4. 业绩（续）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项目 

7.  
云南安一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草甘

膦母液 

废水含盐量为20%左右，另废水COD浓度高达20万mg/L,COD的主要成分是有机磷，无机盐的

主演成分是氯化钠，我公司通过多效浓缩蒸发结晶分离系统，分离出98%的工业盐进行外售，

分离出的有机物回用黄磷厂作为中间产品回用与生产上，做到了高难度废水的零排放 

8.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曲靖

冶炼厂 

年产15000吨七水硫酸锌，该硫酸锌为锌车间的电解排放的含杂质的工业水，分离出七水硫酸

锌回用于矿山，实现资源及经济的综合利用 

9.  
昆药集团乌兹别克甘草项目浓缩

系统 

废水主要是生产系统排放的含有 醋酸铵和甘草浸出液的含盐有机废水，经过浓缩分离后形成

半固体有厂区处理 

10.  赤峰云铜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重金属废水处理产生的含有杂质的硫酸钠经过蒸发结晶+冷冻提纯，最终分离出98%的硫酸钠 

11.  青海湘和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预处理水量2800m³/d，经过浓缩预处理后90%的除盐水回用，10%的高盐废水进入蒸发结晶盐

硝分离系统，分离出98%的无水硫酸钠和日晒盐的工业盐，该系统为多效盐硝分离系统 

12.  鑫联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含有高浓度的硫酸钠、氯化钠、氯化钾、有机物（COD：2000mg/L）、钙镁离子等杂质的高

盐废水，通过冷冻提硝分离出90%的硫酸钠和工业级的氯化钾、氯化钠，最终实现三种盐的分

离和提纯，属于国内首创 

13.  云南先锋化工有限公司 
20万吨煤制油废水零排放项目，主要处理经过生化及高级催化氧化处理后的高盐废水，经过超

滤+反渗透+二级纳滤浓缩后进行蒸发结分质处理，最终达到零排放要求 

14.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10万吨

铅项目 

7200m³/d全厂生产废水深度处理系统，处理水的来源：循环水排污水、除盐水站浓水、污酸

污水处理后合格废水          



4.业绩（续）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项目 

15.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10万吨铜项目 
7200m³/d全厂生产废水深度处理系统，处理水的来源：循环水排污水、除盐水站浓

水、污酸污水处理后合格废水 

16.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高浓盐水分盐

结晶技改项目 

预处理系统130m3/h ，结晶分盐系统22m3/h，NaCl品质要求达到工业盐（GB/T 

5462-2015）精制工业盐工业干盐一级标准，Na2SO4结晶盐，要求达到工业无水硫

酸钠（GB/T 6009-2014）Ⅱ类一等品的标准，其他TOC等指标参考“煤化工副产

硫酸钠（草案）”确定，其重金属不得检出。 

17.  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600kt/a炭素项目 6000m³/d全厂生产废水深度处理系统 

18.  云南南磷集团自备电厂 7680m³/d全厂生产废水深度处理系统 

19.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3600m³/d生产废水处理回用工程 

20.  云南东源煤业集团曲靖铝业有限公司 2400m³/d工业废水处理工程 

21.  云南新立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8万吨/年高钛渣项目废水处理工程 

22.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6000m³/d会泽铅锌技改工程废水处理工程 

23.  中铝国际富源工程有限公司 3000m³/d工业废水处理工程 

24.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昆工程承包公司 2400m³/d工业废水处理工程 



4.业绩（续）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项目 

25.  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 2400m³/d工业废水处理工程 

26.  云锡集团创源实业有限公司 3600m³/d生产废水处理回用工程 

27.  蒙自矿冶有限责任公司 3600m³/d污酸污水处理工程 

28.  

云锡文山锌铟冶炼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锌、

60吨铟冶炼技改项目污水处理、制酸区电仪

系统及水处理装置PC总承包工程污水处理系

统分包工程 

3600m³/d生产废水出水水质脱盐率 (三年内 )≥97%，1600m³/d初期雨水出水

SS≤5mg/L，出水水质满足《工业循环水水质标准》和《不低于铅锌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100m³/d生活污水出水水质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

质》(GB/T18920-2002)中城市绿化用水水质标准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

水水质》(GB/T19923一2005)中工艺与产品用水水质标准 

29.  
易门铜业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工程

PC总承包 
700m³/d生产废水、生活污水（200m³/d） 

30.  曲靖晶龙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污水设备采购 1400m³/d生产废水 

31.  
麒麟工业园区越州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

网建设工程一期建设工程施工 

12000m³/d生活污水 , 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32.  
云南白药集团文山七花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扩

建项目一期污水处理项目设备采购及安装 

2250m ³/d 三七加工废水 , 出水水质： COD ≤ 250mg/L ， BOD5 ≤ 150mg/L ，

SS≤200mg/L，NH3-N≤20mg/L 



4.业绩（续）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项目 

33. 
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生产水采用市政中水

项目工程承包合同 

10080m³/d污水处理厂污水，色度≤30，总硬度≤450mg/L，COD≤60mg/L,总碱度

≤350mg/L。处理后水质：色度≤5，总硬度≤200mg/L，COD≤40mg/L，总碱度

≤150mg/L 

34.  
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中水站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 

1500m³/d生活污水，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35.  

彝良县2018年新增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项目

（奎香乡奎阳安置点）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

准 

36.  

彝良县2018年新增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项目

（洛旺集镇安置点）生活污水处理工程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 

出水水质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

准 

37. 
云南白药集团文山七花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扩

建项目一期初加工污水预处理系统 

3600m³/d三七粗洗水，出水SS≤200mg/L，系统回水利用率不低于80%。 

 



未来“资源化”方向 

战 略 部 署 

后期规划 

海洲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零排放” 及“资源综合利用” 



3.1 未来“资源化”方向 

通过向废水处理系统中引入双极膜，将废水中常见的盐类物质电解为

酸碱，回用至前段处理工艺，进一步节省处理成本，减少危废的产生。 

将废水中的盐类直接“资源化” 



五大战略   助力前行 

资本发展战略 技术研发战略 

人才管理战略 

市场开拓战略 

社会责任战略 

3.2 战略部署 



谢谢！ 

欢迎各位领导及专家莅临海洲环保指导工作 

联系方式：                                        
黄先生：13708850628 
蒋先生：13577015888 
余先生：13888775988 

联系地址：                                        
江苏省宜兴市和桥工业园创业大道2号
云南省昆明市天宇创智中心六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