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催化湿式氧化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技术

焦炉烟气低温SCR 法脱硝技术

催化湿式过氧化氢氧化技术处理工业废水

用于垃圾焚烧过程二噁英前驱物实时监测的在线质谱仪

高精度在线测NH3仪

VOCs 催化脱除技术

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工业废水

超低污染物排放燃气燃烧器及燃烧技术

石化园区智能化安全生产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

固体废弃物流化熔融气化技术

天然气余压发电技术

煤泥稀土稀贵元素提取技术

环保减排

目     录

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管理办公室     http://www.dnl.ac.cn

王春  0411-84379598,  wangchun@dicp.ac.cn;  孙亮  0411-84379575,  lsun@dicp.ac.cn



 
 

 

催化湿式氧化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技术 

负责人：孙承林        联络人：孙承林  

电话：0411-84379133   传真：0411-84699965   Email：clsun@dicp.ac.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催化湿式氧化（Catalytic Wet Air Oxidation，简称 CWAO）技术是在一定

的温度、压力和催化剂的作用下，经空气氧化，使污水中的有机物及胺类分别氧

化分解成 CO2 、H2O 及 N2 等无害物质。CWAO 技术具有净化效率高，流程简

单，占地面积小等特点，有广泛的工业应用前景。CWAO 技术适用于治理焦化、

染料、农药、印染、石化、皮革等工业中含高化学需氧量(COD)或含生化法不

能降解的化合物（如氨氮、多环芳烃、致癌物质 BAP 等）的各种工业有机废水。

我国国内 CWAO 尚处于正在进行产业化阶段，目前国内仅有少数几套催化湿式

氧化设备，并且多为日本大阪煤气公司的技术，因此该公司的技术使用费及催化

剂价格等很高，极大限制了该项技术在国内的推广应用。 

大连化物所拥有从事环境治理技术研究的专业队伍，在油田含油污水处理及

资源化利用、化工行业废水处理方面已有 20 多个项目成功实施。先后承担了

“863”、“973”等国家攻关项目，主持过国家“十五”863 重大项目—“湿式

氧化催化剂和反应器的研制与开发”课题以及“十一五”863 重点项目—“高

浓度难降解有机废水处理新技术开发”中“强化催化氧化集成技术与装备”课

题，技术实力雄厚。我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即开展催化湿式氧化处理高浓度

有机废水技术的研究，至今已建立起了九套小试连续反应装置以及四套工业化装

置 (深圳市危险废物处理站有限公司 (24 t/d)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 t/d)、天津北方食品有限公司(80 t/d)和北京天罡助剂有限责任公司(72 t/d))，
制备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贵金属－稀土金属双组分催化剂 (专利号：

2012105631542)，其各项指标达到国际水平，所研制成功的车载型催化湿式氧化

处理废水装置 (最大处理量为 0.5 t/d)，已顺利地通过了由国家经贸委组织的技

术鉴定，获准进行工业化应用批量生产，并且其已被列入国家“十五”期间环保

重点攻关项目的新产品。1992 年，贵金属－稀土双组分催化剂通过中科院沈阳

分院鉴定。2002 年，车载型催化湿式氧化处理废水装置获得“中国机械工业协

会” 科技进步二等奖。2015 年，高浓有机废水催化湿式氧化处理技术获得山东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该技术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节能减排示范作用显著，具

备推广条件。近年来，催化湿式氧化技术几套工业化装置的稳定运行，将提供大

量的基础运行数据，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改进，确保技术的稳定性、安全性，增加

了技术可靠性，增强了企业的信心，减轻了技术推广的阻力，将大幅推动该技术

在国内废水处理领域的推广和应用。目前，我所可提供处理废水为 24～200 吨/

天规模催化湿式氧化成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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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服务等。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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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烟气低温 SCR 法脱硝技术 

负责人：程昊        联络人：程昊  

电话：84379332   传真：84662365   Email：chh@dicp.ac.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针对焦炉烟气特点，开发了整体涂层式低温高效脱硝催化剂用于焦炉烟气

脱硝。本催化剂为一种涂层式蜂窝陶瓷状宽温 SCR 脱硝催化剂，具有低温活性

好、处理能力大、抗毒能力强等特点。根据不同的烟气条件，如温度、灰含量、

压力、组成等特点，有针对性对孔节距、活性组成、催化剂排布方式等进行优化

设计，能够满足多种应用场合，如焦化烟气、玻璃窑炉烟气、陶瓷窑炉烟气以及

硝酸尾气等脱硝要求。该催化剂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1.低温脱硝活性高， 200～250 ℃之间可达到 90%以上脱硝率； 

2.温度窗口宽，在 180～450 ℃之间起作用； 

3.对催化剂进行工程设计使得催化剂具有良好的低温抗硫中毒能力，230 ℃时可

在 SO2为 300 mg/m3的烟气中长时间工作； 

4.脱除精度高，可保证出口尾气中 NOx浓度小于 20 mg/m3； 

5.操作空速大，处理能力强，反应空速在 10000～20000 hr-1，是传统催化剂的 4～

5 倍。可大大缩小反应器体积，减少占地面积，特别适用于空间紧张，对占地面

积有严格要求的焦炉改造项目。 

2015 年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与江苏爱尔沃特环保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江苏沂州煤焦化有限公司三方联合，采用该技术为江苏沂州煤焦化有限公

司 3#焦炉进行烟气脱硝治理，建设了脱硝工业示范装置。该装置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开车成功后，一直稳定运行，反应器出口氮氧化物浓度小于 100 mg/m3，

满足焦化行业最严格的排放标准。在 3#焦炉脱硝装置成功运行的基础上，江苏

沂州煤焦化有限公司继续采用我所技术为其剩余 3 座焦炉进行脱硝改造。我所根

据第一套示范装置的运行数据，对催化剂及反应器进行了优化设计，在保证催化

剂脱硝性能的前提下，系统阻力降大大降低，为企业节约了运行费用。截至 2017

年 3 月份，已有数家工程公司与我所签订催化剂购货合同，我所为十几套焦炉烟

气脱硝工程提供低温脱硝催化剂及工艺包，催化剂累计供货量已达 300 立方米，

市场应用前景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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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与收益 

我国目前焦炉约有两千余座，焦炉烟气排烟温度较低，约为 230～280 ℃，

传统火电厂用脱硝催化剂不能满足要求，市场对高效低温脱硝催化剂需求旺盛。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大于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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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湿式过氧化氢氧化技术处理工业废水 

负责人：孙承林        联络人：孙承林  

电话：0411-84379133   传真：0411-84699965   Email：clsun@dicp.ac.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催化湿式过氧化氢氧化技术(Catalytic Wet Peroxide Oxidation，简称 CWPO)，

是高级氧化技术的一种，是指采用过氧化氢做氧化剂，在反应过程中催化过氧化

氢分解为氧化性更强的羟基自由基(•OH)，进而将有机污染物氧化为小分子有机

物甚至直接矿化为 H2O 和 CO2的技术。CWPO 技术在常温常压下即可反应，并

且具有操作简单、经济环保等特点，因此在难生物降解的中低浓度有机废水处理

领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大连化物所从 2005年就开始了CWPO 技术的研究工作。 在CWPO技术中，

非均相催化剂将活性组分负载于载体上，具有活性组分不易流失，催化剂易从水

中分离、可循环使用的优势，并大大减少了对反应设备的腐蚀和副反应的发生。

大连化物所针对不同性质的工业废水已研发多种高效催化剂，且具备 100 吨/年

的催化剂生产能力。CWPO 技术目前已在垃圾渗滤液、煤化工废水及印染废水

等多行业废水处理领域中有着重要应用，该技术既可用于废水生化前的预处理，

又可用于废水的深度处理。2011 年，大连化物所成功完成了 CWPO 技术处理辽

宁宏丰印染废水的中试放大实验，印染废水经 CWPO 处理后，COD 去除率接近

80 %，色度去除率约 90 %，处理成本在 2.3 元/吨。2015 年，大连广泰源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采购大连化物所研发生产的 CWPO 催化剂 60 吨，用于处理垃圾渗

滤液废水，处理后可达标排放。大连化物所将 CWPO 技术与广泰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的 MVR 技术进行集成。该组合处理工艺包括预处理系统-蒸发洗气系统-

催化湿式过氧化氢氧化系统。蒸发洗气系统处理后出水温度在 60～100 度之间，

出水 COD 值为 80～200 mg/L，催化湿式过氧化氢氧化处理后废水 COD 值低于

50 mg/L。2016 年，大连化物所与中钢集团鞍山热能研究院有限公司合作，成

功完成了 CWPO 技术处理煤化工废水的中试研究。2017 年，中钢集团鞍山热能

研究院有限公司采购大连化物所研发生产的 CWPO 催化剂 100 吨，用于煤化工

废水处理的工业化放大。该项目进展顺利，近期将开车投入使用。目前 CWPO

技术申请专利 6 件，授权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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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与收益 

目前可提供各类工业废水处理工艺包、小试中试装置、催化剂产品等，中

试装置 30～40 万元/套、催化剂价格在 2～4 万元/吨不等。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入股、技术服务等 

 投资规模 

20 万～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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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垃圾焚烧过程二噁英前驱物实时监测的在线质谱仪 

负责人：李海洋        联络人：李海洋  

电话：84379509   传真：84379517   Email：hli@dicp.ac.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恶英类有机污染物毒性强，造成持久性环境污染，

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对焚烧过程中二恶英前驱物（氯苯、氯酚、多氯联苯、

多环芳烃等）实时监测，有助于研究二恶英的形成机理，从源头减少二恶英的排

放。我所研制的用于垃圾焚烧过程中二恶英前驱物实时监测的在线质谱仪(专利

号： 200610011793.2, 200810013526.8, 200810013525.3, 201310689368.9, 

201410609679.4)，吸附-热解吸进样，采用三根并联的 Tenax Ta 采样管，高通

量，富集倍数高；使用无窗 VUV 灯软电离源，谱图简单，长时间运行稳定性高；

自动化设计，仪器可在无人值守下自动运行；飞行时间质谱仪作为质量分析器，

有微秒级的快速响应速度，一次扫描即可得到全谱，特别适用于环境样品的实时、

在线分析。 

该在线质谱仪采用小型化设计，分辨率达到 3000，质量数范围 1～500，对

垃圾焚烧烟气中一氯苯、二氯苯和三氯苯的定量限（LOQs）分别低至 7.65, 5.37 

和 6.77 pptv。整套系统成功用于实际的垃圾焚烧烟气在线监测，无人值守下连

续运行三个月，三个月中烟气中一氯苯、二氯苯和三氯苯的浓度分别在 100～

1200, 50～800 和 50～300 pptv 范围波动，仪器灵敏度的相对标准偏差只有

9.71 %。仪器操作方便，全部功能由计算机控制。这种在线质谱仪操作简单，使

用方便，小型化的设计可实现便携，适用于现场分析。主要可应用于垃圾焚烧中

二恶英前驱物的在线分析、环境突发性事故中有害物质的在线监测、痕量有害气

体的在线分析、公共场所空气质量的快速评定等领域。各环境监测站和垃圾焚烧

厂均可配备，市场前景广阔。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 

 投资规模 
1000 万～1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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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在线测 NH3 仪 

负责人：李海洋        联络人：李海洋  

电话：84379509   传真：84379517   Email：hli@dicp.ac.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NH3是大气环境中含量最多的碱性气体，能与 NOx、SO2等酸性气体反应生

成铵盐，为二次气溶胶的形成提供凝结核，加剧灰霾天气的生成。通过干湿沉降，

大气中的 NH3 进入水、土环境，引起水域的富营养化和土壤酸碱性的改变。我

所研制的高精度在线测 NH3 仪，可用于重点行业大气污染源排 NH3 的高精度在

线监测。仪器分析时间<1s，动态线性范围≥3 个数量级，检测限 0.001 mg/m3，

满足国家行业最新标准和超低排放监测的要求。这种高精度在线测 NH3 仪具有

灵敏度高、检测快速、结构简单、操作方便等特点，有望成为我国大范围组网监

测污染源排放的 NH3的最佳选择，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 

 投资规模 
1000 万～1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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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 催化脱除技术 

负责人：王胜  联络人：王胜 

电话：13591360316   传真：0411-84662365   Email：wangsheng@dicp.ac.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工业推广应用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挥发性有机气体（VOCs）是导致大气雾霾的重要诱因，VOCs 的排放涉及

化工、喷涂、印刷、制药、塑料和橡胶加工等众多行业，其成分复杂，大体包括

三苯类（芳香烃、多环芳香烃等）、含氧类 VOCs（醇类、酮类、酚类、醛类和

酯类等）、烃类（如烷烃、烯烃）、含杂原子 VOCs（如卤代烃等）以及低碳烷烃

类（如乙烷、丙烷等）。鉴于 VOCs 对环境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其排放控制引

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美国、欧盟、日本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VOCs 排放标

准及减排计划。我国在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将 VOCs 排放纳入总量控制

范畴。VOCs 的排放控制技术主要可分为物理回收和化学降解两大类技术，而化

学降解法中的催化氧化技术，具有适用处理废气浓度范围广、能彻底将 VOCs

转化为 CO2 和 H2O，无二次污染问题，并且可处理易燃易爆气体，是 VOCs 净

化的最有效方法。大连化物所在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科

院 STS 项目等资助下，针对典型的四类 VOCs 气源特点，进行了 VOCs 氧化催

化剂及工艺技术的开发。开发出针对含氧类 VOCs、芳香类、低碳烷烃类以及含

杂原子类等系列 VOCs 净化催化剂。开发的广谱性燃烧催化剂，已成功应用于涂

装、印染、石化等 5 个工业项目。开发的耐卤素燃烧催化剂也已应用于对苯二甲

酸尾气催化净化工业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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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开发的丙烯酸尾气、丙烯腈尾气净化催化剂已完成工业侧线试验，

正在进行工业推广应用。目前，在耐硫燃烧催化剂方面也取得较大进展，有望近

期完成工业侧线试验。同时，还开发出蓄热催化净化工艺（RCO）、吸附-浓缩-

催化净化等 VOCs 净化工艺，可以满足不同的 VOCs 气源和工况特点，可以为用

户提供 VOCs 催化净化成套技术方案。现已经申请相关发明专利 45 件，授权近

10 件。 

 投资与收益 

大连化物所开发的 VOCs 净化催化剂具有高的催化活性和稳定性，催化剂

性能完全能够和国外进口催化剂相媲美，催化剂成本低于同类产品。 

 合作方式 

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入股、技术服务等 

 投资规模 

500 万～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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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催化氧化处理工业废水 

负责人：孙承林        联络人：孙承林  

电话：84379133               Email：clsun@dicp.ac.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通过在臭氧中添加催化剂的非均相催化臭氧氧化（HCOP ，Heterogenous 

catalysis ozonation process）是一种用于水处理的绿色高效技术，并且在酸性和

碱性环境下都有应用。利用臭氧（E0=2.07V）在催化剂的作用下生成氧化能力

极强的羟基自由基[•OH] （E0=2.80V）和单原子氧[O]等活性粒子的性质降解

有机和无机污染物，如苯、酚及其衍生物，氰化物、硫化物、铁及腐殖酸，杀虫

剂、除草剂等，同时具有脱色、除臭、杀菌作用。     

HCOP 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替代高级氧化的提高废水可生化性的一种方

法，通过断裂有机物化合键链而减小有机物分子量或直接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水。

目前公认的臭氧氧化机制有两种，一种是在催化剂的表面臭氧分子分解产生•OH，

另一种即臭氧的直接氧化作用，分子中的氧原子具有强烈的亲电子性，臭氧分解

产生的新生态氧也具有很高的氧化活性。     

HCOP 技术在常温低压温和条件下进行，目前主要作为其他废水处理单元

（如混凝沉淀、生化氧化、活性炭吸附等）的预处理或深度处理技术，适用于高

盐低浓度有机废水，结合 Fenton、CWPO、铁碳内电解等技术提高出水可生化性，

适用于处理 COD 属中低浓度的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 

本组自主研发并生产的多种催化剂为满足不同类别工业废水的处理提供更

多可选性，适于不同酸碱度废水、对盐度条件不苛刻。目前申请专利：一种煤气

化浓盐水及生活污水组合处理方法 2016112801234800 受理;一种催化臭氧氧化

反应系统与装置 201711350333.7 受理；一种催化臭氧氧化催化剂制备及其应用 

201811459901.1 受理。 

 投资与收益 

目前可提供技术方案设计及催化剂产品销售，催化剂价格在 2 万～4 万元/吨

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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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入股、技术服务等 

 投资规模 

20 万～1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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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污染物排放燃气燃烧器及燃烧技术 

负责人：李为臻        联络人：李为臻  

电话：84379738   传真：84685940   Email：weizhenli@dicp.ac.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中试放大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随着国家环保法规日益严格和煤改气政策陆续落地，各种燃气（天然气，

液化气等）将成为主要燃料。传统火焰燃烧器燃烧尾气中仍含有较高浓度的有毒

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未充分燃烧的燃料，市售低氮燃烧锅炉尾

气一般仍高于国家排放标准。燃气的完全洁净燃烧需要开发革命性的燃烧技术和

燃烧器。我方开发了一种催化无焰燃烧器和相应的燃烧技术，目前单燃烧器可在

30 kW 热功率工况下达到上述污染物的近零（< 5 ppm）排放，远低于国家排放

限值。该燃烧器结构简单，体积小，可实现多燃烧器并联以满足不同的功率要求。

本技术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并已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专利号 ZL 

201620323227.4）。本项目拟合作开发热功率为千瓦到兆瓦级的超低污染物排放

燃烧器，并应用于家用燃气供热设备以及供热站和发电厂用大型燃气锅炉。项目

成功后，开发的颠覆性新型燃气燃烧器具有以下优点：  

1. 尾气中有毒有害物质（如 CO，NOx和 HC）的浓度可< 5 ppm，远低于国家

排放限值，尾气可直接排放，大型锅炉无需额外脱硝设备；  

2. 燃料燃烧完全，热效率高。 

 投资与收益 

煤改气政策的实施，使得燃气锅炉和家用供热设备市场缺口巨大，而且随

国家环保标准提高，现有燃气锅炉都面临升级换代压力，超低污染物排放燃气燃

烧器顺应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该设备制造成本可与市售

产品相当，采用独有新技术，溢价空间大，投资回报率大。 

 合作方式 

合作开发 

 投资规模 

100 万～5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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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园区智能化安全生产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 

负责人：李彦海        联络人：李彦海  

电话：021-20350856               Email：liyh@sari.ac.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成熟产品\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石油天然气输送、运输、炼化分别需要管道、车辆、化工园区、化工工厂等

载体平台，保证这些载体平台的安全可视、可测、可控、可防是危化品事故及灾

害应急救援技术集合的核心。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拟将危化品事故与灾害应急救援技术集中最有

价值的数据感知融合与智能预测技术在当地的石油化工企业或化工聚集区等不

同的涉及危险化学品使用场景中落地，包括石化运行装置的全景监控、事故隐患

预防性算法技术、石化管道监控与应急救援信息化专有技术。并在此基础上结合

人工智能的技术，使石化管道、化工装置、能源设施、运输设备等关键环节实现

长时间稳定运行，同时扩展工业 4.0 技术至石化行业企业，打通 ERP 或财务数据

等业务流堵点，实现石化行业企业数据的全景可视化升级。以数据技术为核心，

解决企业安全，上下游业务流顺畅，行业面稳定的三个层级问题，以融合技术和

智能技术为本地未来发展石化工业智能、城市应急与智慧城市奠定一部分基础。

技术与装备的整体部署实施实现可以充分发挥系统作战优势，避免重大危化品事

故对行业产生破坏性影响，同时本技术集兼顾环境方面的需求，做到数据实时在

线，一体防控。自 2016 年以来，上述相关技术及装备已经在上海化学工业区阶

段性实现运转至今。 

 合作方式 
成果示范、装备推广、技术输出 

 投资规模 

企业级系统造价：200~500 万人民币，根据企业的实际装备数量与监测种类

及范围等评估（系统造价不包含基建造价以及人工差旅费用）。 

园区级系统造价：800~3000 万人民币，根据园区的规模、企业种类、智能

化程度等综合评估（系统造价不包含基建造价以及人工差旅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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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废弃物流化熔融气化技术 

负责人：任强强        联络人：任强强  

电话：010-82543176               Email：renqiangqiang@iet.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中试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2018 年，榆林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3448 万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 31.5

万吨，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处置率较低。榆林危险废物产生量大，约占陕西省的

1/3，加快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对于促进榆林生态环境安全与环保产业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当前，高温熔融技术已经成为固体废物彻底无害化处置的主要手段，但

成本极高难以接受并主要依赖进口，亟需开发低成本固体废弃物的熔融新工艺技

术。 

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成功研制固体废弃物流化熔融气化新工艺，完

成了千吨级中试，验证并优化了流化熔融气化工艺技术，获取了编制工艺包所需

的基础数据，该技术具有原始创新性，突出特点是辅助燃料适应性强、运行稳定

性好，大幅降低固体废弃物熔融的能耗与成本。可应用于化工及冶金等行业工业

残渣，煤灰、煤渣、油渣、煤矸石等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等固体废

弃物的处理。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2000 吨/年工业废弃物流化熔融气化技术示范，投资＜3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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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余压发电技术 

负责人：张雪辉        联络人：纪律  

电话：18911895500               Email：jilv@iet.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天然气长输管道压力都在 6MPa 以上，城市管网压力最高为 4.0MPa，而城

市用户终端压力仅为 0.01MPa，天然气的压力需要通过逐级减压才能利用。目前，

天然气调压站仍以节流降压方式为主，节流过程存在大量的能量损失，通过天然

气余压发电技术能够实现天然气降压过程中压力能的有效回收压力能发电并获

得冷能，实现冷电联产，提高能源利用率。 

天然气余压发电技术是由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发的新型天然气压力

梯级利用系统，具有无污染、高效率、经济性好等特点。现已完成 100kW 和 300kW

天然气余压发电系统设计；已完成 300kW 系统样机加工及检测，正在推进示范

项目建设。相关成果获得 2014 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创业奖、2015 年“互

联网+智慧能源”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等奖项。 

榆林市具有较为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且大部分居民采暖采用天然气，耗气量

大，有大量的天然气压力能资源可以回收利用，适合建设天然气预压发电示范系

统，进一步推动该技术大规模产业化。 

 合作方式 
投建 300kW天然气余压发电示范系统 

 投资规模 

300kW 天然气预压发电项目投资规模约为 5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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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泥稀土稀贵元素提取技术 

负责人：曹晏        联络人：曹宴  

电话：18664798844               Email：caoyan@ms.giec.ac.cn 

学科领域：环保减排                                      项目阶段：示范  

 项目简介及应用领域 

稀土、稀贵元素均为不可再生资源，对新产业、新能源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关系到国民经济、国家战略、国家间关系政策导向等，我国是稀土大国，有必要

在此方面进一步加强原料储备。 

煤不仅是含碳能量载体，其中元素众多，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元素基本上都

可以在煤中找到，有些含量极微，但经济价值却很高，如稀土及其它资源、能源

战略元素，将其提浓即可成为宝贵的稀土、稀贵矿的原料，提供给下游业已成熟

的细分产业，该技术可望打通以煤为原料的二次稀土、稀贵矿产产业，并为煤炭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经过多年研究，实现了煤泥中稀土、稀贵元素分

离、浓缩、并联合脱除重金属。该技术路线以建设相关煤泥稀土试验平台开展工

程示范，主要特点是可以在极低稀土浓度条件下将稀土元素与煤泥其它组分有效

分离、并进一步浓缩到稀土矿相近的浓度，获得的稀土产品中稀土总浓度可达

1%-10%，浓缩率达 100-1000 倍，可以直接为稀土企业利用。煤泥中重金属元素

在该工艺中会随稀土一起分离，为减少环境危害、同时提高稀土浓度，本工艺将

进一步固定重金属。该技术同时直接、有效地利用煤泥中含碳物质能量、以实现

解离煤泥中硅铝化合物对稀土元素的紧密束缚，提高了能量利用效率。 

 合作方式 
技术许可 

 投资规模 

以流程单设备、入炉原料吨级示范计，一千万圆至两千五百万圆人民币投入；

未来放大扩展将以上述单流程的多个设备并列设置，但成本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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