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五届全国蒸发及结晶技术大
会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五届全国蒸发及结晶技术大会将于2016年08月在南京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2016第五届全国蒸发及结晶技术大会将于2016年8月9日～11日在南京召开。

会议地址会议地址：南京水晶蓝湾公寓酒店

 

主要议题主要议题

（一）环保政策解读
 
（二）膜预处理专题及对话
 
（三）蒸发及结晶技术应用专题及对话
 
（四）杂盐的综合利用及出路专题及对话
 
（五）绿色过滤技术专题及对话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

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蒸发专业学组

石化联合会科技与装备部

蒸发及结晶技术专业组

协办单位：协办单位：

江苏德邦工程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承办单位：

北京化易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中华蒸发设备网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时间:2016年8月9日（上午）    

地点:水晶蓝湾公寓酒店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92/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018/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192/


领导致辞      

主持人：张继军

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程委员会          

主任委员     屈一新

江苏省化工行业协会                      

会长           秦志强

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                  

会长           杨辉章

江苏德邦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邓家爱

主题报告

高盐废水零排放环保新政策新技术需求

环保部环境工程环评中心石化轻纺部    

主任助理     刘志学

煤化工废水分盐的问题与对策

天津科技大学教授    沙作良

（一）膜预处理专题报告          

主持人：刘正

ED-RO耦合技术与煤化工零排放工程

—1-1价选择性离子膜的工程化应用

北京津工海水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昆

脱硫废水零排放—无软化直接振动膜浓缩工艺

正昌资源及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监  何守昭 

正渗透技术在高浓盐水零排放中的应用

北京沃特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院副院长    翁晓敏

膜预处理专题对话

主持人：刘正

邀请嘉宾：杨昆总经理、何守昭总监、翁晓敏副院长等 



特邀嘉宾：清华大学膜材料技术中心

主任    王晓琳

神华煤制油化工北京工程分公司

专业主管   魏江波

日本ASTOM株式会社社长   大越时夫

时间:2016年8月9日（下午）    

地点:水晶蓝湾公寓酒店      

（二）蒸发及结晶技术应用专题报告

主持人：冯金海/张少峰

多效蒸发装置中的附加热力学损失   

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

院长  沈胜强

新型板式热交换器在蒸发系统中的应用

江苏宜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  金雪晶

板式蒸发工艺技术介绍

南京高捷轻工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工程部经理  吴成刚

MVR蒸发系统设计中的关键点     

迈安德节能蒸发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许亮

超大型MVR蒸发结晶技术及应用

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区总监  王传顺

MVR技术在高盐废水处理的应用

合众高科（北京）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赵利鑫

热泵蒸发与干燥技术进展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研究员  杨鲁伟

MVR工艺用蒸汽压缩机选型及运行维护探讨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所长  陆建军



超声波逆流提取设备在聚合物脱溶过程中的应用

江苏华泰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涛俊

农药厂高盐废水零排放处理工艺及设备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陈冠羲

蒸发结晶在电厂脱硫废水零排放中的应用 

石家庄工大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蒸发事业部总经理  滕国学

蒸发及结晶技术应用专题对话

主持人：宋金虎

邀请嘉宾：

沈胜强院长、金雪晶总经理、吴成刚经理、陈冠羲工程师、李鹏飞工程师

、赵利鑫总监、陆建军所长、王传顺总监、张涛俊总经理

、滕国学事业部总经理

特邀嘉宾：

原上海化工设计院高工    顾仲良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新疆化工分公司   业务主管 李  成

时间:2016年8月10日（上午）    

地点:水晶蓝湾公寓酒店   

（四）回收盐的综合利用及出路专题报告

主持人：刘志学/沈胜强

固体（危险）废物鉴别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  周炳炎

废水零排放回收盐综合利用途径   

中石化北京化工研究院环境保护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刘正

蒸发结晶杂盐及分盐技术在煤化工污水中应用 

江苏德邦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事业部总工程师   孙培军

威立雅废水分盐结晶技术介绍  



威立雅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亚洲业务总监  冯金海

煤化工废水分质结晶高值化利用工程实践与探讨

天津科技大学教授  陈侠

阿奎特在高浓盐水的蒸发结晶与分盐案例分享

阿奎特（广州）水处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曾祥东

火电厂脱硫废水零排放技术介绍  

北京国电富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  樊兆世

化工回收盐的标准及用途分析       

中盐工程技术研究院

盐化综合利用研发中心副主任  张仂

回收盐的综合利用及出路专题对话

主持人：沙作良

邀请嘉宾：刘正高工、孙培军总工程师、周炳炎高工、

冯金海亚洲业务总监、曾祥东总经理、樊兆世副总工程师、

张仂副主任、陈侠教授

特邀嘉宾：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环评中心石化轻纺部  主任助理  刘志学

神华煤制油化工北京工程分公司

经理  赵代胜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总工  司继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务费 ：企业代表：3200元/人。

学生凭学生证2600元/人。

费用包含听会费、资料费、餐费、参观考察费等。

住宿：会议代表统一安排住宿，费用自理。

参会名录参会名录

部分参会企业名录：部分参会企业名录：

通用电气（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阿奎特（广州）水处理有限公司



安徽奥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安徽金龙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雪浪华宝化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恩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国电富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京工海水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赛科康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拓首工业炉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沃特尔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大学

常州泰特环境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理工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  

大连苏尔寿泵及压缩机有限公司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合众高科（北京）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工业大学海洋学院

河北工业大学化工学院(蒸发专业学组组长）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环评中心石化轻纺部

基伊埃工程技术（中国）有限公司

江苏德邦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德尔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华泰重工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纽普兰气力输送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

江苏宜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苏宜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江阴绿水机械有限公司

巨能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莱芜立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蓝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迈安德节能蒸发设备有限公司

迈科技

南京高捷轻工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紅复玻璃钢有限公司

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

南通佳山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内蒙古中煤远兴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青海东台吉乃尔锂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锂业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膜材料技术中心                 

日本ASTOM株式会社

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三菱商事（中国）商业有限公司

厦门市科宁沃特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达源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集策膜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晶宇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集团安悦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能源资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石家庄工大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泰安金塔化工有限公司

陶氏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天津市海洋资源与化学重点实验室 

威立雅水处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温州泰康蒸发器有限公司           

无锡践行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西安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原上海化工设计院 



中国化工报

浙江海拓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开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正昌资源及科技有限公司

中持（北京）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北京工程分公司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新疆化工分公司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榆林化工分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环境保护研究所

中国中轻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节能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中石化节能环保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中盐工程技术研究院盐化综合利用研发中心        

重庆潜光机电研究所

中科华辰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涂装机械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北京汉能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格兰特干燥浓缩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纵横浓缩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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