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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总体情况  知识产权  科技奖励



 国内首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害化处置工业废弃物示范线

 国内首条飞灰工业化处置示范线

 国内首条依托水泥窑资源化处置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生产线

 国内首条无害化处置城市生活垃圾示范线

 北京规模 大的城市危险废弃物处置中心



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1939年，注册资本6.61亿元，是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金隅琉水是国内第一家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的企业，其首条飞灰处置工业生产线是国内飞灰处

置的示范样板工程，公司从理念上改造企业的发展方向，水泥业务逐渐成为副业，而作为主要

发展的飞灰资源化处理系统已经成为金隅琉水的主打服务产品。



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8项 全方位、重点覆盖-专利保护群



“中国工业大奖表彰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三等奖“、”中国建材联合会技

术革新一等奖”、“中国循环经济专利奖一等奖“、”第六届海峡两岸职工创

新成果展览会金奖“、”第八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金奖“、”北京市工业国防

系统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02

现状背景

 认识飞灰  钾肥资源  环保转型 产业发展



飞灰

 垃圾焚烧发电厂收尘系统收集得到的烟尘

 危险废物-HW18

 在垃圾焚烧产生的各种污染物(烟气、渗滤液、炉渣等)中，

飞灰的处理难度和危害都是 大的。

 飞灰毒性危害极大，含有 毒的无机物“重金属”、 毒的

有机物“二噁英”、 难处理的“氯盐”。

飞灰特征污染物

铅、铬、汞、砷、镉
是人类一级致癌物



2016年，国家环保部科技标准司，

《水泥窑协同处置废物污染防治技

术政策》（征求意见稿），第31页

指出：“对于卤素含量高的固

废，…，应严格控制焚烧喂入量，

如垃圾焚烧飞灰，…，必须对飞灰

进行预处理以降低其氯含量，北京

琉璃河水泥厂是我国第一个通过水

洗预处理大规模利用垃圾焚烧飞灰

的水泥企业”



 我国钾盐资源严重短缺，被国土资源部列为8种（石油、天然气、铜、

铝、铁、锰、铬、钾盐）大宗紧缺矿产之一。

 钾肥是三大农业肥料之一。

 我国是全球钾盐第一消费大国，目前年消费钾肥约1000万吨以上，进

口约600万吨，因此保障国内钾盐资源的安全就是保障我国的粮食安

全。

 飞灰富含钾盐资源，飞灰中钾含量约10%，按照钾肥的标准计算，到

2020年，全国1000万吨飞灰中钾肥资源含量将达到150万吨以上，占

全国年进口量的25%，相当于增加一个世界 大的钾肥生产基地（国

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年产量120万吨）

如果旁路放风窑灰提钾成功，年可以从水泥窑提取出钾肥4000万吨！！！



 产业规划——垃圾焚烧产业爆发式增长，未来飞灰产

生量巨大

 根据《十三五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

划》，到2020�年底，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

（建成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

 全国城镇新增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能力51�万吨/

日，垃圾总焚烧量达63万吨/日以上，年产生飞灰量约

1000万吨。

 部分地方政府明确提出飞灰处置采取的非填埋方式。
“垃圾围城”

“蓝色焚烧”

“最后一里路”



2015年《160座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污染信

息申请公开报告》提出：“国内垃圾焚烧厂飞

灰处理问题颇多。160座在运行垃圾焚烧厂中，

仅8座按规定送往有资质的危废处理公司”

 中国大多数填埋场导排系统已经失效，场内积水严重

 2011年，环保部出台《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

指出部分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严重污染地下水。

 渗滤液所进入的地下水体，其污染特征具有发现困难、

污染效应滞后，以及污染修复困难的特点。



管控方向 政策内容

立法严控，飞灰处置将走向规

范化，不合理处置可能触犯刑

责，甚至死刑

根据2016年12月26日两高司法解释：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

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一百吨以上的，认定”后果特别严重“二者同时触犯污染环境罪和投放危险

物质罪，可能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甚至死刑。

增大排污成本 环保税出台，危险废弃物的环保税1000元/吨

鼓励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技术

国家发改委《“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提高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利用的技术水平”

政策豁免：2016年修订的《国家危险废弃物名录》：“水泥窑协同处置过程不按危险废物管理” 。

根据环办函【2014】122号 《关于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置有关问题的复函》，飞灰在目前没有相关综合

利用标准的情况下，不得采用送建材公司加水泥、河沙做标砖等方式进行综合利用，只能按照《水泥窑协同

处置固体废弃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2013要求，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等方式进行综合利用。

入选了国家环保部发布的《国家先进污染防治技术目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领域）》（2017年）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条件》（试行）（2018年3月4日发布），飞灰出路二选一，且明确鼓

励配套建设飞灰处理处置设施。



水泥企业产能过剩！！！

目前中国水泥产能约30亿吨，2020年预计需求量约12亿吨

意味着？？？

【现存的大部分水泥企业要么转型，要么关停！】

23个省市错峰停产
平均停产1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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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简介

 工艺流程  环境保护  创新点  科技成果鉴定  发表论文 资源利用



三级逆流漂洗—脱碱脱氯效果佳，湿法处理无扬尘，保障职工健康。

全程碱性环境，重金属、二噁英转移率低，且进行重金属二次捕集回收。

制盐技术成熟—冷凝水循环利用无

外排，盐是珍贵资源，二次利用无

污染。

利用余热烘干—降低对水泥窑的干扰同时节约了能源，减排了温室气体

水泥窑高温煅烧—二噁英彻底分解，重金属高温熔融，彻底处置无后患。

水泥窑协同处置==高温熔融技术【熟料是经过1800℃高温的玻璃体的

一种】+最完善的9级串联工业收尘系统【五级旋风收尘系统（五级预

热器）+余热发电收尘+增湿塔收尘+生料磨收尘+布袋收尘】+最优的

碱性氛围【高浓度的石灰粉（生料粉）+生石灰粉】



所有污染物的去除路线明晰

二噁英：在水泥窑

1400℃以上的高温下

完全分解，且不再具备

二次合成条件

重金属：经高温熔融后完全固化于

水泥熟料晶格中（其形态属于玻璃

体的一种）。

水：循环利用，零排放。

盐： 主要含氯化钾和氯化钠。 可进

行分别提纯；其中钾盐资源价值巨大。

烟气：九级串联吸附和收尘设施

五级旋风预热器收尘，余热发电、增湿塔，生料

磨，布袋收尘。确保达到《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

废物污染控制标准》GB30485—2013的标准。



无机非金

属组分，

可替代石

灰石



 产业化效果好。单条水泥窑协同能力大于3万吨/年，规模化有效解决大城市飞灰出路难题。

 无害化效果好。经过预处理的飞灰在水泥窑中高温熔融煅烧，二恶英被完全分解且不会二次

合成；而重金属被有效固定在水泥熟料玻璃体晶格中，彻底实现无害化。

 减量化效果好。水洗预处理氯离子去除率≥95%，水泥窑协同没有二次残渣，固废减量为0。

 资源化效果好。水洗浸出提取工业盐（钾钠盐），浸提后的飞灰成分与水泥窑原材料成分相

近，作为水泥窑的替代原料，资源化利用。

 零排放。废水零排放，废渣零排放，废气近零排放。

 节约资源。水耗、电耗、煤耗等资源消耗指标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将建材、环保、盐化工、精细化工、无机高盐废水处理等领域的技术完美结合，有效集成开发出了一套完整的

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焚烧飞灰的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水泥窑协同处置垃圾焚烧
飞灰工程化技术研究

利用水泥窑共处置垃圾焚烧飞
灰工程化关键技术研究



国内首条水泥窑协同处置飞灰示范线技术研究（中国水泥，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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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应用

 推广展望 效益分析  资源循环利用  工程案例 合作模式



模式一：在水泥企业建设飞灰处置系统垃圾焚烧厂A

垃圾焚烧厂B

垃圾焚烧厂C

… … …

焚烧厂产生
飞灰后运往
水泥厂进行
处置

飞灰预处理
系统 水泥窑

水泥厂A

水泥厂B

水泥厂C

… … …

水泥原料运
往各水泥厂

模式二：在焚烧企业建设飞灰处置系统

焚烧厂产生
飞灰

飞灰预处理
系统

合作
模式

技术服务

工程总承包

委托运营

BOT,…



回收周期短

利润有保障

政策有支持

3-5年

环保法 环保税

十三五 豁免清单

 实现飞灰处理年
营业收入4000万
元。

直接
经济效益

按2016年飞灰产生量400万吨计算，全国每年可至少节约

150万平方米土地，2016年二季度三大重点区域综合平均地

价5200元/平方米计，可节约土地出让金78亿元左右，相当

于节约1950元/吨

处置成本优势明显——成本优势，处置费用仅相当于熔融处

理技术的1/4，在不计算填埋所需土地成本前提下比螯合填

埋技术低约30%，并且不占用土地。

间接
经济效益

 实现土地出让金
节约5850万元。

项目实施后年处置
垃圾焚烧飞灰达
30000吨



节能减排——本技术彻底实

现了飞灰的三化处置，有效

的利用生产余热、二氧化碳

废气。

国际领先——水泥窑协同处

置飞灰技术是国际领先的先

进技术，可以彻底解决垃圾

围城 后一里路难题。



“城市保障企业”

2016年12月北京重污染天气红色预警

2016年抗战胜利纪念日9月3日大阅兵

2017年史上 严环保风暴+全国两会

参与单位：北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建都设计

研究院、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公司



 成熟（10多年的研发历程，6年的工

程应用）

 需求迫切（垃圾焚烧厂爆发式增长）

 转型优选（相比烧垃圾更有规模效

应，可以起到政府好帮手、城市净

化器作用）

 回收周期短（3-5年，甚至更短）

 水泥厂转型阵痛小（仅增加了预处

理，窑系统基本不用大的调整）

愿飞灰不再成为大地之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