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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一环保~~~引导



      厦门市民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享有国际海上花园之称的厦门市---五缘湾。公司主要从事环保工程项目的总承包设计、
施工（水污染、气污染）；环保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管理及环保一体化咨询服务；土壤污染的治
理修复；环保产品（脱硫除尘设备、低温等离子设备、UV光解催化氧化设备、有机废气催化净化设备、有机废气吸附催化一体化
设备、RTO氧化炉、RCO催化炉、涂装专用设备、大型通风设施、余热回收回用节能设备及燃油（气）热风炉，活性炭产品。产品
主要用于（各种制造、生产）电镀、造纸、印刷包装、制造、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喷涂、家具家电、汽车、医药、印染纺织、
织造、陶瓷业、酒业、食品、医院、制药、屠宰养殖、油墨污水、皮革、涂装、光伏光电、电子线路板、工艺品、服装、制鞋、
钢铁冶炼、半导体及电子产品制造、人造板与木制家具制造、皮革、漆包线、涂料、油墨、粘合剂等工艺和生产厂商等产品主要
用于节能减排治理场合、现已成为业内最主要的环保产品供应商之一）药剂的销售等，工厂投资在张家港南沙工业区。
     民一环保是一家以环境科学研究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设计、施工及环保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研生产实体（具有
中高级职称5人、各类工程技术人员20人），公司联盟企业具备国家级污水废气设计、施工甲级。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精
良、安装队伍经验丰富、管理科学，与境内外多所高校、环保专家建立了良好的发展战略关系，为创接人才和技术创新提供坚实
的支撑。民一环保以“民生第一、环保为先”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发展兴司，坚持“员工第一、环保第一、创新第一、质量第一、
诚信第一、健康第一”的六个一企业精神，不断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为在污水、废气、噪声、粉尘、脱硫脱销、节能减排领域等
创造佳绩、贡献力量。努力成为全社会的“气、水污染治理专家”和品牌责任性企业，故而全体民一人将以十分饱满的工作热情、
谦恭的做人态度、积极的做事行为、精湛的技术水品，对待项目以现场实际考研为证、科学检测理论数据为主、保证投资人保护
环境有效、达到环保排放治理为核心的工作态度为全社会、国家、企业服好务，同时也为我国的环保和防治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为经济和环境保护又好又快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民一环保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满足客户的需求是我们永远前进的动力和生命线也是我们不断创新技术、探索进步的方向。

民一环保~~~~简况



  

      

     民一（厦门）环境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在福建试验厦门自贸片区
创办的环保类一站式咨询技术服务公司，主要业务包括：环境影响评估、
企业突发环境应急预案、企业清洁生产审核、水土保持、水（含地下水）
气、声的检测、企业环境管理托管、企业环保顾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设计与施工、申办排污许可证，技术开发、转让，代办环保验收、环保调
查等。  
    民一环境的长期目标是成为世界的知名的中国环保专业咨询服务公司，
为政府、企业、其他机构以及公众提供最专业、科学和综合的环保咨询服
务，以满足国内及市场的需求。    
    使命：用良心做事业、用服务做品质、用技术做市场   
    愿景：环境美好、员工幸福、品牌文化。   
    目标：追求卓越无止境、与时俱进创未来
    价值观：“尊重、诚信、踏实、责任、创新、”



厦门市民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织架构



 
原理：本净化装置是根据吸附（效率高）和催化燃烧（节能）两

个基本原理设计的，即吸附浓缩－催化燃烧法，该设备采用双气

路同时工作，即利用空余时间进行脱附再生；也可采用两个双气

路吸附床交替使用，设备三个吸附床两个吸附一个脱附交替使用，

即两吸一脱。

含有机物的废气经风机的作用，经活性炭吸附层，有机物质被活

性炭特有的作用力吸附在其内部，洁净气被排出；经一段时间后，

活性炭达到饱和状态时，停止吸附，此时有机物已经被浓缩在活

性炭内。

催化净化装置内设加热室，启动加热装置，进入内部循环，当热

气源达到有机物的沸点时，有机物从活性炭内挥发出来，进入催

化室进行催化分解成CO2和H2O，同时释放出能量。利用释放出

的能量再进入吸附床脱附时，此时加热装置完全停止工作，有机

废气在催化燃烧室内维持自燃，尾气再生，循环进行，直到有机

物完全从活性炭内部分离，至催化室分解、采用部分氮气进入催

化脱附系统作为热风循环，以保证脱附运行安全可靠。活性炭得

到了再生，有机物得到分解处理。

优势：1、该设备设计原理先进，用材独特，

性能稳定，操作简单、安全可靠、无二次污染。

设备占地面积小、重量轻。吸附床采用抽屉式

结构，装填方便，更换容易。

   2、采用新型防水性活性炭吸附材料－蜂窝

状活性炭，其与粒（棒）状相比具有优势的热

力学性能，低阻低耗，高吸附率等，极适用于

大风量下使用  拥有优良的吸附性能，其结构

为多孔蜂窝状，具有孔隙结构发达，比表面积

大，流体阻力小等优点。

  3、脱附温度可控在110～115℃，使其净化

效率提升在98%以上，缩短脱附时间、提升脱

附效率。

  4、节能、节电、减排量高。

  5.安全系数高、保障系统脱附安全

民一环保~~新型吸附催化燃烧+氮气循环脱附组合式高效装置



 
本艺主要采用活性炭吸附，蒸汽解析脱附原理进行气体的净化，经过净化后的气体达标

排放。活性炭吸附饱和后经过再生后采用蒸汽解析脱附、使活性炭可以循环利用。

A、吸附过程：

废气经过初过滤器除去悬浮颗粒后，气体进入活性炭箱内，经过箱内活性炭吸附后，除

去有害成份，符合排放标准的净化气体排出，经风机排到室外。

B、脱附再生过程：

活性炭使用一段时间吸附了一定的溶剂（使用时间长短根据气体中的含量和生产时间长

短而定）应使再生，再生时用0.07Mpa 蒸汽喷入吸附箱内，把活性炭中吸附的各类溶剂

蒸出，再经过冷凝器冷凝成液体进入分离筒，分离回收有机溶剂，残液进曝气筒。

                                        本设备主要用于溶剂的回收、运行安全

民一环保~~活性炭吸附蒸汽解析或回收



 
原理：等离子体被称为物质第4形态，由电子、离子、自由基和中性粒子组成。低温等离子体有机气体  净化器是利

用等离子体以每秒300万次至5000万次的速度反复轰击异味气体的分子，去激活、电离、裂解废气中的各种成份，从

而发生氧化等一系列复杂的化学反应，再经过多级净化，将有害物转化为洁净的空气释放至大自然。

等离子有机废气净化器工作原理是采用高压发生器形成低温等离子体，在平均能量约5eV的大量电子作用下，使通过

净化器的苯、甲苯、二甲苯等有机废气分子转化成各种活性粒子，与空气中的O2结合生成H2O、CO2等低分子无害

物质，使废气得到净化。经过我司民一环保长期与科研院校研究发现，当化学物质通过吸收能量（热能、光子能量、

电离），可以使自身的化学性质变得更加活跃甚至被裂解。当吸收的能量大于化学键能，即可使化学键断裂，形成

游离的带有能量的原子或基团。在波长范围154nm-184.9nm（1200KJ/mol-600KJ/mol）高能紫外线/电子能级8-

11eV（2500KJ/mol-1600KJ/mol）等离子的作用下，一方面空气中的氧被裂解，然后组合产生臭氧；另一方面将污

染物化学键断裂，使之形成游离态的原子或基团；同时产生的臭氧参与到反应过程中，使废气最终被裂解，氧化成

简单的稳定的化合物CO2、H2O、N2，一系列过程的可能性决定于：

  （1）污染物分子能否被裂解，取决于其化学键能是否比所提供的UV光子/电子能力低？

  （2）裂解反应的时间是否足够1S，氧化反应的时间是否达到5-8S；

  （3）UV光解/等离子的环境是否稳定、高效，需要反应温度＜70℃，粉尘量＜200mg/m3,

相对温度＜200%。

   （4）污染物中某些特殊化学元素的含量是否过高（如CL、F）

  目前运用在除臭、有机废气方面效果显著，已开始对石油、制药、印刷、涂料油漆等行业挥发的有机废气进行实际

运用研究。我司民一环保与德国知名的研究等离子体专家建立长期的技术合作、开发

民一环保~~低温等离子高效一体化净化设备《uv光解



 
   蓄热式催化焚烧炉，是将低温催化氧化与蓄热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有机废气处理设备。该设备是在RTO技术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一种新型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设备，它吸取了RTO能够充分蓄热回收热能的优点，在催化氧化过程中，催化剂表面

的作用使反应物分子富集于催化剂表面，催化剂降低反应所需活化能，加快了氧化反应的进行，提高了氧化反应的速率。

在特定催化剂的作用下，有机物在较低的温度下（250℃～300℃）发生氧化分解，生成CO2和H2O，并放出大量热能。

~设备用途:1.适用于汽车及机械制造业、涂装线及烘房有机废气处理；电子制造业、印刷线路板（PCB）有机废气处理；

电气制造业、漆包线绝缘有机废气处理；轻工业、制鞋涂胶有机废气处理；印刷彩印有机废气处理。

2.适用于冶金钢铁业、碳素电极生产有机废气处理；化学工业、化学合成工艺（ABS合成）有机废气处理。

3.适用于石油炼化工艺有机废气等各种产生有机废气场所。

~工作原理:炉体在进行废气处理之前，先将加热室、蓄热床进行预热；预热完毕后，将废气源接入设备。有机废气在配

套风机作用下，首先经预热的蓄热床A进行热交换，并在催化床A发生部分反应，废气经过一次提温后进入加热区，在加

热区废气得到第二次提温，此时废气温度达到与催化剂反应的温度要求后进入催化床B进行反应，生成CO2和H2O，并

释放热能，处理后的洁净气体再经过蓄热床B进行蓄热由风机排出。经排风机进口测温棒进行温度检测后达到设定温度

时，进行阀门切换由蓄热床B进入废气，由蓄热床A排出，如此循环往复。

~设备特点:采用RCO工艺净化有机废气，可同时去除各种有机污染物，具有工艺流程简单、设备紧凑、运行可靠等特点；

RCO具有净化效率高，一般均可达99%以上；节能减排，RCO具有排烟温度低、运行费用低的优点，比直接燃烧法节约

运行费用25%～40%，其热回收效率一般均可达95%以上；

不需要过剩氧量，适用范围较广，很少产生NOx，不受水汽含量影响，操作安全性好。

允许的有机废气浓度范围为100～6000mg/NM3，在大风量低浓度有机废气净化领域具有突出优点。

民一环保~~蓄热式催化RCO



   近几年,随着科技的飞跃式发展,环境保护、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为止,市场一大部分的公司和厂家,开始利

用沸石转轮浓缩设备等一些先进的设备,以改善大气环境的质量.

 VOCs废气通过疏水性沸石浓缩转轮后，能有效被吸附于沸石中，达到去除的目的。经过沸石吸附的挥发性有机物

的洁净气体，直接通过烟囱排放到大气中，转轮持续以每小时1-6转的速度旋转，同时将吸附的挥发性有机物传送至

脱附区。于脱附区中利用一小股加热气体将挥发性有机物进行脱附，脱附后的沸石转轮旋转至吸附区，持续吸附挥

发性有机气体。脱附后的浓缩有机废气送至焚化炉进行燃烧转化成二氧化碳及水蒸气排放至大气中，广泛用于石油

化工、精细化工、喷涂、包装印刷、医药与农药制造、半导体及电子产品制造、人造板与木制家具制造、皮革、漆

包线、制鞋、涂料、油墨、粘合剂生产、金属铸造等。各行业中所产生的VOCs种类常见的组分有碳氢化合物、苯

系物、醇类、酮类、酚类、醛类、酯类、胺类、腈（氰）类等。它的优点表现为:

　　(一)、高吸、脱附效率,使原本高风量、低浓度的VOCs废气,转换成低风量、高浓度的废气,降低后端终处理设备

的成本;

　　(二)、沸石转轮吸附VOCs所产生的压降极低,可大大减少电力能耗;

　　(三)、浓缩倍数达到5-20倍,大大缩小后处理设备的规格,运行成本更低;

　　(四)、整体系统采预组及模块化设计,具备了最小的空间需求,且提供了持续性及无人化的操控模式;

　　(五)、经过转轮浓缩后的废气,可达到国家排放标准.

　　我民一环保企业长期与国外先进技术厂家及科研院校保持紧密合作一道致力于环境工程的治理及防护,欢迎广大

客户咨询,我们携手共推环保进步、共担社会责任，为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而努力奋斗。

沸石吸附转轮~~~民一环保



 
污水处理的意义~~民一环保

   水是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污水作为第二水源，可以缓解
水资源的紧张问题，由于全球性水资源危机正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上的
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对污水处理回用做出整体规划，把经过处理后的再生污水作为
一种新水源，以缓解水资源的紧张问题。污水经过适当处理后重复利用，可促进
谁在自然界中的良性循环。城市污水就近可得，易于收集传送，水质水量稳定可
靠，处理简单易行，作为第二水源比雨水和海水可靠得多。

  进行污水回用，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以循环给水系统代替直流给水系统，可使淡
水消耗量和污水排放量减少几倍或几十倍。大力发展污水回用，提高工业用水的
重复利用率，积极推行城市污水资源化，将处理后的污水作为第二水源加以利用，
是节约水资源的重大措施与对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污水回用，是环境保护、水污染防治的主要途径，是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环境保护策略的重要环节。污水回用与目前世界所提倡的“清洁生产”“源头削
减”和“废物减量化”等环境保护战略措施是一致而不可分的。由污水回用所取
得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很大的，其间接效益和长远效益更是难以估量的能有
效处理城区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等，对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和促进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司厦门市民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以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对各类水污染的治理
和再利用及资源化服好务！



 

民一环保~~高效加药装置

   环境保护中废水、污水处理中的加药，智能加药装置主要用于城市、工
矿企业、大型宾馆、饭店的废水、污水处理。电厂炉内一体化智能加药装
置加药：给水加氨、加联氨、炉水加磷酸盐、炉水加磷酸盐协调控制、凝
结水加氨等。锅炉注入化学药液，主要用于火力发电厂、化工、冶金、船
舶、集中供热等使用锅炉的场合。

  水处理加药：污水加絮凝剂、加助凝剂、加聚丙烯酰胺、酸碱综合加消
泡剂等，用于各类工业废水的前处理、电镀去除重金属的重要预处理。

  智能加药装置用于自来水给水预处理加药，智能加药装置主要使用场合
有城市自来水厂、大型企业自备水厂、纺织印染、钢铁、造纸等行业等。

  智能加药装置电厂炉外加药：原水加絮凝剂、原水加助凝剂、循环水加
稳定剂（缓蚀剂）、循环水加阻垢剂、循环水加杀菌剂、启动锅炉房加氨、
启动锅炉房加磷酸盐、凝汽器硫酸亚铁镀膜等。

                   根据各式处理工艺确定加药系统的设计、控制等



 

    湿污泥中不仅含有寄生虫卵、病原微生物，还有铜、锌、铬、

汞等重金属及盐类等难降解的有毒有害物质，如果得不到妥善处

理，会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威胁市民生活环境和身体健康。过

去，处理污泥是将污泥运到指定地方填埋，这种初级处置方式已

达不到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随着环保行业日新月异，环保设备

也是应用了很多技术，队伍污水处理，环境污染防治，起了很大

的作用，尤其是污泥脱水机的出现，更是让废物变财富。

    用于各类工艺产生污泥的干化、浓缩，使污泥脱水率提高

民一环保~~各式污泥脱水系统



 

MBR膜~~~民一环保
MBR 工艺用膜  
        膜可以由很多种材料制备，可以是液相、固相甚至是气相的。目前使用的分离膜绝大多数是固相膜。根据孔径不同
可分为：微滤膜、超滤膜、纳滤膜和反渗透膜；根据材料不同，可分为无机膜和有机膜，无机膜主要是微滤级别膜。膜
可以是均质或非均质的，可以是荷电的或电中性的。广泛用于废水处理的膜主要是由有机高分子材料制备的固相非对称
膜。与许多传统的生物水处理工艺相比， MBR 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出水水质优质稳定 
        由于膜的高效分离作用，分离效果远好于传统沉淀池，处理出水极其清澈， 悬浮物和浊度接近于零，细菌和病毒被
大幅去除 ，出水水质优于建设部颁发的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 CJ25.1-89 ），可以直接作为非饮用市政杂用水进行回用。
        同时，膜分离也使 微生物被完全被截流在生物反应器内， 使得系统内能够维持较高的微生物浓度，不但 提高了反
应装置对污染物的整体去除效率，保证了良好的出水水质，同时反应器 对进水负荷（水质及水量）的各种变化具有很好
的适应性，耐冲击负荷，能够稳定获得优质的出水水质。 
    二、剩余污泥产量少 
        该工艺可以在高容积负荷、低污泥负荷下运行，剩余污泥产量低（理论上可以实现零污泥排放），降低了污泥处理
费用。 
    三、占地面积小，不受设置场合限制 
        生物反应器内能维持高浓度的微生物量，处理装置容积负荷高，占地面积大大节省； 该工艺流程简单、结构紧凑、
占地面积省，不受设置场所限制，适合于任何场合，可做成地面式、半地下式和地下式。 
    四、可去除氨氮及难降解有机物 
        由于微生物被完全截流在生物反应器内，从而有利于增殖缓慢的微生物如硝化细菌的截留生长，系统硝化效率得以
提高。同时，可增长一些难降解的有机物在系统中的水力停留时间，有利于难降解有机物降解效率的提高。 
    五、操作管理方便，易于实现自动控制 
        该工艺实现了水力停留时间（ HRT ）与污泥停留时间（ SRT ）的完全分离，运行控制更加灵活稳定，是污水处理
中容易实现装备化的新技术，可实现微机自动控制，从而使操作管理更为方便。 
    六、易于从传统工艺进行改造
        该工艺可以作为传统污水处理工艺的深度处理单元，在城市二级污水处理厂出水深度处理（从而实现城市污水的大
量回用）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膜 - 生物反应器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膜造价高，使膜 - 生物反应器的基建投资高于传统污水处理工艺；
    •  膜污染容易出现，给操作管理带来不便；
    •  能耗高：首先 MBR 泥水分离过程必须保持一定的膜驱动压力，其次是 MBR 池中 MLSS 浓度非常高，要保持足够的
传氧速率，必须加大曝气强度，还有为了加大膜通量、减轻膜污染，必须增大流速，冲刷膜表面，造成 MBR 的能耗要比
传统的生物处理工艺高。



 
  用于各类行业需要的高纯水、软水制备，如矿泉水、食

品、药品、电子、光电、新能源、光伏、电镀、印染、化

工、芯片、饮料等

                  各类污水处理的深度处理、回用等

纯水制备膜及回用~~~民一环保



民一环保~~~各类污水治理案例

1、厦门新安泰发工业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工程及纯水处理工程（300m3/d）
2、厦门新福莱斯科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工程及回用工程（300m3/d）（线路板废水）

3、厦门世卓电子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工程（200m3/d），4、福建奕全电子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工程（600m3/d）
5、深圳盛创新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工程（1000m3/d），6、厦门利德宝电子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工程   （130m3/d）
7、厦门腾盛兴电子有限公司污水处理工程（100m3/d）
8、厦门（起落架、飞机维修）有限公司（电镀、生活污水、褪漆污水） 800m3/d  中水回用

9、连捷集团工业有限公司（涂装、生活污水、补涂污水） 680m3/d 中水回用（恒安集团

10、四川陈氏菜籽王油脂有限公司拟建（含油废水、清洗废水 50m3/d ）
11、厦门晖颖五金制品有限公司（酸洗磷化废水、酸气、有机废气）

12、连捷集团复材科技有限公司（喷漆废水、补涂废水800m3/d）中水回用（恒安集团

13、赛夫（厦门）车辆部件有限公司（喷漆废水、生活污水300m3/d）中水回用

14、怡晋工业有限公司（生活污水1500吨、一级排放，15、永安中泰化纤纺织有限公司（染整，16、邵武永飞化工有限公司（化工，

17、南平华泰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电镀废水，18、漳州立泰医疗康复器材有限公司  生活污水800吨、19、厦晖橡胶金属工业有限公

司（电镀，20、南平华闽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电镀、清洗等，21、惠安科宏眼科医院污水，22、福建浩森包装有限公司（油墨污水，

23、福建大自然纸业，，有限公司，24、德彦厦门纸业有限公司（造纸废水，25、福建百凯经编有限公司（污水、纯水（百宏集团，

26、绵阳森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拟建（ 污水



民一环保~~~ 各类废气、脱硫脱硝案例

• 1、  赛夫华（厦门）车辆部件有限公司（喷漆废气30000m3/h）
• 2、  厦门晖颖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喷漆烘干废气20000m3/h）
• 3、  连捷集团复材科技有限公司（喷漆废气420000m3/h）
• 4、  卡斯卡特（厦门）叉车属具有限公司（70000m3/h）
• 5、  厦门日上钢圈有限公司35000m3/h
• 6、  诚意厦门光学有限公司270000m3/h
• 7、  厦门兴汇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脱硫除尘40000m3/h
• 8、  山东临沂沃尔沃车辆制造160000m3/h
• 9、  厦门瀚省游艇有限公司   45000m3/h
• 10、  太古霍尼韦尔600000m3/h， 11、  富康制药厂 45000m3/h， 12、  北京钢琴厂一期工程60000m3/h
     13、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14、  华硕电脑，15、  纬创（资通），16、  ABB（上海）高压电机

•  17、  红岩电子，18、  富士康（太原）科技集团，19、  烟台泰华汽车零件有限公司，20、 卡斯卡特（河北）货

叉有限公司，21、东风汽车公司专用汽车有限公司，22、湛江天恒金属有限公司



 

民一环保~~~部分污水案例图片展示



 

    民一环保~~~部分污水案例图片展示



 
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污水处理工程污水处理技术的

选用必须综合考虑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污

水来源及其处理后的用途。

不同的污水来源以及处理后污水(再生水)的不同

用途要求采用不同的处理水平和处理技术。

农村地区生活污水主要含有各种有机污染物以及

病原菌等污染物，再生水主要用于各类作(植)物

的灌溉用水、景观或环境用水等方面。根据再生

水的具体用途，确定污水需要处理的深度或水平。

民一环保~~~农村污水连片治理案例图片展示



 

民一环保~~~部分合作案例废气治理图片



 

民一环保~~~部分案例废气治理图片



 

民一环保~~~部分废气案例治理图片



 

民一环保~~~脱硫治理案列



 

总部：厦门市五缘湾恒安国际中心7楼

工厂：中国盐城

TEL:0592-3331969、18681668583 、

E-mail:minyihb@163.com 、

http：www.minyihb.com

  民一环保•民一环境~~~~
                          ■感谢支持关心民一环保企业发展的所有朋友们、
                          ■力所能及回馈社会、
                          ■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
 《做好您身边的环保参谋、污染治理技术最信赖的伙伴、
                                                                               环保一站式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