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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About Us



关于我们
ABOUT  US

安联环境科技集团股份公司于2017年在湖北省注册成立，注册资金贰亿

元整，是安联品牌顺应时代发展、整合多方资源、回馈社会人文的环保

型高科技公司。



    安联集团成立于2001年，多年来，在社会各界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取

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已发展成为集生态环保、设备制造、建设投资等多元化经营为

一体的大型集团公司，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6项一级资质，环保工

程(水污染防治工程、污染修复工程、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工程）专项乙级、市政行业（排水工程）

专业丙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等资质。

    安联环境科技集团成立于2017年9月，注册资本贰亿元整，是安联品牌顺应社会和人文的发展

需求重组而成的多元化公司。安联环境积极顺应时势，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推动生态建设、发展

民生、建设美丽中国为己任，立志成为中国环境产业革命推动者。

    生态建设上，安联环境专注水环境治理、固废处理、土壤修复等相关领域，打造专业技术团队，

重视科研专利的引进和创新，积极与行业顶尖企业、院校合作，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

工作站”和“专业技术科研站”，为提升人文环境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

    国计民生上，安联环境组建专业团队，深入研究现代农业体系，积极探索农业经营模式，为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技术支持与经营服务。

    放眼未来，安联环境将坚持环保民生的发展战略，秉承“优化生态环境、还原绿水青山”的宗

旨，坚持“执着、拼搏、创新、卓越”的精神，不遗余力的为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

建设新格局而不懈努力！

企业简介
ABOU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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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资质

aptitude honor



企业荣誉

 



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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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定位：中国环境产业革命推动者

使命：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愿景：推进环保领域发展，助力环境产业升级

发展战略



企业文化

校园文化：学无止尽，永葆青春，像学生一样主动吸收知识

家园文化：互助互敬，亲密无间，像家人一样对待每位同事

花园文化：氛围轻松，发展无限，像花儿一样绽放幸福光彩

           头狼  群狼  独狼

           天道酬勤  商道酬信  地道酬善  业道酬精  人道酬诚  

三狼精神

安联五道

三
园
文
化



安联铁军作风

一个声音：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两种精神：狼性精神，铁军精神

三铁管理：铁面无私，铁的制度，铁的手腕

四大追求：求实、求新、求快、求变

五讲标准：讲正气、讲问题、讲学习、讲落实、讲成效

安联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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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团队

Expert Team



——安联人——

精 英 汇 聚



马金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给水排

水工程教研所，教授

研究方向：给排水、水环境

生态修复、城市黑臭水体治

理

康建雄

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环境生物工程；

城市垃圾处理；水污染控制

工程

鲍建国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环境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环境影响评价、

水污染治理、设备研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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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领域

Business Area



业务领域

LGO

1.污水篇

2.固废篇



微动力高效生物膜反应器

河道水应急处理——超微浮选分离工艺

垃圾渗滤液处理工艺

微曝氧化沟工艺

污水篇

厌氧氨氧化工艺

微动力高效生物反应塔

强化人工湿地工艺



厌氧氨氧化工艺是我公司与清华

大学联合推广的新型脱氮工艺，

该工艺是在厌氧条件下，微生物

直接以NH4
+为电子供体，以NO2

-  

为电子受体，将NH4+、NO2
- 转变

成N2的生物氧化过程。本工艺主

厌氧氨氧化工艺

工艺特点

1.处理成本低

工艺曝气量较传统工艺少60%，节省电耗，同时也无需

添加甲醇等有机碳源；工艺形成了酸碱自平衡，无需添

加碱液；剩余污泥产量极少，减少了污泥的运输、处理

成本；综上，厌氧氨氧化工艺可节省约90%的运行费用。

2.占用空间小

工艺流程短，减小了土建规模，可节省约50%的空间体

积。

3.无二次污染

脱除的氮素直接以氮气的形式排到空气中，无二次污染。
相较于传统硝化反硝化脱氮，该工艺显著降低了处理成本。其脱氮流程短，

能经济高效的去除水体中的氨氮和总氮，氮素直接以氮气的形式排到空气

中，无二次污染，厌氧氨氧化菌为化能自养菌，无需添加甲醇等有机碳源。

要应用于低碳氮比的高含氮废水，首先在有氧条件下，部分氨氮氧化为亚

硝态氮，另一部分氨氮和亚硝态氮在微生物作用下转化为氮气排出。

工艺介绍



微动力高效生物反应塔是针对农村地区技术经

济基础薄弱，缺少充足的资金和专业的技术管

理人员，污水处理设施的日常运行和维护难以

保证，以及农村生活污水水质、水量波动较大、

污水排放分散等特点而设计。该技术由我公司

联合清华大学联合研发，采用改良A2O工艺，其

污泥和混合液回流均采用重力形式，无需动力。

该设备主要适用于乡镇、村落、学校、中小型

企业等分散型生活污水处理。

微动力高效生物反应塔

工艺特点

1、低能耗：高效生物反应塔中污泥和混合液回流采用重

力回流，无需污泥回流泵和混合液回流泵，仅需一次水力

提升。

2、占地少：设备结构紧凑、占地面积极少、投资成本低。

3、出水水质好：出水可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的一级A标准。

4、产泥少，减少二次污染：采用生物处理方法，通过微

生物内源呼吸降低污泥产量，减少了污泥处理费用。

5、自动化程度高，运行稳定可靠、管理方便、维修维护

工作量少。

工艺介绍



微动力高效生物膜反应器是针对农村生活污水水质、水量波动较大、污水排放分散

等特点而设计，该技术主体工艺源自于日本的净化槽，我公司因地制宜，通过试验

不断改进和优化工艺和结构设计，最终形成我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污水处

理一体化设备。

微动力高效生物膜反应器

主要适用于远离城市污水收集

管网的乡镇、村落、生活小区、

宾馆、旅游度假区、高速公路

服务区、加油站、景区、学校、

农家乐、中小型企业等，可配

套于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环境

连片整治、特色小镇建设、流

域区域水环境治理等。

应用领域

 处理量 设备占地
面积

出水指标 装机功率
（KW）

1m³/d ≤1.5 一级A标准 0.75

10m³/d ≤6 一级A标准 0.85

20m³/d ≤9 一级A标准 0.9

30m³/d ≤12 一级A标准 1.04

40m³/d ≤15 一级A标准 1.11

50m³/d ≤19 一级A标准 1.31

60m³/d ≤21.5 一级A标准 1.32

70m³/d ≤25 一级A标准 1.34

80m³/d ≤27 一级A标准 1.60

90m³/d ≤30 一级A标准 1.75

100m³/d ≤33 一级A标准 1.90

微动力高效生物膜反应器的污水处理量为1 ~100 m /d，

根据具体项目可单独设置一套，也可多套设备进行组

合，单组设备参数见下表：

处理能力
工艺介绍



微动力高效生物膜反应器主要由厌氧区、缺氧区、好氧区、沉淀区组成，深度处理由过滤区、磷吸附区以及消毒区组成，其中

缺氧区采用组合填料，好氧区采用悬浮填料，过滤区采用滤布过滤，磷吸附区采用磷吸附填料，消毒区采用次氯酸钠消毒。

工艺流程



进出水水质

微动力高效生物膜反应器出水水质可达到《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A标准。进

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见下表：

1、主体工艺源于日本，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技术成熟稳定。

2、采用活性污泥法与生物膜法相结合，生化作用得到极大的强化，反应池

中的污泥浓度远比普通活性污泥法高，处理效果更好。

3、既具有传统生物膜法耐冲击负荷、泥龄长、剩余污泥少的特点，又具有

活性污泥法的高效性和运转灵活性。

4、占地小、投资少、运行成本低。

5、出水水质好，可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一级A标准，

出水稳定，波动小。

6、自动化程度高，运行稳定可靠、管理方便、维修维护工作量少。

7、采用玻璃钢或碳钢防腐材质，槽体坚固，使用寿命长。

工艺特点

序号 项目 单位 进水
指标

出水
指标

1 CODcr mg/L ≤250 ≤50

2 BOD5 mg/L ≤150 ≤10

3 SS mg/L ≤100 ≤10

4 NH3—N mg/L ≤25 ≤5（8）

5 TP mg/L ≤3 ≤0.5



    超微浮选分离工艺是一种改进创新型的加压高效溶气

气浮技术，该技术利用气泡分离机理实现物质分离，可在

2.5-4bar压力下快速形成无梯度浓度的饱和溶气水，经过

气泡发生器形成高度分散状的粒径均匀的超微气泡，形成

的微气泡个体小、数量多、气泡粒径均匀、上升速度均匀，

对河道水中的悬浮物、藻类和总磷等物质有非常高的去除

效果。

河道水应急处理——超微浮选分离工艺

序号 项目 单位 进水 出水

1 SS mg/L ≤500 ≤20，最高可达10以下

1、超微浮选设备通过气泡发生器形成高度分散状的超微气泡，其气

泡个体小、数量多、粒径均匀，对悬浮物的去除效果非常好；

2、超微浮选设备全程实现自动化操作，运行稳定性大大提高；

3、全自动气泡发生器防止气泡发生器堵塞现象发生；

4、超微浮选设备的传动部件很少，运行时故障率较低，且易于操作；

5、超微浮选设备可在2.5-4bar压力下快速实现饱和溶气水，吨水能

耗远低于传统溶气气浮。

进出水水质

工艺特点

工艺介绍



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的渗滤液处理工艺是由安联集团与中国地

质大学（武汉）合作研发，该工艺主要采用的是基于发明专利 

“一种硫改性的多孔氧化铁催化剂”和“改性中空纤维膜”的

类芬顿和改性自净超滤膜技术，并结合混凝沉淀、DTRO等技术，

具有投资和运行成本低、膜不易污堵、出水水质好等优点。

垃圾渗滤液处理工艺

工艺特点

1、采用氧化铁催化剂的类芬顿技术，其适用pH值范

围可达2~10,克服了传统芬顿只能在2~6的pH值下运行

的瓶颈，不需调节PH值，运行成本远低于传统芬顿法；

2、多孔氧化铁具有比表面积大、反应速率高、在水

溶液中分散性强，可达到对各种高危污染物的原位降

解的目的；

3、采用的改性中空纤维膜具有自净功能，比传统超

滤膜更耐污染，膜不易污堵，使用寿命长，出水水质

好。



强化人工湿地工艺

    强化人工湿地是我公司与华中科技大学联

合开发的新型人工湿地，与普通湿地相比，可以

有效去除水中的有机物和N、P。能够适应季节的

变化而不会出现去除率降低的现象；水力负荷提

高4倍以上，大幅度降低湿地的占地面积，使其

具有更高的适应性；防堵塞技术可以有效防止湿

地堵塞，提高湿地使用寿命而无堵塞之忧。经过

长期实试验，氨氮去除率达到96%以上，TP出水

小于1mg/L，COD出水小于50mg/L。

工艺介绍

    强化人工湿地的特点在于人工

补充氧气，采用间歇补氧方式强化湿

地代谢提高污染物去除效率和效果。

根据湿地负荷率及季节变化，决定补

氧的运行规律。夏季根据负荷率大小

可补氧也可不补氧；冬季植物枯萎需

适量补氧保证出水效果。季节调控，

节省电耗，降低运行成本。

工艺特点

1、处理成本低，运行管理方便

强化人工湿地为生态处理系统，除在湿地内增加强化设备

后，其余均为无能耗处理系统，可降低运行费用40-60%。

运行管理非常方便，基本不用人工值守，只需定期检查工

艺运行状况、对湿地植物进行维护。

2、耐冲击负荷

强化人工湿地启动速度快，耐冲击负荷能力强，即使在冬

季湿地上的植物



    微曝氧化沟为环状折流池型，兼有推流式和完全混

合式的流态，耐冲击负荷并充分利用了微孔曝气充氧机

理，具有效率高、池深大、占地面积小的优点。缺氧区

和好氧区在一个构筑物内，无须专用的混合液内回流设

备，运行和管理控制方便灵活，除磷脱氮效率也很高。

微曝氧化沟工艺

工艺介绍

    微曝氧化沟工艺是在氧化沟基础上，引入了微孔曝气，同时曝气设施在布置方式上做了改进，从而使总氧转移量增大，有效地解决

了提高氧利用率并降低能耗问题。此外，在氧化沟的推流方式上，由于采用潜水推流器，由叶轮产生的水流推动直接作用到水中，被推动

的水流由下层向上层传递，而不象表曝用转刷或倒伞型曝气机将水流从上向下层递，大部分的动能变成热能散失入空中。



工艺特点

1、微曝氧化沟采用可提升式微孔曝气器，维护方便，解决了以往要放空完才能维护的缺点，提高了工作效率。

2、微曝氧化沟工艺运行效果稳定、管理方便。因设置了前置厌氧池，可以取得很好的除磷效果。该工艺不但能稳

定达到除磷脱氮要求，而且符合国家中小型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工艺选择原则。

3、采用此工艺可以不设初沉池，同时氧化沟采用微孔曝气方式，水深可达5m以上，可使氧化沟的占地面积相应减

少，因而减少了污水厂总占地面积，此外通过结合污泥处理的优化设计,该工艺完全能满足现有用地要求。

4、氧化沟综合能耗的80%为曝气装置的电耗，微曝氧化沟工艺改变了曝气方式，由表曝改进为微曝，提高了供氧能

力，显著降低曝气能耗。较一般氧化沟综合能耗降低30%，运行费用可节约20%。

5、微曝氧化沟工艺整体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可以取得显著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分布式生活垃圾连续处理站

污泥水预热处理与厌氧发酵技术

餐厨厨余垃圾全值化综合处理技术

垃圾类有机物MGCP高温热解处置技术

生活垃圾安全填埋及修复技术

污水篇



    分布式生活垃圾连续处理站，主要包括垃圾接收储存

系统，机械分选给料系统，热解气化系统，烟气净化系统，

自动出灰系统及电气控制系统等，通过集成化设计及标准

化厂站建设，为乡镇、海岛、景区等分散区域生活垃圾、

陈腐垃圾、工业垃圾处理提供单套5-20吨的处理规模的就

地无害化处理装置，可根据项目应用规模进行灵活并联拼

装组合，实现中小规模的分布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分布式生活垃圾连续处理站



    传统污水处理厂污泥以卫生填埋处理为主，虽技术成熟，操

作简易可行但占地大，存在二次污染等问题，不符合减量资源化

处理原则。

    

污泥水热预处理与厌氧发酵技术

    基于污泥水热预处理工艺，厌氧发酵设备处理能力可提高

300%，发酵罐体积大幅缩小；封闭体系能源自给率达到90%以上；

发酵沼气量增加50%以上，同时副产高品质干化污泥用作焚烧燃

料，农业肥料等，实现污泥全生命周期的减量资源化处置。

    安联集团引进国际先进技术，

成功实现了高含水污泥的无害资

源化利用：污泥在高温（150-

170℃）高压（10bar）环境下，

通过高温蒸煮和瞬时卸压汽爆闪

蒸，污泥中有机质和细胞结构破

碎，高分子有机物分解为小分子

有机酸，搭配高效生物厌氧发酵

技术，强化发酵过程甲烷产率及

缩短发酵处理周期。





    安联集团坚持低碳、循环的战略布局，

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切入点，积极开展固体有

机废弃物利用的研究和开发，通过物理和生

物技术手段，将植物废弃物、生活污泥和餐

厨垃圾等转化成绿色环保产品，实现了固体

废物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

餐厨厨余垃圾全值化综合处理技术

    在餐厨厨余垃圾全值化处理工艺中，强化油水分离，

将餐厨垃圾、粪便和枯枝败叶混配，采用先进的高效厌氧

消化工艺，利用微生物分解有机质，生成以甲烷为主要成

分的沼气，同时结合“沼渣干化+好氧堆肥”技术，将残

留物转化为动植物易吸收的有机肥料，很好地实现了餐厨

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垃圾焚烧处理虽用地省、处理快、减容多，但在燃烧过程容

易产生二噁英，飞灰及重金属污染等。安联集团与国内高校成功

合作研发了适用于生活垃圾处理的MGCP高温热解技术：在高温控

氧气氛条件，垃圾中有机物分解成富含CH4、H2、CO的高热值燃

气，液体油以及固体残渣，从源头上避免二噁英的生成及飞灰、

重金属二次污染，实现了垃圾的高效清洁资源化利用。

    MGCP高温热解处理生活垃圾一次性减量比达90％以上，同时

在二噁英、重金属等关键污染物控制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彻底

消除了垃圾焚烧处理二次污染的隐患。热解可燃气经净化后作为

清洁能源用于燃气发电、城市供热或者居民燃气，完全实现了生

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目标。

垃圾类有机物MGCP高温热解处置技术





    安联集团依托公司城建领域的丰富积淀，结合卓越的专业技术与工

程实践优势，在生活垃圾安全卫生填埋建设中严格遵守技术规范，确保

填埋气(CH4、CO2、N2、H2S等)的全部回收和能源化利用，渗滤液的全

部回收和无害化处理，使工程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最大程度地

发挥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生活垃圾安全填埋及修复技术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的修复技术，遵循原位治理的

总体原则，对填埋的生活垃圾污染物进行处理、管控，采

用国际先进的“好氧修复+规范封场+污染阻隔+污水、沼气

收集处理”的总体技术方案，有效的保障修复效果，提升

修复效率，在最短时间内彻底消除垃圾场的环境污染隐患，

并通过景观绿化彻底改善填埋场周边环境，满足后续城市

公园建设的要求，实现土地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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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展示

1、项目名称：

   始兴县PPP模式整县推进村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

3、主要建设内容：

  （1）城镇污水处理工程。本项目新建镇区污水处理工程总设计污水处理能力35300吨/日，配套管网总长约98.00公里。同时，马市镇、顿

岗镇污水处理厂（已建成，共计4500吨/日）运维管理纳入本项目。

  （2）农村污水处理工程。本项目农村污水处理工程包括始兴县10个乡镇辖区内的村级污水处理站及配套管网建设，合计627座污水处理站，

总设计处理能力约9880吨/日，配套管网总长约366.92公里。

2、项目规模：

   本项目总投资48855.7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47958.70万元，建设期利

息837.88万元，铺底流动资金59.13万元。其中：项目镇区污水厂总投资

12870.68万元，镇区管网总投资13377.04万元，村级项目总投资

22607.98万元。本项目总投资48855.70万元，是指项目投资规模控制数，

7个镇级污水处理厂、627座污水处理站及管网数量等建设内容是预计建

设数量，中标后根据实际情况重新选址、规划设计，最终建设镇级污水

处理厂、农村污水处理站及管网的数量以政府批准的《初步设计》为准。



湖北监利县棋盘等四乡镇污
水处理工程
项目规模：3900立方米／天

出水水质：《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一级标准的B标

准

武汉胜强村污水处理工程
项目规模：100立方米/天

出水水质：《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四类水质标准

汉十高速公路8个服务区污
水处理工程
项目规模：100-150立方米/天，

出水水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

水水质》（GB/T18920-2002）水质标准

安徽省合六叶高速公路罗
集服务区污水处理项目
项目规模：300立方米/天，

出水水质：《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

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水

质标准

武汉市地税局干部学校
项目规模：100立方米/天

出水水质：《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四类水质

标准。

项目展示



项目名称：青海省杂多县生活垃圾智能

化连续处理系统

项目规模：20t/d

项目名称：青海省刚察县生活垃圾智能化

连续处理系统

项目规模：10t/d

项目名称：山东省博兴县店子镇生活垃圾

智能化连续处理系统

处理规模：10t/d

项目名称：江苏省扬州市小纪镇生活垃

圾智能化连续处理系统

处理规模：10t/d

项目名称：青海省玛多县生活垃圾智能化连续

处理系统

处理规模：5t/d

项目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