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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经领办〔2019〕30 号 

 

 

 

成都市工业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成都市首批节能环保技术装备 

推荐目录（试行）》的通知 
 

成都天府新区、成都高新区管委会，各区（市）县政府，市级有

关部门，相关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为加快推动我市节能环保技术装备的推广应用，充分发挥先

进成熟技术装备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增

强打赢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能力，促进城市绿色低碳

发展，我局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征集了一批节能环保技术装备，经

过专家评审、现场核查、征求意见及社会公示，编制形成了《成

成都市工业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2 — 

都市首批节能环保技术装备推荐目录（试行）》，并报经市政府

审定。现印发你们，请参考实施。 

 

 

 

成都市工业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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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首批节能环保技术装备推荐目录 

（试行） 

 

    

    

    

    

    

〇二 一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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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首批节能环保技术装备推荐目录 

（试行）》说明 

 
一、《成都市首批节能环保技术装备推荐目录（试行）》（以

下简称《推荐目录》）共纳入 47 项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其中，节

能领域 24 项：工业锅炉类技术和装备 3 项，电机系统类技术和装

备 8 项，能量系统优化类技术和装备 5 项，余能回收利用类技术

和装备 2 项，照明类技术和装备 3 项，绿色建材类技术 2 项，家

电类装备 1 项。环保领域 23 项：大气污染防治类技术和装备 8

项，水污染防治类技术和装备 7 项，城镇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处

理处置技术 2 项，噪声和振动控制装备 2 项，环境大数据装备 3

项，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1 项。 

二、请市级有关部门、政府投资公司、各区（市）县在节能

减排、科技治霾、河流治理、废弃物处置、绿道建设、乡镇污水

治理等领域的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政府集中采购中积极采购使用

《推荐目录》的技术装备，充分利用同城配套便利化，发挥本地

配套的竞争优势。本《推荐目录》不具有强制排它性，仅供各单

位采购节能环保技术装备时参考实施。 

三、《推荐目录》中企业要抓住机遇，按照合同约定，安排

好生产计划，为政府投资项目、政府集中采购项目及广大消费者

提供数量充足、质量优良、价格优惠的技术装备；要进一步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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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关，努力降低成本和提高售后服务水平。 

四、本《推荐目录》有效期从 2019 年 10 月 12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1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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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节能技术推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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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锅炉技术 

未来 2 年节能潜力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介绍 适用范围 
目前推广

比例 预计推广 

比例 

节能能力 

（万 tce/a） 

申报单位 

1 
密闭矿热炉高温气体干

法净化节能减排技术 

将矿热炉高温烟气（含尘

50-150g/Nm3
）在高温下进行精密气

固分离，得到洁净煤气（含尘小于

5mg/Nm3
）经换热器回收热能（同时

得到纯净焦油副产品），作为化工

原料或燃气发电。 

火电、钢铁、石

化、水泥、有色、

化工 

2 10 22.5 成都易态科技有限公司 

（二）电机系统技术 

未来 2 年节能潜力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介绍 适用范围 
目前推广

比例 预计推广 

比例 

节能能力 

（万 tce/a） 

申报单位 

1 
电动机自动负载跟踪节

电系统 

电机的输出功率实时与负载匹配，

保证电机在其整个负荷范围内的能

量消耗降到最低程度。在系统运转

中电机惯性产生的能量及时回收到

节电器内部的储能装置中，在负载

需要时再快速释放给负载，达到能

量再生，系统采用微处理闭环控制。 

应用于工厂、冶

金、矿山、煤矿、

石油、纺织、机

械、加工、等用

电场所。 

6 10 2.79 
成都中科达能源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三）能量系统优化技术 

未来 2 年节能潜力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介绍 适用范围 
目前推广

比例 
预计推广 

比例 

节能能力 

（万 tce/a） 

申报单位 

1 锂离子电池储能系统 错峰用电、智能电网、削峰填谷。 
发电侧、配电侧、

用电侧。 
1 10 36 

成都特隆美储能技术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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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能回收利用技术 

未来 2 年节能潜力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介绍 适用范围 
目前推广

比例 
预计推广 

比例 

节能能力 

（万 tce/a） 

申报单位 

1 
丁胞式高效节能空气

预热器技术 

丁胞管挤压成型、丁胞管结构参数

优化、空气预热器参数配备。 
余能回收利用。 1 5 20 西南石油大学 

（五）照明技术 

未来 2 年节能潜力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介绍 适用范围 
目前推广

比例 
预计推广 

比例 

节能能力 

（万 tce/a） 

申报单位 

1 
创新节能型 LED-LED

灯丝灯技术 

利用小分子量惰性气体将 LED 灯

丝密封在玻壳内的散热比 LED 传

统结构件散热更好。 

半导体照明。 20 30 130.09 成都天星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六）绿色建材技术 

未来 2 年节能潜力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介绍 适用范围 
目前推广

比例 
预计推广 

比例 

节能能力 

（万 tce/a） 

申报单位 

1 
碲化镉发电玻璃节能技

术 
建筑光伏一体化，地面电站。 

高转化效率碲化镉

发电玻璃规模化制

造及电站建设。 

30 60 40 
成都中建材光电材料有限

公司 

2 

速度叠加链式破碎技术

在破碎机中的研发及应

用 

通过腔体结构创新和技术参数优

化，使物料在破碎机内实现速度叠

加链式破碎，降低绿色墙体材料生

产工艺中的原料粉碎能耗。 

绿色墙体材料原

料粉碎。 
5 15 0.3456 

成都市新力设备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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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节能装备推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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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锅炉装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参数 执行标准 申报单位 

1 
中大型垃圾焚烧发

电余热锅炉 
CG-400～750-LJ 蒸汽压力 P≤6.3mpa  蒸汽温度 t≤485℃。 TSG G0001-2012 

四川川锅锅炉有限责任

公司 

2 冷凝式燃气锅炉 WNS 系列产品 热效率 99.2%。 
TSG G0002《锅炉节能

技术监督管理规程》 
四川太湖锅炉有限公司 

（二）电机系统装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参数 执行标准 申报单位 

1 高压变频器 SB-HV 系列 高压变频调速。 

IEC61800-9-1 

GB/T 30843.1-2014 1kV 

以上不超过 35kV 的通

用变频调速设备第 1 部

分技术条件

GB_T30843.2-2014_1 

kV 以上不超过 35 kV 的

通用变频调速设备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希望森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 港口岸电电源 VFPS 系列 高压变频供电。 

IEC61800-9-1 

GB/T 30843.1-2014 1kV 

以上不超过 35kV 的通

用变频调速设备第 1 部

分技术条件

GB_T30843.2-2014_1 

kV 以上不超过 35 kV 的

通用变频调速设备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希望森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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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参数 执行标准 申报单位 

3 高压大功率变频器 

DHVECTOL 型 

容量 236KVA～

15400KVA（风冷系列） 

容量 15400KVA～

64000KVA (水冷系列） 

1.效率：≥96%； 

2.输入电流谐波总含量：≤4%； 

3.输入功率因数：≥0.95。 

《半导体变流器通用要

求和电网换相变流器第

1-1部分：基本要求规范》

（GB/T3859.1-2013） 

《半导体变流器电气试

验方法》

（GB/T13422-2013） 

《无电网污染高压大功

率变频器》

（Q/72031207-X·01--2

016） 

东方日立（成都）电控

设备有限公司 

4 
墨.云系列多模制冷

智能机组 
SCF 

新风直接冷能效≥9，新回风混合冷能效比≥8.5，新风

间接冷能效比≥8，间接蒸发冷能效比≥7，混合制冷≥5，

机械冷（压缩机系统）≥3.0，机械冷（冷水系统）≥15。 

《GB/T 19413-2010 计算机

和数据处理机房用单元式

空气调节器》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 变频氟泵节能机组 SCA.ES.S 

1.温度控制范围在10-32℃之间，温度控制灵敏度达到±1℃。 

2.湿度控制范围在 30%-80%RH 之间，湿度控制灵敏度

达到±5%RH。 

3.显热比达 0.9 以上（名义工况）。 

4.压缩机制冷能效比 3.0 以上，氟泵制冷能效比 8.0 以上。 

《GB/T 19413-2010 计

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

单元式空气调节器》 

依米康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6 无取向电工钢 
50PRW470、50PRW600、

50PRW800、50PRG195。 

50PRW470、铁损：3.45W/kg，磁感≥1.68。 

50PRW600、铁损：3.90W/kg，磁感≥1.69。 

50PRW800、铁损：4.50W/kg，磁感≥1.73。 

50PRG195、铁损：9.0W/kg，磁感≥1.73。 

GB/T2521.1-2016，

Q/558991173T·001—

2018 

四川瑞致电工钢有限

公司 

7 
祥和中央节能保护

装置 

XHPE-P-1Y-00630KVA；

XHPE-P-3Y-01600KVA。 

适用频率：50Hz 或 60Hz； 

抗震等级：≤6 级； 

安装位置：非阳光直射，非雨淋，最好安装在室内； 

电压范围：低压型 200V～480V，高压型 6KV～35KV； 

空载输出电压偏差：±5%空载输出； 

电流偏差：≤0.3%； 

空载损耗：≤0.7%； 

负载损耗：≤2%。 

双赢企业标准 

Q/74030526-4.1-2016 

成都祥和云端节能设

备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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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量系统优化装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参数 执行标准 申报单位 

1 高效轴流压缩机 ACL40～ACL125 流量 1300～7000Nm3/min,压比 2.5～8.5。 

API617《石油、化学和气

体工业用轴流、离心压缩

机及膨胀机》 

成都成发科能动力工

程有限公司 

2 橇装天然气液化装置 SM-1 

装置操作弹性范围：20%～110%，装置年操作时间≥

8000 小时，能耗指标达≤0.43kw·h/Nm³ ，液化率≥

96%。 

TSG R0004《固定式压力

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GB151《热交换器》 

GB 24511《承压设备用不

锈钢钢板及钢带》 

NB/T 47006《铝制板翅式

热交换器》等 

成都深冷液化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 

3 
真空绝热低温阀箱（圆

柱） 
ZXA-0205-N/A 

设计压力：≤2.5Mpa  

工作压力：≤2.0Mpa  

设计温度：≥-196℃  

工作温度： ≥-196℃       

夹层真空度：≤5.0×10-2Pa 

真空漏率：≤1×10-10Pa.m3/s 

放气速率：≤1×10-8Pa.m3/s 

冷损失：0.5W/m 

箱体直径*总高度：350mm*550mm 

结构型式：法兰连接、焊接连接 

管道主要规格：≤DN25 

产品使用环境温度：-40℃～80℃ 

GB 150 压力容器 

GB 50316 工业金属管道

设计规范 

Q/67969343-9.01-2014 

NB/T 47015 

TSG D0001 

NB/T 47013 

JB/T 4711 

成都科瑞尔低温设备

有限公司 

4 
智能配网主动型综合

调控装置 

M-DPA、M-DVG、

M-APF 
效率：＞97.5%（额定满载）。 

DL/T1216-2013   配电

网静止同步补偿装置技

术规范 

成都麦隆电气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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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能回收利用装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参数 执行标准 申报单位 

1 
乏汽热泵（汽轮机

尾气余热利用） 
RB3100，3163，3671 COP>1.7。 

GB/T18431《蒸汽

和热水型溴化锂

吸收式冷水机组》 

希望深蓝空调制造

有限公司 

（五）照明装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参数 执行标准 申报单位 

1 高光效 LED 路灯 HTZM-03150LED54C 节能、环保、长寿命。 GBT 31832-2015 
四川华体照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 
城市道路照明—智

慧路灯 

LED 路灯、喷雾路灯、

集雨路灯、球状 LED 路

灯、智能光控庭院灯、

具有充电功能的路灯 

1.照明额定功率：200W。 

2.电动车充电，连接器机械操作寿命：≥10000 次；平均无故障间隔时

间：MTBF≥8760h。 

3.公共信息发布：像素间距：P3、P4、P5、P6 可选。 

4.球机监控：360°全景。 

5.粉尘监测范围：PM1.0、PM2.5、PM10；温度测量范围：-25～+85

℃；湿度测量范围：0～100%RH。 

6.路灯控制方式：远程。 

7.无线智能 WLAN：自动和手动速率调节方式；符合 IEEE802.3u 标准。 

城市道路照明设

计标准

（CJJ45-2015） 

四川天剑光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六）家电装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参数 执行标准 申报单位 

1 

采用 MCU 程序化

实时温度闭环自

动控制技术的控

温电热毯 

TK 系列控温电热毯 

1.高强度耐弯折双层螺旋发热线，高强度耐弯折螺旋感温线； 

2.高精度 A/D 单片机，温度数学模型程序； 

3.室温基准自动对标程序； 

4.记忆用户习惯的预热温度和睡眠温度。 

QB/T4978-2016

《电热毯、电热垫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 

成都彩虹（电器）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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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环保技术推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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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气污染防治技术 

序号 名称 关键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1 噁脱二 英催化剂技术 

1. 噁二 英催化氧化技术 

2.适应温度范围 130～340℃ 

3.产品主要技术指标：效率可达 99%以上。 

主要运行于垃圾焚烧炉、危险

废弃物焚烧炉、烧结厂等。 
推广类 

成都东方凯特瑞

环保催化剂有限

责任公司 

2 蜂窝式烟气脱硝催化剂技术 

1.适应温度范围 170～430℃; 

2.脱硝效率可达 90%以上; 

3.SO2/SO3 转化率不大于 1%。 

运用于含氮氧化物排放的烟

气治理，比如：燃煤电厂、玻

璃窑炉、水泥厂、烧结机、焦

化、炼钢厂、余热炉、化工厂

等烟气的脱硝。 

推广类 

成都东方凯特瑞

环保催化剂有限

责任公司 

3 旋流分离技术 

分离效率达到 92.5%的情况下，压降仅 300 帕，是

常规旋流器压降的 1/5，对于平均粒径为 3 微米的液

滴，气-液微旋流分离器可使气体中 500 mg/m3
浓度

的液滴降低到 37.5 mg/m3
，并且在 5000 mg/m3

的高

含液浓度工况下，分离效率可高达 97%。 

气体中微液滴，微粉尘等细颗

粒污染物脱除。 
推广类 四川大学 

4 
工业烟气湿法脱硫成套环保

技术 

1.脱硫效率>96%以上； 

2.脱硫系统出口 SO2≤30mg/Nm3,或者更低； 

3.脱硫副产品综合利用率>98%以上。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非电行业

燃煤锅炉、钢铁行业烧结机、

化工、造纸、无机盐工业、砖

瓦窑行业、资源综合利用等。 

应用类 
四川清源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 

5 
新型催化剂低温 SCR 脱硝技

术 

采用了自主研发的新型催化法低温 SCR 脱硝催化

剂，脱硝反应温度降至 90℃-180℃并达到 80%-90%

的脱硝效率。脱硝工段布置在脱硫工段后，降低了

烟气中 SO2、H2O 对催化剂的毒害作用，延长催化

剂使用寿命；NOx 排放浓度可低于 50mg/m3
以下。 

钢铁、有色、燃煤工业锅炉等

非电行业。 
应用类 四川大学 

6 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技术 

采用新型低温催化剂，在 80～200℃的烟气排放温

度条件下，SO2 催化氧化并生成 H2SO4，实现 SO2

脱除同时回收硫资源，无二次污染。该技术的脱硫

效率可达 99%以上，SO2 排放浓度可低于 35mg/m3

以下。 

燃煤电厂以及化工、钢铁、有

色、燃煤工业锅炉等非电行

业。 

应用类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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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水污染防治技术 

序号 名称 关键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1 

MagCS 磁介质集约化提标技

术-(市政污水处理厂 MagCS

磁介质集约化提标技术) 

关键技术：磁介质混凝工艺技术。 

主要技术指标： 

在进水悬浮物 SS≤80mg/L、TP≤3mg/L 的条件

下，经系统处理后，出水悬浮物 SS≤8mg/L，TP

≤0.3mg/L，浊度≤1 NTU。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中的除磷

降浊处理 
推广类 

环能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 

高压碟管式纳滤膜分盐和碟

管式反渗透膜浓缩处理高含

盐量废水技术 

1.硫酸盐截留率达 99%以上，可将硫酸盐浓缩至

15%质量浓度以上。 

2.Na2SO4：NaCL 比值从 3～5:1,提高至 10：1 以

上，透过液侧 NaCL：Na2SO4 比值达到 80:1 以上。 

3.硫酸盐和氯化钠总回收率可达 95%以上。 

废水资源化处理。 应用类 
成都硕特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3 

碟片式特种膜废水处理技术-

（特种膜制药废水零排放技

术） 

厌氧好氧工艺结合特种膜及蒸发处理技术，中水

回用率可达 95%左右。 

青霉素、红霉素等抗生素类制药

废水零排放处理。 
应用类 

成都美富特环保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4 
环保生态厕所成套处理技术

研发与应用 

技术对 COD (mg/L)、总氮(mg/L)、总磷(mg/L)和

综合恶臭（OU）去除率分别为 94.8%、80.2%、

96.7%、73.3%。 

配套管网困难，传统的集中式处

理技术模式不适合分散型粪污。 
应用类 

成都友益佳环保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 

（三）城镇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技术 

序号 名称 关键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1 污泥旋流自转干化技术 

经过旋流自转脱水后，污泥颗粒的含水率可降低

到 20%以下，脱水效率高于 90%； 

通过气流加速度分选后的到的过滤媒质和污泥

颗粒的纯度均高于 98%，可保证分选后的污泥颗

粒可直接外排，过滤媒质可再返回到沸腾床过滤

中重复利用。 

有毒有害污泥、油泥以及含水、

含油固体废弃物等减量处理。 
研发类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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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关键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2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技术 

垃圾焚烧发电：芬兰科尼全自动液压抓斗起重机

系统+600t/d 西格斯 KSBE 倾斜往复式机械炉排

焚烧炉系统+卧式余热锅炉系统+烟气净化系统。

垃圾处理 1800 吨/日，发电 70 万度/日。 

烟气处理：脱氮（SNCR）+半干法脱酸+活性炭+

布袋除尘工艺。烟气排放指标按《欧盟污染物控

制标准》（2000/EU/76）标准设计建设。 

渗滤液处理：“除渣预处理+厌氧 UBF+外置式

MBR+纳滤”。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一级排放标准，渗沥液处理产

生的沼气装设 2 台 400KW 压缩式发电机组，实

现资源的全利用。 

飞灰稳定化处理：飞灰+水泥+螯合剂。通过废物

侵出毒性试验，符合《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

标准》（GB16889-2008）排放浓度限值。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应用类 
成都中节能再生能

源有限公司  

（四）资源综合利用技术 

序号 名称 关键技术及主要技术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1 
电路板蚀刻废液在线循环及

铜回收利用技术 
重金属无损提取技术和三酸循环利用技术。 

印刷电路板(PCB)、电镀、尾矿

渣、有色冶金、稀土等行业含

金、银、铜、镍、锡、锰、锌

等多种复杂的重金属废水废料

中金属回收及废水废料的循环

利用。 

应用类 
成都虹华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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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环保装备推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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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气污染防治装备 

序号 名称 主要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1 

低本底γ能谱仪、测氡仪、

X 荧光分析仪、低本底气溶

胶测量仪-（低本底γ能谱

仪） 

数字多道脉冲幅度分析技术； 

数字多脉冲成谱技术； 

高速数字脉冲分离技术。 

能量分辨率：4%（ф75mm×75mm NaI(Tl)探头）； 

1024/2048 数字多道可选； 

测量核素范围：U、Th、K、137Cs、241Am 等多种放射性核素； 

24 小时内峰位漂移不大于 0.5%； 地质普查、环境监测、核实验室测

量等。 

地质普查、环境监测、核

实验室测量等 
应用类 

四川新先达测

控技术有限公

司 

2 

SCR 烟气脱硝尿素水解制

氨装置-（尿素水解制氨装

置） 

通过尿素水解制氨技术，利用低品位能源和尿素，在低能耗条件下，

实现氨气的随制随用，为脱硝系统提供安全、稳定、可靠的还原剂。 

1.尿素水解制氨反应温度为 130-160℃，反应压力为 0.55-0.6MPa，调

节水解含氨 产品气的输出压力位 0.3MPa; 

2.尿素水解反应器跟随机组负荷响应速度由 1 分钟缩短到 1 秒内; 

3.装置集成卧式 BKU 型水解反应器以及与反应器连接的仪表、阀门、

电伴热控制系统、电控柜、管道、电缆桥架、线缆，形成机电控一体

化设备。 

4.氨气产生量为 5-1500Kg/h。当设备产氨量大于 1000Kg/h 时，设置多

个氨气出口，降低含氨产品气的流速为 10m/s，降低气液夹带。 

燃煤电厂、化工厂、燃煤

锅炉 
推广类 

成都锐思环保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二）水污染防治装备 

序号 名称 主要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1 
MagBR 磁介质生物反应技

术设备 

关键技术：磁性生物载体。 

主要技术指标：出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8918-2002 一级 A 标。 

agBR 技术可使用于城镇

分散式生活污水；也可应

用于餐饮废水、造纸废水、

食品工业废水、屠宰废水、

炼油废水等工业废水中。 

应用类 
环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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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2 高效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 

生化停留时间：8h 

气水比：1:10 

泥龄：15d 

污泥浓度：5000mg/d 

BOD 污泥负荷：0.15kg/（kg.d） 

TN 去除负荷（好氧）：0.02kgTN/kgMLSS.d 

TP 去除负荷(厌氧)：0.06kgTP/kgMLSS.d 

二沉池表面负荷：1.1m3/m2.h 

常规农村生活污水 应用类 

成都泰之源环

保科技有限公

司 

3 
微动力家用和小微型一体

化污水处理器 

1.出水 GB18918 一级 A; 

2.采用厌氧-跃层式氧化沟-粗滤-慢滤-紫外线杀菌工艺； 

3.无泵自动回流技术； 

4.只需要 1 泵 1 风机； 

5.自带格栅池、调节池； 

6.自带抽肥利用； 

7.可配无线远程监控； 

8.处理能力 0.3～100 吨/天； 

9.吨水功耗 0.8～1KWH/吨； 

10.可太阳能供电。 

家用和小微型生活污水处

理 
研发类 

成都太阳河环

境技术有限公

司 

（三）噪声和振动控制装备 

序号 名称 主要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1 

超高插入损失复合式耐高

温高压蒸汽排汽放空消音

器 

该消音器采用连续减压、移频、体积扩散、丝网扩散、吸声、隔音板

的综合降噪方法，以减缓高温高压气体的排放噪音。传统的排气放空

消音器，其方法多为减压与采用小孔消音器，其插入损失多在 35 

dB(A)附近，对于日渐较高的环保降噪要求，难以符合。该消音器其

插入损失可高达 70 dB(A)以上。 

电站、化工厂、石油炼化

厂 
研发类 

四川五环石化

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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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2 矩阵消声器 

1. 消声器压力损失： 

用于空调系统、纺织通风机及其他通风换气系统低压风机消声器的总

压力损失应小于风机全压 10%，当风机全压不大于 300Pa 时，消声器

总压力损失允许超过 10%；但最大值应不大于 49Pa。 

用于电站锅炉送风，矿井隧道送风，冷却送风，烧结风机等风机消声

器的总压力损失应小于风机全压 5%，并且其最大值不应超过 490Pa。 

用于高炉送风，物料输送等中、高压风机配套消声器的总压力损失应

小于风机全压 3%，并且其最大值不应超过 800Pa。 

用于大型机械设备及动力设备（发飞机发动机试车台等）进出风口时，

应进行独立的压力损失设计，压力损失不应大于设备允许的最大值。 

2.消声器在保证使用性能的条件下，通过的流量范围一般为额定流量

的 90%～110%。 

3.消声器在保证使用性能的条件下，通过的介质压力最高为额定压力

的 120%；通过的介质温度最高为 350℃。 

地铁通风系统 推广类 
正升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四）环境大数据装备 

序号 名称 主要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1 环保智能视频检测器 

数据叠加：将数采仪、电表通过 485 端口传输给分析仪的数据根据相

应规则叠加至视频界面上； 

字符颜色背景条： 提供字符颜色/背景条设置的配置功能； 

敏感区域报警：对进入饮用水源区域的人员、游泳等报警，并同步实

施音频喊话； 

排放物，气泡识别报警：对饮用水源河面、企业处理水的漂浮物、沉

淀池的成面积的气泡识别报警； 

废水、废气排放智能报警功能：未在规定时间内排放废水、废气报警，

规定时间内未排放废水、废气报警，排放废水、废气参数超标报警； 

站房监控报警功能：对出入机房异常人员或操作报警； 

特定的周界和遗留物功能：对运输污泥、废料的车辆进行视频报警，

（只有运输污泥、废料的车辆进入，视频统计运输量车次）。 

四川省各市州环保局、四

川省环境监察执法局、四

川各市州环境监察执法支

队、污染源企业 

推广类 

成都之维安科

技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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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主要指标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申报单位 

2 自动热脱附解吸仪 

样品自动回收、触摸屏操作、密码保护，可保存 10 个分析方法。具

有通用的接口，可与任何气相色谱连接。可通过 IOS 系统远程控制、

具有审计追踪功能。 

样品容量：50 管 

一级脱附： 

温度范围：50-350℃，步长为 1.0℃ 

脱附时间：1.0-999min,步长为：0.1min 

二级脱附（冷阱）： 

低温设定范围：-40℃—50℃，增量 1.0℃, 采用电子制冷方式，无须

液体制冷剂 

高温设定范围：50℃-400℃，增量 1.0℃. 

加热速率：热气流真实瞬时解吸 

半峰宽<3S  解吸率>98%（乙酸乙酯 0.1ul 分流 100*100） 

大气污染物检测 应用类 
成都科林分析

技术有限公司 

3 自动顶空进样器 

序列运行、触摸屏操作、密码保护，可保存 10 个方法。具有通用的

接口，可与任何气相色谱连接。可通过 IOS 系统远程控制、具有审

计追踪功能。 

样品容量：40 个，样品恒温器：15 位 

进样方法：静态-动态补偿。采用单针双流路及气路选择技术，实现

动态和静态顶空功能（专利技术）。 

操作模式：气体置换、恒定模式、渐进模式、多次提取模式 

标准相对偏差%RSD≤1.5 %（气相色谱仪必须更好的稳定性），0.4%

乙醇水溶液(N=10)。 

水质检测 应用类 
成都科林分析

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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