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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环保集团是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属的，以发展节能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资源综

合利用、绿色能源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产业集团。集团业务有固废、水处理、新能源、建筑工业化及工业五大事业领域，集节能
环保技术、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和投资运营为一体，为用户提供节能环保一站式服务和一揽子解决方案。下属包括上海市机电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在内的近30家国内外独立法人企业，2018年预计收入50亿元。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隶属于上海电气环保集团，创建于1953年。公司经建设部核准，具有机械、建

筑、轻工、化工医药行业的甲级设计资质，以及工程总承包、监理、工程造价咨询等甲级资质。2015年起与环保集团本部实施
一体化运作。

1.电气环保产业概况——总体情况



1.电气环保产业概况——水处理业务

淮水北调淮北市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安徽省重点工程，总投资17亿元，PPP
模式。建设内容包括：输水及连通工
程、供水及管网工程、截污工程、河
道治理（河道疏浚、微纳米曝气复氧、
生态护坡等）。

环保集团承接的陈家镇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项目是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系列项
目之一。通过分布式模块化、智能化生
活污水处理装置，实现生活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处理后的水质已达到生态岛建
设水质标准。

崇明农村分布式生活污水处理项目

在水处理领域，专注市政及工业污水处理、市政及工业供水、河湖生态综合治理、海绵城市建设、污泥处理、船舶水处理等业务，为污水处理

及水资源循环利用提供专业解决方案，承建了一大批国内外自来水、原水、污水、污泥处理项目。

克拉玛依市重点工程，总投资3亿元，
处理能力5万吨/天，国内第一个采用曝
气滤池工艺并达到一级A标准的石化污
水处理厂。

克拉玛依中水回用项目



1.电气环保产业概况——固废业务

淮北生物质热电项目

• 2015年起，同时开工建设国内4个生物质电厂，

预计今年将陆续投产。2017年起筹建濉溪、响

水、寿县国内三个生物质发电项目和两个古巴

生物质电厂项目。国内电厂装机容量：30MW，

年处理生物质秸秆：30万吨，年上网电量：

2.2亿KWH。

• 2017年，引进欧洲先进危废处理技术（CTU），

投资建设南通危废焚烧和填埋场两个项目。

• 2018年，开工建设广东怀集生活垃圾终端分类

处理项目，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5%以上，

真正实现了生活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老坝港危废项目

在固废处理领域，涵盖了城镇生活垃圾处理、餐厨垃圾处理、垃圾终端分类资源化、工业及危险废弃物处理、生物质可再生

能源、土壤修复等业务，集核心技术与关键设备制造能力于一体，为用户提供整体服务。

上海浦东新区生活垃圾焚烧电厂
中国第一座规模化生活垃圾焚烧厂

南通区域生活垃圾焚烧热电联产工程
中国第一座区域生活垃圾焚烧厂



安矿光伏项目 固镇光伏项目

华中天力光伏项目

在新能源领域，拥有光伏发电、光热发电、燃气发电及燃气三联供系统、城市智慧照明、充换电及储能等系统集成能力，通过多

种方案联动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

• 新疆准东200MW大型地面光伏项目 固镇一期20MW渔光互补分布式光伏 大众安亭工厂分布式能源系统

1.电气环保产业概况——新能源业务

新疆准东200MW光伏

• 环保集团承接的国内工业领域最大规模

之一的分布式供能项目——大众安亭工

厂分布式能源系统（4*6.63MW燃气轮机，

配套建设4*14.3t/h余热锅炉）。

• 该项目采用分布式供能系统代替部分蒸

汽负荷并为车间提供生活热水，同时向

厂区电网供电。投运后每年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5万多吨，节约标煤1.6万多吨，

相比燃气锅炉每年可节省运费8000多万。

大众安亭分布式能源系统



1.电气环保产业概况——建筑工业化业务

在建筑工业化领域，采用装配式结构体系理念，集工业及民用建筑设计、绿色涂装、建筑节能改造于一身，为建筑物绿色

升级改造提供整体服务。

• 上海电气研砼是建筑

工业化行业的先驱和

领军企业。

• 涵盖了装配式建筑专

项设计、研发、生产、

施工以及工艺设备集

成及装备制造，是国

内唯一全产业链服务

的企业。



1.电气环保产业概况——工业业务

在工业事业领域，涵盖了工程设计（大型民用建筑、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及非标工业设计）、工程总承包（大型制造业

及大型汽车整车制造业非标设备工程总承包）、工程前期咨询及后期评估。

从1953年建院以来，先后承担

完成了总体和单体工程设计超

过6000项，荣获：

• 国家级优秀工程设计金、银、

铜奖14项，其中国家金奖4

项

• 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4

项

• 国家优秀标准设计奖1项

• 部委、上海市设计奖和技术

进步奖153项

汽车产业 研发技术中心 重装备产业

机电、工程机械、材料 总承包、项目管理

装配式建筑

涂装业务民用建筑



可替代百吨级污水处理厂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解决方案

适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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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装箱式一体化智能

型污水处理设备

 自主研发制造，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就地
产生

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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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头控制，节省管网，
根本解决农村、偏远地
区及单体污染源难以集
中收集的问题

四就地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解决方案-设备外观及内部结构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解决方案——工艺优势

工艺流程（综合生物处理+吸附除磷）



活性高、效果好

耐冲击、水质好

微动力、能耗低（设备功率仅为0.45-5.4kw之间）

无异味、噪声低

自消化、污泥少

负荷高、体积小（占地仅为几个平方到30个平方）

寿命长、运维省（无人值守，吨水运行费用不超过0.7元）

磷达标，不加药（整个工艺段不需要添加任何化学药剂）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解决方案——工艺优势



灵活性强，运输便捷

低运行成本

外观设计，与自然完美融合

高度集成，快速安装，即插即用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解决方案——产品优势

型式一体化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解决方案——产品优势

功能模块化

可大可小：根据水量进行模块的配置

可分可合：根据进出水水质进行模块的组合，模块即插即用



可进可退（可随村庄改造移动、重复利用）

灵活可移动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解决方案——产品优势



未实施污水处理的河道 实施两月后的河道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解决方案——实际效果



性能规格表

型号

模式一 模式二 外形尺寸 配电功率

出水标准
处理量
（m3/d)

出水标准
处理量
（m3/d)

长(m) 宽(m) 高(m) (kW)

WWTP-C-1.5 一级A 1.25 一级B 1.5 1.3 1 2.15 0.5

WWTP-C-3 一级A 2.5 一级B 3 2.1 1.3 2.2 0.6

WWTP-C-6.25 一级A 5 一级B 6.25 3.1 1.4 1.9 0.9

WWTP-C-12.5 一级A 10 一级B 12.5 4.6 1.6 1.9 1.1

WWTP-C-25 一级A 20 一级B 25 3.858 2.438 2.591 2.4

WWTP-C-50 一级A 30 一级B 40 5.158 2.438 2.591 2.7

WWTP-C-75 一级A 45 一级B 60 6.758 2.438 2.591 3.0

WWTP-C-100 一级A 60 一级B 80 7.758 2.438 2.896 3.5

WWTP-C-150 一级A 90 一级B 120 11.458 2.438 2.896 5.3

WWTP-C-200 一级A 120 一级B 160 14.758 2.438 2.896 6.2

2.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解决方案——设备选型



 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村污水处理设备制造技术

 研发和生产总部在浦东金桥地区

3.设备研发、制造和运维管理——设备研制

集装箱型生活污水处理装置专利

一种吸附除磷装置

一种电絮凝除磷装置

一种吸附除磷装置

一种电絮凝除磷装置

一种好氧处理装置及其污水处理系统

集装箱式污水处理系统

一种厌氧处理装置及其污水处理系统

一种除臭处理装置及其污水处理系统

一种缺氧处理装置及其污水处理系统

一种沉淀处理装置及其污水处理系统装置

一种生物法污水处理设备

集装箱式污水处理设备



3.设备研发、制造和运维管理——华东基地

 华东生产装配基地

标准化生产方式，产量可以达到100套/月，完全满足上海及周边项目需求



3.设备研发、制造和运维管理——运维管理

建立专门的智慧水务管理平台：

 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每台设备远程智能化管理。

 专业的调试、运维管理团队

手机APP数

据展示及报

警推送

系统可采用多种形式

地图在线展示每个设

备的实际地理位置。



3.设备研发、制造和运维管理——运维管理

 每个项目配备专业的调试、运维管理团队，使得

所有投运的设备出水均达到国家或地方标准。



 设计能力：拥有一家具备多项甲级设计资质的600多人的设计院，已有多个农村污水项目的设计经验。

 设备供应能力：自主研发和制造的一体化设备，100套/月的制造能力，完全满足当前项目需要。

 工程总承包管理能力：公司拥有多支常年奋斗在工程项目一线的项目管理团队，目前在上海崇明、四川江油、

海南省、安徽马鞍山、山东滨州的项目管理团队均使在建项目顺利进行。

4.主要工程业绩——工程交付能力



4.主要工程业绩——业绩清单



4.主要工程业绩——领导关怀、媒体报道



4.主要工程业绩——领导关怀、媒体报道

上海电视台、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新
华网、东方网等多家媒体对上海电气环保集团的
项目、技术、设备进行了深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