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荐 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 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性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 

推荐单位 教育部 

主要完成人 
李金惠,温宗国,金宜英,张进锋,林翎,吴静,聂永丰,张天柱,兰永辉,康俊峰,史琳,宋国

平,夏伟量,宋秀辉,赵向东 

主要完成单位 

清华大学,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伟翔电子废弃物处理技术有限公司,中胶资源再生（苏州）有限公司,江苏仕德

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洁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 

项目简介：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在重点行业和重点城市建立循环经济

的技术发展模式”。突破和形成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性技术、工程示范及产业化应用，是支撑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科技需求。项目针对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理全生命周期的城市代

谢过程，攻克了物质和能量代谢模拟优化与规划调控、典型城市矿产、城市有机废物资源化利用、区域

物质能量共生网络构建等技术难点，支持了国家循环经济配套管理政策的制定，形成了城市循环经济发

展共性技术及模式。主要科技创新如下： 

1、针对生产、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理等系统物质代谢与优化调控问题，研发了物质模拟、指标构

建、规划方法和废物交易等城市循环经济系统集成共性技术。突破区域水、能源和典型资源的物质代谢

模拟与核算方法，实现城市代谢调控关键环节和共性技术需求的识别；支持国家首个循环经济示范市指

标体系的构建；首次建立了废物分类编码标准和交易属性识别系统，集成开发了市场化运营的区域废物

在线交易标准化平台，率先提出了典型废物分类收集-回收预处理-分质资源化利用的集成模式。 

2、针对城市矿产组成复杂，处理过程资源浪费严重且易形成二次污染的问题，研发了绿色拆解和

复合复杂材料预处理技术，多剪切融合高效复合材料破碎分离技术以及拆解产物高值化综合利用技术，

研制了高抗磨损刀具材料和涂层刀具，常温精细粉碎制备胶粉关键技术与光机电一体化装备，为我国城

市矿山开发提供了技术支撑。 

3、针对我国餐厨垃圾中油脂和有机物含量高，城市生活垃圾混合收集，可回收物质含量和热值低

等特点，开发了以湿热水解技术为核心，联合杂质高效分离、固形物生物转化、高中温两级厌氧消化形

成高效资源化技术及装备；创造性地开发出了以淋滤水解工艺为核心的城市生活垃圾能源最大化利用生

态处理技术，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和能源化利用提供了创新性解决方案。 

4、针对我国废水废物资源化和能源化程度低、市政环境基础设施不足等突出城市环境问题，以城

市活动必需的能源和水为连接关系，通过组团方式，开发了生活垃圾飞灰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污水处

理厂水能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泥资源化利用技术，构建区域内工业、社区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多主体活动过

程的共生网络，通过城市现有工业设施的改造与协同利用，实现废物的协同处理/处置、再生水回用、余

热回收和资源回收。 

项目形成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性体系在多个城市进行了推广应用。项目开发的关键技术及成套装

备在项目完成单位进行了成果转化与应用，并在十余家企业进行了推广。项目授权发明专利 50项左右，

发表论文近 300篇，专著 10余本。 



客观评价： 

（1）成果鉴定：2011年 4月 28日，“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性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由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组织鉴定，以张懿院士为主任委员的专家组认为，“该项目整体技术路线科学先进，主要成果实现

工程化应用，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建议进一步加强该成果的推广应用”。2009年 8月 27日，“典型电子

废物资源化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的成果鉴定意见认为“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在相关企业得到充分

应用，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前景”。2010年 9月 20日，“餐厨垃圾湿热处

理资源化利用技术”的成果鉴定意见认为“该项技术与现有的处理技术相比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实用性，

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在同类技术中达到国内领先水平”。2010年 9月 20 日，“生活垃

圾焚烧飞灰水泥窑煅烧资源化利用”的成果鉴定认为：“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水泥窑煅烧资源化利用技术既

能减少焚烧飞灰对环境的危害，又能节省填埋空间及危险废物处置费用，具有明显的创新性和实用性，

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达到同类技术的国际先进水平”。 

（2）项目验收：2011年，“苏州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性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通过了课题验收，专

家组认为“研究成果具有整体推广价值和单项技术转让前景，形成了中国城市层次发展循环经济的一种

代表性模式，具有显著的经济、环境效益”，“并建议在其他地区推广课题成果和实施经验”。2012年，“区

域循环经济体系内工业企业消纳固体废弃物系统安全性研究（2009BAC64B06）”通过课题验收，由张懿

院士担任组长的专家组认为“研究成果为国家管理决策部门规划、实施下一步循环经济战略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3）第三方检测：2010年，餐厨垃圾湿热处理的饲料产品经中国检科院综合检测中心、上海市农

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等检测，符合国家《饲料卫生标准》及其相关标准。废旧轮胎生产 60目精细

胶粉，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国标《硫化橡胶粉》标准，纯度达到 99.17%。 

（4）得到政府部门认可采纳：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环保部以及地方政府对项目成果提供了应用

证明，认为项目成果为支撑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为今后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提供了有力支

撑。主要应用于国务院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国发[2013]5号）、国家循环经济

示范市（县）创建的系列政策性文件（发改环资[2013]1720号）、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试点（发改环资[2010]1020号）、《关于促进生产过程协同资源化处理城市及产业废弃物工作的意见》（发

改环资[2014]884号）等重要的国家政策；支撑形成了废弃产品分类与代码（GB/T 27610-2011）、废弃产

品处理企业技术规范（GB/T 27873-2011）、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通用技术要求（GB/T 23685-2009）

等国家或行业标准。 

（5）受到国内同行高度认可。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中国物资再生协会、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

会、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废旧电子电器再生利用分会等行业协会均认为该项目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回收

处理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标准化-产业化的发展模式，推动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6）重要奖励。2014年教育部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14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三等奖、2012

年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一等奖、2011年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推广应用情况： 

 

项目形成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性体系在多个城市进行了推广应用，为国家城市循环经济管理政

策、标准规范的制定提供了技术支撑。典型城市矿产高效拆解、破碎分选、产品高值利用关键技术、高

固体生物质废物水解资源化技术及成套装备和市政新型环境基础设施协同处置技术在项目完成单位进

行了成果应用，并在十余家企业获得了推广，综合经济效益显著(部分应用单位见表 1)。 

表 1 部分应用单位情况 

应用单位名称 应用技术 起止时间 联系人/电话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电子废物资源化利用技术 2010-2015 王彦杰/0755-86676162 

苏州伟翔电子废弃

物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废物拆解及资源化利用技术 2010-2015 朱孝东/13862407725 

天津仁新玻璃材料

有限公司 
CRT 玻璃整体化解决方案 2012-2015 田福财/18222503168 

佛山市顺德鑫环保

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电子废物拆解与资源化利用技术 2012-2015 冯杏芬/075727832319 

华新绿源环保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 
电子废物拆解及资源化利用技术 2011-2015 苑杰/13810515752 

山西天元绿环科技

有限公司 
电子废物拆解及资源化利用技术 2011-2015 李景春/13903539199 

湖北金洋冶金股份

有限公司 

废 CRT 显示器玻壳处理与资源化关键技

术 
2011-2015 常银甫/13476402533 

中胶再生资源（苏

州）有限公司 

常温破碎和精细粉碎制备精细/塑化胶粉

技术 
2010-2015 宋国平/13906137722 

江苏洁净环境有限

公司 
餐厨垃圾湿热水解高效资源化技术 2010-2015 焦春芳/13913190669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餐厨垃圾综合处理技术 2012-2015 金慧宁/01088395253 

嘉兴市绿能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餐厨垃圾湿热水解高效资源化利用技术 2012-2015 陈鑫/18358333336 

江苏仕德伟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区域性废物交易标准平台技术 2008-2015 杜常志 /15506298872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

有限公司 
焚烧飞灰水泥窑煅烧资源化利用技术 2012-2015 张国亮/15910501869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1. 授权发明专利：一种应用[BMIm]BF4 溶剂拆解废电路板的方法，专利号：

ZL201210544487.0 

2. 授权发明专利：一种热泵和污泥干化集成方法及系统，专利号：ZL200810101916.0 

3. 授权发明专利：有机垃圾厌氧消化处理方法，专利号：ZL201210376244.0 

4. 授权发明专利：一种废 CRT 显示器玻璃无害化清洗设备，专利号：ZL201220277128.9 

   

5. 授权发明专利：利用废聚氨酯泡沫塑料和非金属粉制备复合材料的方法，专利号： 

6. 授权发明专利：一种水泥窑协同处理生活垃圾焚烧飞灰的方法，专利号：

ZL201010162532.7 

7. 实用新型专利：一种用于磨橡胶颗粒的超声波磨盘装置，专利号：ZL201320030886.5 

8. 实用新型专利：水洗预处理系统用飞灰储料罐，专利号：ZL201020106216.3  

9.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再生资源交易信息匹配标准系统 V1.0，软件登记号：2009SRBJ4698

   

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区域标准物质交易平台系统 V1.0 中国 2007SRBJ2267  



主要完成人情况： 

 

1. 李金惠，排名 1 ，教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是该项目的主要

负责人之一，对创新点 1和创新点 2有主要贡献，参与国家和地方循环经济发展配套政

策和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规划的研制，是多项国家固体废物和电子废物管理政策

和技术方案的主要起草者，在电子废物高效拆解、破碎分选和资源化利用技术研究、最

佳实践技术和设备研发及推广等方面做出了主要贡献。 

 

2. 温宗国，排名：2，研究员，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是该项目的

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创新点 1有主要贡献，研制了国家首个循环经济示范市的指标体系

和规划方法、物质能量代谢模拟方法与优化调控模型；编制了再生资源和废物分类标准

和代码，开发了废物交易的智能化匹配算法，完成区域废物交易标准化平台系统开发；

参与国家和地方等有关城市层面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政策的框架、内容的设计研制。 

 

3. 金宜英，排名：3，副教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对创新点 3

和创新点 4有主要贡献，在国内首次研发了针对高油脂，高有机物的餐厨垃圾湿热水解

技术；并形成了以湿热处理为核心，集成固性物肥料/饲料化、废油回收醇解、废水厌

氧产沼等技术的高效资源化技术包；首次提出“水洗脱氯+高温煅烧”的技术路线，研

发了焚烧飞灰水洗去氯及控制易溶重金属浸出的关键技术。 

 

4. 张进锋，排名：4，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单位：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创新点 3和创新点 4有重要贡献，作为城

市生活垃圾能源化最大利用生态处理技术方案设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参与制定总体研

究方案和实施计划，针对创新和难点进行技术指导和组织实施，负责项目创新成果的工

程转化应用工作。 

 

5. 林翎，排名：5，研究员，工作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完成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对创新点 1有主要贡献，首次从生命周期角度出发完成构建我国废旧产品回收利用

标准体系，开展重点废弃产品综合利用潜力分析及统计指标体系研究、主持和参与完成

《废弃产品分类与代码》、《废弃产品回收利用术语》、《再生利用品和再制造品通用要求

及标识》等 9项国家标准编制。 

  

6. 吴静，排名：6，副研究员，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对创新点 4

有主要贡献，以污水源热泵、厌氧消化、水再生技术为核心发展出同时回收能量、能源

品质提升和水回用的技术体系，并用于工程实践。以盛泽为对象，分别在区域、行业层

面构建了水热能组团式综合利用模式。完成了污水厂的综合利用的中试。完成了强化产

甲烷的机理，发展出了工程调控方法。谁能组团式综合利用的 6项关键技术的第一发明

人。 

 

7. 聂永丰，排名：7，教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对创新点 4 有

重要贡献，作为技术指导，主要参与了餐厨垃圾湿热处理和水泥窑协同处理焚烧飞灰资

源化技术的开发，提出了影响餐厨垃圾资源回收的关键经济因素和技术难点，明确了焚

烧飞灰脱氯和重金属浸出的风险，并制定了典型废弃物餐厨垃圾和焚烧飞灰资源化利用

的总体技术思路。同时为江苏洁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咨询，使餐厨垃圾湿热处

理系统应用于工程。 



 

8. 张天柱，排名：8，教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对创新点 1 有

重要贡献，建立物质型投入-产出分析的模拟模型与基于物质流调控分析的区域发展循

环经济规划方法，完成苏州发展循环经济的共性支持技术体系构成的识别评价，提出建

立贯穿生产、流通、消费与处理处置的物质代谢生命周期全过程，以“规划统筹、关键

技术节点联动、机制保障”为指导，进行城市循环经济共性技术综合集成的系统分析模

式。 

 

9. 兰永辉，排名：9，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单位：东江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对创新点 2有重要贡献，参与联合研究开发废电路板等电子废物资

源化利用技术、设备和设施，负责基于清华大学研发的电子废物物质高效分离与资源化

利用的成套技术在东江环保的应用示范。 

 

10. 康俊峰，排名：10，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苏州伟翔电子废弃物处理技术观公司，完

成单位：苏州伟翔电子废弃物处理技术观公司，对创新点 2有重要贡献，负责电子废物

资源化利用的成套技术的示范项目建设和推广实施，组织人员对电子废物收集、拆解实

施过程进行管理，监督与反馈，参与电子废物拆解技术的研发。 

 

11. 史琳，排名：11，教授，工作单位：清华大学，完成单位：清华大学，对创新点 4有主

要贡献，开发出污水源热泵和与新型高效的内循环污泥厌氧消化器相适应的中高温热泵

等热品质提升的专利技术，为实现在工业园区或镇市等区域层面的多主体的水、热、能

综合利用新模式和余热回收及能量梯级利用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12. 宋国平，排名：12，总经理，工作单位：中胶资源再生（苏州）有限公司，完成单位：

中胶资源再生（苏州）有限公司，对创新点 2有重要贡献，负责常温破碎和精细粉碎制

备精细/塑化胶粉的成套技术开发与应用，提出了基于风水双冷温控的废旧轮胎常温制

备精细胶粉粉技术，并采用气悬分级装置，研发了精细胶粉的风选分级筛分技术，开发

了基于结构设计和快速转换的集成设备。 

 

13. 夏伟量，排名：13，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江苏仕德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单位：江苏仕德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对创新点 1有重

要贡献，承担区域再生资源与废物交易标准化系统技术应用的整体规划，负责区域再生

和废物交易的电子商务平台的搭建与推广。 

 

14. 宋秀辉，排名：14，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江苏洁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完成单位：江苏洁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创新点 3 有重要贡献，参与联合研究开发餐厨

垃圾湿热处理资源化利用技术、负责设备设施的改造，建设和运行维护，并在企业层面推

广应用餐厨垃圾资源化技术。 

 

15. 赵向东，排名：15，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完成单位：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对创新点 4有重要贡献，参与垃圾焚烧飞灰水洗和水泥窑

协同处置技术的研发，负责垃圾焚烧飞灰水泥窑协同处置资源化设施的建设和技术的推

广实施。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清华大学：项目主要承担单位，负责项目整体实施方案设计与技术研发，4 个主要创新点

的提出者，项目成果在多个城市（苏州、武安和界首等）和企业工程中的应用推广者。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点 3 中城市生活垃圾能源化最大利用生态处理技

术的主要研发单位，负责项目现场试验的组织和实施，并对该技术进行了应用和推广。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对创新点 1 做出了主要贡献，作为主要完成单位参与编制了回收利用

领域研制 6 项国家标准和 1 项行业标准，如《废弃产品分类与代码》、《再利用、再制造产

品标识技术要求》和《废弃产品处理企业技术规范》等。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对创新点 2 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研发了电子废物元器件稀贵金

属资源化综合利用、废金属材料和聚氨酯泡沫塑料深度资源化等关键技术，并对技术进行

了进行成果转化，是电子废物资源化技术的推广应用单位。  

 

苏州伟翔电子废弃物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对创新点2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苏

州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性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2006BAC02A18）课题的主要参与单位，

与清华大学联合完成了电子废物回收处理管理政策与关键技术研究，对电子废物高效分离

与资源化利用技术进行了推广应用。 

 

中胶资源再生（苏州）有限公司：原苏州升通塑业有限公司，作为创新点 2中“常温破碎＋

精细粉碎”制备精细/塑化胶粉技术的示范单位，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苏州城市循环经济发

展共性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2006BAC02A18）课题的主要参与单位，参与了精细粉碎分

离中风水双冷温控、连续变量风选以及精细胶粉生产塑化胶粉等关键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工

作。 

 

江苏仕德伟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创新点 1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苏

州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性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2006BAC02A18）课题的主要参与单位。

联合清华大学，针对再生资源和废物资源化过程的特点，构建从再生资源产品报价、行情

分析、供求发布到网上交易为一体的专业化再生资源交易平台。是区域再生资源与废物交

易系统平台（www.5RChina.com）的开发单位之一，负责具体的市场化运营。 

 

江苏洁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原苏州洁净废植物油回收有限公司，作为创新点 3 中餐厨垃

圾湿热水解高效资源化技术的示范单位，是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苏州城市循环经济发展共性

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2006BAC02A18）课题的主要参与单位，参与了餐厨垃圾湿热水解、

固形物发酵、厌氧产沼技术及设备的研发。 

 

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参与了垃圾焚烧飞灰水洗以及水泥窑煅烧协同处置资源化等

关键技术的研发，攻克了多项生产运行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是创新点 4 中垃圾焚烧飞灰水

泥窑煅烧资源化利用技术的推广应用单位。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2006 年至 2010 年，清华大学作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苏州城市循环经济共性技术开发

与应用研究”课题（2006BAC02A18）的承担单位，苏州伟翔电子废弃物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中胶资源再生（苏州）有限公司（原“苏州升通塑业有限公司”）、江苏仕德伟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江苏洁净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原“苏州洁净废植物油回收有限”）作为课题的主

要参加单位共同完成了该课题，李金惠、温宗国、金宜英、吴静、聂永丰、张天柱、史琳、

康俊峰、宋国平、夏伟亮和宋秀辉是该课题的主要研究人员。 

2008年至 2013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林翎）与清华大学在城市固体废物回收利用标

准化领域开展了合作，共同编制完成了两项国家标准（GB/T 23685-2009 和 GB/T 

27610-2011），并获得了 2014 年度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三等奖。 

2008年至 2013年，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进锋）与清华大学在有机垃

圾资源化和能源化利用领域开展了合作研究，合作专著 1 部，申请专利 1 项，合著论文 1

篇。 

2010年至 2013年，清华大学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兰永辉）在电子废物拆解与资

源化、污泥资源化利用技术及设备领域展开了深度合作，开展合作项目“有害废物处理与

利用技术研究”，联合建立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深圳市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重金属

资源化与控制技术联合研究中心。 

2008 年-2013 年北京市琉璃河水泥有限公司（赵向东）与清华大学在水泥窑协同处置

垃圾焚烧飞灰领域开展了合作研究，基于研究成果共同编制完成了企业标准 1 项

（Q/FSLLH003-2015），合著论文 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