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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集成膜系统优化设计及运行高级技术培训会”的通知 

 
各企事业单位： 

分离膜技术在工业产业中属于朝气蓬勃的新兴技术，在我国以超滤和反渗透为代表的分离膜技

术的产业化历程虽然仅 30 余年，却取得了井喷式发展。随着工业产业与环保对分离膜技术的需求

日趋旺盛，膜技术应用范围不断拓宽，已从最初的纯水制备、苦咸水/海水淡化逐渐向废水减排与

回用、有价物质分离浓缩及各种细分领域深耕发展。以“超微滤+反渗透”为代表的双膜法工艺已

成为常规水处理工艺，而环保、生物医药、工业现代化生产等领域要求更多种类的膜集成起来发挥

各自优势，使分离技术向着精准有效、节能减耗的方向发展。 
本期培训围绕多膜系统集成这一主题进行展开，以“UF+RO”为工艺核心，紧握膜系统集成优

化设计的关键点和难点，通过组合陶瓷膜、电驱动膜等不同分离膜及其他分离手段，满足水处理、

气体分离及过程工业等多种领域精准分离的需求。 
本期培训将邀请膜分离技术在各领域的应用研究的专家讲解膜集成膜系统的应用关键点、系统

工艺设计，并邀请企业分享典型案例的集成设计经验及项目运行情况，欢迎报名参加！ 
 
 
一. 培训日程 

培训名称：“集成膜系统优化设计及运行高级技术培训会” 
报到日期：2019 年 12 月 1 日全天 
培训日期：12 月 2-5 日（4 天） 
培训地点：北京—圆山大酒店四层第九会议室 
 

二.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膜工业协会          

承办单位：中国膜工业协会 培训部 

协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哈尔滨乐普实业有限公司 

蓝星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亦庄水务有限公司 

          中关村环创水循环利用技术创新联盟 

          《工业水处理》杂志社 

《亚洲环保》杂志社 

《膜科学与技术》编辑部 
 

    



三. 参加对象 

从事市政及工业项目膜系统设计工作的设计院及工程公司； 
从事水处理及膜应用的投资、管理、咨询、规划、建造、施工、运营单位； 
 
各类分离膜制造企业及膜组件、装备供应企业； 
为社会提供水处理解决方案的水务公司； 

         拥有膜系统的水厂和企业； 
从事膜及水处理技术研究的相关院校、科研机构师生及技术人员； 
需要开拓思路的相近行业的科研技术人员。 
 

四. 课程表 

日期 课程 题目 时间 讲课教师 
12.1 全天报到 

12.2 

开班仪式 08:30-09:00  

特邀报告 膜集成技术的发展与展望 08:40-09:40 王世昌 
课间休息及合影 09:40-10:00  

基础理论 应用于膜集成工艺的各类新型膜产品 10:00-12:00 徐  平 
系统设计 应用于大型市政项目的膜系统优化设计 13:30-15:00 李  艺 

水处理 RO/NF 系统优化设计要点 15:10-17:00 靖大为 
工艺案例 PTFE 管式膜在 PVA 废水中的应用 17:10-18:00 薛向东 

12.3 工业应用 
膜集成技术在制糖工业中的应用 08:30-10:00 万印华 
应用于气体分离的膜集成技术 10:20-11:50 贺高红 
陶瓷膜集成技术在盐湖提锂中的应用 13:30-15:00 李卫星 
膜集成工艺在中药及天然产物开发中的应用 15:20-16:50 郭立玮 
膜集成装备中膜外壳的维护与保养技术 17:00-18:00 王其远 

12.4 集成工艺

案例 

工业废水零排放分盐预浓缩 NF/RO 集成工艺 08:30-10:00 翟建文 
浸没式超滤在市政给水中的应用 10:20-11:50 谢鹏伟 
电渗析在中水回用及零排放领域中的应用 13:30-14:30 金志娜 
工业园区双膜法高品质再生水工程案例 14:40-15:40 吉春红 
北京亦庄水务有限公司再生水厂运行管理 15:50-16:50 李 旭 
协会专业能力证书考试-膜系统设计运行 17:00-18:00 开 卷 

12.5 实践实习 参观北京水展 上午  
参观北京亦庄水务有限公司东区再生水厂 下午  

因邀请的老师及企业较多，课程内容和讲课人可能会有微调，但主要内容不变，最终课程以课

程表为准。本次培训为中国膜工业协会高端技术培训，完成学习并通过考试，将获得《专业能力证

书》—集成膜系统应用及优化设计，考试时间开卷 1 小时。参加考试者请提供 1 寸证件照 1 张。 
 

五、培训费用&培训地址 

1.培 训 费： 3500 元/人（全价）；2500 元/人（学生价） 
（含培训、参观、教材、考试、证书、餐饮，不含住宿费） 

提前汇款信息：户  名：中国膜工业协会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宣武支行营业部 



账  号：11171101040005125 
2. 代订住宿费：396 元/（天*间） 
3. 培训地点：北京市圆山大酒店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2 号 
 

六、联系方式 
中国膜工业协会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9 号  
联系人：石雪莉（13501320130） 

薛  鸽（18010043882） 
王利祥（18811720797） 

电  话：010-64411037            
E-mail：shixueli1030@163.com 

 
 

中国膜工业协会 
2019 年 10 月 20 日 

 
 
附件： 

讲课专家简介 

（专家排名以课程先后为序） 
 

王世昌：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化工传质与分离技术研究。天津大学海水淡化与

膜技术研究中心的创建者。我国海水淡化事业蒸馏技术主要奠基人。 
在天津大学工作期间，王教授主导开展了大量与海水淡化相关的研究工作，在重水分离、精密精馏与高效

填料塔、负压闪蒸原油稳定装置、海水淡化、膜分离技术，以及亲水凝胶（智能高分子）等方面多有建树。在国

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基金的资助下，先后完成多项有关海水淡化与膜技术重要课题的研究，如热法

和膜法的系统工程、能量回收装置、膜蒸馏和新的淡化方法等，取得多项成果，并培养了大量科研后备力量。 
1990 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先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委

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发明展览银奖等。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曾担任 IDA 国际

海水淡化会议、国际膜与膜过程会议（ICOM）分会主席和学术委员；担任中国海洋学会、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等

学会的理事，中国膜工业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及中国海水淡化学会副理事长及名誉理事，《膜科学与技术》、《水

处理技术》等知名期刊的副主编。获发明专利 11 项，发表论文 200 多篇，编写《海水淡化工程》、《工业水处理

技术》等多部著作。王教授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被誉为膜科技届的“泰山北斗”。 
 

徐 平：工学博士，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76 年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留校任教，1982 年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继续留校任教；1985 年考取日本政府奖学金赴日留学；1989 年获得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学位后，进入

日本著名的膜公司――日东电工公司（美国海德能公司的母公司）研究高分子分离膜，该公司 1987 年收购了美

国海德能公司；1996 年回国，任美国海德能公司中国地区首席代表。海德能公司自 1970 年进入反渗透水处理领

域以来，一贯坚持追求先进的生产技术，最高的产品质量和完善的客户服务。经过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持续不断

扫码咨询报名 



地开发出许多新的膜处理工艺，确定了一系列膜分离设计标准，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已广泛应用，总计产水量超

过 70000 吨/小时，目前已成为在世界上分离膜制造业中最著名、产品规格及品种最多、生产规模最大的卷式反

渗透膜生产厂商之一，也是美国最早通过 ISO-9001 国际认证的反渗透膜生产商。徐平博士拥有反渗透膜、纳滤

膜和超微滤膜及相关工程应用领域近 30 年的从业经验，长期致力于中国水处理膜的研发，生产和推广工作，历

任国际和国内优秀膜与工程公司重要职务，是国内水处理膜行业的领军人物，见证了中国膜产业从方兴未艾到不

断壮大的全部过程 
 

李 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从事市政及环境

工程设计 35 年，见证了我国污水处理工程从无到有，再到资源化利用发展的全过程。 
主持、参加了百余项大型市政工程项目设计，工程遍及全国 30 余个省市及海外，其中涵盖北京市几乎所有

污水处理厂。包括北京第一座污水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也是同期国内最大的污水厂，处理总污水量占北京市

的四分之一。在北京奥运工程水环境项目中，作为技术负责人，在国内首次将生物处理与膜处理相结合的处理工

艺应用于污水设计。 
曾荣获 2018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优秀工程设计金奖 1 项、银奖 2 项，詹天佑大奖 3 项，获国家省

部级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咨询成果奖 35 项。 
 

靖大为：天津城建大学教授。1985 年获天津大学电力工程专业硕士学位，1994 年起任天津悠久机械有限公

司（日资）总经理，该公司为日东电工/海德能公司反渗透膜的代理商并承揽膜法水处理技术相关工程。自 2001
年入天津城建大学任教授，他主要从事反渗透工艺技术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靖大为教授编著的《反渗透系统优化

设计与运行》一书在此次评选中，荣获 2017 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优秀出版物二等奖。2016 年，靖大为教授受

邀，与杜启云研究员、徐平博士等专家一起策划创建了中国膜工业协会膜法水处理课程的全套教案，并主讲《反

渗透系统工艺》。为膜法水处理系统设计及运行人员的职业培养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薛向东：苏州英特工业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膜工业协会理事、中国印染协会理事、首届全国分

离膜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从事污水处理行业，且根植于膜法水处理技术研发与应用近 20 年，开拓了多个膜法组

合工艺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成功研发出世界上首支 PTFE 有机管式膜，并实现规模化生产与工程化应用。 
本次分享经过一年中试，10 月成功运行的“1000m3/d 造纸行业 PVA 清白水中水回用项目”，本项目方案中

清白水通过管式膜的分离之后，对其截留液进行盐析加药，能节约 1/10 的药剂费。同时解决了 PVA 退浆废水处

理的减排、降耗两大难题。将 PVA 退浆废水全部转化为膜出水，PVA 基本去除，膜出水可以混入现有的大系统中

综合处理。与其它式膜装置相比节约能耗 70%以上。 
 
万印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过程工程研究所所长业务助理、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

生化工程研究中心(北京) 副主任，兼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副秘书长， 《Journal of Water Process Engineering》、《膜

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等多个期刊编委。 
先后获华南理工大学环境化工和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化工博士学位，长期从事膜技术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主要

探索膜过程的关键技术(功能膜研制、膜表面改性、膜过程强化、膜污染控制等)及在清洁生产、生物分离与废水

处理中的应用。重点对新型功能化有机膜制备技术，高通量、高选择性膜技术分离、纯化生物基产品、药物蛋白

质，发酵-膜分离耦合技术以及膜法废水处理技术与应用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近年来，主持和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 计划项目、973 项目课题、中科院重大项目课题及科技

部国际合作项目课题等科研任务 20 余项，多项成果在国内龙头企业实现了产业化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撰写了多本中英文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30 余篇，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18 项，美

国发明专利 2 项；荣获 2009 年中国食品学会科技一等奖、2013 年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及 2014
年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奖二等奖。 

 
李卫星：博士，南京工业大学膜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膜法尤其是无机陶瓷膜在工业废水中的应用

研究。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膜法制浆造纸废水处理技术开发与应用示范”项目责人，解决了造纸制浆废水零排放



世界性难题。完成了日本王子公司在南通投资 100 多亿元建设的制浆造纸项目的 40kt/d 的废水。曾获得了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科技发明一等奖、中国膜工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和中

国化工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奖；荣获“中国石油和化工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石油和化工优秀环保科技工作者”

等称号。在青海盐湖，还分享了陶瓷膜提锂技术。锂广泛应用于电池、医药、润滑剂、热核聚变等领域，锂存在

于海水、矿石和盐湖中，其中盐湖卤水中锂的含量占地球总储量的 70%~80%，提取成本低、污染小，而且产品

的纯度高。但我国盐湖的高镁锂比造成了开发困难。 
 
郭立玮：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中医药大学植物药研究与新药开发中心暨江苏省植物药深加工工程

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中成药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江苏省颗粒学

会副理事长；江苏省中医药学会药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纳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膜

科学技术》编委；在膜分离技术、中药微米/纳米等领域有较深入、系统的研究。 
自 1997 年以来主持或药学负责多项课题研究，主持开发项目已获国家新药证书 2 项，新药临床研究批件 3

项。获江苏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3 项；江苏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江苏

省先进科技工作者（2003 年）。 
 

贺高红：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

津贴，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

国化工学会会士、常务理事，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0 年、2018 年）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科技进步一等奖（2009 年、2017 年），获得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中国发明专利金奖，第十五届中国专利优秀

奖，2017 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特别嘉许金奖等，辽宁省教学名师，辽宁省优秀专家。 
多年来主要从事膜分离过程、环保和过程工业节能改造等方面的研究，负责完成(在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石油化工重点项目、国家攻关项目、国家 863 计划

项目、辽宁省博士启动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横向课题 80 余项，其中 40 余项在企业生产上得到实施，减排

CO2 超 20 万吨/年，为国家创造经济效益超 5 亿元/年，将我国炼厂气及 VOCs 处理技术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为

我国 VOCs 膜分离技术从跟跑到全球领跑作出重要贡献，对于国家环境保护和资源利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领

导的团队获批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辽宁省石化行业高效节能分离技术工程实验

室和辽宁省工业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综合治理及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翟建文：SUEZ 水务技术与方案 F/M 产品技术总监，副研究员。30 多年来一直从事膜分离技术研发及工程

应用，近年来专注于工业物料分离、污水回用、高浓度废水处理及零排放预浓缩等工程应用技术，克服的工程技

术攻关难题有首钢中水超滤工艺改造、高回收率纳滤 HCR 及强化分盐、钛白粉酸性废水回收系统、HP 系列超高

压膜元件及高温高压膜元件、超浓反渗透 ROTOWER 等工艺，在膜分离领域具有较强的应用优势。 
 
谢鹏伟：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与工程中心总工程师。分享低能耗、低成本、高回收率的膜法集

成技术与设计方案。 
 
王其远：哈尔滨乐普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分享“膜集成装备中膜外壳的维护与保养技术”。 
 
金志娜：工程师，北京京润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分享“电渗析在中水回用及零排放领域中的

应用”。 
 
吉春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蓝星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分享“工业园区双膜法高品质再生水工程案例”。 
 
李  旭：工程师，北京亦庄水务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兼再生水厂厂长。分享“北京亦庄水务有限公司再

生水厂运行管理” 



 
 
培训后将组织参观 1： 

“第十届北京国际水处理展览会暨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膜与水处理技术

及装展览会” 
第十届北京国际水处理展览会暨第二十二届中国国际膜与水处理技术及装备展览会（简称：北京国际水展）

是华北地区超大规模的水处理商贸交流平台。坐拥 4 万平米展示面积的北京国际水展由膜与水处理、工业污废水

处理、泵管阀、末端净水及健康饮水管道 5 大主题展区组成，2019 年预计将汇聚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家参展

企业和超过 1 万件展品，更会吸引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 万专业观众。在展会期间，除了传统的市政单位、污

水厂、供水厂、水司、工程（安装）公司、设计院以及经销和代理商外，参展商还能接触到 28 个终端行业的专

业观众覆盖：食品，饮料，酿造、纺织，皮革，印染、造纸，印刷，石油，化工，制药，采矿，钢铁，冶金，电

镀、橡塑，水泥，电力，电子，汽车，船舶，机械、建筑，燃气，公共设施、市政、水利、农业等。通过与多家

国际环保创新技术机构，协会及行业媒体的合作，北京国际水展推出的近 30 场专题论坛和活动也在分享技术与

市场前瞻的同时，为参展商带来了额外的曝光机会，帮助企业更高效地维护客户关系，拓展业务合作，推广新品

和服务，提升品牌形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 
 
 

参观 2： 
北京亦庄水务有限公司东区再生水厂 

北京亦庄水务有限公司东区再生水厂是以小红门污水处理厂二级出水为水源，利用微滤+反渗透的双膜法工

艺生产线生产高品质工业用再生水。坐落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 G8U1 地块，总占地面积为 8.4 公顷，最大

日处理能力 13.3 万吨，承接处理开发区东区、河西区的工业和生活废水及核心区 5 万吨处理能力的过盈污水。

项目分三期进行建设，一、二期采用 SBR 工艺，其中一期日污水处理规模为 2 万吨，2011 年 4 月 18 日投入商业

运行；二期工程日设计处理水量为 3 万吨，2011 年 6 月 18 日投入商业运行。数据显示，2010-2018 年东区再生

水厂累计生产高品质工业再生水 8820 万吨，再生水使用总量占开发区总供水量 1/3 以上，再生水生产总量相当

于 44 个昆明湖、9 个杭州西湖、32 天的北京市市区自来水供应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