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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背景介绍

委外处理  

危废（废液，污
泥）

现状 – 废弃物 处理方式

高 费用 – 固定支出 工厂
废水处理站

危废（废液，污
泥）

工厂
废水处理站

 固定费用 大幅减少

KB-Y.G 设备

废  液:  90%以上 减
少
污  泥:  70%以上 减
少

残留物
委外处理

设备导入后 – 废弃物 处理方式



技术源于创新       服务源于用心 http://www.szlunfeng.com

设备工艺介绍

适用1 – 废液类:
  
    水溶性切削油
  清洗废水
  研磨废水
  离型剂
  涂料废液
  镀金废液
  浸出水
  其他高浓度废液

适用2 – 污泥:

废水处理站 污泥 

线路板膜渣

适用3 – 废水处理:

废水处理工艺 – 
           高浓度废水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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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工艺特点

1.此设备为引进日本技术产品，在中国申请了专利。

2.蒸留釜内置特殊结构，不易结垢，可保证长期稳定的处理效果；

3.全自动运行，操作简便，大大降低了操作员的工作强度；

4.全密闭结构，无扬尘，无二次废气污染，无需除味设备投资；

5.低温状态（45度）下进行干燥，无异味产生 ；

6.干燥后，残渣含水率可以达到低至5% ；

7.中国国内业绩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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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构成介绍

蒸留釜冷凝器

真空泵 回水槽
原水計量

槽
回水泵

排渣口

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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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量设备原理

MMM

蒸留釜
水槽

真空泵

冷凝器

冷却水

冷却水

排出口

回収水泵

搅拌机

进液（泥） 蒸    留 排液（渣）

过滤

减压条件   →   蒸馏脱水   →  残液（渣）干燥

废液、污泥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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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构成介绍

空压机

蒸气供给设备

热源（蒸气)

废液、污泥进料系统

      污泥斗

螺旋输送机/污泥泵

废液提升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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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种类介绍

KB-G TYPE: 适用 污泥 减量

KB-G TYPE: 污泥 减量          KB-Y TYPE: 高浓度废液 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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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照片

处理前 污泥 处理后 污泥  浓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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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使用设备案例介绍

客  户：聚和化学（常熟）       处理量： 8t/d
种  类：废水处理 污泥          效  果： 85%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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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客  户：宁波南亚BPA                 处理量： 3t/d
种  类：废水处理 污泥               效  果： 75%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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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原泥 回収水 残渣

客  户：XXX镀金(常熟日本)               处理量： 3t/d
种  类：废水处理 污泥                   效  果： 75%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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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种类2

KB-Y TYPE: 适用  废液 减量  

KB-G TYPE: 污泥 减量          KB-Y TYPE: 高浓度废液 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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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照片

处理前 处理后  浓缩水

处理前 处理后  浓缩水

无电镀 Ni镀金 废液

处理前 处理后  浓缩水

切削油 废液

含硼 废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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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锻造 生产设备

减压脱水  干燥装置

外部 委托处理（5%）

放流处理（95%以上）

全部   
投入

离型剂 废液

釜残(油分)

冷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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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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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型号参数

型式 熱源 処理量（/hr) 蒸气消耗                               
按含水率80%至20%概算

循环冷却水 装机功率

KB-100G 蒸气 50～80kg/hr 38~60kg/hr 200L/min 7.02kWh

KB-300G 蒸气 150～240kg/hr 113~180kg/hr 570L/min 15.54kwh

KB-500G 蒸气 250～400kg/hr 188~300kg/hr 958L/min 20.14kWh

KB-750G 蒸气 350～600kg/hr 263~450kg/hr 1500L/min 29.84kWh

KB-1000G 蒸气 500～800kg/hr 375~600kg/hr 2000L/min 40.28kWh

KB-1250G 蒸气 625～1000kg/hr 469~750kg/hr 2500L/min 49.98kWh



技术源于创新       服务源于用心 http://www.szlunfeng.com

设备型号参数

型式 熱源 処理量（/hr) 蒸气 冷却水 电力

KB-25Y 加热器 20～25kg/hr - 50L/min 25kWh

KB-25Y 蒸气 20～25L/hr 25kg/hr 50L/min 2.4kWh

KB-100Y 蒸气 80～100L/hr 100kg/hr 200L/min 3.45kWh

KB-300Y 蒸气 240～300L/hr 300kg/hr 570L/min 6.4kwh

KB-500Y 蒸气 400～500L/hr 500kg/hr 958L/min 10.9kWh

KB-750Y 蒸气 600～750L/hr 750kg/hr 1500L/min 16.1kWh

KB-1000Y 蒸气 800～1000L/hr 1000kg/hr 2000L/min 21.3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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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废减量合作客户
编号 客户名 型号 对象 处理量

1 上海MY电子 Y-100 电镀液高浓度废液 100L/H
2 昆山DY精密 Y-1250 阳极氧化综合废水浓液 1250L/H
3 无锡SX能源 Y-500 工业综合废水浓液 500L/H
4 广州MK电子 Y-300 干膜浓缩淤泥 300L/H
5 张家港TOYOTA合成 Y-300 电镀废水混合废液 300L/H
6 佛山FS集团 Y-150IH 硫酸铵废液 100L/H
7 常熟NSK Y-100 盐浴废液 100L/H
8 无锡CKD Y-300 铬系浓缩液 300L/H
9 昆山NN新材料 Y-50 氧化锆 50L/H

10 中石化南京 Y-500 二乙胺废水 500L/H
11 无锡阿尔卑斯 Y-300 EVP浓缩液 300L/H
12 德州WX Y-150 清洗废水 150L/H
13 坑梓BDY Y-500 铁电池生産廃水 500L/H
14 常熟DX弹簧 Y-100 盐浴废水 100L/H
15 苏州SX Y-150 树脂再生废水 150L/H
16 惠州BYD Y-750 切削液 750L/H
17 昆山ZY Y-1250 阳极氧化废液 1250L/H
18 郑州FSK Y-500 切削液 500L/H
19 珠海QL Y-15 添着液 15L/H
20 南京中石化 Y-1250 * 2 SMTO晶化母液 　
21 上海TH Y-500 硫酸铵废液 500L/H
22 西安BYD Y-750 切削液/电镀废液 750L/H

23 昆山DY精密
Y-1250 综合浓厚废液 1250L/H
Y-1000 EP清洗+Ni系RO浓液 1000L/H

24 北汽集团 Y-300 高盐废水 300L/H
25 常州金源铜业 Y-100 铜拉丝用保护乳液 100L/H
26 宁波南亚 G-300 BPA污泥 300L/H
27 成都FSK Y500+ Y-300 切削废水 500L/H + 300L/H
28 南通新中村化学 Y-500 酸碱混合废液 500L/H
29 南京JB Y-100 离型剂废水 100L/H
30 杭州太阳 Y-500 无电解镍废水 500L/H
31 JH化学 G-750DRY 污泥 750L/H
32 无锡FD Y-25 金属表面处理废水 25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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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费用1(案例：250KG/H）
（污泥减量成本计算）

序号 项目 每小时消耗量 单价（RMB) 金额（RMB)

1 KB-500G 20.14 kwh 0.80RMB/kwh 16.11RMB/H

2 蒸汽 250 kG 0.30RMB/kG 75.00RMB/H

3 空压机 0.58 kwh 0.80RMB/kwh 0.46RMB/H

4 冷却循环泵 4.0kwh 0.80RMB/kwh 3.20RMB/H

5 冷却塔用水 500L/min×60min ×1.55% 2.10RMB/m3 0.98RMB/H

6 耗材
4.04RMB/H

合  计 24.72 kwh  99.79RMB/H

每吨处理成本 399.16RMB/T

备注：
1.如上单价仅为参考单价，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变化的可能。
2.案例为某显示玻璃制品厂废水站污泥减量。
3.工厂蒸汽购买价格按照300元/吨、电费为0.80元/度、水费2.10元/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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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费用2(案例：300KG/H）
（废液减量成本计算）

序号 项目 每小时消耗量 单价（RMB) 金额（RMB)

1 KB-300Y 8.07 kwh 0.8 RMB/kwh 6.46RMB/H

2 蒸汽 300 kG 0.3 RMB/kwh 90.00RMB/H

3 空压机 0.20kwh 0.8 RMB/kwh 0.16RMB/H

4 冷却循环泵 3.70kwh 0.8 RMB/kwh 2.96RMB/H

5 冷却塔用水 600L/min×60min ×1.55% 2.1　RMB/m3 1.17RMB/H

6 耗材
2.42RMB/H

7 药剂（消泡剂） 0.1% 60RMB/KG 18.00RMB/H

合  计 11.97 kwh  121.17 RMB/H

每吨处理成本 403.50RMB/T

备注：
1.如上单价仅为参考单价，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能会有变化的可能。
2.案例为某机加工工厂切削废液+含油废水减量。
3.工厂蒸汽购买价格按照300元/吨、电费为0.80元/度、水费2.10元/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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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减量设备价值

切削液/高危废液减量几种处理方式比较

项目内容 直排/偷排
委托第三
方回收

传统处理工
艺

纳米膜处理
工艺（一体

机）
说明

企业风险 高 无 无 无
偷排企业风险高，面临处

罚和监禁

切削液/高危废液 无 可以 不可 可

占地面积 无 无 大 小
传统工艺要150平方左右，
一体化机器30平方左右

寿命时限 无 无 中 长

运行成本/回收成本 无 高 中 低 废水委外3500-7500元不等

操作维护 无 无 难 易 一体化机器PLC智能控制

操作员劳动强度 无 无 大 小

技术源泉 无 无 国内 国外

项目价格成本 无 无 高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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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保护环境是我们大家的责任！                
                    谢谢   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