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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1.本报告是为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

心”）绩效考评而设计。各工程中心确保所写内容真实、客

观、准确。 

2.本报告中的相关统计数据时间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年 12月 31日止。各年份相关数据必须和当年提交的

年度报告保持一致，与年度报告相关数据不符均视为无效

数据。 

3.在确认本报告编写准确无误后，应在依托单位内部进行公

示（不少于 5个工作日），并出具公示结果。依托单位应在

承诺函的相应位置签字盖章，否则本报告无效。 

4.本报告中不得出现《国家科学技术保密规定》中列举的属

于国家科学技术涉密范围的内容。 

  



 

 

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绩效考评承诺函 

 

根据北京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绩效考评有关文件要

求，依托北京大学单位组建的北京市新型污水深度处理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参加本次绩效考评，并承诺如下： 

1、所提供的报表数据、文字资料及有关附件材料真实、 

准确、完整； 

2、对所提供的资料真实性负责； 

3、不干预绩效考评工作。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签字）：              

 

2015年 10 月 12 日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单位盖章： 

2015年 10 月 12 日 

 

 



 

 

一、工程中心基本情况统计表 

基

本

信

息 

中心名

称 

北京市新型污水深度处理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 
依托单位 北京大学 共建单位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工

程设计咨询分院 

目前中

心主任 
倪晋仁 职称 教授 手机  邮箱 nijinren@iee.pku.edu.cn 

认定时

中心主

任 

倪晋仁 目前技术委员会主任 彭永臻 

认定时技

术委员会

主任 

彭永臻 

主要运

行地址 
北京大学（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5 号） 

认定时

研究方

向 

（1）城镇污水深度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2）工业废水的生物强化与深度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3）城镇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安全处理

技术的研究与开发；（4）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技

术

水

平

与

成

果

转

化 

目前研

究方向 

（1）城镇污水深度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2）工业废水的生物强化与深度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3）城镇垃圾处理厂渗滤液安全处理

技术的研究与开发；（4）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技术成

果水平 

承担科技计划 

项目 

年份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科技部项目）、国家自然基

金委员会项目 
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 

数量（项） 财政经费（万元） 数量（项） 财政经费（万元） 

2012 8 1161 2 54 

2013 7 1931 2 16 

2014 7 509 2 16 

总计 22 3601 6 86 

发明专利申请 国内 PCT 申请 发明专利授权（项） 国内 国际 



 

 

（项） 28 1 32 0 

研究论文（篇） 
国内（中文核心） 国外（仅限 SCI（SSCI）、EI 收录） 著作（部） 

  2 

制（修）订技术

标准（项） 

国际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1  

其他 （主要填写等同于发明专利的成果数量，如新药证书、动/植物新品种、临床新批件等） 

获奖情况（项） 

国家级奖项 省部级奖项 
行业协会等其他奖

项 

特等 一等 二等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5 

  1   2  

技 术 创

新 的 贡

献度 

新技术/新产品

（项） 
 

直接经济效益（万

元） 
 

技术合同（项） 25 技术性收入（万元） 1050 
其中委托单位为在

京单位（项） 
2 

技术性收入

（万元） 
40 

成果转化（项） 3 产生直接经济效益（万元） 6530 
其中在京转化

（项） 
2 

产生直接经

济效益（万

元） 

1005 

队

伍

建

设

与 

队伍结

构情况 

认定时专职人员

数量 
32 

现有专职

人员数量 
35 

中级

（含）

以上职

称数量

及所占

97% 

中级（含）以上职

称中 40 岁(含 )以下

数量及所占比例 

38% 
博士数量及

所占比例 
62% 



 

 

人

才

培

养 

比例 

青年骨

干人才

培养情

况 

人才引进数量 2 千人计划  海聚工程  其他 2 名百人计划 

人才培养数量 2 科技北京领军人才  科技新星  其他 
1 名新世纪人才，2 名优

秀青年人才 

对外开

展工程

人员培

训情况 

培训次数 3 
培训人

员数量 
150 

专职人员职称晋升（人/

次） 
6 

开

放

交

流

与 

运

行

管

理 

开放交

流 

开放课题（项）  总金额（万元）  
访问学者

（人/次） 
15 

技术委员

会召开次

数 

2 

主/承办国际会

议（次） 
1 

在国际会议做特邀报

告（人/次） 
2 主/承办全国性会议（次） 1 

仪器设备纳入首

都科技条件平台

数量（台/套） 

19 

纳入条件平台仪器设

备原值总金额（万

元） 

798 

纳入条件平

台仪器设备

对外提供有

偿服务次数 

48 

纳入条件

平台仪器

设备对外

提供有偿

服务总金

额（万

元） 

34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家级/

市级/否） 
否 北京市科普基地（是/否） 是 



 

 

依托单

位支持 

工程中心现有 

科研面积（㎡） 

考评期内新

增科研面积

（㎡） 

工程中心

现有仪器

设备数量

（台/

套） 

现有仪器

设备原值

（万元） 

考评期

内新增

仪器设

备数量

（台/

套） 

新增仪器设

备原值（万

元） 经费投入（万元） 

2012 年 98 

2013 年 100 

3000 300 54 1600 8 45 2014 年  

 

 填表说明： 

                  1、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仅指科技部项目，其他部委级项目均在省部级项目中计数。跨年度项目以立项年度为统计依据，财政经费以任务书中

约定的经费为统计依据，不能重复计算。例：某项目 2012 年立项，财政经费 300 万，但在 2013 年下拨。该项目统计时纳入 2012 年，财

政经费 300 万元。 

                  2、PCT 是《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的英文首字母简称，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管理的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下的一个方便专利申请人获得国际专利保护的国际性条约。 

3、研究论文无工程中心署名的不予统计，国内仅统计中文核心期刊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国外仅统计 SCI(SSCI)、EI 检索收录的论文数量。 

                  4、国家级奖项仅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5 类。 

                  5、新技术\新产品需要有《国家战略性创新产品证书》、《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证书》等证明文件。 

6、技术合同是指由工程中心专职人员为主完成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四类活动，技术性收入是指由上述四类活                   

动产生的总金额。 

                  7、成果转化是指由工程中心专职人员为主完成的，与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方向相关的某项技术成果的产业化。 

                  8、经费投入指依托单位为促进工程中心建设的各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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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中心在考评期内的运行绩效 

（一）发展规划与目标完成 

1.认定时规划目标完成情况 

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按照《认定申请书》工作规划，全面完成了预期目标，

分述如下。 

在技术研发和转化方面：获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异养-好氧反硝化

和除磷功能的高效微生物，据此开发了基于 PCN微生物的一步法脱氮工艺，并得

到工程应用，技术成果转化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5500万元。工程自 2012年完

工并投入运营以来运行状况良好，出水水质稳定达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中心还开发了 ANAMMOX 特种细菌快速培养技术和共价键型无机-有机复合

絮凝剂，在大尺寸 BDD电极的制备工艺上取得了显著进展。相关研究成果获得了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博览会金奖和特别奖、中国科协求是杰出

青年成果转化奖等。 

在技术研发投入方面：近三来工程中心的科研人员承担国家级、省部委及企

事业单位委托科研项目 40余项，合同经费总额超过 4000万元，比预期研发经费

2000万元投入翻了一番，有力地支撑了工程中心的技术研发。 

在科研条件和配套设施改善方面：新增实验面积 300 平米，新增购置超高效

液相色谱质谱仪、金刚石薄膜制备系统等大型设备。需要指出的是，学院新大楼

目前已经封顶，预计 2016年初可以交付使用。届时，科研条件将得到很大改善，

实验用房面积将增加 500平方米左右。 

在人才引进与培养方面：工程中心引进 2名“百人计划”人才，一名实验技

术人员。已有的 2名“百人计划”人员获得学校 Tenure 教职，并且获得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6名科技人员晋升职称。队伍建设和人

才培养取得了成绩。 

2、未来三年发展规划 

面向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国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的要求，

工程中心着力推出环保、经济、高效的污水/污泥处理新技术，为提高京津冀地

区水污染防治水平，改善水体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支持。具体的规划思路是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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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能型的污染控制与防治技术为重点，在已有点污染源负荷消减技术的基础

上，开发地表水水质改善技术和水生态系统修复技术。 

（1）城镇污水和工业废水处理技术 

根据国家水污染治理战略，进一步推进城镇污水深度处理技术工程化和工业

废水的生物强化与深度处理技术工程化及其推广应用，并在 ANAMMOX 特种细

菌快速培养技术工程化、共价键型无机-有机复合絮凝剂工程化应用、高氨氮难

降解有机物去除的固定化-生物滤池与固定化-膜生物反应器系统优化及其生物

强化机理等方面取得突破。 

（2）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控制技术 

结合国家重点项目及企事业委托项目，开展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控制技术研发

和转化工作。其中包括 TNT 污染土壤修复关键技术研发及工程化应用研究，获得

矿化降解土壤中硝基化合物的微生物及其原位生态修复技术；在土壤-地下水中

胶体迁移动力学、耦合离子交换功能的絮凝剂研制、城市流域非点源污染控制多

尺度优化调控方法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开展“流域全物质通量”样品测试工作，

水文生态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培训工作，为国家地表水水质改善提供技术服务。 

（3）节能型环保技术及工程应用研究 

地能开发与环境工程相结合是解决区域能源与环境问题的系统工程技术，处

于节能减排领域的技术制高点。将地上建筑物热（冷）系统与地下浅层地能采集

技术相结合，才能达到节能节地、污染物排放最小化。未来几年工程中心将在这

方面进行探索，并在 3年内开展单井循环换热地能采集技术的工程应用研究。 

 

（二）技术水平与成果转化 

1、定位与研究方向情况 

三年来工程中心的定位与研究方向基本没有变化，但结合研发重点对研究方

向进行了适当的凝练或拓展。 

中心定位在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改善领域取得具有前瞻性的研究成果。重点

研究方向包括：（1）城镇污水深度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突破生物除磷脱氮

技术，实现节能、节地的高效经济的污染物减排与水回用；（2）工业废水的生

物强化与深度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通过特种微生物和强化混凝等关键技术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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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实现高浓度有机废水中难降解有机物的高效去除；（3）城镇垃圾处理厂渗

滤液安全处理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通过生物、化学等关键技术突破，解决浓缩液

二次污染问题，实现垃圾渗滤液的达标排放；（4）污泥处理处置技术的研究与

开发，重点突破污泥减量化和污泥资源利用技术。 

2、技术成果水平 

代表性成果 1：高效微生物及其固定化脱氮技术 

意义用途：我国目前的氨氮排放量远高于受纳水体的环境容量，氨氮已取代 

COD 成为影 响地表水环境质量的首要指标。为了控制水体氮污染，提升水环境

质量， 2012年 7.月国务院通过的《节能减排 “十二五”规划》明确将氨氮列

入约束性目标。为实现氨氮总量控制目标，国家要求对现有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

升级改造，对市政垃圾处理 场渗滤液、工业企业中高氨氮特种废水进行深度脱

氮，对全国 90％没有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村庄进行连片整治。另一方面，传统

的生物脱氮技术因受微生物功能和环境条件的双重制约，难以满足城镇污水、高

氨氮废水和农村生活污水深度脱氮的 技术需求。因此，突破传统生物脱氮的制

约瓶颈，开发新型生物脱氮技术与产品， 既是实现我国地表水氨氮减排总量控

制目标的关键任务，也符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中

“综合治污与废弃物循环利用 ”优先主题。 

成果介绍：新型高效脱氮微生物的筛选、微生物生长的微环境改善、微生物

固定化的介质材料开发是生物脱氮技术创新的关键所在。高效微生物是实现高效

脱氮的根本依据 （内因），微生物生长环境的优化是实现高效脱氮的重要条件

（外因），而新型介质材料则是通过微生物固定化实现高效脱氮的关键途径（保

障）。因此，本项目研究的总体思想便是：针对当前废水处理中存在的脱氮瓶颈

问题，将 “内因”、“外因”及其“保障”手段有机结合，系统地开展微生物

脱氮共性技术研究，取得污水处理高效脱氮技术的突破性进展。  

1、异养硝化 -好氧反硝化一步法脱氮技术 

（1）发现并培殖了异养-好氧高效脱氮菌，突破了微生物制约瓶颈。发现并

筛选得到 10 多株异养-好氧反硝化功能菌，证实了功能菌在单一好氧环境条件

下能同时高效去除氨氮和总氮；突破了“自养硝化-缺氧反硝化”传统脱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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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了异养-好氧高效脱氮菌的氮代谢途径；解决了硝化和反硝化功能菌群因生

物特性和生长环境不同而无法在同一环境下优势富集的技术问题。  

（2）证实了异养-好氧反硝化功能菌与活性污泥具有良好的适应性，解决 了

制约工程应用的关键技术。采用异养-好氧反硝化菌株与活性污泥混合进行脱氮，

证实了异养-好氧反硝化菌株进入活性污泥系统后能够继续保持对氮素的降解活

性，且不会影响活性污泥自身的性能；阐释了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功能菌与活

性污泥的适应性机制，解决了传统高效脱氮菌与活性污泥较难适应的问题。  

（3）开发了一步法硝化反硝化技术，克服了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氨氮和总氮 

不能在同一环境下高效去除的困难。通过自行培殖的异养-好氧反硝化功能菌对

活性污泥进行性能改善和功能优化，发明了一步法生物脱氮技术，使得氨氮与硝

氮在单级曝气池内同步去除，解决了传统脱氮技术存在的自养硝化菌生长慢、易

流失，硝化与反硝化过程必须时空分离的瓶颈问题，使得在不增加土地面积、 基

建、设备和能耗的前提下实现城镇污水处理厂 1 级 A 提标改造脱氮目标成为可

能。  

2、大孔网状功能载体固定化微生物脱氮技术 

（1）发明了聚氨酯基大孔网状功能载体制备技术，合成了聚氨酯基大孔、网 

状、互惯型的生物活性高分子载体。自行设计合成了聚氨酯基大孔、网状、互惯

型 高分子载体，最佳孔径在 0.5-1.5mm之间，有利于微生物与基质的接触和传

质，亲水性好、比表面积大、生物负载量高、抗老化、耐磨损。聚氨酯基大孔网

状功能载体含有羟基、环氧基和酰胺基等反应性 基团，可与生物活性高分子形

成离子键、氢键和共价键，适合于通过载体结合法固 定化微生物，解决了戊二

醛交联法导致微生物失活以及硝化菌群流失的问题。 

（2）发明了聚氨酯基大孔网状功能载体固定化微生物-曝气生物滤池，在促

进 同步硝化反硝化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微生物耐受游离氨毒性的阈值。将聚氨

酯基大 孔网状功能载体固定化高效微生物与曝气生物滤池有机结合， 确定了固

定化微生物 -曝气生物滤池的结构、运行技术模式、载体装填结构、布气和配水

方式，其空气利用率 33%。为高效脱氮微生物创造了厌氧-兼氧-好氧集成的耦合

环境，优化了微生物的生存环境，可显著促进氨氮和总氮的同步去除。同时使微

生物的氨氮耐受浓 度比传统生物脱氮工艺提高约 5倍，显著提高了耐受游离氨

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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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发了基于聚氨酯基大孔网状功能载体固定化微生物-曝气生物滤池的

高氨氮废水深度脱氮工艺，解决了垃圾渗滤液、TNT红水和黄姜加工废水等高含

氮 难降解废水处理中的同步硝化反硝化脱氮问题。基于固定化微生物-曝气生物

滤池，开发了垃圾渗滤液、TNT 红水、黄姜加工废水等高含氮废水深度脱氮工艺，

考察 了工艺的适应性和广谱性，确定了设计和运行参数，形成了指导工程的工

艺技术包。在氨氮浓度 200-1000mg/L 的条件下，使废水中氨氮去除率达到 99%

以上，突破了废水中氨氮浓度超过 200mg/L就不宜采用生物处理的结论，证实了

固定化微生物对高含氮有毒废水有较强的抗抑制作用以及对硝化反硝化过程的

促进作用。 

技术竞争力：基于异养-好氧高效脱氮菌的一步法脱氮技术对于污水处理厂

升级改造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1）所培殖异养-好氧反硝化菌株的同步硝化反

硝化速率是同类菌株的 2-3倍，且温室气体 N2O释放量几乎为零；（2）一步法脱

氮技术的总氮负荷率比传统 A/O 工艺提高 30%，水力停留时间节省 30%；（3）

异养-好氧反硝化菌株改善活性污泥结构能够在单一好氧条件下实现高效的同步

硝化反硝化，从而使得实现升级改造工程的基建、设备投资可比传统工艺降低 50%

以上，改造周期缩短 70%；（4）一步法脱氮技术在好氧条件下同时脱除氨氮和总

氮，动力消耗减少 30%，运行成本降低 50%左右。因此，一步法脱氮技术是节时、

节地、节资、节能的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创新技术，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大孔网状功能载体固定化微生物脱氮技术在处理高含氮难降解有机废水方 

面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1）大孔网状功能载体固定化微生物-曝气生物滤池不

需 反冲洗、反应速度快，空气利用率提高 33%，动力消耗减少 30%，有机污泥

量减少 90%，占地面积减少 60%，基建投资减少 10％； （2）与传统 A/O.脱氮

工艺相比， 固定化微生物-曝气生物滤池对氨氮耐受阈值由 200mg/L 增至 

1000mg/L左右，游离 氨的耐受浓度达到 340mg/L，在好氧条件下对垃圾渗滤液、

TNT红水和黄姜加工废 水等高含氮废水去除率可达 99％。 

转化及应用：本项目形成的高效微生物、大孔网状功能载体和多介质滤料产

品，以及固定化微生物脱氮设备与工艺，已在全国各个省市推广应用，已成功应

用于市政垃圾处理场渗滤液、高含氮特种废水和农村生活污水深度脱氮工程，建

成市政垃圾处理场渗滤液、TNT 红水和化肥等大型高含氮特种废水处理工程 28

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一级 A.升级改造工程 2项，河流水体脱氮工程 4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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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与专利：本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项，第 41 届日内瓦国际发

明展金奖和特别奖，已授权发明专利 10余项。 

代表性成果 2：农村生活污水多介质生物生态协同脱氮技术 

意义用途：农村源占据氨氮排放总量的近半，然而全国约有 90％村庄的生

活污水尚未得到有效处理，急需具有低成本、生态化、高效率、少维护特点的污

水处理技术。针对现有农村生活污水分散处理设施易堵塞、占地面积大和难以实

现氨氮和总氮同时去除等瓶颈问题，通过制备廉价多介质滤料，提高氨氮和磷吸

附能力，改善微生物的生存环境，为高效脱氮菌的优势富集创造条件；通过砖墙

式嵌套装填多介质滤料，创造水流通道，解决现有技术易堵塞的瓶颈问题。通过

多介质滤料的优化组合与配置，实现硝化反硝化菌群的协同富集，形成多介质固

定化生物-生态协同脱氮技术模式，实现农村生活污水氨氮和总氮的同时经济高

效去除。该成果面向我国 4 万个建制镇，60 万个行政村和 250 万个自然村的生

活污水处理技术需求，适用范围广，市场需求巨大。 

成果介绍：基于宏观和微观原电池原理制备了具有多孔结构、活性离子及双

原电池效应的廉价多介质滤料，基于耦联协作机制实现了脱氮功能菌群协同高效

富集，阐明了多介质固定化生物生态协同脱氮技术原理，开发了村庄生活污水多

介质固定化生物滤池-潮汐流人工湿地协同脱氮技术及设备。 

（1）以粉煤灰、粘土、锯木屑和废弃铁矿石等工农业废弃物为原料，基于

宏观和微观原电池原理，制备了具有 Fe/C 和 Fe/Fe3C 双原电池效应、活性离子

与多孔结构的廉价多介质滤料，显著提高了多介质滤料的氮磷吸附性能和生物亲

和性，揭示了 Fe/C 宏观原电池、Fe/Fe3C 微观原电池双原电池效应氧化 NH3 及

还原 NO3
-的机制，证实了多介质滤料通过活性分子与微生物直接偶联并并能够

为微生物合成生物酶提供活性离子，可长期保持其固定微生物的高活性。基于砖

墙式嵌套装填的多介质载体及自行筛选的高效脱氮微生物，发明了多介质固定化

生物滤池。其独特的结构设计，使得增加水力停留时间的同时也创造了良好的水

流通道，大幅提高了生物滤池的运行稳定性及使用寿命，解决了生物滤池的易堵

塞和占地面积大的问题。基于双原电池效应原理制备了具有基于砖墙式嵌套结构

及多介质滤料优化配置，改善了高效脱氮微生物生存、代谢和繁殖的环境条件，

实现了氮转化功能菌群耦联协同优势富集，解决了制约生物生态协同脱氮技术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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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微生物活性和优势菌群协同富集难题。多介质生物滤池固定的功能菌群呈现

良好的空间耦联分布格局，其丰度达到 109-11 copies/g，比普通生物快滤池多 2-3

个数量级。定量阐释了多介质固定化生物滤池好氧氨氧化、厌氧氨氧化和反硝化

脱氮过程的耦联协作机制，为工程化应用提供了工艺及运行调控技术包。 

（2）阐释了生物生态脱氮耦联协作新机制，首次证实异化硝酸盐还原对人

工湿地的脱氮贡献，改变了对生物生态脱氮机制的传统认识，建立了氮转化速率

与功能基因群组的定量响应关系，揭示了多介质固定化生物滤池和人工湿地协同

脱氮限速途径。阐明了氮转化功能菌群的生态联结性，从功能基因水平上揭示了

生物生态协同脱氮机理，改变了对生物生态脱氮机制的认识。建立了多介质固定

化生物滤池关键因子约束下 TN、NH3-N、NO3
-转化速率及 NO2

-、NO、N2O 累积速

率与功能基因的定量响应关系，明确了多介质固定化生物滤池脱 TN 和 NO3
-、以

及累积 NO2
-、NO 和 N2O 共同限速因子，确定了不同功能菌群的直接和间接脱氮

贡献，识别了人工湿地高效脱氮的关键限速因子。 

（3）基于生物生态协同脱氮耦联协作机制，双原电池效应生物激活机制和

砖墙式嵌套结构的富集固定机制，以具有 Fe/C 和 Fe/Fe3C 双原电池效应、活性

离子与多孔结构的廉价多介质滤料为核心，辅以自行筛选的高效脱氮菌，通过多

介质滤料的优化组合与配置，发明了具有“低成本、生态化、高效率和少维护”特

点的多介质固定化生物滤池-人工湿地协同脱氮技术体系，获得了最佳工艺设计

及运行参数，实现了好氧氨氧化菌、厌氧氨氧化菌和反硝化功能菌群的协同优势

富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周期比常规人工湿地缩短 3-5 天，户均占地减少到 1-

1.5m2；全自动控制，剩余污泥仅为常规处理技术的 1-5%，24 个月仅需维护 1 次；

微动力情况下运行，运行成本仅为 0.08-0.28 元/m3，节约能耗 50%，氨氮和总氮

去除率分别达到 96-99％和 85-92%，解决了水源地近岸村庄生活污水低成本高

效脱氮难题。 

转化及应用： 多介质固定化生物生态协同脱氮技术目前已转化应用发明专

利 7 项，在北京、江苏、浙江、吉林、上海等地区推广应用 1500 余套，受益农

村人口达 30 万人。水利部太湖局、张家港市水资源监测站和水利部松辽委等第

三方跟踪监测表明，COD、氨氮稳、总氮和总磷等主要指标均能够稳定达到《城

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或一级 B）标准，相关

技术产品的可靠性已得到广泛认可，目前已进入成熟推广阶段。其中，该成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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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义灌排基地建设 4 套农村生活污水深度脱氮设施，经过为期一年的跟踪监

测，出水 COD、氨氮、总氮和总磷均稳定达到一级 A 标准。 

获奖与专利：该成果获得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国家环境保护

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国家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出版《污水多介质

生态处理技术原理》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研究》等专著 3 部。2012 年以来

先后被列为水利部、江苏省和环保部示范项目，2014 年入编水利行业标准《村镇

排水技术规范》。 

代表性成果 3：湘江水环境重金属污染整治关键技术 

意义用途：2011年国务院批复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这

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复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我国水体重金

属污染问题十分严重，“湘江水环境重金属污染整治关键技术研究与综合示范”

课题作为水专项中唯一的专门针对水体重金属污染问题开展系统研究的课题，其

研究成果不仅对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控制与治理意义重大，而且对典型重金属污

染行业（尤其是铅锌冶炼行业、化工行业等）和其他重金属污染区域的污染源控

制和综合管理具有重要借鉴作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依托单位--北京大学作为

本课题的牵头单位，组织了国内 7家单位开展研究与示范，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并于 2014年通过验收。 

技术突破：针对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集团公司的选矿废水、锌冶炼废水、铍

冶炼废水和堆渣场渗滤液水质特点，开发了以电化学为核心的多金属复合污染废

水处理技术和以固定化微生物曝气生物滤池为核心的重金属-氨氮/有机物复合

污染废水处理技术。 

在重金属废水电化学法处理技术与回用技术研究方面，针对含砷镉复合重金

属废水的特征，提出了基于电化学技术的多种重金属废水处理工艺，即微波化学

法、电絮凝技术及集成逆流漂洗-电沉积-膜分离处理多金属废水工艺。突破了防

钝化复合重金属电絮凝装置研制以及电还原-膜组合工艺关键技术。开发的逆流

漂洗-电沉积-膜分离处理工艺可以实现重金属资源的回收，并且能实现废水回用，

清洗极板的用水量节约 90%。 

研究了“石灰中和+电絮凝”技术处理四厂含 Zn、Cd、As、Pb的重金属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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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的可行性，考察了 pH 值、电流密度、停留时间及极板材料等因素对废水处

理效率的影响，对电絮凝系统的运行条件进行了系统优化。经过系统调试和优化

后，Pb、Cd、As浓度远低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9878-1996）的第一类污

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Zn 浓度远低于其中的一级标准，能够确保重金属达标

排放，且配合自主研发的新型离子去除剂的应用，可使出水硬度小于 400mg/L，

满足《工业用水回用水标准》（450mg/l）。采用电絮凝技术对含砷镉废水处理，

水口山第四冶炼厂可实现 Pb、Zn、Cu、Cd、As、Hg年减排非别为 0.9吨、241.49

吨、0.164 吨、3.68 吨、0.63 吨、4.49 吨，效果显著。根据松柏渣场渗滤液特

征试制的新型低耗防钝化电絮凝设备，采用铝材料构建电极堆，同步刮渣， “调

节-沉降-电絮凝-气浮-絮凝沉淀” 处理工艺出水 Zn、Pb、Cd、As、Cu等重金属

离子指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9878-1996）一级标准，重金属去除效

果显著。目前，已完成 4200 m3/d 含砷镉废水处理技术改造工程示范工程和 100 

m3/d渣场渗滤液处理示范工程。 

在重金属-有机物/氨氮复合污染废水生物处理技术研究方面，针对选矿废水

重金属与有机物复合污染及含铍废水重金属与氨氮复合污染的废水特点，提出了

基于固定化微生物技术的重金属有机物/氨氮复合污染废水处理工艺。开发了固

定化微生物-曝气生物滤池处理选矿废水的组合工艺、吹脱-曝气生物滤池工艺处

理高氨氮含铍废水的工艺，完成了选矿废水处理中试和含铍废水处理中试工程。 

转化及应用：针对水口山集团的锌冶炼厂以及渣场渗滤液重金属废水不能达

标排放的问题，以新型电絮凝装置及其系统优化技术为主体，进行了含 As、Cd废

水处理示范，使水口山集团四厂每年减排 Pb 0.9 吨、Zn 241.49 吨、Cu 0.164

吨、Cd 3.68吨、As 0.63吨；建成了 100 m3/d规模的松柏渣场渗滤液处理示范

工程，运行工况稳定，实现了 Zn、Pb、Cd、As、Cu 等重金属离子的出水达标排

放。研究成果对于水口山工业区水污染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提升了水口山有色金

属集团有限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也可在其他类似的重金属废水处理工程中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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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转化与市场结合能力 

工程中心由北京大学和西北设计院共建，两家单位合作具有很强的优势互补

效应，将能够将先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设计应用结合，在原始创新、成果孵

化、引进消化以及筹措资金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和优势。 

工程中心的中试基地目前有设计用房 500m2，实验用房 1000m2，中试用房

2000m2。完全满足工程中心水处理与环境微生物的中试及工程放大研究。其中拥

有 10L-100L-1000L 微生物的发酵及产品后续处理设备，能够批量生产针对不同废

水处理的特种高效微生物产品，为工程实际应用提供了支撑。目前已经工程化的

技术包括城镇污水深度处理技术、工业废水微生物固定化处理技术、农村污水处

理技术等。 

工程中心的共建单位--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现隶属中国

建筑工程总公司，是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综合设计院，也是国内首家中外合

资的大型设计院。具有市政公用、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城市防洪、工程勘察、

工程承包、工程监理、工程咨询、地质灾害防治等跨行业多项甲级资质的综合性

勘察设计研究院。共建单位具有很强的筹措资金开展工程化能力。 

中心具有很强的吸纳早期研发成果孵化能力。中心获得了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具有异养-好氧反硝化和除磷功能的高效微生物，据此开发了基于 PCN 微生

物的一步法脱氮工艺，并得到工程应用，技术成果转化产生直接经济效益超过

5500 万元。工程自 2012 年完工并投入运营以来运行状况良好，出水水质稳定达

标，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共建单位北京工程设计咨询分院具有雄厚的企业资本、较强的融资能力、

丰富的工程经验、高效的人才队伍和优秀的创新能力。公司在承揽国内外各项建

设工程的同时，也着重支持和开展各项科研及创新工作，每年均投入部分专项科

研创新基金，用于工程研究及优化创新，并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面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工作。 

4、技术创新贡献度 

工程中心开发了一系列的污水深度处理技术，其中高效微生物及其固定化

脱氮技术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 2 等奖，在产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其技术成果

以“关于本市污水处理技术研究发取得新进展”为标题被市科委报道，受到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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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庆副市长的批示（见附件的照片）。工程中心协同"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申报

了三项技术转化项目“自养生物脱氮厌氧氨氧化特种菌种快速培养技术开发”、

“硝基化合物污染土壤修复关键技术应用研究”、“微污染水高效脱氮关键技术和

工艺研究”。 

工程中心研发“新型絮凝技术”成果已经转化，并在北京市得到了工程化

应用，占据了北京市生活污水再生水工程 1/4 的市场份额，为北京市水资源的高

效利用做出了扎实的贡献。此外，在北京顺义灌排基地建设 4 套农村生活污水深

度脱氮设施，经过为期一年的跟踪监测，出水 COD、氨氮、总氮和总磷均稳定达

到一级 A 标准，为北京市农村生活污水深度处理提供了示范。 

（三）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1、工程中心主任与工程技术带头人作用 

中心主任和工程技术带头人在工程中心的发展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们进

行顶层设计，确定了工程中心的定位、预期目标和研究方向，并带领中心的科研

团队在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改善领域取得了系列创新研究成果，实现了部分研究

成果的工程化。在管理方面，积极探索产学研结合的高效模式，加强人才引进和

队伍建设，总结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有效机制，促进了中心形成了长效、健康、快

速的发展。 

2、队伍结构与创新团队建设 

工程中心共有 35 名人员，其中研究人员 18 名，工程技术人员 16 人，管理

人员 1 人。包括长江讲座教授 1 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 名，教育部跨世纪

（新世纪）优秀人才 2 名，北京市科技新星 2 名，北京大学“优秀青年人才”4

名。从技术职称上看，正高级 15 名，副高级 12 名，中级 6 名，结构合理。 

工程中心根据规划目标和方向形成 3 个研究团队：城镇污水深度处理技术

研究团队、城镇污水深度处理技术研究团队、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治理技术研究团

队。 

3、青年骨干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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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充分利用国家和学校的各种人才计划，如国家的“千人计划”、“长

江学者计划”和学校的“百人计划”直接引进中心需要的高层技术人才。近三

年，中心引进 2 名“百人计划”高层次科研人员，专职人员中获评“教育部跨

世纪（新世纪）优秀人才”2 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2 名。共计有 8

名专职人员获得职称晋升。 

（四）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技术委员会作用 

工程中心在技术委员会指导下把握科学研究方向、开阔学术思路和培养科

学人才。技术委员会对中心的研究方向和定位、研究计划实施等提出了切实可行

的意见，对中心的发展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在工程中心承办和协办的国内和国际会议举办期间，技术委员会成员对工

程中心的发展战略进行了指导。考评期共召开两次会议。建议技术中心需要针对

国家未来的主要环境问题进行提前布局，加强对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治理技术的研

发。并建议结合已有污水处理技术研究和水沙科学研究优势，抓住机遇，深入开

展流域水污染通量的综合研究，引领水体污染治理的新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技术委员会主任彭永臻教授对工程中心的发展起到了重要

作用。他对工程中心的研发方向、课题立项、人才引进等进行了细致的指导，并

且亲自为工程中心的研究生开展讲座，为中心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开放交流 

工程中心通过接受和派出研究人员访问交流和召开国内国际会议两种方式

达到开放交流的目的，显著地提高了工程中心人员科研素质和交流合作的能力。 

考评期内，有 3 名人员出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交流，中心人员参加国

际会议或讲学 20 人次。邀请和接受国内外著名科学家 15 名。其中包括英国工程

院院士 Alistair G.L. Borthwick, 水科学研究领域顶级期刊《Water Research》副主

编 Gregory Korshin 教授等。 

主办国内和国际会议各一次，协办国际会议一次。工程中心积通过主办和

协办会议极创造机遇，如组织创建了国际河流通量委员会（AMFR），极大地提升

了工程中心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工程中心的研究人员拓宽了科技视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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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语水平、奠定了合作交流基础，科研素质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3.协同创新 

工程中心的依托单位是北京大学，共建单位是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北京工程设计咨询分院。两家单位联盟共建中心本身就形成了良好产

学研模式，有利于解决新型污水深度处理技术转化周期长的问题，推进高效节能

污水深度处理技术的产业化，培养水处理领域的领军技术人才，促进水环境行业

产学研模式的发展。例如，已经一步法脱氮工艺成功地应用于阜新市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工程中，工程总承包合同额约 5500 万元。工程建成后，出水水质达到

国家排放标准要求。北京大学开发的一步法脱氮工艺，经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工程设计咨询分院进行设计，成功实现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

应用。 

工程中心还积极探索与节能环保先进企业展开合作，以拓展中心的研究领

域和技术应用领域。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中心还与恒有源科技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合作，正在开展地热能利用和地下水污染机理及防治技术的研发，为中心的

长远发展提供技术储备。 

工程中心与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进行了有效合作，共同申报了三项科技转

化项目“自养生物脱氮厌氧氨氧化特种菌种快速培养技术开发”、“硝基化合物

污染土壤修复关键技术应用研究”、“微污染水高效脱氮关键技术和工艺研究”，

这些项目将于近期启动。 

4.运行管理与机制创新 

中心管理机制 

(1)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设中心管理委员会，委员会是中心的管理机构，全面负

责中心的发展战略、政策制定等。 

(2) 管理委员会下设技术委员会，全面负责中心学术发展，是下设实验室的权

威和指导机构。 

(3) 管理委员会下设中心办公室，全面负责中心行政管理、人才梯队建设、资

源管理等工作，是中心的管理机构。 

(4) 研究实验室主要负责编制年度研究工作计划，组织研究人员开展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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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其他学术活动，管理并维护实验设施。 

激励创新的政策措施 

(1) 充分利用国家和学校的相关政策吸引高层技术人才 

充分利用国家和学校的各种人才计划，如国家的“千人计划”、“长江学者

计划”和学校的“百人计划”直接引进中心需要的高层技术人才。 

(2) 改善中心人员待遇，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在激励与和谐并重的原则指导下，探索中心内部奖金分配制度，增大奖励力

度，提升中心人员物质待遇。同时，结合中心的发展规划，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

氛围，建立优秀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 

(3)机制体制创新 

通过组织创建国际河流通量委员会（AMFR）,加强工程中心与国内外著名机

构的交流与合作，同时派出中心研发人员实地考察学习世界著名研究机构的最新

进展，进而开展深度合作，提升创新能力。 

加强与国内权威机构的合作，提升工程中心研发的执行能力和服务国家的能

力。工程中心与水利部水文局共建水生态监测能力建设基地，每年面向全国各流

域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系统水生态监测专业人员进行 100人次水

生态同步监测技术培训；同时具备了开展大江大河的全物质通量监测的条件，如

2014年对长江 4000公里的河段进行了同步测量。 

实施情况 

在中心管理运行方面，结合学校管理制度，中心在仪器设施、科研项目、经

费财务等事务的管理上已经形成了健全的管理制度，有效保证了中心科研与技术

成果转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人才培养机制方面，中心注重营造良好的学术气氛和创新环境，重视学术

道德规范建设，研发人员建立了相互信任、密切合作的关系。充分利用国家及学

校的相关政策，近三年，引进高层次人才 2 名（百人计划）。有 2 名专职人员分

别在 2012年和 2013年获得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1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和北

京市优秀青年人才获得者（2013 年）。总体实现了优秀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

共计有 8名专职人员获得职称晋升。 

在科研成果转化方面，充分利用学校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积极推进中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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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成果的转化。 

5.依托单位支持 

工程中心依托单位（北京大学）通过支持人才启动基金的方式，共支持工

程中心 198万元，支持工程中心人员在学校昌平校区建立了实验室（面积约 300

平方米），同时通过减免空间使用面积费给予了支持。此外，依托单位已新建学

院大楼，将于 2016 年初交付使用，届时将新增科研面积 500 平米，为工程中心

科研的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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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评表 

 
评价内容 自评分 

发展规划与目标完成 

(10 分) 

认定时规划目标完成情况 
10 未来三年发展规划 

技术水平与成果转化 

(45 分) 

定位与研究方向情况 

43 
技术成果水平 

成果转化与市场结合能力 

技术创新的贡献度 

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 

(25 分) 

工程中心主任与工程技术带头人作用 

23 队伍结构与创新团队建设 

青年骨干人才培养 

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20 分) 

技术委员会作用 

19 

开放交流 

协同创新 

运行管理与机制创新 

依托单位支持 

总分 95 

 

四、依托单位内部公示情况 

（说明相关材料在依托单位公示的时间、地点，依托单位内部对于公示的

反馈情况。） 

 

依托单位（盖章）： 

年月日 

 

五、技术委员会意见 

 

 

技术委员会主任（签字）：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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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托单位意见 

 

 

依托单位（盖章）： 

 

年月日 

 

七、附件目录 

序号 附件名称 

1 技术成果情况明细表 

2 队伍建设情况明细表 

3 技术委员会召开情况表 

4 开放交流情况明细表 

5 绩效报告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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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技术成果情况明细表 

1、科技计划项目 

①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仅限科技部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课题）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主持人 年度 
财 政 经 费

（万元） 
项目类型 项目类别 

1 

焦化废水中高氨氮难降解有机物去除的固定化-生物滤

池与固定化-膜生物反应器系统优化及其生物强化机理

研究 

倪晋仁 2012－2015 2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际合

作 
A 

2 
有机质、表面活性剂及营养物质对微生物在环境介质中

迁移行为的作用 
童美萍 2012－2015 10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3 
城郊及农田区域入河面源沿岸调蓄及脱氮关键技术研

究与工程示范 
吴为中 2012－2015 535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A 

4 村镇饮用水源保护和污染防控技术研究 籍国东 2012－2015 108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A 

5 人工湿地氮转化分子生态过程耦联机制研究 籍国东 2012－2015 6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6 
工业园区水环境中氨氧化菌的构成及其在氨氮转化中

的作用 
温东辉 2012－2015 6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7 
云南异龙湖生态系统灾变的驱动因子与关键过程反演

研究 
刘永 2012－2014 25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A 

8 示范流域水质安全风险压力识别与预警阈值技术研究 刘永 2012－2015 30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A 

9 风力作用下沙粒起动随机特征的实验研究 李振山 2012－2015 7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10 滇池流域水资源联合调度改善湖体水质关键技术与工 刘永 2013－2015 1555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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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示范 

11 碘代类消毒副产物生成机制、风险调查与控制 晏明全 2013－2014 4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12 
兼具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和除磷功能菌株的代谢机理

研究 
陈倩 2013－2015 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13 湖泊-流域过程与调控 刘永 2013－2015 100 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 A 

14 
高原湖滨河口湿地磷在"水-底质-植物"中的输移关键

过程及截留效应定量评估研究 
刘永 2013－2016 8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15 流域水资源联合调度管理业务化平台及运行 薛安 2013－2015 80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A 

16 青藏高原沙漠化的驱动机制与沙漠化气候脆弱性 李振山 2013－2017 49 国家重大研究计划 A 

17 
厌氧氨氧化菌 Ca. Brocadia fulgida胞外聚合物自发

荧光来源、特性及其对菌群行为的响应机制研究 
刘思彤 2014－2016 2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18 流域泥沙运动的环境效应及其机理研究 倪晋仁 2014－2017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19 
天然水体中胶体物质对碳纳米管吸附类固醇激素的影

响机制研究 
孙卫玲 2014－2017 8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20 
基于分子水平的降解型生物膜形成机理与生物膜强化

处理机制 
温东辉 2014－2017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21 
耦合离子交换功能的絮凝剂去除垃圾渗滤液膜浓缩液

中有机物的特征和机理研究 
赵华章 2014－2017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22 
低有机污染水强化脱氮除磷的多级土壤渗滤系统的特

性研究 
吴为中 2014－2017 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A 

备注：（1）项目类型指：863 计划、973 计划、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2）项目类别有 A、B 两类，A 是指工程中心牵头主持的课题，B 是指工程中心参与的课题。 

     （3）如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子课题，可填写子课题名称，任务书约定的财政经费，类别为 A。 

（4）跨年度项目以立项年度为统计依据，财政经费以任务书中约定的经费为统计依据，不能重复计算。例：某项目 2012 年立项，财政经费 300 万，



 

 20 

但在 2013 年下拨。该项目统计时纳入 2012 年，财政经费 300 万元。 

②承担省部级科技计划项目（课题） 

序号 项目（课题）名称   年度 
财政经费

（万元） 
项目类型 项目类别 

1 
基于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的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

艺与碳源优化研究 
倪晋仁 2012－2013 50 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 A 

2 
大尺度河口低氧与富营养化脆弱性模拟的贝叶斯

Logistic 模型研究 
刘永 2012－2014 4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A 

3 
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细菌强化活性污泥同步脱氮过

程中 N2O 的产生特性与机理研究 
陈倩 2013－2015 4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A 

4 
城市流域非点源污染控制最佳管理措施的多尺度优

化调控方法研究 
刘永 2013－2015 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A 

5 
磁性微球固定化好氧氨氧化细菌和厌氧氨氧化细菌

常温高效脱氮性能与机制研究 
刘思彤 2014－2016 4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A 

6 半干旱草原区植被-风沙动力耦合机制研究 李振山 2014－2016 12 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A 

备注：（1）项目类型指：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等。 

     （2）项目类别有 A、B 两类，A 是指工程中心牵头主持的课题，B 是指工程中心参与的课题。 

     （3）如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子课题，可填写子课题名称，任务书约定的财政经费，类别为 A。 

（4）跨年度项目以立项年度为统计依据，财政经费以任务书中约定的经费为统计依据，不能重复计算。例：某项目 2012 年立项，财政经费 300 万，

但在 2013 年下拨。该项目统计时纳入 2012 年，财政经费 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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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论文（无工程中心署名的不予填写）、专著 

①研究论文（无工程中心署名的不予填写） 

 

备注：只需列举 10 篇水平高、影响力大的学术论文。 

 

②专著 

 

3、专利、动/植物新品种、新药证书、临床批件、数据库等 

序号 名称 编号 申请/授权 获得年度 国内/国际 类型 PCT 申请 

1 
利用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细菌

强化 AB 工艺脱氮的方法 
201110147010.4 授权 2012.10 国内 发明专利  

2 处理高氨氮含铍废水的方法 201110079920.3 授权 2012.06 国内 发明专利  

3 
一种低温生物脱氮的约氏不动杆

菌菌株及其应用 
201010543800.X 授权 2012.09 国内 发明专利  

4 
一种低温生物脱氮的假单胞菌菌

株及其应用 
201010543794.8 授权 2012.06 国内 发明专利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 发表年度 刊物名称 国际/内 SCI 影响因子 

       

序号 专著名称 作者 出版年度 

1 智能流域管理研究 刘永,邹锐,郭怀成 20120401 

2 污水多介质生态处理技术原理 籍国东, 谢崇宝 2012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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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养好氧颗粒污泥的装置及其专

用反应器 
200910088569.7 授权 2012.05 国内 发明专利  

6 
一种用于深度处理制药废水的方

法 
201010222306.3 授权 2012.01 国内 发明专利  

7 厌氧折流板式微生物燃料电池堆 200910085861.3 授权 2012.07 国内 发明专利  

8 
一种用于深度处理垃圾渗滤液的

方法 
201010222274.7 授权 2012.01 国内 发明专利  

9 
不同溶解氧条件下脱氮的铜绿假

单胞菌菌株及其应用 
201010191919.5 授权 2012.09 国内 发明专利  

10 
用催化溶剂法从黄姜提取皂素的

生产工艺 
200910084842.9 授权 2012.05 国内 发明专利  

11 
一种可高效降解苯并[a]芘的短

小芽孢杆菌及其应用 
201110047402.3 授权 2012.09 国内 发明专利  

12 
一种可高效降解苯并[a]芘的不

动杆菌及其应用 
201110047392.3 授权 2012.11 国内 发明专利  

13 
一种活性焦处理煤气化废水的新

工艺 
201019114056.9 授权 2012.05 国内 发明专利  

14 
含锌重金属废水的电沉积和膜分

离组合处理方法 
201010278090.2 授权 2012.09 国内 发明专利  

15 
电解锌漂洗废水的电沉积-膜分

离组合处理装置 
201010278105.5 授权 2012.11 国内 发明专利  

16 
一种乡村污水处理方法及其专用

装置 
200910082852.9 授权 2012.08 国内 发明专利  

17 深层布水多介质生态湿地污水处 200910076027.8 授权 2012.02 国内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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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的装置及其方法 

18 
苏云金芽孢杆菌微生物杀虫剂及

其制备方法与专用培养基 
200910090334.1 授权 2013.03 国内 发明专利  

19 
兼具脱氮除磷功能的木糖氧化无

色杆菌及其应用 
201210056630.1 授权 2013.05 国内 发明专利  

20 
一种具有高效抗癌活性的黄姜盾

叶新苷的制备方法及其用途 
201010541063.X 授权 2013.03 国内 发明专利  

21 
一步去除废水中碳氮污染物的方

法 
201010210292.3 授权 2013.05 国内 发明专利  

22 
一株耐盐脱氮除磷高地芽孢杆菌

其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201210171599.6 授权 2013.05 国内 发明专利  

23 
一种活性污泥污水处理的多维、

多相、多过程耦合模拟方法 
201310028172.5 授权 2013.10 国内 发明专利  

24 
一种卡努赛尔氧化沟工艺优化调

控方法 
201310028673.3 授权 2013.12 国内 发明专利  

25 
一株高盐生物脱氮的小短杆菌菌

株及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201310296780.4 授权 2014.1 国内 发明专利  

26 
一种耐低温自养硝化菌剂的富集

及其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201310296747.1 授权 2014.08 国内 发明专利  

27 

一种耐低温异养同步硝化反硝化

菌剂的富集及其污水缺氧脱氮应

用 

201310032232.0 授权 2014.05 国内 发明专利  

28 
一株高盐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

除磷的小短杆菌及其在废水处理
201210566589.2 授权 2014.03 国内 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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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 

29 

一株兼具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

与除磷功能的喹啉降解菌 QG6 及

其应用 

201310032286.7 授权 2014.02 国内 发明专利  

30 

一株高盐异养硝化-好氧反硝化

除磷的盐弧菌及其在废水处理中

的应用 

201080069254.9 授权 2014.07 国内 发明专利  

31 用于处理废物的处理系统和方法 201110249081.5 授权 2014.03 国内 发明专利  

32 
磁性复合砷吸附剂的制备方法及

其应用 
2012104508273 授权 2014.1 国内 发明专利  

备注：（1）国内外内容相同的不得重复统计。 

（2）类型：分为专利（仅包括发明专利）、新药证书、数据库、动/植新品种、临床批件等。 

（3）PCT 是《专利合作条约》（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的英文首字母简称，是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管理的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下的

一个方便专利申请人获得国际专利保护的国际性条约。 

（4） PCT 申请填写是、否即可。 

4、制（修）订技术标准 

 

备注：（1）类型分别为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四类。 

（2）类别有 A、B 两类，A 是指工程中心牵头制（修）订的技术标准，B 是指工程中心参与制（修）订的技术标准。 

 

序号 名称 编号 类型 类别 

1 村镇排水技术规范  行业标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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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获奖成果 

序号 项目名称 奖项名称 奖项等级 奖项类别 评奖单位 主要完成人 
主要完成

人排名 
获奖年度 

1 
高效微生物及其固

定化脱氮技术 

2013 年度国家技

术发明奖 
二等奖 国家级 科技部 

倪晋仁、叶正芳、籍国

东、赵华章、陈倩、孙卫

玲 

1 2013 

2 

固定化微生物高效

污水处理技术与工

艺 

日内瓦国际发明

展金奖 
金奖 国际行业协会 

国际发明

博览会 
叶正芳、倪晋仁、籍国东 1 2013 

3 

异养硝化-好氧反

硝化除磷功能微生

物（PCN）与一步

法碳氮磷去除工艺 

日内瓦国际发明

展金奖 
金奖 国际行业协会 

国际发明

博览会 

倪晋仁、陈倩、姚硕、刘

思彤、郑茂盛 
1 2013 

4 

异养硝化-好氧反

硝化除磷功能微生

物（PCN）与一步

法碳氮磷去除工艺 

伊朗代表团特别

奖（FIRI Award 

for the Best 

Invention） 

特别奖 国际行业协会 
国际发明

博览会 

倪晋仁、陈倩、姚硕、刘

思彤、郑茂盛 
1 2013 

5 中国青年科技奖 中国青年科技奖  行业协会 

中组部、人力

资源与社会保

障部、中国科

协 

刘永 1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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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农村分散型生活污

水多介质生态处理

成套技术与装备 

环境保护科学技

术奖 
二等奖 省部级 环保部 

席北斗、张列宇、籍国

东、夏训峰、赵颖、张维

昊、刘锦霞、隋欣、王德

全 

3 2012 

7 

深圳市水环境改善

若干关键问题及其

技术对策研究 

广东省环保科技

奖 
二等奖 省部级 广东省 

彭盛华、杨军、李天宏、

陶虎春、王越兴、李军

红、文琛、林高松、林静 

3 2013 

8 
阜新市清源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工程 

2014 年中国市政

工程西北设计研

究院优秀咨询奖 

公司级 行业协会  

徐栋、巨志剑、张映映、

刘涛、王玮、钱中阳、赵

悦、郭斌继、周党生、李

想 

1 2014 

 

 

备注：（1）奖项名称指国家自然科学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等。 

（2）奖项等级指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四类。 

（3）奖项类别指国家级、省部级、行业协会三类。其中国家级仅限“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5 类。 

（4）评奖单位指科技部、教育部、北京市科委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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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技术创新的贡献度 

①新技术、新产品 

序号 新技术、新产品名称 产业化地点 
直接经济效益（万

元） 技术水平 

1   
 

 

备注：（1）新技术\新产品需要有《国家战略性创新产品证书》、《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技术新产品（服务）证书》等证明文件。 

（2）技术水平：国际领先、国际先进、国内领先、国内先进等。 

（3）同一新技术、新产品只统计一次。 

 

② 技术合同 

序号 技术合同名称 主持人 委托单位 委托省份 年度 技术合同类型 合同额（万元） 

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水环境规

划 
倪晋仁 宁东能源基地 宁夏 2012.12-2013.12 技术咨询 120 

2  
全国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系

统研究 
倪晋仁 国土资源部 全国 2012.06-2013.06 技术服务 30 

3  白银市环境规划 12 叶正芳 白银市政府 甘肃省 2012.03-2012.12 横向 290 

4  

沈阳市浑南新区环境友好指

标体系研究及环境安全评估

与系统诊断和环境建设 SWOT

分析 

郭怀成 沈阳市 辽宁省 2012.03-2014.03 技术咨询 19 

5  抚仙湖 郭怀成  云南省 2012.04-2012.12 技术咨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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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应对

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研究与示

范 

李振山 科技部 21 议程管理中心 全国 2012.06-2014.06 技术服务 60 

7  
黄河上游沙源解析及入黄机

制研究 
李振山 宁夏水利厅 宁夏 2012.11-2015.04 技术服务 151 

8  金隅集团 PM2.5 排放 刘阳生 金隅集团 北京 2012.05-2012.12 技术服务 15 

9  
农村饮水安全规划指标分解

和中期评估研究 
晏明全   2012.09-2013.05 技术服务 12 

10  村镇排水技术规范 籍国东 水利部 水利部 2012.08-2013.12 水利部项目 3 

11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入库河

流水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籍国东 南水北调办公室 

南水北调

办公室 
2013.01-2013.11 技术服务 20 

12  

基于活性污泥快速诊断的 PCN

生物强化城镇污水处理及污

泥处置一体化技术 倪晋仁 

广州市污水治理有限责

任公司 
广东省 2013.04-2014.04 技术合作 

95 

13  
云南 1km

2
以上天然湖泊的富

营养化响应敏感性研究 刘永 
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 2013.11-2014.11 技术咨询 

15 

14  
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湿地生态

环境质量研究 郭怀成 
九江市环境监测站 江西省 2013.07-2014.07 技术服务 

11 

15  
高原湖泊-流域水环境系统优

化与风险决策模型研究专题 刘永 
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 2013.11-2014.11 技术咨询 

11 

16  
白银市城市发展亚行贷款二

期项目环境环评 叶正芳 
白银市环境保护局 甘肃省 2013.06-2014.12 技术服务 

85 

17  
基于金刚石薄膜电化学氧化

的垃圾渗滤液深度处理工艺
王婷   2013.01-2014.01 委托项目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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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8  

干旱条件下湖库消落带生态

构建模式及健康评价体系研

究 吴为中 

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云南省 2013.10-2015.12 技术咨询 

20 

19  

黄河上游白银段东大沟重金

属污染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

可行性研究报告 叶正芳 

白银市环境保护局 甘肃省 2013.06-2014.12 技术服务 

30 

20  

“一种共价键型无机有机复

合絮凝剂、制备工艺及其应

用”专利实施许可 

赵华章 
北京科益创新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市 2013.04-2019.04 技术转让 20 

21  

 “同步吸附解吸的选择性膜

技术的装置、方法及其应

用”专利实施许可 

赵华章 
超越科创投资（北京）

有限公司 
北京市 2013.04-2019.04 技术转让 20.0 

22  
广州兼具异养硝化-好氧反硝

化示范研究 赵智杰 
广州市水务 广东省 2013.06-2014.05 技术服务 

13.3 

23  
南水北调东线南四湖周边面

源污染情况调查研究 
籍国东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政策及

技术研究中心 

国家 2014.02-2014.11 技术服务 40 

24  
海宁市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处

理工程试点项目 
籍国东 

南京领先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 
江苏省 2014.04-2015.04 技术服务 20 

25  南通钢丝绳污泥资源化 刘阳生   2014.03-2014.11 技术服务 30 

26  
阜新市清源污水处理厂提标

改造工程 
徐栋  辽宁省 2012.08-2014.12 工程总承包 5530 

备注：技术合同类型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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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果转化 
序号 成果名称 产业化地点 直接经济效益（万元） 转化形式 

1 阜新市清源污水处理厂提标改

造工程 

辽宁省阜新市 5530（合同额） 技术工程转化 

2 

“一种共价键型无机有机复合

絮凝剂、制备工艺及其应用”专

利实施许可 

北京市 605 技术转化 

3 

“同步吸附解吸的选择性膜技

术的装置、方法及其应用”专利

实施许可 

北京市 400 技术转化 

备注：（1）成果转化是指由工程中心专职人员为主完成的某项技术成果的转化。 

（2）转化形式没有固定要求，如实填写即可。 

（3）同一技术成果只统计一次。 

附件 2 队伍建设情况明细表 

1、专职人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工程中心

职务 
所学专业 最后学位 学术兼职 

高端人才情况 

人才类型 获得时间 

1.  倪晋仁 男 1962-08-10 正高 
工程中心

主任 
环境工程 博士 

国际水沙科学

协会常务理事 

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

者，博士生

1996 年：

国家杰出青

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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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 

2.  郭怀成 男 1953-08-19 正高 其他 环境科学 硕士 

中国环境科学

学会环境规划

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 

博士生导

师 
 

3.  何玉山 男 1959-05-27 正高 其他 环境科学 博士 

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主编 

博士生导

师，长江讲

座教授 

2006 年：

北京大学长

江讲座教授 

4.  李振山 男 1965-10-23 正高 
工程中心

联系人 
自然地理 博士 

国际地貌学会

干旱组执委会

委员 

博士生导

师 
 

5.  籍国东 男 1973-11-20 正高 其他 环境工程 博士 

中国自然资源

学会资源循环

利用专业委员

会委员 

博士生导

师，市科技

新星，教育

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 

2005 年：

市科技新

星；2006 

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 

6.  刘阳生 男 1968-08-18 正高 其他 环境工程 博士 

中国环保产业

协会重金属治

理与土壤修复

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 

博士生导

师 
 

7.  童美萍 女 1978-05-10 正高 其他 环境工程 博士 

中国风险分析

专业委员会理

事 

博士生导

师，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

2013 年：

教育部新世

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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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者，教

育部新世纪

人才 

2014 年：

市优秀青年

人才；  

2015 年：

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 

8.  刘永 男 1980-10-15 正高 其他 环境科学 博士 

湖沼学国际顶

级期刊 L&O副

主编 

博士生导

师，百人计

划，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2012 年：

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 

9.  刘思彤 女 1983-04-14 正高 其他 环境工程 博士  

博士生导

师，百人计

划 

2012 年：

百人计划 

10.  叶正芳 男 1965-10-13 正高 其他 化学工程 博士 国际水协成员 
博士生导

师  
 

11.  刘娟 女 1978-12-26 正高 其他 环境地球化学 博士 
美国化学学会

会员 

百人计

划，博士生

导师  

2014 年：

百人计划 

12.  赵华章 男 1974-02-27 副高 其他 环境工程 博士  
北京市科

技新星 

2007 年：

市科技新星 

13.  李天宏 男 1970-01-06 副高 其他 环境遥感 博士 
自然资源学会

会员 
  

14.  孙卫玲 女 1974-04-09 副高 其他 环境工程 博士 中国计量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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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会员 

15.  温东辉 女 1967-11-29 副高 其他 环境科学 博士 
美国微生物学

会会员 
  

16.  赵智杰 男 1967-03-15 副高 其他 环境科学 硕士    

17.  晏明全 男 1976-11-25 副高 其他 环境工程 博士 

国际水协会中

国青年委员会

常务委员 

北京市科

技新星 

2011 年：

市科技新星 

18.  吴为中 男 1963-11-30 副高 其他 环境工程 博士 

中国环境学会

水环境分会常

务理事 

  

19.  陈倩 女 1982-11-16 中级 其他 环境工程 博士    

20.  孔令勇 男 1955-08-18 正高 
技术带头

人 
给水工程 博士 

中国土木工程

学会给水委员

会全国高浊度

水研究会秘书

长 

  

21.  李祖鹏 男 1963-05-13 正高 其他 给水工程 博士    

22.  马晓蕾 女 1970-08-12 正高 其他 污水工程 博士    

23.  史春海 男 1966-07-20 正高 其他 给水工程 博士    

24.  王玮 女 1966-05-10 正高 其他 结构工程 学士    

25.  徐栋 男 1970-11-24 副高 
工程中心

副主任 
给水工程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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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巨志剑 男 1976-08-19 副高 其他 污水工程 硕士    

27.  车爱伟 女 1974-08-15 副高 其他 污水工程 硕士    

28.  李彪 男 1971-10-05 副高 其他 环境工程 硕士    

29.  钱中阳 男 1970-12-08 副高 其他 电气自控 硕士    

30.  苏君博 男 1980-09-15 副高 其他 给水工程 硕士    

31.  吴学深 男 1980-04-18 副高 其他 环境工程 硕士    

32.  刘美 女 1980-09-10 副高 其他 给水工程 硕士    

33.  缪静 女 1980-12-17 副高 其他 污水工程 硕士    

34.  赵悦 男 1981-10-20 副高 其他 电气自控 硕士    

35.  梁琳琳 女 1982-11-09 其它 其他 外语 学士    

备注：（1）专职人员：指经过核定的属于工程中心编制的人员。 

     （2）职称只限填写正高、副高、中级、其它四类。 

（3）工程中心职务：工程中心主任、工程中心副主任、技术带头人、工程中心联系人、其他。 

（4）学术兼职：标明兼职机构团体名称、任职情况、任职时间等。 

（5）高端人才情况：是否院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博士生导师、海外高层次人才、万人计划、千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百人计划、科技北京领军人才、海聚工程人才、高聚工程人才、市科技新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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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引进 

 年度 

类型 2012 2013 2014 

千人计划（填写姓名）    

海聚工程（填写姓名）    

百人计划 刘思彤 刘娟  

机构自行增行填写（填写姓名）  1  

总数 1 1  

3、人才培养 

 年度 

类型 2012 2013 2014 

科技北京领军人才（填写姓名）    

科技新星（填写姓名）    

职称晋升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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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自行增行填写（填写姓名）    

总数 1 2 5 

4、对外开展工程人员培训 

序号 培训时间 培训地点 参加培训人员数量 培训主题 

1 2014-03 北京大学老地学楼 128房间  80 大江大河全物质通量同步采样

监测方法  

2 2014-10 北京大学老地学楼 128房间  60 大江大河全物质通量同步采样

监测方法  

3 2014-07 辽宁省阜新市清源污水处理厂

会议室 

30 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技

术、调试运营培训交流 

附件 3  技术委员会召开情况表 

1、技术委员会名单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研究方向 技术委员会职务 

1 彭永臻 北京工业大学 正高 环境工程 主任 

2 孔令勇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 正高 给水排水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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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竑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正高 给水排水 副主任 

4 李春 北京理工大学 正高 化学工程 委员 

5 王建龙 清华大学 正高 环境工程 委员 

6 蒋展鹏 清华大学 正高 环境工程 委员 

7 吴光夏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正高 环境工程 委员 

8 刘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正高 环境工程 委员 

9 牛天贵 中国农业大学 正高 微生物 委员 

10 甘一萍 北京排水集团 正高 给水排水 委员 

11 倪晋仁 北京大学 正高 环境工程 委员 

12 徐栋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 副高 给水排水 委员 

13 李祖鹏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 正高 给水排水 委员 

备注：技术委员会职务指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三类。 

2、技术委员会召开情况 

序号 时间 地点 技术委员会出席名单 技术委员会主要建议 

1 2013.12 北京大学 
彭永臻， 孔令勇，倪晋仁，李

春，徐栋，王建龙，吴光夏 
建议加强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治理技术的研发 

2 2015-01 北京大学 
彭永臻， 孔令勇，倪晋仁，李

春，徐栋，李祖鹏 

建议技术中心结合已有污水处理技术研究优势，抓住机遇，深入开

展大江大河的水污染通量的综合研究，引领水体污染治理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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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开放交流情况明细表 

1、开放课题 

序号 开放课题名称 负责人 职称 工作单位 年度 总经费（万元） 

       

2、访问学者： 

序号 姓名 国别 单位 访问时间与成效 

1 
Alistair G.L. 

Borthwick 
英国 爱丁堡大学 

2014 年 9月 1 日-9 月 15日，是多年的合作者，在科研、教学

等多方面取得了成效显著。 

2 Gregory Korshin 美国 华盛顿大学 
2014 年 10月 12 日 ，近三年每年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成

效显著。 

3 Andrey Kuznetsov 俄罗斯 

喀山国立技术大学(Kazan National 

Research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14 年 10月 27 日-30日，开展了量子化学模拟方面的学术讨

论和讲座。 

4 郑平 中国 浙江大学 
2014 年 5月 15 日 ，开展了厌氧氨氧化研究的学术讨论和讲

座。 

5 吴丰昌 中国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2014 年 3月 13 日 ，开展了水质基准理论方法学及典型案例研

究的学术讨论。 

6 Yongsheng Chen 美国 乔治亚理工学院 2014 年 6月 18 日，开展了纳米技术在环境学应用的讨论。 

7 
Alistair G.L. 

Borthwick 
英国 

爱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2012 年，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兼职教授，水沙科学与技术研究

（短期讲学）。 

8 高思怀 中国 台湾淡江大学 2013 年 11月 12 日，做关于“利用微藻处理生活污水同时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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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的新技术”的学术报告。 

9 王兆印 中国 清华大学 
2013 年 11月 14 日，做关于“中国河流生态问题及研究进展”

的学术报告。 

10 王学军 中国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4 年 3月 10 日，做关于“环境中的汞污染问题及研究进

展”学术前沿报告。 

11 郑春苗 中国 北京大学 水资源研究中心 

2014 年 4月 3 日，开展了关于“Understanding Solute 

Transport in Physically and Chemically Heterogeneous 

Porous Media: Lessons Learned from Two Long-term 

Research Sites”的学术讲座。 

12 阳坤 中国 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2014 年 4月 10 日，做关于“卫星数据和模型在青藏高原水文

气候研究中的应用”的学术讲座。 

13 杨云峰 中国 清华大学 
2014 年 4月 15 日，做关于“宏基因组学简介及学术前沿”的

学术报告。 

14 朴世龙 中国 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4 年 4月 17 日，做关于“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对气候变化

的响应”的学术报告。 

15 黄霞 中国 清华大学 
2014 年 4月 24 日，做关于“城镇污水处理现状与技术发展”

的学术报告。 

3、向社会开放 

序号 开放时间 开放方式与成效 

1 2012 年 4 月 14 日 北京大学 2012 年校园开放日，校园开放日增加了社会对工程中心科研

队伍和科研设施设备的了解，有助于促进相近行业与专业人士的后期的沟

通交流，扩大了工程中心的影响力。 

2 2013 年 4 月 21 日 北京大学 2013 年校园开放日，校园开放日增加了对工程中心从事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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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活动感兴趣人群对中心的了解，提升了工程中心成果的影响范围。 

3 2013 年 4 月 20 日 北京大学 2014 年校园开放日，校园开放日提高了工程中心科研实力与

成果展示的影响效益，扩大了工程中心的获得研究成果的社会意义。 

 

4、学术会议交流：（仅限主/承办会议，参与性会议不予填写） 

序号 学术会议名称 会议类别 时间 地点 会议主题 

1 “河流通量与调控”学术论坛 国内 2013.12 北京大学 

流域水系研究；河流通量的演变规律；河

流通量的计算理论方法；河流通量的调控

机制；河流通量变化-效应模拟与调控系

统集成与验证。 

2 

河 流 全 物 质 通 量 国 际 研 讨 会 （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ll 

Material Fluxes in River Ecosystems, 

AMFR2015） 

国际 2015.01 北京大学 河流全物质通量 

备注：会议类别指国际会议和国内会议。 

 

5、在国际会议做特邀报告 

序号 学术会议名称 时间 地点 特邀报告主讲人 报告主题 

1 
河流全物质通量河流全物质通量国际

研 讨 会 （ First International 
2015.01 北京大学 倪晋仁 河流全物质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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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on All Material Fluxes 

in River Ecosystems, AMFR2015） 

2 
基于“人类-自然”耦合系统理念的流

域管理国际研讨会 
2013.05.06-2013.05.07 北京大学 倪晋仁 流域温室气体源汇转换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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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绩效报告公示照片（A4 纸彩色打印） 

 



 

 1 

照片 1 

林克庆副市长对“关于本市污水处理技术研究发取得新进展”的批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