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水协科字〔2021〕3号

“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技术交流会暨中国水

协科技委2021年年会正式通知（地址变更）

受疫情影响，经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江

苏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研究决定，原定于

2021年 8月 11日-13日在南京市召开的“促进水务数字化转型，

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技术交流会暨 2021年年会，会议地点变

更为浙江省嘉兴市，时间不变。会议将邀请行业专家，围绕饮用

水品质提升、污水污泥处理技术、水环境治理技术、供排水管网

管理以及数字化水务等内容展开交流。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会议时间：2021年 8月 11日-13日（11日报到、12日会议、13

日参观）

会议地点：嘉兴市富悦大酒店

酒店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中环西路 28号

参观地点：贯泾港水厂、嘉兴市智慧污水管理平台（二选一）

二、会议组织

中 国 城 镇

供水排水协会 科学技术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

江苏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河海大学

嘉兴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深圳市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罗德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深圳市清时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武汉力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哈希水质分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天健水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协办媒体：中国水星网、净水技术、中国给水排水、

给水排水、中国水网

三、参会人员

1、中国水协领导及相关人员。

2、全国供排水企业相关专家学者、技术与管理人员及生产

厂家代表。

会议预计 300人。



四、会议议程

各论坛及会议一览表

会议内容 时间 地点

会议报到
2021.8.11

10:00-20:00
一楼大堂

主论坛
2021.8.12上午

9:00-12:10
三楼富悦厅

供水分论坛
2021.8.12下午

13:30-18:00
三楼富悦厅

排水分论坛
2021.8.12下午

13:30-18:00
三楼水晶厅

抽奖环节
2021.8.12下午

18:00-18:30

三楼富悦厅

三楼水晶厅

现场参观

——贯泾港水厂

2021.8.13上午

9:00-12:00
一楼大堂集合

现场参观

——嘉兴市智慧污水管理平台

2021.8.13 上午

9:00-12:00
一楼大堂集合



主会场

会议地点：三楼富悦厅

会议时间：2021.8.12上午

时间 内 容

9:00-9:10 主持人介绍参会嘉宾

领导致辞

9:10-9:40
主题报告：创新驱动，智慧赋能，共谋水务科技发展新篇章

张金松 中国水协科技委主任/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9:40-10:10 特邀报告：碳达峰与碳平衡视角下的污水处理技术发展方向

王凯军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10:10-10:40 主题报告：水务企业智慧化实施路径的思考

刘伟岩 北控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10:40-10:50 茶 歇

10:50-11:20

主题报告：“十四五”期间上海水务发展的目标、思路和重点

举措研究

顾玉亮 上海供水协会副会长/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特

聘研究员

11:20-11:40 主题报告：巡检机器人在污水处理厂的智能化应用

邓稚锐 深圳市施罗德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11:40-12:10
主题报告：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南京市主城区污水管网排

查整治

周克梅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供水分论坛

会议地点：三楼富悦厅

会议时间：2021.8.12下午

时 间 内 容

13:30-13:55
主题报告：智慧调度在大型供水系统安全运行保障中的实践

陈冬雷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副部长

13:55-14:20
主题报告：城镇供水厂升级改造工艺及应用

王海梅 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14:20-14:40
主题报告：工艺服务型检测理念在现代化水厂管理中的应用

曲云鹤 深圳市清时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4:40-15:05
主题报告：信息化、智慧化赋能城市供水监管的思考

张志果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分院副院长

15:05-15:30
主题报告：开拓新局，水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林峰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15:30-15:55
主题报告：城乡一体化供水农村用水端水质安全保障研究

林涛 河海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教授

15:55-16:05 茶 歇

16:05-16:25
主题报告：基于动态混合技术的智能加药系统应用

陈奔 武汉力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16:25-16:50
主题报告：供水全流程节能优化运行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

蒋福春 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6:50-17:15
主题报告：基于机器学习的地表水源污染物溯源技术研究

李伟英 同济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17:15-17:35
主题报告：智能泵系统技术特征及其应用

沈月生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17:35-18:00
主题报告：SCADA系统设计及其在城市二次供水中的应用

严斌 南京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站库管理所副主任

18:00-18:25
主题报告：有限优质水源在平原河网地区的应用与实践

刘宏远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http://www.baidu.com/link?url=oeaEzW76oaJot1cr-H7R8x1cmLMbO36Uz9sEu-KEMV8D_lLeD66PXGaoEj2gLNqRs-Xblm_SK0fsN7m8CKSBIbepnPIbiaK7_6cjgTfuPuK


排水分论坛

会议地点：三楼水晶厅

会议时间：2021.8.12下午

时 间 内 容

13:30-13:55
主题报告：污泥热解气化技术在郑州市污泥处理处置中的应用

张凯 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污泥热解气化厂厂长

13:55-14:20
主题报告：常州排水信息化的实践

许光明 常州排水管理处处长

14:20-14:40
主题报告：Hach智慧供排水解决方案

商儒 哈希水质分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14:40-15:05
主题报告：海绵城市与水环境系统数字化技术研究与实践

吕永鹏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院院

长

15:05-15:30
主题报告：城市排水管网智慧感知系统建立与应用

王欢欢 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智慧水务中心副主任

15:30-15:55
主题报告：低表观气速下好氧颗粒污泥的骨架强化及其特性研究

赫俊国 广州大学市政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5:55-16:05 茶 歇

16:05-16:25
主题报告：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改造技术

陈锋 天健水务集团（杭州）有限公司董事长

16:25-16:50
主题报告：深圳河流域污水系统建设运维一体化实践

黄文章 深圳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技术部副部长

16:50-17:15
主题报告：微氧曝气-多级 AO工艺在高排放标准污水厂中的应用

万年红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17:15-17:35
主题报告：装备化膜系统在水处理中的应用

陈清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17:35-18:00
主题报告：数字科技与污水处理深度融合的实践与探索

周朔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公共事业部总经理



五、现场参观

参观地点包括贯泾港水厂和嘉兴市智慧污水管理平台，可二

选一参观。

（一）贯泾港水厂

贯泾港水厂筹建于 2007年，位于嘉兴市区正南，总占地面

积 210余亩，现处理能力为 50万吨/日。污水厂于 2021年完成

三期市域外引水配套水厂工程通水运行，采用“双水源”工艺，

在经过湿地缓冲、根孔、深度等多级净化处理的基础上，加强常

规处理+深度处理。水厂出厂水浊度常年保持在 0.1NTU以下（国

标要求 1.0NTU）,为嘉兴市民用上更加优质的饮用水而不断追求

科技进步。

（二）嘉兴市智慧污水管理平台

嘉兴市智慧污水管理平台筹建于 2020年，今年正式上线投

运，首次运用增强现实（AR/MR）技术，辅以 GPS定位、GIS

地图等移动互联网技术，搭载MR巡维 APP，可查询地下管网

的空间分布和实时在线数据情况，实现污水设施设备的高科技、

高效率、高质量运营管理。通过统一的技术监管平台，有效解决

污水管网运维管理中存在标准不统一、多头管理、数据分散、决

策支持能力不足、应急事件响应处置慢等重大难题，提高运行效

力，降低运行成本，实现一体化运维。

六、费用标准与报名方式

1、由于疫情影响，为参会人员带来诸多不便，经多方考虑，



会前线上报名一律按照会议费 800元/人，现场报名会务费 1200

元/人，住宿统一安排，住宿标准一间 350元/晚，交通、食宿自

理。

2、参会人员扫描以下“参会报名二维码”，填写参会人员

信息，参观信息，酒店预订信息。

3、缴费方式改为现场扫二维码转账会务费，原则上不收现

金，并现场扫描二维码提交开票信息，会后由中国水协开具电子

普通发票。

因住房紧张，请参会代表于 2021年 8月 5日前扫码报名。

七、会务组联系方式

周娅琳 13168016917 王海静 17317101407

汤玉婷 13421846089 谢嘉琦 13302916544

于存杰 15017905893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本次盛会！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1年 7月 27日



交通信息：

1、萧山机场落地 出发

1 萧山国际机场——乘坐机场线——嘉兴汽车北站——打车或乘坐 192

路公交车——嘉兴富悦大酒店

2 萧山国际机场——乘坐高铁——嘉兴南站——打车或乘坐 97路公交

车——嘉兴富悦大酒店

2、上海机场落地 出发

3 虹桥机场——换乘地铁——上海火车站——乘坐火车——嘉兴火车站

——乘坐 7路公交或打车——嘉兴富悦大酒店

4 浦东机场——换乘地铁——上海南站——乘坐火车——嘉兴火车站

——乘坐 7路公交或打车——嘉兴富悦大酒店

3、嘉兴南站到达 出发

5 嘉兴南站——打车或乘坐 97路公交车——嘉兴富悦大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