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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

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

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面临的

困难依然艰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

现生态环境平衡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比如，火电厂在除尘、脱硫、脱硝方面均实

现了超低排放，但是，排放的背后是付出了大

量的电耗换来的。

巩义市有一家企业——巩义市良慧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慧环保”），在发展

的历程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研发降碳节

能新技术方面，始终走在行业前沿，致力于河

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而良慧环保董事长李

学良专注于科技创新，20多年如一日，他研发

的智能化脱硫脱碳除尘一体化产品在市场上

备受欢迎，一路走来，见义勇为、疫情期间捐赠

抗疫物资、去年汛情期间积极捐款，用有限的

力量，勇敢地承担着一位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

任。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良慧环保成功发

展的奥秘。

□朱天玉

致力减污降碳 厚植家国情怀
——巩义市良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发展纪实

心中有恩，行中有爱。
2020年疫情刚暴发时，李学良就想为国家

疫情防控做些事情，在连续 20多个日夜的反复
论证后，他和公司的科技团队研发出了第一台
消毒杀菌一体机，第一时间向公司所在的巩义
市回郭镇党委政府汇报。在镇党委主要领导的
指导、支持下，李学良带领良慧环保全体员工彻
夜奋战，共生产60套消毒杀菌一体机，价值200
多万元，分别捐向湖北、山东曲阜、河南巩义等
地。

最感人的是，在向湖北捐赠消毒杀菌一体
机设备时，协调方环保基金会负责人提出：“你
们捐赠的这些设备，如果送到地方后，当地人员
不会操作怎么办，能否委派一名技术人员到现
场调试？”

李学良坚定地说：“放心吧，没问题。”
面对 2021年夏季汛情，良慧环保勇担社会

责任，全力以赴，奉献着自己的爱心。
“我7月 19日离开巩义去出差，7月 20日下

午就听到巩义遭受暴雨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启
动公司抢险救灾紧急预案。”

从回郭镇拉水向巩义市市区多个小区供水
300多吨，确保居民生活用水，安抚受灾居民。

暴雨期间，得知巩义市河洛镇因暴雨导致
电力中断，第一时间向河洛镇政府捐助两台发
电机组。

2021年 7月 26日，大部分被淹道路的雨水
正逐渐退去，但是积水较深的路面到处都是淤
泥，造成出行不便，大批志愿者开始清淤工作，
清淤工具缺乏，部分志愿者饮食不当造成身体
不适。良慧环保第一时间购买了一车铁锹及
6000 支藿香正气水和 6 箱乳酸菌素片送往巩
义市应急管理局，由巩义市应急管理局统一分
配。

2020年 6月至 2021年 8月期间，资助一位
叫王菲（化名）的女孩 5万余元，助其读完大学，
直至参加工作。在帮扶救助方面，良慧环保热
心资助家庭困难的大学生、帮助生活困难的群
众，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2021年 8月，河南多地出现疫情，良慧环保
积极为商丘、开封、安阳等地政府、学校和医院，
无偿捐赠防疫物资。

2021年 9月，良慧环保向巩义市五所学校
捐赠了一批消毒防疫设备。

“十四五”期间，良慧环保将进一步推广适
应气候变化的旱涝保收田技术，助力乡村振兴；
进一步推进减污降碳技术，实现减污降碳技术
再创新。

同时，良慧环保将扩大产能，建成两条全自
动生产流水线。

环保科技创新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生态环
境，保护我们的绿色家园，坚定地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这是良慧环保的初
心。良慧环保始终不忘初心,勇担时代责任，把
家国情怀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迎难而上，在企
业的不断发展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
发展格局，良慧环保将继续为绿色环境勇毅前
行，聚焦高质量发展，助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努
力做碳达峰碳中和的推动者、示范者和引领者，
为建设生态河南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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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企业发展、强盛的基础。
2015年，良慧环保在河南理工大学实验室论证得出，用

降低水的表面张力的方法，使不易被水溶解的物质吸附于
水，此项技术更有助于改善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

2017年 3月 23日，良慧环保在静脉产业建设上，取得国
家专利证书，使生活垃圾、污泥、秸秆等多种可燃性废物在同
一系统上做到无害化处理。

2018年 11月 6日，智能催化术脱硫脱碳除尘一体化工
厂式成套设备出厂，并投入市场近100套，为减污降碳工作开
辟了一条新的思路。

2019年 4月 22日，李学良研发出了旱涝保收田成套设
备技术。

2020 年 5月，良慧环保研发的消毒测温一体机获得成
功，并批量生产。

2021年，由于生产技术的日趋成熟，具备批量生产智能
化脱硫脱碳除尘一体化成套设备的能力，同时，还推出了智
能化垃圾气化发电供热一体化产品，年产值达3000余万元。

良慧环保是一家具备自主知识产权，集产品研发、生产、
施工、调试于一体的环保设备生产企业，致力于燃煤锅炉、窑
炉、燃气炉，大中小型炼钢厂、大中小型燃煤电厂和各类产生
粉尘污染企业的烟气污染治理。公司多年前就研发出达到
国家超低排放标准且能耗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创新技术，同时
自主研发智能化脱硫脱碳除尘一体化设备，为相关企业实现
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提供全新的方案。

良慧环保研发的智能化脱硫脱碳除尘一体化设备，具有
实现大数据管控、节省电能、降低脱硫运行成本等多项优势。

设备配置了智能化管理系统，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高效
能的掌上大数据管控平台。管理人员通过手机即可远程监
管脱硫过程中石灰的投放与否和投放量，以及副产物是否提
取，在线监测数据和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设备具有耗电量低，不需要通过湿式电除尘等传统产品
技术，即可实现颗粒物超低排放的特点。同时，在实际应用
中平均每小时耗电量不足1度就可以达到湿式电除尘设备的
效果，大大节省了电能。

设备实现了双碱法脱硫氢氧化钠一次性投放，只消耗石
灰，是一种科学合理的双碱法工艺设计，石灰利用率比传统
技术提高 70%以上。不会产生传统方法石灰投放后迅速沉
淀于水，无法确保亚硫酸钙充分氧化成硫酸钙，造成亚硫酸
钙在大气中分解，二氧化硫二次释放于空气中，造成二次污
染的情况。

良慧环保结合多年的研发经验与实际论证，生产的首台
半自动化除尘脱硫一体化设备于2018年 5月在平顶

山市郏县鸿鑫建材投入运营。

经测试，企业在使用此技术设备之前，每天脱硫用氢氧化钠
消耗量为4吨左右，使用后，每天只消耗600公斤石灰。

良慧环保通过产品升级改造，首台智能化脱硫脱碳除尘
一体化设备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益弘砖厂使用。经过一
年多的运行，除了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以外，与同行业相比，每
天可节约7000元左右的运行成本。

良慧环保自创办伊始就以技术研发为核心，以治理环境
污染为己任。经过多年不断发展和探索，在燃煤、燃气、燃油
烟气的脱硫、脱硝、除尘，生活垃圾、秸秆、废塑料、废轮胎、病
死牲畜尸体等废弃物无害化处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在除尘方面，公司技术人员研究发现，煤燃烧后所释放出
来的微尘等物质，和石墨粉尘的性质相同，均不易被水溶解。
因此可以尝试利用改变水的表面张力的方法，使不易被水溶解
的物质吸附于水，从而达到除尘的目的。2010年，公司拿到
了催化术脱硫除尘一体化专利证书；2012年，研发出适用于
脱硫环境下的催化除尘技术；2015年，公司在河南理工大学
实验室论证得出，通常水的表面张力为74.4mN/m，使用催化
技术后会变为 34.4mN/m，下降了 40mN/m，可将烟气中不
易被水溶解的物质吸附于水，从而有效解决湿式电除尘技术
中大量消耗电能的问题，实现节能与减排的有效结合。

在脱硫方面，良慧环保研发了双碱法脱硫工艺技术，用
一定量的氢氧化钠溶液与水混合后制成脱硫循环溶液，脱硫
后形成的亚硫酸钠溶液在特定的反应器里，与氢氧化钙反应
生成氢氧化钠与亚硫酸钙，氢氧化钠继续循环脱硫，亚硫酸
钙通过氧化反应生成硫酸钙，用压滤机定期脱水后提取硫酸
钙。整个过程中，二氧化硫从气体转换成液体，最终又转换
成固体并被提取出来。此项技术能有效解决个别中小型企
业在双碱法脱硫过程中，长期向水中添加氢氧化钠，造成钠
离子饱和后，排放大量含有亚硫酸钠的水溶液，污染水体和
土壤的问题。

与此同时，良慧环保正在推动以废塑料、废轮胎等为原
料的炼油项目，和以生活垃圾、秸秆等作为燃料的垃圾发电
项目。目前，根据环保市场的需求，良慧环保从低端的净化
设备向智能化环保机械装备转化，主要产品有智能化大气污
染防治设施、智能化垃圾气化发电供热一体化设施、智能化
旱涝保收田等智能化机械装备。

特别是良慧环保开发的智能化大气污染防治设备，其净
化技术接近零排放，除尘技术每小时耗电0.1度，节能效率最
高达到湿式电除尘技术的 8000 倍，同时脱碳效率高达
69.8％。

有耕耘就有收获，良慧环保先后取得20多项国家专利证
书，产品远销河北、辽宁、安徽、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等全国
多个地区，供不应求。

结缘环保发明
踏上环保科研之路

致力科技创新 结出累累硕果2

厚植家国情怀
勇担社会责任

“创办这家公司，实属和环保发明有缘。”良慧
环保董事长李学良深有感触地说。

2001年年初，李学良进入巩义市一家耐火材
料公司磨床车间当了一名设备操作工。进厂第一
天看到的景象，让李学良大吃一惊。车间内到处
飘舞着含有石墨的黑色粉尘，职工们戴着四层口
罩也遮挡不住粉尘进入鼻腔。工友说，厂里曾请
来环保设备厂的工程师寻求治理办法,但环保工
程师说利用水除尘不行,而一套静电除尘设备至
少得 80万元,厂里掏不起这笔钱。超细粉尘是矽
肺病的罪魁祸首,媒体上关于矽肺病的报道让李
学良胆战心惊。能不能试着想想解决粉尘污染的
办法?上班第一天,李学良就萌生了这样的念头。

李学良经过 6个月的不懈努力,终于获得成
功，打破了石墨粉尘不易被水溶解的认知,用水解
决了该企业的石墨粉尘污染问题。80万元才能解
决的污染问题,李学良用了数千元就解决了。

这次除尘技术的研发成功，使李学良和环保
发明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7 年 4 月 9 日，经过 6 年多的反复摸索实
验，李学良研制的烟尘、二氧化硫消除器获得成
功，当年，接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的专利申请
受理通知书。

他始终没有丝毫懈怠，在研究催化术除尘技
术的道路上，一直负重前行。

催化术除尘技术的原理是通过 LH除尘催化
剂改变水表面张力，使原本不溶于水的颗粒物被
水捕集，实现烟尘分离。以实际使用项目的检测
结果来看，净化后的颗粒物在含氧量为 19.4 时其
折算后浓度为 2.5mg/m3，远超国家超低排放标准
要求，该项技术的除尘效果可达99.9%。处理烟尘
含量小于 100mg/m3的烟气时，整套除尘系统平
均耗电每小时不超过1度。

为了检验催化术除尘技术的成熟性，2009年
5月 11日，李学良委托巩义市环境监测站实施检
测，实际检测结果只有 19mg／m3， 国家标准二
氧化硫≤900mg／m3，优于国家标准47倍多。李
学良完全掌握了碳捕捉技术。

为了更进一步把科研技术转化应用于产品并
投放市场，产生效益，李学良准备创建实业，2009
年 6月 23日，巩义市良慧环保机械设备厂正式注
册成立。

2009年 10月，向禹州市振卓建材厂卖出了第
一台脱硫设备，由于脱硫效果好，许昌市环保局向
全市相关生产企业推广该产品。

2009年 11月，向广东科达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卖出了第二台脱硫设备。

产品质量过硬，脱硫效果达标，售后服务优
质，使良慧环保产品慢慢地在市场上打开了销路，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10年，良慧环保脱硫除尘产品列
入工信部节能减排装备库目录名单；
2011年，获得科技部批准的民营科技发
展贡献奖；2012年，获得国际低碳研究
中心颁发的“低碳领军企业”称号；2013
年，获得河南省环保产业协会授予的“优
秀工程设计”称号。

良慧环保，沿着环保科研
这条路，以减污降碳为责任，
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使命，脚踏
实地，砥砺前行。

李学良在第五届全球绿色经济财富论坛
大气污染防治专题会议上发言。

良慧环保生产的智能化大气污染防治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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