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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简称首钢国际工程公司，英文简称 BSIET）始创

于 1973 年，是由原北京首钢设计院改制成立、首钢集团相对控股的国际型工程公司，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员工 1200 余人，拥有中日联、考克利尔等 9 家投资公司。在全

国勘察设计企业综合实力百强评选及全国勘察设计企业营业收入排名中，首钢国际工程

公司始终位列前 50 名，在冶金行业工程技术公司中位列前 5 名。

作为全国知名的钢铁全流程工程技术服务商，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充分发挥企业设计

院发展历程中更了钢铁生产实践的优势，为钢铁企业工程建设、环保搬迁、升级改造、

挖潜增效、节能减排提供专业技术服务，具有从百万吨级到千万吨级钢铁联合企业及其

配套项目的服务能力。

依托全流程、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全天候的“四全”服务体系，首钢国际工程公

司工程业绩覆盖武钢、太钢、包钢、济钢、唐钢、重钢、酒钢、新钢、宣钢、承钢、湘

钢等 100 余家钢铁企业。海外工程业绩遍布巴西、印度、伊朗、韩国等 20 多个国家。

近 5 年为 200 多个客户完成了近 800 项优质工程。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和全国优秀设计

奖近 100 项，获得冶金行业和北京市优秀设计及科技进步奖近 400 项，数十个项目创造

中国企业新纪录。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秉承“绿色低碳、高效低耗、智能集约、循环经济”的冶金工程

理念和“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经营理念，致力于先进、

实用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携手钢铁企业引领绿色钢铁未来 , 共创和谐环保世界。

公司介绍

 � 国家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

 �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 北京市设计创新中心

 � 北京市钢铁工程设计试验服务平台

 � 北京市冶金工程三维仿真设计研究中心

 � 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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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京唐千万吨级可循环钢铁厂

首钢京唐钢铁厂项目是目前钢铁项目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运行系统最全、装备水平最高、工艺技术最先进、生产流程最高效、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效果最好的项目。

首钢迁钢 800 万 t/a 综合钢铁厂

节能环保措施

 y 通过优化总图布置、先进的工艺装备和组织管理从生产源头降低消耗和排放；

 y 配套建设干熄焦、煤气干法除尘、TRT、CCPP、水处理、冶金渣处理、余热余压

利用等设施，实现了节能、节水和废弃物的综合回收利用；

 y 对废气、废水、粉尘和噪声等主要污染物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y 建有循环经济园区，包括：钢渣综合利用、高炉水渣综合利用、含铁尘泥集中资源

化利用、用后耐火材料综合利用、废油综合利用、初选渣钢提纯、钢渣尾渣制砖线、

钢渣磨细粉、钢渣干混砂浆等项目。

节能环保效果

 y 吨钢综合能耗 594.8kgce，吨钢水耗 4.1t，吨钢耗电 537.8kWh；

 y 含铁物料利用率 100%；

 y 煤气、蒸汽利用率 100%；

 y 生产、生活污水多级处理、分级回用，水循环率 97.5%；

 y 固废综合利用率 100%，吨钢粉尘排放量 0.75kg，吨钢 SO2 排放量 0.59kg，达到

国内先进水平；

 y 2010 年各种污染物实际排放指标达到了钢铁行业清洁生产一级标准要求。

节能环保措施

 y 利用烧结环冷机余热回收、球团热风循环利用、干熄焦及余热发电、高炉余压发电、

转炉烟道气化冷却、加热炉气化冷却等技术，对生产过程中的余热、余压进行回收利用；

 y 充分回收焦炉、高炉及转炉煤气，除用于钢铁厂各工序生产外，富余煤气全部用于发电；

 y 通过海水淡化，降低淡水资源消耗；高炉、炼焦、加热炉、转炉烟罩、渣处理采用环

保节水型工艺；

 y 高炉水渣、转炉钢渣和粉煤灰可用于制造水泥和混凝土掺合料。

节能环保效果

 y 吨钢综合能耗 630kgce，吨钢耗新水 3.5t，吨钢粉尘排放 0.42kg，吨钢 CO2

排放 0.4kg，基本实现废水、固废零排放，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y 每年可提供 1800 万 t 浓盐水用于制盐，330 万 t 高炉水渣、转炉钢渣、粉煤

灰等用于建筑原料；同时回收处理消化大量废塑料等社会废弃物。

1.绿色可循环钢铁厂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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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秦 260 万 t/a 综合钢铁厂

节能环保措施

 y 将全部废渣、废水、废气的回收再利用作为不可缺少的工艺环节和措施，同时有机

结合在项目中；

 y 全厂除尘灰（泥）采用全程封闭的负压吸 - 排、收集 - 混碾、造粒再利用创新技术；

 y 高炉水渣处理采用螺旋法脱水 - 超细磨技术，转炉钢渣处理采用闷 - 碎 - 提 - 磨

循环利用技术；

 y 所有产尘、排气点均设有完备的烟气除尘设施，大气粉尘排放浓度达到国家标准；

 y 用水根据用户要求，分质供水，串级使用，使废水消耗在生产过程中。

节能环保效果

 y 实现高炉水渣、转炉钢渣、除尘泥利用率 100%；煤气回收率 100%；二次能源利

用率 100%；污水零排放；消除烟尘无组织排放；

 y 厂区道路平、宽、直，厂房、管网整洁、颜色素雅，厂区遍布绿树、鲜花、芳草，

厂界绿水环绕，绿化率 30%；厂界噪声白天 65dB(A)，夜间 55dB(A)。

2.环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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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球团烟气治理

活性焦干法综合治理

 �自主研发，设备国产化，一次性投资降低近 50%；

 �具有脱硫、脱硝、脱二噁英、脱重金属及除尘“五位一体”

功能，综合脱除运行费用低；适应烟气流量、成分和温度

波动，装置连续稳定；

 �回收 SO2 制备高附加值产品，符合循环经济；无废水、废

渣和废气产生，无二次污染。

半干法脱硫

 �脱硫剂用量少、利用率高，耗水量低，循环脱硫剂的含湿

量为 3%~5%；装置安全可靠、运行费用低。

石灰 -石膏湿法脱硫

 �采用卧式空塔喷淋方式，脱硫剂利用率高，不结垢堵塞；

吸收塔高度降低，安装、维检简单、安全。

典型业绩

 y 首钢京唐 400 万 t/a 带式焙烧机球团烟气治理工程（建设中）

 y 安阳豫河永通 120 万 t/a 球团烟气脱硫 EPC 工程

 y 首钢矿业公司 240 万 t/a 球团烟气脱硫 EPC 工程

 y 承德兆丰钢铁有限公司 2×10m2 竖炉球团脱硫工程

 y 首秦 2×150m2 烧结烟气脱硫 EPC 工程

料场封闭

 �具有大跨度料场封闭设计的丰富经验，能够提供网架、三心圆柱面网壳、预应力钢网格及预应

力管桁架等大跨度料场封闭技术服务；

 �在满足工艺要求下，设计成品具有能充分利用场地空间、经济指标优越、结构外立面美观、安

装施工快捷的显著特点。

典型业绩

 y 迁钢原料厂干煤棚工程

 y 山西长治焦化干煤棚工程

 y 江西电力厂干煤棚工程（方案）

 y 首钢京唐料场封闭工程（单跨 160m，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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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煤气净化

 �在国内首创焦炉装煤推焦焦侧除尘系统，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粉尘排放浓度≤ 50mg/Nm3，大大优于国家标准，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采用先进的炉顶翻板阀或炉顶机侧捕集罩的方式捕集装煤过程中产生的烟尘，取得良好的除

尘效果；

 �采用除尘小车 + 皮带密封集尘装置的方式捕集、输送拦焦过程中产生的烟尘，有效解决了

焦炉烟气捕集、输送的难题。

 �自主研发的负压脱苯技术，能耗低，比蒸汽汽提工艺节能 15% 以上；无废水

排放，节能减排效益明显；脱苯效率高，塔底贫油含苯量≤ 0.2%，洗苯塔后

煤气含苯≤ 1g/Nm3，比蒸汽汽提工艺增产≥ 10%；

 �自主研发的剩余氨水负压蒸氨技术，能耗低，比直接蒸汽蒸氨工艺节能 50%

以上；不消耗蒸汽，无新增废水，减排效益明显；利用闲置的低品质热源，

节约生产成本，实现能源有效利用。

焦炉装煤推焦除尘

典型业绩

 y 博威新宇化工公司焦炉煤气负压脱苯 EPC 工程

 y 唐山建龙焦化负压蒸氨工程

 y 长治市瑞达工业园区焦化负压脱苯、负压蒸氨 EPC 工程（建设中）

 y 云南德胜钢铁公司焦化负压脱苯 EPC 工程

 y 贵州首黔资源开发公司焦化负压脱苯 EPC 工程

典型业绩

 y 首钢迁钢 6m 顶装焦炉装煤推焦除尘系统

 y 淮钢 4.3m 捣固焦炉装煤推焦除尘系统

 y 印度布山公司 4.3m 捣固焦炉装煤推焦除尘系统

 y 印度金斗公司 4.3m 捣固焦炉装煤推焦除尘系统

 y 新钢 6m 顶装焦炉装煤推焦除尘系统等近 2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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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煤气干法除尘

 �作为首创单位，主编了《高炉煤气干法袋式除尘设计规范》国家标准，承担了“十一五”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特大型高炉煤气全干法除尘技术的开发”课题研究；

 �箱体压差控制在 2kPa~3kPa；净煤气含尘量长期稳定在 2mg/m3~4mg/m3；煤气降温装置使

用效果良好，滤袋寿命达到 3 年；

 �与湿法相比，无新水消耗，年节约耗电 98.5%，年平均吨铁 TRT 发电量提高 45%（达到

53kWh）；显著提高煤气热值。

转炉煤气干法除尘

 �承担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转炉

煤气干法除尘技术的开发”课题研究；世界范围

内首次实现“全三脱”冶炼与转炉煤气干法除尘

两大先进工艺技术的有机结合；

 �经干法除尘系统净化后的烟气含尘量稳定保持在

10mg/Nm3 以下，最低达到 2mg/Nm3；全年泄爆

次数控制在万分之三以下；

 �大幅降低新水消耗，实现废水零排放；与传统的

湿法除尘相比，节电 5.06KWh/t 钢，节水 0.248m3/

t 钢；除尘产生的转炉干灰经过冷压造球后作为炼

钢冷却剂使用。

典型业绩

 y 首钢京唐 300t×5 转炉煤气干法除尘工程

 y 首钢迁钢二炼钢厂 210t×2 转炉煤气干法除尘工程

 y 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公司 120t 转炉煤气干法除尘系

统 EPC 工程

典型业绩

 y 济钢 1750m3 高炉煤气干法除尘系统 EPC 工程

 y 重钢 1350m3 高炉煤气干法除尘系统 EPC 工程

 y 宣钢 2000m3、2500m3×2 高炉煤气干法除尘系统 EPC 工程

 y 首钢京唐 5500m3 高炉煤气干法除尘系统 EPC 工程

 y 首钢迁钢 4000m3 高炉煤气干法除尘系统 EPC 工程等 2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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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流式干法湿法电除尘

钢铁厂综合污水处理

 �拥有“钢铁污水混凝沉淀及过滤处理系统”发明

专利等多项自主优势技术；

 �采用高效一体化核心处理单元，完成对污水的有

效去除，为后续污水深度处理提供可靠的技术保

障；

 �采用污泥外回流沉淀池及恒水位过滤系统，保证

良好的出水水质；

 �整个系统具有自动化程度高、处理效果好、运行

成本低、占地面积小等诸多优点。

典型业绩

 y 酒钢污水处理厂工程

 y 首钢京唐污水处理厂工程

 y 首钢迁钢污水处理厂工程

 y 首钢通钢污水处理厂工程

 �可应用于钢铁厂烧结脱硫、球团脱硫、炼铁厂干法除尘、炼钢厂干法除尘、

轧钢厂湿式除尘等领域；

 �将收尘阳极板垂直于气流方向布置，使电场力的方向与引风力的方向在同

一水平线上，使粉尘颗粒在引风力与电场力的共同作用下，在新型阳极板

上完成捕集；

 �径流式电除尘器能够捕集 PM2.5 级细微颗粒物，对细微颗粒物的捕集效率

达 95%；

 �该技术设备运行阻力低，处理烟气量大，耐高温、耐腐蚀，使用简单可靠，

运行维护费用较低，且无二次污染。

典型业绩

 y 河北建投宣化热电厂径流式电除尘 EPC 工程

 y 云南德胜钢铁公司径流式电除尘工程（方案）

 y 四川达州钢铁公司烧结脱硫系统配套湿式电除尘工程（方案）

 y 华菱涟钢集团球团脱硫系统配套湿式电除尘工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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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污水处理

典型业绩

 y 首钢焦化污水处理 EPC 工程

 y 迁安中化煤化工公司焦化污水处理工程

 y 中普（邯郸）钢铁公司焦化污水处理工程

 y 印度布山公司焦化污水处理工程

 y 首钢京唐西山焦化公司焦化污水深度处理回用工程

 �“焦化废水生物脱氮处理工艺”发明专利，确保处理后的 COD Cr 和 NH3-N 等排水水质达到行业

排放标准；

 �“焦化污水深度处理零排放工艺”发明专利，采用高级氧化组合技术与传统成熟的膜处理技术相

结合的新工艺，实现焦化污水的资源化利用和焦化污水的“零排放”；

 �“电絮凝、溶气气浮成套装置”发明专利，强化焦化污水预处理除油效果，确保焦化污水处理系

统的稳定运行；

 �开发了 DM301A、B 高效混凝沉剂，对难降解的 CODCr 去除率达 50% 以上。

3.节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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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炉分段加热

 �采用分段加热与废气循环相结合的组合燃烧技术，大幅度降低烟囱排放废气中 NOx 含量，保证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达到现行国家标准；

 �改善焦炉高向加热的均匀性，提高焦炭质量；

 �通过控制进入每格蓄热室的空气和煤气的流量，保证焦炉的长向加热均匀，提高焦炉热效率。

典型业绩

 y 长治市瑞达工业园区焦化项目（建设中）

烧结余热发电

 �在国内率先开展烧结机环冷余热发电技术的研发与

应用，目前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优势；

 �根据环冷机产生的热风量，设置不同能力的余热锅

炉、蒸汽轮机和发电机；

 �采用补燃系统稳定蒸汽参数；

 �采用闪蒸汽，大幅度提高烟气余热的回收利用率；

 �先进的自动化系统实现计算机集中控制。

典型业绩

 y 迁安矿业公司烧结机环冷余热发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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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熄焦发电

 �从 2003 年起与新日铁合作推广干熄焦及配

套发电技术，目前占据了中国干熄焦项目一

半以上的市场份额；

 �根据干熄焦焦炭的产量，设置不同能力的余

热锅炉、蒸汽轮机和发电机；

 �余热锅炉采用膜式水冷壁，热效率明显提

高；

 �余热利用产生的电能提供给工厂，降低工厂

运行成本；

 �先进的自动化系统实现计算机集中控制。

典型业绩

 y 包钢 125t/h 干熄焦发电工程

 y 武钢 140t/h 干熄焦发电工程

 y 济钢 150t/h 干熄焦发电工程

 y 重钢 3×150t/h 干熄焦发电工程

 y 首钢京唐 2×260t/h 干熄焦发电工程等 40

余项

高炉冲渣水余热利用

 �在国内率先开展高炉冲渣水余热利用技术的

研发与应用，设计了国内第一套水渣余热供

暖系统，获北京市科技成果奖；

 �拥有多项专有技术和丰富的设计改造经验，

可根据不同的高炉冲渣工艺进行优化设计；

 �对高温炉渣通过冲渣水进行冷却，产生大量

温度在 70~90℃的热水，利用冲渣水采暖、

加热洗澡水、加热生活热水、驱动热泵制冷

以及余热发电等方式回收冲渣水余热；

 �节约能源，降低排放，减少雾霾，保护环境。

典型业绩

 y 首钢高炉水渣池余热利用工程

 y 首钢迁钢 2 号高炉冲渣水余热利用工程

 y 首钢迁钢 1、3 号高炉冲渣水余热利用工程

 y 首钢京唐 1 号高炉冲渣水余热利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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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烧高炉煤气锅炉发电

 �全烧高炉煤气高压锅炉发明专利；

 � 10t/h、35t/h、130t/h、220t/h 及 260t/h 等各类不同规模高炉煤气锅

炉工程业绩，配套的发电能力覆盖 15MW ～ 60MW 各个系列；

 �根据工厂实际需求合理掺烧转炉煤气、天然气、焦炉煤气、燃煤等

燃料；

 �在合理分析煤气平衡的基础上，通过合理配置锅炉及发电容量，实

现煤气零放散；

 �煤气预热技术、锅炉增设副省煤器预热凝结水技术、除氧器排汽能

量回收技术等专有技术。

典型业绩

 y 马钢 50MW 自备电站工程

 y 长治钢厂 2×15MW 自备电站工程

 y 首秦 35MW 汽轮发电机组工程

 y 马钢煤气综合利用发电工程（260t/h 锅炉、60MW 发电机组）

 y 迁钢 2×25MW 自备电站工程、15MW 背压机组工程等 10 余项

全干式高炉煤气炉顶余压发

电（TRT）

 �引进和设计了国内第一套 TRT 机组；设计了国内第

一台串联 TRT 机组；设计了国内第一套全干式 TRT

机组；设计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干湿两用机组和国内装

机容量最大的 TRT 机组；

 �拥有全干式（或干湿两用）高炉煤气炉顶余压发电装

置串并联工艺流程优化、全干式高炉煤气炉顶余压发

电装置露天化、大型设备特征及附属设施紧凑型工艺

布置优化技术等多项专有技术；

 �保证炉顶压力的偏差控制在 2kPa 以内；实现 TRT 机

组在负荷变化的条件下对炉顶压力精确地调节，提高

发电量。

典型业绩

 y 首钢京唐 5500m3 特大型高炉 TRT 工程

 y 宣钢 2000m3、2500m3×2 高炉 TRT 工程

 y 印度 BIL 公司 1780m3 高炉 TRT 工程

 y 涟钢 2800 m3 高炉 TRT 工程

 y 湘钢 1800 m3 高炉 TRT 工程等近 2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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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钢转炉汽化冷却压差发电

 �在螺杆式低压蒸汽压差发电技术应用方面始终走在行业前列，创新利用螺杆发电机代替减压装

置，在低品质蒸汽利用方面具有突出优势，更好地实现节能降耗；

 �快速启停，无需暖机，能够高效、安全运行；

 �发电机产生的低压电能够满足生产单位的照明使用需求，降低运行成本。

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CPP）

 �在国内钢铁行业率先开展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实现完全自主设计，

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

 �利用钢铁厂富余的低热值高炉煤气，满足节能降耗、低碳环保的要求；比常规高炉煤气发

电效率更高；

 �掺入少量焦炉煤气，有效解决低热值高炉煤气燃烧不稳定的问题；

 �先进的自动化系统实现计算机集中控制。

典型业绩

 y 首钢迁钢 150MW 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工程

 y 首钢迁钢 2×50MW 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工程

典型业绩

 y 首钢迁钢炼钢转炉汽化冷却压差发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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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硫废液提盐

 �脱硫液浓缩采用真空蒸发，可减少 30% 的能耗，

同时回收脱硫液中的氨水循环使用，节约用水，

避免排放污染；

 �采用分步结晶分离技术，硫氰酸铵产品纯度可

达到 98% 以上，硫酸铵氮含量大于 20.5%；

 �提取出来的氨水供脱硫系统循环使用，其它组

分（如硫磺、硫氰酸铵、硫代硫酸铵等）用于

工业生产，变废为宝，节约大量能源和资源，

避免环境污染；

 �除包装工段外，系统全密闭操作，生产环境清洁，

无废水、废气外排。脱色时产生的少量活性炭，

可送活性炭再生企业加工利用，无其它新生污

染物。

典型业绩

 y 迁安中化煤化工公司脱硫废液提盐工程

 y 河南利源燃气公司脱硫废液提盐工程

4.综合利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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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水渣超细粉

 �采用成熟且先进的立磨粉磨工艺系统，具有运行可靠、生产率高等特点，

不需单独设置烘干系统，将矿渣烘干、粉磨、选粉集中在立磨内完成，

简化了工艺流程，减少了占地面积，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较低，系统可

靠性高；

 �矿渣单独粉磨工艺可以克服矿渣和水泥熟料混合粉磨存在的矿渣难磨、

磨不细，熟料好磨、过粉磨的问题，有利于优化生产操作参数，降低生

产成本，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

 �矿渣单独粉磨工艺可以根据市场需要灵活调整产品细度，随着混凝土中

矿渣微粉掺入量增加，可以降低混凝土的水化热及有害成份的含量，为

改善混凝土的性能创造了有利条件。

典型业绩

 y 首钢嘉华建材有限公司 60 万 t/a 矿渣超细磨工程

 y 秦皇岛首秦嘉华建材公司 60 万 t/a 矿渣超细磨工程

 y 首钢京唐 2×60 万 t/a 矿渣超细磨工程

 y 迁安首嘉建材 90 万 t/a 矿渣超细磨工程

 y 三河首嘉建材 2×60 万 t/a 矿渣超细磨工程等 10 余项

转炉钢渣二次回收

 �“钢渣二次处理系统及其方法”发明专利，最大限度地回收钢渣中的金属铁，并通过破碎、筛

分、磁选作业，随时调节产品的粒度和质量，达到产品性能指标，实现钢铁企业固体废弃物“零”

排放的目标；

 �工艺先进、设备性能可靠、占地小、投资经济、生产适用；

 �工艺路线紧凑、流程短捷顺畅、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生产。

典型业绩

 y 首秦钢渣二次处理工程

 y 山西建邦钢渣二次处理 EPC 工程

 y 霍邱钢渣热泼处理 EPC 工程

 y 迁钢脱硫渣处理生产线工程

 y 晋钢钢渣二次处理工程等 1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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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炉干法除尘灰压球

 �国内首创转炉干法除尘灰压球生产线，

拥有发明专利；

 �减少冶金工业固废的排放，冷固球团直

接作为转炉冷却剂使用。固体废弃物的

高效资源化利用，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工艺简洁实用、投资省、易于实施；运

行费用低，与烧结矿相比，生产成本降

低约 200 元 /t 球；

 �彻底解决干法除尘灰应用于烧结过程中

对烧结矿质量及除尘设备运行的不利影

响。

典型业绩

 y 首钢京唐 25 万 t/a 转炉干法除尘灰冷固

球团工程

 y 日钢板材制造部 30 万 t/a 转炉干法除尘

灰冷固球团环保工程

5.特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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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多效海水淡化及配套发电

 �依托首钢集团整体优势，自主设计、自主加工、自主建设、自主运营；提供海水取水、热法及膜法海水淡化、浓盐水综合利用等全流程技术服务；

 �设计成套钢铁行业世界首例三工况低温多效海水淡化系统；拥有低温低压蒸汽海水淡化工艺发明专利；

 �成功集成世界首例万吨大型海水淡化技术与发电技术，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实现能量梯级利用，全系统热量利用率高达 82.23%，海水淡化制水成本降低

40%，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典型业绩

 y 首钢京唐 1.25 万 t/d×4 海水淡化工程

活性石灰套筒窑

 �自主设计国内最大产能套筒窑；具有套筒窑扩容改造和异地搬迁的工程

业绩；

 �在热工系统、内衬结构、内套筒、换热器、控制系统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优化，

具有技术可靠、生产稳定、产品质量好、耐火材料使用寿命长的显著优势；

 �可配套建设石灰深加工、石灰粉状产品远距离气力输送设施，并实现全

国产化设计，能够极大降低用户的投资和维护成本。

典型业绩

 y 晋钢 600t/d 石灰套筒窑 EPC 工程

 y 首钢迁钢 600t/d 石灰套筒窑工程

 y 首钢京唐 500t/d×4 石灰套筒窑工程

 y 云南德胜钢铁公司 1000t/d 石灰回转窑工程

 y 首钢长钢 500t/d 石灰套筒窑搬迁工程等近 2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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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水喷吹“三脱”

 �自主研发的优势技术，工程投资仅为引

进国外技术和设备的 1/2 ～ 1/3；

 �脱磷效果达到国际同类先进水平，终点

[P] 稳定在 <0.006%，能够为不锈钢生

产企业提供优质原料，大大降低投资和

生产成本；

 �脱硅、脱磷在同一反应容器内完成，节

省了处理成本与时间。

典型业绩

 y 邢钢不锈钢铁水脱磷 EPC 工程

 y 泰钢不锈钢厂铁水包脱磷 EPC 工程

热轧钢卷托盘运输

 �世界首创双排式钢卷托盘运输系统，是

目前钢卷运输领域的最新方式，也是最

先进合理的技术，具有突出的优越性，

尤其适合于大型钢铁企业多用户点之间

的交叉运输；

 �具有设备基础浅、设备重量轻、工程投

资少、能源消耗少、运行成本低、自动

化控制方式更为灵活可靠、检修和维护

方便等突出优点；

 �基本取消了汽车运输，能够大大降低天

车的工作负荷，有效保护钢卷表面，保

证车间整洁美观、改善企业形象。

典型业绩

 y 韩国浦项公司光阳制铁所 4 号热轧托盘

运输系统机电液自动化总成套

 y 首钢迁钢 1580mm 热轧托盘运输系统

机电液自动化总成套

 y 首钢京唐 1580mm 热轧托盘运输系统

机电液自动化总成套

 y 首钢京唐 2250mm 热轧托盘运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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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国际工程公司为您提供

“全流程　全方位　全生命周期　全天候”工程技术服务
照　片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市场区域 联系方式

姚　远 副部长 高级工程师
东北地区
华北地区

13910390013
010-88299084

yy408@263.net

张松文 副部长 高级工程师
华中地区
华东地区

13910910318
010-88299026
zhangsongwen

@bsiet.com

张发刚 部长助理 高级工程师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华南地区

13901396709
010-88299297
zhangfagangsg

@163.com

赵　志 高级营销经理 高级工程师
黑龙江、吉
林、辽宁、
天津

13911586271
010-88299032

Zhaozhi99@gmail.com

张志祥 营销经理 高级工程师 陕西省
13701376296
010-88299031

zzhix@vip.sina.com

沈　宏 营销经理 工程师
云南、贵州、
四川、重庆、
新疆、宁夏

13601290587
010-88299029
Shenhong1217

@sohu.com

照　片 姓　名 职　务 职　称 市场区域 联系方式

李　林 市场营销 工程师
浙江、安徽、
福建、江西、
山东

13031128987
010-88298564

libatistu@163.com

王　帆 市场营销 工程师 山西
13581868653
010-88299203

Wef211@126.com

王向阳 市场营销 工程师 河北省
13833759852
010-88299209

trustme518@126.com

孟祥龙 市场营销 工程师 江苏、上海
13811414648
010-88298524

mxlran@163.com

侯宏宙 市场营销 高级工程师
河南、湖北、
湖南、广东、
广西

13911723163
010-88299551

hhz2015@163.com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营销团队）

非高炉炼铁

HIsmelt熔融还原炼铁

 �目前国内唯一的授权工程商，掌握核心技术，具备设计能力，实现完全国产化；

 �直接使用矿粉和煤粉进行冶炼，摆脱对焦炭的依赖；可用于处理高磷矿、钒

钛磁铁矿等低价铁矿粉，显著降低生产成本；与高炉工艺相比，CO2 排放量

可以降低 20% 以上。

典型业绩

 y 山东墨龙 80 万 t/aHIsmelt 工程

转底炉处理冶金固废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全流程工艺技术，具有运行稳定、效率高等优点；

 �可用于处理钢铁企业含锌尘泥，金属化率可以达到 85~95%，脱锌率达到

90% 以上；

 �自主开发螺旋出料机、成品球冷却机、换热器等关键设备，形成了一系列专

利技术。

气基竖炉直接还原

 �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具备 50 万 t ～ 200 万 t 气基竖炉工艺设计能力；

 �工艺形式灵活，可以采用天然气、煤制气、焦炉煤气等多种气源；

 �与高炉工艺相比，可以减少 SOx 和 NOx 排放 90% 以上，CO2 排放减少

5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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