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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始创于 1973 年，经过 40 余年创新发展，由原北京首钢设计院发展成为业务范围多元化、

经营领域国际化的知名工程技术服务商。公司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拥有员工 1200 余人。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北京市设计创新中心”，拥有国家最高等级的工

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和工程咨询甲级资质、城乡规划编制资质。提供冶金、市政、建筑、节能环保等行业的规划咨询、

工程设计、设备成套、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服务。位列“全国勘察设计企业综合实力百强”及“全国勘察设计

企业营业收入排名”前 50 名。先后获得全国建筑业企业工程总承包先进企业、全国冶金建设优秀企业、全国优

秀勘察设计院、全国勘察设计行业创优型企业、中国企业新纪录优秀创造单位、全国企业文化优秀单位、全国建

筑业信息化应用示范单位等殊荣，并连续多年荣获北京市“守信企业”称号。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致力于工业与民用建筑规划设计，拥有教授级高级建筑师（工程师）7 人，高级建筑师（工

程师）28 人，一级注册建筑师 3 人、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24 人、一级注册建造师 16 人、注册城市规划师 2 人、

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14 人、注册电气工程师 4 人、注册环境工程师 7 人、注册监理工程师 2 人、注册造价师 31 人，

共计 103 人。在民用建筑领域，依托首钢集团整体优势，打造住宅产业化实践平台，成立了住宅产业化研发团队，

以百年精品住宅为目标，研发设计了钢结构产业化住宅和混凝土产业化住宅。在工业建筑领域，拥有丰富的工程

业绩，能够实现工业功能与建筑美学的完美契合，为客户提供实用、美观、绿色的高品质建筑工程。

 » 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

国家设计行业最高等级资质，能够从事所有行
业所有等级的项目设计。全国拥有此资质的企
业仅 61 家

 » 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占全部高新技术企业的比例不超过 2%

 » 北京市设计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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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北区规划

规划面积：2.89 平方公里　　设计时间：2014 年　　规划说明：包括大型公建区、住宅区、综合服务区等

 » 北京首钢园区三维模型（863 公顷）

2 3

工业遗址规划与创意设计



西十筒仓创意广场 BIM 设计流程

 » 既有筒仓三维实景扫描点云

 » 建筑结构建模  » 管道建模

 » 建筑结构 + 管道建模  » 整体三维模型

 » 管道模型细部  » 管道碰撞检查

西十筒仓创意广场

（2014 亚太商业先锋大奖）

规划面积：3.2 公顷　　设计时间：2013 年

方案创意：将筒仓、料仓等改造成文化创意空间，体现重工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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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红楼迎宾馆改造项目

规划面积：4.95 公顷　　设计时间：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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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炉改造创意设计（方案）

规划面积：1.2 公顷　　设计时间：2013 年

作品一《浴火重生——大凤之舞》（北京市青年建筑创意设计银奖）

方案创意：将北侧三座高炉融入到化成凤凰展翅飞舞的整体构思中，深入挖掘利

用高炉的形态特点，赋予它观展、实景剧、观星等丰富、充满活力的活动功能

作品二《转身》

方案创意：凝炼了首钢百年文化，以炼铁史为序，建成“水 • 陆

生态”两系统，与周边形成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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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绥中东戴河项目规划设计

规划面积：42.8 公顷　　设计时间：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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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明湖工作室创意设计（方案）

规划面积：1.2 公顷　　设计时间：2013 年　　方案创意：“遮天莲叶无穷碧，群明湖畔江南忆，

松香竹韵柳叶飞，墙白瓦青光影魅，闲来举头物如故，铁色记忆犹在心”

内蒙古东岚总部基地规划

规划面积：6.67 公顷　　建筑面积：82500m2　　设计时间：2014 年

规划说明：包括东岚集团总部大厦、六星级酒店、职工家属楼、专家公

寓（别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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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规划



密云冯家峪镇总体规划

规划面积：21425 公顷　　设计时间：2005 年　　规划说明：2005 年～ 2020

年镇域规划，包括村镇、工业、农业、办公、居住、旅游、绿化、道路、市政

设施等

江西乐安县城西区规划

规划面积：103 公顷　　设计时间：2003 年

江西九江武宁县朝阳小区规划

规划面积：10 公顷　　设计时间：2003 年

北京奥运场馆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规划（方案）

规划面积：50 公顷　　设计时间：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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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尔夫俱乐部会员别墅区规划（方案）

规划面积：23 公顷　　设计时间：2004 年

首钢一耐养老地产项目规划（方案）

规划面积：41 公顷　　建筑面积：590000m2　　设计时间：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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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篮球中心

建筑面积：25000m2　　设计时间：2000 年　　设计说明：大型综合体育

场馆，集比赛、训练、健身休闲和大型文艺演出于一体，以篮球项目为主

的综合大厅可容纳 5800 名观众

昌平区综合体育馆

（冶金行业部级优秀设计一等奖）

建筑面积：22000m2

设计时间：2005 年

设计说明：大跨度钢桁架－斜拉

索结构，最大跨度 98 米，可容纳

7000 名观众

迁安市奥体中心体育馆 
建筑面积：28000m2

设计时间：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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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建筑



五棵松体育馆（幕墙钢结构）
建筑面积：63000m2　　设计时间：2005 年

非洲安哥拉体育馆

建筑面积：26000m2　　设计时间：2007 年

设计说明：四个体育馆分别位于非洲本格拉、万博、卢班戈、

卡宾达四城市，2007 年成功举办了非洲杯篮球锦标赛

杭州计量学院体育馆

建筑面积：19000m2　　设计时间：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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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时代大厦（北京市优秀设计二等奖；冶金行业部级优秀设计一等奖）

建筑面积：66000m2　　设计时间：2002 年

设计说明：5A 级写字楼，纯钢框架－支撑结构

首钢技术研究院综合办公楼　　建筑面积：34000m2　　设计时间：2007 年

钢铁大厦（方案）

规划面积：22.65 公顷　　建筑面积：1710000m2　　设计时间：2008 年

设计说明：建筑设计高度为 400 米，由办公、会议、展览、酒店、酒店式公寓、

餐饮及商业、地下停车库等功能组成

首钢科教大厦

建筑面积：76000m2　　设计时间：2006 年　　设计说明：设有 1000 座报告厅、餐饮、会议、办公、宾馆客房 

（含总统套间及商务套间）、地下停车场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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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建筑



中国第四冶金建设公司总部基地（方案）

建筑面积：12468m2　　设计时间：2010 年

中国绿能港（方案）

建筑面积：90000m2　　设计时间：2014 年

首钢中关村软件园

建筑面积：28000m2　　设计时间：2001 年

秦皇岛建筑交易中心市场管理大厦

建筑面积：20000m2　　设计时间：2003 年

洛阳龙宇电力大厦（方案）

建筑面积：39000m2　　设计时间：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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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铸造村住宅小区 
建筑面积：200000m2　　设计时间：2009 年

迁钢生活小区（冶金行业部级优秀设计二等奖）　　规划面积：11.91 公顷　　建筑面积：306300m2 

设计时间：2008 年　　设计说明：含住宅、招待所、会所、地下车库、幼儿园等设施

汤泉逸墅 CEO温泉公馆（年度最被期待楼盘奖、年度最佳生态楼盘奖）

建筑面积：12000m2　　设计时间：2004 年

26 27

居住建筑



长治沁芳盛世住宅小区 
规划面积：16 公顷

建筑面积：550000m2

设计时间：2014 年

首钢一线材厂住宅小区

规划面积：19.5 公顷　　建筑面积：500000m2

设计时间：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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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家园　　规划面积：15 公顷　　建筑面积：380000m2　　设计时间：2008 年

设计说明：含板式高层、塔式高层等住宅建筑及公建配套设施

秦皇岛大秦世家　　规划面积：10.4 公顷　　建筑面积：180000m2　　设计时间：2002 年

设计说明： 含多层、板式小高层、联体别墅等建筑，设有大型地下停车场、会所、商业、幼儿园等配套设施

首钢黄南苑小区

建筑面积：239000m2

设计时间：1998 年

迁钢职工宿舍　　规划面积：4.57 公顷　　建筑面积：138500m2　　设计时间：2014 年

石景山区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程　　建筑面积：932315m2（合计 227 栋）

设计时间：2014 年　　项目概况：抗震改造采用单面喷射混凝土加固方法，阳台采

用三脚架支撑体系加固；节能改造包括外墙保温、屋面保温和防水、外窗及门连窗更

换等，外墙外保温用 A 级复合硬泡聚氨酯保温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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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物美大卖场　　建筑面积：24000m2　　设计时间：2001 年　　设计说明：旧有建筑物改扩建

苹果园商贸中心　　建筑面积：9000m2　　设计时间：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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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建筑



河南焦作监狱　　规划面积：20 公顷

建筑面积：97000m2　　设计时间：2005 年

设计说明：包括行政、武警生活、监舍、接见、

生产及医疗、食堂等配套设施

福建国道收费站及配套设施

高速公路收费站及配套设施　　建筑面积：8300m2　　设计时间：2014 年　　设计说明：共有四个地块，7 个主要单体，3 个附属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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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设施



西山八大处公园旅游配套服务设施与文化广场

奥运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
石景山游乐园 4D影院
我国第一座具有高科技含量、世界一流水平、亚洲最大的豪华 4D 影院文化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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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铸造村小区景观

迁安崔庄小区景观

38 39

园林景观



鲁家山循环经济基地规划（方案）

（北京市青年环保设计竞赛二等奖）

规划面积：1.4 公顷　　设计时间：2014 年

创意说明：作品立意为“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将山石抽象成方块儿，

通过规律组织，无序抽离形成空洞，草木种植其中，体现生命破岩而出的意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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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京唐千万吨可循环综合钢铁厂（项目规模：970 万 t/a，规划面积：1397 公顷）

首钢迁安综合钢铁厂（项目规模：800 万 t/a，规划面积：61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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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地总体规划

具有综合性钢铁厂、机械厂、水泥厂、电厂等大型工厂总体规划设计的综合

能力和实践经验，在实现布局合理、流程紧凑、技术先进、循环经济、环境保护

方面拥有独到的技术优势。



首秦综合钢铁厂（项目规模：260 万 t/a，规划面积：168.6 公顷）

河北钢铁集团宣化钢铁厂（项目规模：800 万 t/a）

山西文水海钢钢铁新区（项目规模：300 万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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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建筑
将公共建筑置于工业园区的背景与环境下，实现建筑的安全保障、实用功能、内外形式美和经济

效益的最佳契合，在国内率先将建筑物节能设计和建筑内部功能弹性设计纳入建筑设计核心内容。

迁钢热轧办公楼（建筑面积 4500m2）

迁钢冷轧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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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唐钢铁厂指挥中心

迁钢能源中心（建筑面积 15080m2）

京唐钢铁厂前区综合大楼（方案）

（建筑面积 80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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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钢生产指挥中心（建筑面积 15000m2） 迁钢水处理控制中心（建筑面积 15080m2）

迁钢五号大门迁钢厂前区 京唐钢铁厂中心服务餐厅

京唐钢铁厂厂前区候车大厅（建筑面积 25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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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工程技术试验与研发基地（方案）（建筑面积 25400m2）

广东怀集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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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钢京唐钢铁厂吹砂造地 首钢京唐软土地基处理

·创围海吹砂造地形成的陆域上建设钢铁厂进行软土地基处理世界纪录

·创中国最大规模单项工程基桩最多纪录

·获冶金行业全国优秀工程设计一等奖

 » 强夯加固技术  » 旋挖灌注桩技术 » PHC 管桩设计与施工  » 复杂地质处理

山西文水海钢地基处理（EPC）

具有各类地基处理能力，在深厚软土地基、岩溶与土洞地基设计以及滑坡防治设计、复杂场地基

坑支护设计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在吹砂造地软土地基处理方面有深入研究与应用成果。在我国率先实

现超大地下箱型设备基础自主设计，多项技术创中国企业新纪录。

地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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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京唐 2250mm热轧地下箱型基础
·基础全长 657m，最宽处 120m

·运用 SOFiSTiK 有限元分析软件建立完整计算模型

·获建筑行业最高奖——鲁班奖和建设工程金奖

山西永鑫干熄焦动力基础有限元分析

 » 首钢迁钢 2160mm 热轧地下箱型基础有限元分析

 » 首钢迁钢 2160mm 热轧地下箱型基础实景

 » 首钢迁钢 1580mm 热轧地下箱型基础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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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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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钢京唐料场封闭（方案）（单跨 160m）

江西电力厂干煤棚

迁钢原料厂干煤棚（单跨 75m） 山西长治焦化干煤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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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厂房相关国家标准及专利

 » 主编《吊车梁系统设计图平面表示方法和构造详图》国家标准图集  » 一种厂房纵向缝柱顶限位装置专利 » 一种厂房纵向缝处双上柱门式钢架柱结构
专利

 » 首秦炼钢厂房三维设计 » 贵钢钎具钢厂房三维设计

 » 首秦 4300mm 中厚板厂房（全国优秀设计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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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钢结构



 » 迁钢 2160mm 热轧厂房（清华大学建筑教学示范工程）

 » 京西重工有限公司房山基地减震器厂 » 迁钢冷轧厂房

 » 迁钢 210t 转炉炼钢厂房  » 文水海钢 100t 转炉炼钢厂房  » 迁钢 1580mm 热轧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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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迁钢 30 万 m3 煤气柜（目前国内最大容量）

 » 首钢京唐煤气柜工程

 » 长钢 20 万 m2 煤气柜三维有限元分析

 » 吐鲁番沈宏高炉煤气柜

 » 5500m3 高炉本体计算模型  » 5500m3 高炉计算云图 » 热风炉计算云图

特大型高炉炉壳计算

设计了中国第一座 5500m2 特大型高炉钢结构，创国内特大型高炉最大容积炉壳结构设计新纪录，在热风炉、

重力除尘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方面设计也有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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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钢安全水塔

 » 首秦高位稳压水箱  » 迁钢水塔

 » 首钢京唐水塔

钢结构，有效容积 600m3，

有效高度 43.5m，球体顶

部高度 53.4m

 » 迁钢 150MW 燃气 - 蒸汽联合发电装置 » 文水海钢炼钢放散烟囱

 » 首钢京唐炼钢放散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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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首钢京唐取水泵站

 » 首钢京唐 4×1.25 万 t/d 海水淡化装置

 » 首秦龙汇球团成品仓

 » 首钢京唐高炉料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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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钢厂区美化

 » 厂房增设美化围挡

 » 围墙美化方案  » 过街管道美化 » 南大门美化方案

 » 武钢干熄焦工程

 » 首钢京唐 1# 干熄焦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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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改造及工厂美化



宣钢高炉炉壳整体推移

将原 1260m3 高炉扩容大修改造为 2000m3 高

炉，为缩短工期，高炉炉壳采用整体推移方式。

推移的炉壳外径 Φ13136mm，炉壳顶标高为

38.350m，推移总重量约 5000t，推移距离约

45.000m。推移就位后炉体中心与炉基中心的

偏差不超过 ±10mm

 » 炉体框架计算模型

 » 施工现场

新余中板厂房改造

 » 改造前  » 改造后

推移前 推移后

邢钢托梁换柱改造

为在旧有厂房里新建一套 600t 混铁炉，需将原钢筋

混凝土厂房进行抽柱改造。通过巧妙的托梁抽柱设计，

做到不拆除屋面、不拆除吊车梁、不影响生产，填补

了国内类似工程的空白。

 » 业主感谢信

北京新云科技公司组装车间利旧厂房技术改造

在原有约 3000m2 厂房内进行功能区域重新划分设计，

使产能极大提高，成为亚洲最大的服务器组装车间，

年产值 3.5 亿美元。配套进行重点区域加固、防静电

自流平地面处理、环保墙面处理、新建电梯井道等改

造，全面满足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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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石景山区军福桥

北京市八大处公园景观桥梁

伊朗球团工程

 » 总体设计

 » 办公楼方案一  » 办公楼方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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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程桥梁工程



巴西球团工程

越南制氧工程 意大利料场封闭工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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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烧结工程（方案）

埃塞俄比亚工业园区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