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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国际工程公司致力于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工业与民用市政规划服务，具

有总图运输、铁路、道路与桥梁、城市规划、园林景观、工程测量等专业，通

过数百个项目的成功实施，积累了一系列优势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提

供以下各类工程的咨询、设计及总承包服务： 工厂总体规划设计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具有综合型钢铁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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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绩

序　号 工程名称 规　模 备　注

1 首钢京唐钢铁厂 970 万 t/a 新建

2 首钢迁安钢铁厂 800 万 t/a 新建

3 首秦钢铁厂 260 万 t/a 新建

4 山西海威钢铁厂 300 万 t/a 新建

5 江苏淮阴钢铁厂 100 万 t/a 新建

6 首钢长治钢铁厂 750 万 t/a 改造

7 首钢通化钢铁厂 550 万 t/a 改造

8 首钢水城钢铁厂 500 万 t/a 改造

9 河北宣化钢铁厂 800 万 t/a 改造

10 首钢贵阳钢铁厂 200 万 t/a 新建

11 首黔钢铁厂 300 万 t/a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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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京唐 970 万 t/a 钢铁厂

首钢京唐钢铁厂位于河北唐山曹妃甸地区，是集原料、烧结、球团、焦化、炼铁、炼钢、轧钢，以

及港口码头、铁路等公辅设施的交通优势型大型综合钢铁厂，钢铁厂依照“总体设计、分期实施”的原

则建设，一期已建成生铁 898.15 万 t/a、钢 970 万 t/a、钢材 905.7 万 t/a 的生产规模。

首钢京唐钢铁厂以构建新一代钢铁制造流程为目标，总图布置实现紧凑、高效、顺畅、美观，实现

物质流、能源流、信息流的“三流合一”，实现工序间物料运输短捷与顺畅。充分体现了工艺技术现代化、

设备大型化、生产集约化、资源和能源循环化、经济效益 佳化的设计理念，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

型钢铁企业。

技术特点

 总平面布置体现沿海型钢铁厂的特点，采用钢

铁厂与港口码头联合的“一线型”紧凑、集约、

联合和多层的总平面布置形式。布局紧凑合

理，能源资源耗散小，占地指标先进，一期占

地 873 万㎡ , 吨钢占地 0.9 ㎡；二期形成后总

占地 1397 万㎡，吨钢占地 0.72 ㎡。

 以“流”为核心，优化流程路径，降低运输功耗，

充分实现了钢铁制造流程“在线运输、在线生

产、连续运行”的短流程界面衔接，工艺流程

短捷、高效，使物质流、能源流、信息流统一

协调。

• 铁、钢工序之间采用在标准轨距上运输异型

　　  大容量 300t 铁水罐车的“一罐到底”技术。

• 热、冷轧钢工序之间采用托辊运输技术。

• 铁前工序之间短捷、高效的胶带机运输系统。 

• 物流信息实时跟踪的铁路二级调度系统。

• 运输设备大型化、专业化。

 经济实用的沿海盐碱地绿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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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迁钢 800 万 t/a 钢铁厂

首钢迁钢位于河北省迁安市，是集烧结、球团、焦化、炼铁、炼钢、热轧、冷轧全流程及各工序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废弃物综合利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综合钢铁厂。钢铁厂依照“总体设计、分期实施”

的原则建设，一期建成 200 万 t/a 的生产能力，二期建成 450 万 t/a 的生产能力，三期建成 800 万 t/a 的

生产能力。

技术特点

 项目选址合理。依托亚洲 大的露天铁矿石基地、唐山地区丰富的煤炭资源以及环渤海地区便利的

交通条件。

 布局紧凑，流程顺畅。按照原、燃料供应方向，铁钢轧呈一线型布置，物料运输距离短捷。

 用地节省，场地利用率高。全厂总占地面积约 600万㎡，吨钢占地面积约 0.75㎡，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总体规划，分期实施。充分考虑了近、远期的衔接，预留充分的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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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钢铁集团宣钢 800 万 t/a 钢铁厂 

河北钢铁集团宣钢公司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2010-2012 年期间，通过淘汰落后、装备升级，

产能由 600 万 t/a 扩建改造为 800 万 t/a，同时对全厂能源动力进行系统配套、对全厂物流组织进行整体

优化、对厂容厂貌和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建设成为“紧凑型、生态型、创新性、开放性”、“产业发达、

清洁环保、集约循环、和谐共生”的北方绿色精品钢材生产基地。

技术特点

 新扩建设施布置规整，对现有厂区生产没有影响。

 通过改造现有主干道路，调整铁路站场及线路系统，优化了物流和人流，功能分区更加明确、规整。

 通过合理设置服务区，达到集中布置、统筹考虑的目的，体现现代化的管理理念。

 通过全厂重新绿化美化，充分利用每一块空间，创造优美、清洁、环保的生产环境，体现以人为本、

崇尚文明、和谐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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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秦 260 万 t/a 钢铁厂

首秦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抚宁县，是集原料、烧结、炼铁、炼钢、中厚板为一体的产品优势型钢铁厂。

首秦布局紧凑、流程优化，充分体现了“紧凑型、高效型、循环型、节能型、清洁型、环保型、数字型”

的设计理念，被外界誉为“冶金艺术品”。

技术特点

 大型多功能全封闭集成料库代替传统的露天料场，大大缩短了胶带机长度，实现生产和环境的友好

共赢。

 总平面布置采用“紧凑、集中、联合和多层”的布置理念，布局紧凑合理，节约了大量土地资源和

用地工程投资，各种能源介质管线及工艺流程相应缩短，能源资源耗散小。全厂总占地 168.6 万㎡ ,

吨钢占地 0.65 ㎡。

 短捷高效的高炉水渣细磨工艺，既避免了水渣落地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又提高了水渣的产品附加值，

实现了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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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迁安地区铁路系统图

首钢迁安地区选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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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绩

序　号 工程名称 铁路长度（公里） 备　注

1 首钢京唐厂内铁路 87 新建

2 首钢迁钢厂内铁路 160 含矿山铁路

3 首秦厂内铁路 18 新建

4 宣钢原料站 12 接轨改造

5 首钢张仪村站 17 18 股道缓冲站

6 迁安下炉站 12 9 股道缓冲站

7 首贵公司工业站 17.9 到发装卸储运

8 首黔公司鸡场坪站 21.6 到发装卸储运

首钢京唐铁路系统图 首钢京唐原料站

铁路与站场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多年来致力于工业企业铁路与站场的规划设计，具有铁路总体规划、

线路选线、站系布置、路基处理、信号配套等方面丰富的设计实践经验。

首钢迁安地区铁路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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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长安街西延改造 首钢京唐钢铁厂厂内主干道

首钢迁钢大型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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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绩
序　号 道路名称 道路性质

1 北京衙门口北路 市政道路

2 北京阜石路 市政道路

3 北京古城南路 市政道路

4 北京古城车辆段路 市政道路

5 北京实兴大街 市政道路

6 北京军区联勤道路 市政道路

7 北京八角路 市政道路

8 北京黑陈路 公路

9 北京和平街 市政道路

10 北京板凳沟道路 公路

11 北京北辛安东路 市政道路

12 北京衙门口西路 市政道路

13 北京古城小街 市政道路

14 北京杨庄危改小区道路改造 市政道路

15 北京古城大街 市政道路

16 北京古城西路 市政道路

17 北京八大处路（桥南段） 市政道路

18 北京田村路 市政道路

19 北京上庄东路 市政道路

20 贵州省六盘水市南开乡老街 市政道路

21 贵州省六盘水市南开乡新街 市政道路

22 首钢京唐钢铁厂主干道 厂内道路

23 首钢迁钢主干道 厂内道路

道路与桥梁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具有丰富的道路与桥梁设计实践经验，先后完成了包括北京百里长安

街西延改造、贵州省六盘水市市政道路设计在内的 30 余项市政道路改造，以及厂矿道路和

大型综合型停车场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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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城市道路智能交通系统与交通工程设计

交通信号远程托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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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在城市交通智能控制方面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丰富的工程经验，在

自适应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城市智能交通系统控制与管理综合平台、城市道路智能交通系统

与交通工程、图像识别和综合视频检测技术、交通信号控制器、动态交通系统评估等领域展

开深入研究与开发，相继研发应用了一系列交通控制设备和系统，能够提供交通信号控制系

统、交通监控系统、智能识别检测系统的工程咨询与设计服务。

主要业绩
序　号 项目名称

1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信号系统联调

2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长安街信号控制系统调整改造

3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4 北京市 2011 信号控制系统管理平台建设系统

5 面向奥运的信号控制系统集成技术研究

6 奥运车辆智能识别检测系统与示范研究

7 北京市大兴区交通监控系统工程设计

8 北京市大兴区兴丰大街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工程设计

城市智能交通综合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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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中驿镇小城镇规划

苏钢钢铁物流园区规划

该项目是苏钢集团利

用产业转型的契机进行的

钢铁物流园区规划。充分

利用苏钢优越的地理位置、

便利的外部交通、有利的

行业政策等条件，对苏钢

老厂区重新进行功能定位、

内部交通改造、设备设施

修配改，对信息、金融、

服务等配套设施进行完善，

打造苏州地区现代化钢铁

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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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南县生态科技工业园区规划

该项目位于陕西省商南县，占地面积 42.8k㎡，是陕西省重点工业园区规划项目之一。该规划充分发

挥了总图运输、城市规划、风景园林、道路交通、采矿工程等专业综合技术优势，以循环经济为核心，

注重农业与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合理的产业布局及空间结构下，打造了陕西省精品工业园区，荣获陕

西省优秀设计二等奖。

园区及城镇规划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具有城镇、工业园区、物流园区的规划能力，先后完成了首秦产业园

区、迁安西部冶金园区、陕西省商南县生态科技工业园区等工业园区规划；首钢京西钢铁物

流园区、苏钢钢铁物流园区等物流园区规划；河北辛中驿镇小城镇规划等。

该项目位于河北省任丘

市，规划面积 8.86k㎡，内容

为结合辛中驿镇的新农村建

设，对辛中驿镇的社会经济、

产业布局、用地划分、市政交

通、城市景观等进行总体规

划，并对辛中驿镇中心区街

景、居住区等进行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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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安崔庄绿化

酒钢污水处理厂绿化

园林景观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具有园林景观规划设计能力，先后完成了首钢松林公园、首钢京唐厂

区盐碱地绿化、迁安崔庄居住区绿化、天津滨海新区茂联集团厂区绿化、酒钢污水处理厂绿

化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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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海渤海家园
总占地面积 15.6 万㎡

首钢迁钢生活区
总占地面积 13.2 万㎡

民用规划与设计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先后完成了多项居住区、商业办公区、文化教育设施等规划设计，如

首钢生活区、唐海渤海家园、迁钢生活区、首钢篮球中心及科教大厦等。

首钢篮球馆及科教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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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业绩

序　号 工程名称 规　模 备　注

1 首钢厂区拆迁地形及管线测量 8.52Km2 地形及管线

2 中国动漫游戏城现场测量 1.2Km2 地形及管线

3 首钢顺义冷轧地形图测量 0.87Km2 地形

4 首钢铸造村集资建房地形及地下管线测量 0.98Km2 地形及管线

5 山西翼城钢铁厂规划测量 15.6Km2 地形

6
北京市石景山区市政所五里坨路北段道路改造工程等

市政道路大修测量
120Km 地形及管线

7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延市政路改造大修测量 32Km 地形及管线

8 北京市石景山区自来水公司阜石路等供配水管线竣工测量 120Km 管线

9 北京市石景山区衙门口经适房地形及管线测量 1.7Km2 地形及管线

10 中石油陕京二线天然气管线竣工测量 40Km 管线

工程测量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具有地形、市政、地下管线测量资质，是北京测绘学会会员单位，是

北京市规委指定的 20 余家地下管线测量单位之一，在冶金企业地形测量以及市政地下管线

测量方面具有技术优势。

首钢国际工程公司全面完成

首钢集团厂区、生活区等的地形

及地下管线测绘任务。2011 年，

为配合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

区土地开发和规划建设，对首钢

主厂区的建、构筑物及管线进行

了调查、测绘，实测地形 8.52 平

方公里，探测各类地下管线 720

余公里。该项目获得北京市测绘

学会颁发的测绘科技进步奖。

长期测绘技术服务协议单位

北京市石景山区市政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自来水公司

北京市石景山区房开公司

长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北京分院

首钢总公司规划发展部

首钢顺义冷轧薄板公司

首钢房地产公司

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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