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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天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重合同守信用”单

位、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北京市民营企业中小百强。公司秉承“科技

驱动发展，诚信成就事业，创新拓展未来”的理念，致力于以自主设计与系统集

成等方式为客户提供环保咨询、设计、设备成套、总承包建设等服务。公司通过

了国家ISO 9001体系认证，拥有环境工程专项设计资质及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

质，获得多项国家级“新技术新产品”认证。作为北京市科技型企业，公司有多

项课题入选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和中关村重大技术装备试验（示范）项目。公司

是北京市专利试点单位，已拥有自主核心专利百余项，其中，发明专利十余项。

       

       公司业务范围涵盖大气污染治理（脱硫、脱硝、除尘、消白、VOCs、低氮

改造、硫化氢脱除）、抑尘治理（开放、密闭空气粉尘及移动粉尘源抑尘治理）、

污水处理（工业污水处理、城乡污水处理）、固废处理（钢渣处理、回转窑脱锌、

除尘灰压球、污泥干化、废钢加工等）、工业油污泥资源回收、循环利用及无害

化处理、赤泥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环保在线监测设备运维、环保设施运维、创新

平台等业务。

       公司核心技术团队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其中，硕士及博士学历占比高于

45%。公司拥有技术研发团队、工程管理团队及环保运维团队等专业团队。公

司以动态运行的物理模型和仿真模型，将精准设计理论贯穿到工程设计中，体

现所服务工程工艺的最优状态，打造“环保+节能+创新”的综合服务平台。公

司下设环境设计研究院、山东子公司、河北子公司、黑龙江子公司。

       在工程设计与建设中，公司践行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理念，帮助客户实现

价值最大化和投资及运营成本最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已为企业设

计建设工程项目百余项，总体设计技术先进、布局合理、流程紧凑，在循环经

济、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独到的技术优势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环境工程设计资质

工程管理团队

环保运维团队

总承包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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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航天业是一群有梦想的小伙伴一起做一份有意义的事业，彼此成就，不断进步......
 

        我们用阳光的心对待世界、对待生活、对待身边每一个愿意和我们携手向前的人。无论我们遇

到任何困难，无论我们遇到多复杂的项目，我们都会秉承初心，积极、认真对待。保持一身正气，

换来企业和团队的蓬勃向上，你我的正能量汇聚成团队的小宇宙，爆发出无可匹敌的光辉。不管未

来的路有多长，即使企业和团队都己经壮大，我们依旧保持从零开始的心态，去浮华，存本真，不

忘初心。用思齐的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小伙伴，看到每个人身上的光芒和亮点，学会对标优秀，完

善自己。带着发现美的眼睛，你会发现所有人的优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断取其长补己短。相

信这样阳光正气反璞思齐的心态、行为、精神会带着我们的团队不断腾飞。 高新技术研发转化

环保在线
监测设备
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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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号：ZL 2021 1 03334184

钢渣处理热烟气收集系统及方法

专利号：ZL 2022 1 0139581.1

一种全流程干式高炉煤气精脱硫系统及方法

专利号：ZL 2017 1 0640009.2

一种新型高效的烟气脱硫系统

专利号：ZL 2020 1 1114323.5 

一种可实现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的金属滤筒

专利号：ZL 2020 1 1135048.5

生物质锅炉烟气脱硫脱硝除尘净化装置

专利号：ZL 2017 1 1317708.X

一种含VOC废气的处理系统及利用该系统实现的处理方法

专利号：ZL 2019 2 0805798.5

一种旋翼湍流高效除尘除雾装置

专利号：ZL 2017 2 0522474.1

 一种应用于工业窑炉的脱硫脱硝除尘协同处理装置

专利号：ZL 2016 2 1311437.8

湿式电除尘器

专利号：ZL 2016 2 1141770.9

微波扰流高效脱硝装置

专利号：ZL 2017 2 1784667.0

一种基于温度补偿的烟气脱硝装置

专利号：ZL 2016 2 0034787.8

烟气浆液再分布的喷淋脱硝除尘装置

专利号：ZL 2017 2 1120349.4

一种湿法烟气同时脱硫脱硝装置

专利号：ZL 2018 2 1782754.7

一种工业窑炉脱硫脱硝除尘一体化装置

专利号：ZL2020 2 1031181.1

Vocs联合处理装置 一种共壁式SCR脱硝反应器

专利号：ZL 2017 2 1775215.6
一种共壁式SCR脱硝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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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钢铁行业已成为我国污染物排放的第一大户，颗粒物、SO  、NOx排放

量居工业首位。2019年4月，生态环境部等5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对

钢铁行业实现超低排放提出了明确的排放标准和完成时限。钢铁行业的污染物排放特点：一是污染物排放口众

多，一般一家中等以上规模的钢铁企业有组织排放口在二百个左右; 二是流程长，钢铁长流程企业拥有焦化、

烧结、球团、炼铁、炼钢、热轧、冷轧等多道工序; 三是污染物排放种类多，除颗粒物、SO  、NOx等3种特征

污染物外，还含有VOCs、二噁英、重金属等; 四是无组织排放治理难度大，无组织排放点位多，每个钢铁企业

有几千个无组织排放点位。

       我公司针对钢铁企业的烧结机、球团、高炉热风炉、炼钢工序、轧钢加热炉、石灰窑、燃气锅炉、钢渣处

理线等过程烟气，有一整套完整的超低排放治理解决方案。采用各种湿法、半干法、干法脱硫；SCR脱硝；干

法、湿法、湿式电除尘等超低排放治理工艺，均有成功实施的工程案例。

2

2

主营业务 烟气治理
MAIN BUSINESS

FLUE GAS TREATMENT

首钢京唐钢轧作业部
脱硫渣湿法除尘项目（二次线）

钢轧作业部烟气治理

潍坊特钢精炼渣上料除尘系统项目

精炼渣上料烟气治理



主营业务 烟气治理
MAIN BUSINESS

FLUE GAS TREATMENT

北新建材（枣庄）有限公司脱硝项目

后英集团特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烟气脱硝项目

海城高新技术产品有限公司
烟气脱硝项目

河南华威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隧道窑脱硫脱硝除尘项目

海城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高纯窑脱硫改造项目 胜辉七厂隧道窑（镁钙砖）脱硝项目 高纯二厂高纯窑和轻烧窑脱硫脱硝项目

营口光阳耐火有限公司
隧道窑烟气脱硫脱硝除尘项目

万成镁业高纯窑脱硫脱硝除尘项目 大石桥金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隧道窑烟气脱硝除尘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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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材行业烟气治理

耐火材料行业烟气治理

       我公司针对建材行业中沸腾炉产生的高温烟气，采用“氨水（尿素）直喷+烟气冷却+高温SCR脱硝”工艺，

脱除烟气中的NOx。为适应烟道内高温、高磨损的运行工况，还原剂喷枪采用我公司专利技术“微波扰流高效

雾化喷枪（ZL 2016 2 1141770.9）”，能够提高氨与烟气的混合效果。为满足后端石膏板烘干的烟温要求，

混有氨气的高温烟气与工艺段尾端的低温烟气（100℃左右）混合降温至400~450℃进行脱硝。高温SCR脱硝

的反应器采用我公司专利技术“一种共壁式SCR脱硝反应器（ZL 2017 2 1775215.6）”进行设计，反应器结

构能够很好的满足高温运行环境。催化剂采用耐高温配方，能够在450℃工况下长期稳定运行，出口NOx 指标

能够达到20mg/Nm3以下。整个脱硝工艺与炉窑生产线有机结合，不会对生产线产生影响。

       工业炉窑是指在工业生产中用燃料燃烧或电能等转换产生的热量，将物料或工件进行熔炼、熔化、焙（煅）

烧、加热、干馏、气化等的热工设备，其广泛应用于钢铁、焦化、有色、建材、石化、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

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也是工业领域的主要大气污染排放源，其中，建材行业和耐火材料行业的

各种型式炉窑是工业炉窑的主要大气污染排放源。2019年7月1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

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案》，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有关要求，指导各地加强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协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促

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针对建材行业和耐火材料行业工业炉窑烟气，我公司可提供针对性的超低排放治理解决方案。

       我国的耐火行业主要分布在辽宁海城-营口一带、河南郑州新密、山西等地区，窑炉包括轻烧、重烧、中

档、高纯、隧道窑等多种型式，其产生的烟气特点是烟气运行工况复杂、烟气温度一般较低且波动大、NOx含

量较高、硫和粉尘含量较高。我公司根据各种窑炉使用燃料和炉型的不同，自主研发出针对性的烟气治理解决

方案，能够实现长期稳定达标运行。我公司专利技术“一种基于温度补偿的烟气脱硝装置（ZL 2017 2 1784

667.0）”和“一种应用于工业窑炉的脱硫脱硝除尘协同处理装置（ZL 2017 2 0522474.1）”等已成功应用

于耐火材料行业各类窑炉烟气治理中，其中，在辽宁地区耐火材料隧道窑烟气脱硝中应用的“一种基于温度补

偿的烟气脱硝装置（ZL 2017 2 1784667.0）”获得了“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项目”认证。

FLUE GAS TREATMENT IN INDUSTRIAL FURNACE INDUSTRY



主营业务 烟气治理
MAIN BUSINESS

FLUE GAS TREATMENT

淄博贵和热电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德宝路化工脱硫湿电除尘项目 河北广玉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山东正和热电脱硫脱硝项目 普阳电厂老区脱硝项目 安徽新庄孜电厂脱硝项目

 唐山玉田顺发纸业锅炉脱硫项目  烟台西部热电供热锅炉脱硝项目  中煤竞秀供热锅炉超低排放改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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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是最早开展火力发电厂、工业/供热锅炉烟气颗粒物、SO    和NOx超低排放治理的环保企业之一，

对于循环流化床锅炉、煤粉炉、链条炉、燃气炉及生物质锅炉等各种型式的锅炉烟气超低排放治理有十分丰富

的经验，对锅炉烟气的低氮燃烧、脱硝、除尘、脱硫、湿电、消白均有自主专利技术及针对性解决方案，我公

司专利技术“微波扰流高效脱硝装置（ZL 2016 2 1141770.9 ）”、“烟气浆液再分布的喷淋脱硫除尘装置

（ZL 2016 2 0034787.8）”、“分区喷淋穿流增效脱硫系统（ZL 2016 2 0070299.2）”、“脱硫除尘除

雾超低排放装置（ZL 2016 2 1271687.3）”和“湿式电除尘器（ZL 2016 2 1311437.8）”等在锅炉烟气

超低排放治理上有大量成功的工程案例。

FLUE GAS TREATMENT IN THERMAL POWER PLANTS AND INDUSTRIAL/HEATING BOILERS

2



主营业务 烟气治理
MAIN BUSINESS

FLUE GAS TREATMENT
13 14

建设周期短，运行成本低；

合理布置，处理流程紧凑，占地面积小；

可实现硫，尘，硝协同治理，同步达标。

整个工艺无水耗，没有废水和废渣排放，环境友好；

对原焦化工艺无影响，保证排烟温度，安全可靠；

      针对焦炉烟气排烟温度高（200℃左右）、颗粒物、

SO    和NOx含量高等特点提出了“干法高温脱硫+高

温布袋除尘+低温SCR脱硝”的技术路线。脱硫采用

钠基干法脱硫，除尘采用耐高温、耐酸、耐碱滤袋，脱

硝采用低温催化剂（活性温度180~200℃），处理后

烟气中SO   浓度≤35mg/m3、颗粒物浓度≤10mg/m3

和NOx浓度≤50mg/m3，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GB 16171-2012）》中对企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浓度限值的要求。

        针对各类危险废物（废液）焚烧设施的烟气污染物排放治理，我公司遵循“工艺成熟，运行稳定，效率达

标，投资运行节省”的原则进行设计和建设，危废焚烧烟气净化系统通常采用“二燃室+SNCR脱硝+余热锅炉

+急冷塔+活性炭喷射吸附+干式脱酸+袋式除尘器+湿法脱酸+SCR脱硝”的工艺流程，并设置余热回收系统，

最大程度降低能耗，排放指标优于相关危险废物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要求。

FLUE GAS TREATMENT IN COKING INDUSTRY FLUE GAS TREATMENT IN HAZARDOUS WASTE INCINERATION INDUSTRY

2

2



15 16主营业务 烟气治理
MAIN BUSINESS

FLUE GAS TREATMENT

       据统计，目前全国已投产的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超过1700条，水泥造成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仅NOx污染

年排放总量已达到200万吨左右，占工业NOx排放总量的10%，位居第三。水泥煅烧产生大量的NOx，排放浓

度在700~2000mg/Nm3，每吨水泥熟料约产生1.7~2.2 kgNOx。

       水泥窑含尘量大，达到80~120g/Nm3；烟气温度跨度大，余热前300~400℃，除尘后100~150℃；二氧

化硫含量波动较大，为10~1000mg/Nm3。 

       我公司针对水泥行业NOx治理采用SCR脱硝工艺，催化剂为耐磨耐高温专用催化剂，主要工艺流程如下所示：

       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简称VOCs），为沸点在50℃~250℃的化合物，室温

下饱和蒸汽压超过133.32Pa，在常温下以蒸汽形式存在于空气中的一类有机物。主要产生于石化、有机化工、

合成材料、化学药品原料制造、塑料产品制造、装备制造涂装、包装印刷等行业，日益成为环保监管的重点。

       我公司在VOCs治理领域已有多年经验，可提供吸收法、吸附法、燃烧法、生物法等多种治理技术，针对

不同行业、不同种类污染物可提供针对性治理方案，已有多项成功实施的工程实例。

。

精准喷氨，降低脱硝系统的过量消耗，
减少氨逃逸；

山东汇龙化工尾气处理项目 普阳焦化废气处理项目 北京天山新材料废气处理项目 河北德科斯废气处理项目



主营业务 固废处理
MAIN  BUSINESS

SOLID WASTE TREATMENT

       钢渣分为转炉钢渣和电炉钢渣，其中，电炉钢渣流动性好、活性较低，可在建筑领域用作混凝土细骨料。

       我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钢渣雾化气淬技术“处理液态转炉钢渣，可实现较好的钢-渣分离，ƒ-CaO消解

彻底，渣粒粒径小、粒径分布范围较窄、晶相分布均匀，同时，还能实现余热回收及灰尘收集处理。

       我公司采用自主研发的多级“破碎-筛分-磁选”钢渣二次处理工艺，可最大限度回收钢渣中的金属铁，

磁选出的>10mm渣钢返回炼钢厂和<10mm渣钢送入烧结厂，尾渣（金属铁含量<2%）可做微粉、制砖及建

筑材料。

        本工艺可实现吨渣处理电耗<8kW h，同时，通过破碎、筛分、磁选作业对产品粒度和质量进行调节，达

到产品性能指标要求，从而实现了钢铁企业固废“零”排放目标。

技术先进、设备性能可靠、

占地小、投资经济、生产适

用。

工艺流程短捷顺畅，工艺路

线紧凑，产品做到低成本高

质量。

高效、节能、环保，完全实

现了钢铁企业固体废弃物

“零”排放。

具备DCS或PLC自动化操

作系统，智能自动化的程度

高。

系统采用有组织收尘罩以及

超低排放旋翼除尘器，改善

环境污染，满足国家超低排

放要求。

全程采用远程监控系统，实

现实时监测、管理及设备状

态诊断，减少劳动定员。

自主联合研发设计，设计合理、结构优化、占地面积

小、投资少、维护费用低；

钢渣中f-CaO含量低，钢渣稳定性好，后续利用率高；

渣钢分离彻底，钢渣粒化颗粒大小均匀，平均粒径小

于2 mm，其它钢渣处理工艺很难达到同等效果；

排渣速度快、处理量大、每分钟可处理1-2.5吨钢渣；

全程采用DCS或PLC自动控制系统，智能自动化程

度高，可实现钢渣处理车间的无人化生产；

用水量少，能耗低、做到有效的节能降耗，比常规的

钢渣处理生产运行成本低，实现水的循环利用。

系统采用有组织收尘罩以及超低排放旋翼除尘器，改

善环境污染，满足国家超低排放要求。

全程采用远程监控系统，可实现电炉渣处理生产线的

实时监测、管理及设备状态预测诊断，减少劳动定员。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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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BUSINESS

SOLID WASTE TREATMENT

餐厨垃圾收集车

厂区计量

接料槽系统

有机物

机械脱水设备

金属、塑料、
橡胶（资源再回收）

玻璃、搪瓷
（垃圾填埋场）

其他
油水分离处理

油脂

粉碎

提升机 秸秆添加物

提升

全封闭式高效节能微生物发酵处理

取样检测

出料输送

二次发酵

震动筛选 杂物分离

称重包装

深加工（土壤改良、菌田）

达标
排放

达标
排放

污水处理系统

臭气处理系统

废气、废水

       餐厨垃圾是城市日常生

活中产生的最为普遍的废弃

物，属于城市生活垃圾，其

主要成分包括淀粉类食物、

植物纤维、动物蛋白和脂肪

类等有机物，具有含水率高，

油脂、盐份含量高，易腐烂

发臭，不利于普通垃圾车运

输等特点。这类垃圾若不经

分类专项处理，会对环境造

成极大的危害。

       我公司针对不同的需求可以提供针对性餐厨垃圾处理合理解决方案，提供工艺设计服务并提供相关

设备的采购、安装指导、调试，保证所供系统先进、成熟、完整和安全可靠，且符合性能要求，确保系

统安全、可靠、稳定、经济运行。

餐厨垃圾处理工艺典型流程

目前，餐厨垃圾处理技术主
要包括：

污泥低温干化工艺流程图

气
体

无
机
物

输送、分选系统

发
酵
菌
剂
添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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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WAGE DISPOSAL

污水处理业务

工艺流程定制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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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ONLINE DETECTION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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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翼湍流床除尘一体化技术效果图

技术先进、成熟，效率高，

运行稳定，出口烟气粉尘

含量≤10mg/Nm3；

经过流场模拟，在进口烟

道和进气锥体内设有导流

板和整流格栅，流场分布

均匀；

可视场地情况设置塔顶式

或塔外式布置，进气方式

可上进下出，也可下进上

出 ；

阳极，阴极大小梁、壳体

等采用模块化生产，建设

周期短；

冲洗消耗水量少，冲洗水

可回到吸收塔作为补充水，

运行费用低；

系统可靠，本体内基本无

需维护，自动化程度高，

基本无需人员操作，运营

维护简单。

       当前烟气超低排放标准对颗粒物指标的要求严格，常规湿法除尘或湿法脱硫后不设二次除尘装置的工

艺排放的粉尘难以一次达标，目前现有常规二次除尘的装置存在投资高、运行费用高、占地面积大、运行

维护复杂等缺点，为此，我公司自主研发出“旋翼湍流床高效除尘除雾装置”及其一体化除尘系统，该技

术是基于多相紊流掺混的强传质机理和空气动力学原理，通过特制的装置产生气液旋转的湍流空间，促成

气液固三相的充分接触，加速传质、传热、气固分离过程。

       该装置安装在洗涤塔洗涤区或脱硫塔吸收区的顶部，采用独特的导流设计，含尘烟气从下部进入旋翼

湍流床高效除尘装置，烟气由于自身压力会对装置产生规整动力，推动安装在装置内的填料球连续不断的

规则运动运转，烟气流向、成分发生改变并重新聚集，使其呈规则流动与烟气不规则混合共存状态，烟气

携带的粉尘和雾滴由于惯性撞击等综合作用截留在填料球表面而被捕集，从而完成对粉尘和雾滴的高效捕

捉。冲洗水由上向下喷淋，当填料表面积累的液膜量达到一定厚度，即液膜液滴自身重力大于液滴在填料

球表面的张力时，液滴便会下落返回塔底，从而完成对粉尘捕捉和分离的全过程。

传质效果好、除尘效率高；装置出口粉尘浓度可达8mg/Nm3以下，多个应用案例的粉尘指标能

达到8mg/Nm3以下；

受烟气工况影响较小、适应性强、系统安全性高；

不易结垢堵塞、易冲洗、无二次污染；

能够实现二次高效除雾；

装置阻力小、运行维护简单、运行费用低；

一体化技术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投资费用低。

核心技术 除尘
CORE TECHNOLOGY

REMOVE DUST

CORE TECHNOLOGY REMOVE DUST

冲洗
储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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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E GAS DENITRIFICATION DEVICE WITH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HIGH EFFICIENCY DENITRIFICATION DEVICE WITH MICROWAVE DISTURBING FLOW

核心技术 脱硝
CORE TECHNOLOGY 

TECHNOLOGY DENIGRATION

       针对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温度低，氮氧化物产生量小，采用SCR工艺，温度窗口偏低，锅炉改造难度大

等特点，我司开发了“微波扰流高效脱硝装置（ZL 2016 2 1141770.9）”这一专利技术。该脱硝装置主要

由：扰流件＋耐火套＋手动伸缩装置＋密封装置＋三级除雾双流体雾化喷枪等部件结合而成，其核心原理为

“二级破碎+空气混合+气流摩擦”。

布置方式更有利于氨与烟气的充分混合；

多点喷射，覆盖率更高，雾滴表面积更大，气化和混合时间更短；

喷射方向顺烟气，喷头不易磨损和堵塞，减少运行和维护费用；

氨水利用率更高，氨逃逸率更低，脱硝效率能达到85~92%，对于循环流化床锅炉可以实现超低排放；

较同等效率的SCR，可节省40%~50%的投资费用。

       针对钢铁行业烧结、球团，耐火材料行业产生的低温烟气，我公司

采用自主研制的专利技术“温度补偿的烟气脱硝装置(ZL2017 217846

67.0)”，将低温烟气通过热风炉加热升温至200℃以上，采用200~

400℃宽温脱硝催化剂，在烟气中低硫、低尘的工况下，可以实现低温

烟气的高效脱硝。此外，通过在脱硝反应器进、出口设置气气换热器，

降低烟气升温能耗，节省运行费用。在辽宁耐火材料行业应用后，由于

运行稳定，取得了良好效果，成为行业示范项目，获得了“首台（套）

重大技术装备示范项目”认证。目前，该技术在辽宁海城地区得到了广

泛推广和应用，市场占有率可达40%。

可以与系统原有的脱硫、除尘系统高效配合，可以保证较高的脱硝效率，并延长催化剂的化学寿命；

投资费用低、占地面积小、改造时间短、运行费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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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炉煤气经过重力除尘和布袋除尘后，进入“TFYD高炉煤气精脱硫系统”，首先在预处理塔内完成酸性气

体如HCl和HF的脱除，之后进入水解塔后，将其中的羰基硫和二硫化碳转水解为硫化氢，最后利用脱硫塔将煤气

中的硫化氢脱除，完成脱硫后的高炉煤气进入煤气管网供后端用户使用。经过脱硫后，各个用气点儿排放的烟气

中的SO  可以满足超低排放要求。

       高炉煤气精脱硫技术的关键在于有机硫的去除，我司研发的TYFD有机硫水解剂借助材料表面可调的空位流提

高金属-氧活性，通过加速水分解为活性羟基，提高水解效率。相较于传统的水解剂，TYFD有机硫水解剂具有不

积硫、脱硫效率高、使用寿命长、机械强度高、使用成本低的特点，且在安全性、稳定性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

固定床干法脱硫工艺流程：

2

核心技术 脱硫
CORE TECHNOLOGY
 DESULPHURIZATION

      针对热风炉，轧钢加热炉、淬火炉、

退火炉，冷轧处理线以及自备电厂的燃

气锅炉、煤气锅炉这类SO   浓度较低

（ ≤ 3 0 0 m g / N m 3） ， 烟 气 温 度 低

（80~300℃）的工段，我公司提出了

“固定床干法脱硫工艺”的治理方案。

由加热炉后引出的高温烟气，由烟道进

入固定床脱硫反应器，烟气的SO  与脱

硫剂反应而被脱除，脱硫后的烟气经引

风机直接排入烟囱。（固定床干法脱硫

工艺流程）相较于传统的湿法脱硫和SDS

干法脱硫工艺，固定床干法脱硫工艺更

适用于上述低硫的工况，出口烟气SO

可以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工艺简单、无废水、无白烟，无碳排。

       固定床干法脱硫技术的核心是脱硫剂。本公司研发的集“吸附+催化”一体化的TYRS系列固体脱硫剂，

具有穿透硫容高、不易粉化、适用范围广、无二次污染等特点。目前已在天津钢铁成功应用，脱硫效果符合

相关排放标准。

      随着钢铁行业进入“超低排放”时代，现有高炉煤气净化流程已无法满足后端热风炉、加热炉等用户对SO

的控制要求。在源头实施高炉煤气精脱硫，是一种更有效、更经济的实现超低排放的技术手段。我公司研发的全

干式“TYFD高炉煤气精脱硫技术”，可以满足末端用户超低排放要求。该技术主要由预处理、水解和脱硫三个

系统组成。相较于微晶吸附和碱液吸收工艺，TYFD高炉煤气精脱硫技术在保证煤气热值的条件下具有工艺简单、

脱硫效率高、协同效率高、抗风险性强、无废水等优点。

2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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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法脱硫+旋翼湍流除尘除雾 淄博傅山钢铁有限公司 2×90㎡烧结机1套 EPC

SDS脱硫+高温布袋除尘+低温SCR脱硝 营口全顺佳明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隧道窑（镁砖、镁铬）1套 EPC

SDS脱硫+高温布袋除尘+温度补偿+SCR脱硝 辽宁岫岩青花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纯窑1套 EPC

SDS脱硫+高温布袋除尘+温度补偿+低温SCR脱硝 海城市胜辉耐火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九厂硅砖 隧道窑（硅砖）2套 EPC

SDS脱硫+高温布袋除尘+温度补偿+低温SCR脱硝 群益集团 隧道窑（镁砖、镁铬砖）1套 EPC

SDS脱硫+高温布袋除尘+温度补偿+低温SCR脱硝 太钢禄纬堡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隧道窑（镁钙砖）2套 EPC

干法脱硫+高温非金属涂层除尘+SCR脱硝 海城市后英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中档窑1套 EPC

石蜡焚烧+热量回收+ SCR脱硝+干法脱硫+布袋除尘器 海城市胜辉耐火材料制造有限公司七厂三期（镁钙） 隧道窑（镁钙砖）1套 EPC

SCR脱硝 海城市军刚矿业有限公司 轻烧窑1套 EPC

布袋除尘器+温度补偿+SCR脱硝 海城市国正矿业有限公司 高纯窑1套 EPC

SCR脱硝+湿法脱硫 海城市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纯窑、轻烧窑4套 EPC

氧化法脱硝+湿法脱硫 岫岩第一、第二镁砂矿 轻烧窑2套 EPC

SCR脱硝+湿法脱硫 海城市石粉二厂有限公司（北海集团） 轻烧窑1套 EPC

SCR脱硝+湿法脱硫 海城三星矿业有限公司 高纯窑1套 EPC

SDS脱硫+高温布袋除尘+温度补偿+SCR脱硝 辽宁万成镁业集团有限公司 高纯窑2套 EPC

干法脱硫+高温布袋除尘+低温SCR脱硝 营口光阳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隧道窑1套 EPC

高温SCR（氨水）脱硝 北新建材（井冈山）/（朔州）/(新乡)有限公司 沸腾炉3套 EPC

高温SCR（尿素）脱硝 北新建材（天津）/(陕西)/( 枣庄)有限公司 沸腾炉3套 EPC

高温金属滤筒除尘器+SCR脱硝+湿法脱硫 仁威矿业 回转窑1套 EPC

温度补偿+布袋除尘器+低温SCR脱硝脱硫 后英集团智胜厂 回转窑1套 EPC

脱硫脱硝除尘 后英集团系列厂
重烧窑、高纯窑、
轻烧窑、中档窑等15套 EPC

SCR工艺  首钢京唐联合有限公司炼钢作业部 5×500t/d石灰窑5套 EPC

SCR工艺 首钢京唐钢联合有限公司钢轧作业部 2×500t/d套筒2套 EPC

SCR工艺 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 4×500t/d石灰窑4套 EPC

脱硫除尘 武安奥科达制管有限公司 工业窑炉1套 EPC

脱硫 河南亚新钢铁有限公司 高炉热风炉1套 EPC

钠基干法脱硫+高温布袋除尘+低温SCR脱硝 徐州强盛城市煤气有限公司 2×42孔焦炉1套 EPC

脱硫除尘 武安奥科达制管有限公司 加热炉1套 EPC

SCR脱硝 酒钢能源动力中心 2×220t/h2套 E

SCR脱硝 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中厚板厂 2×220t/h2套 EPC

SCR脱硝 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新区 1×220t/h2套 EPC

SCR脱硝 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一铁厂 1×265t/h1套 EPC

湿法脱硫+湿电+SCR脱硝 河北普阳钢铁有限公司一铁厂 1×180㎡烧结机1套 EPC

MGGH+湿法脱硫+湿式电除尘+SCR脱硝 本钢集团北营炼铁厂 1×400㎡烧结机1套 E

固定床干法脱硫 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轧钢加热炉2套 EPC

脱硫 后英集团海城钢铁有限公司大屯分公司 轧钢加热炉1套 EPC

湿法+湿式电除尘 马钢股份有限公司四钢轧总厂 2x300000m³/h辊压破碎除尘2套 EPC

湿法+旋翼湍流床高效除尘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2x400000m³/h不锈钢渣翻渣车间1套 EPC

湿法+旋翼湍流床高效除尘 首钢迁钢有限公司 2x350000m³/h一炼钢转炉渣渣跨厂房2套 EPC

湿法+旋翼湍流床高效除尘 首钢迁钢有限公司 1x650000m³/h脱硫渣一次线1套 EPC

湿法+旋翼湍流床高效除尘 首钢迁钢有限公司 1x30000+4 x10000m³/h脱硫渣、转运渣处理线5套 EPC

湿法+旋翼湍流床高效除尘 首钢京唐有限公司 1x 500000m³/h钢渣有压热焖1套 EPC

湿法+旋翼湍流床高效除尘 首钢京唐有限公司 1x250000m³/h钢渣二次加工线1套 EPC

湿法+旋翼湍流床高效除尘 邢台德龙钢铁有限公司炼钢厂 1x1000000m³/h闷渣车间1套 EPC

湿法+旋翼湍流床高效除尘 邢台德龙钢铁有限公司动力厂 1x130t/h 燃气锅炉1套 EPC

湿法+旋翼湍流床高效除尘 潍坊特钢 1x400000m³/精炼渣上料1套 EPC

承包方式
E

EPC

EPC

工程业绩
PROJECT PERFORM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