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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
北京首钢国际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03年成立，作为中外合资企业开展国内业务。

 面向钢铁企业及焦化企业提供节能环保成套设备。

1. 成立 2003年9月

2. 出资方 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 ：60%

北京首钢国际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40%

3. 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20号中铁建设大厦大厦13层

4. 员工数 134人

5. 事业内容 在中国及其他国家开展干熄焦、干法脱硫脱硝设备、及其他节能环保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等

北京中日联节能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JC Energy &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Co., Ltd. (简称：BE3)

 过硬的设计能力
 优良的售后服务

 节能环保设备的先进技术
 丰富的建设业绩

成立目的是向中国钢铁领域引进先进节能环保设备

BE3 公司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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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炉灰转底炉设备

EAF Rotary Hearth Furnace(简称：EAF-RHF)

2. 干法脱硫脱硝设备

Dry De-SOx De-NOx System (简称：DDDS)

1. 干熄焦设备

Coke Dry Quenching (简称：CDQ)



干熄焦设备(C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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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熄焦设备(CDQ)是什么

● 干熄焦设备是用惰性气体冷却焦炉排出温度约1000℃的红焦，用锅炉生产蒸汽的设备。

*无CO2排放，蒸汽可发电⇒对减少CO2排放做贡献 (若按100t/h的CDQ，1套可每年减少约16万ton的CO2排放<重油锅炉比>)

● 与传统技术相比，在回收热能、降低粉尘排放量方面可为节能环保做贡献。

● 在中国，CDQ不断普及，焦炉操作必须配套CDQ (*)。(*2005年：钢铁业开发政策 等)

传统技术(湿熄焦) CDQ(干熄焦)

通过喷水冷却焦炭

-焦炭显热放散到大气
-排放粉尘量大

在密封空间通过循环惰性气体
冷却焦炭回收显热

- 焦炭显热被回收，不会浪费
⇒ 生产蒸汽＆发电

- 排放粉尘量小

高
炉

煤炭
（粉状）

铁矿石 煤炭

焦化厂

烧结厂

焦炭

烧结矿

铁水

CDQ冷却焦炭、生产蒸汽、发电
使用CDQ的工艺

CDQ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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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3的CDQ特点

① 蒸汽生产率保持最高水准（600kg/ton-coke）

② 在国内外拥有丰富的大型CDQ业绩

③ 设备寿命长、运行稳定且运转率高 (运转率：95%以上)

 BE3的CDQ业绩

● 中国 … 70套以上

● 国外 … 印度 ：10套 (*日铁工程技术&BE3)

越南 ：2套

河北省/首钢京唐钢铁(260t/h)

印度/TATA Steel/Jamshedpur Works(135t/h)

TATA Steel/Jamshedpur/1unit

JSW Steel/Vidyanagar/4unit

Formosa Ha Tinh Steel/2unitTATA Steel/Bhushan/2unit

TATA Steel/Kalinganagar/3unit

在中国去年1年减少了约1,100万ton的

CO2排放（重油锅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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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干法脱硫脱硝设备

Dry De-SOx De-NOx System (简称：DDDS)

1. 干熄焦设备

Coke Dry Quenching (简称：CDQ)

3. 电炉灰转底炉设备

EAF Rotary Hearth Furnace(简称：EAF-RHF)



干法脱硫脱硝设备(D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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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法脱硫脱硝设备(DDDS)是什么

● 干法脱硫脱硝设备是使用活性焦去除烟气 (*)中的SOx、NOx、颗粒物、二噁英、Hg等的设备。

(*烧结机、焦炉、发电锅炉、垃圾燃烧炉、水泥窑炉等的烟气）

● DDDS和其他脱硫脱硝技术 (*)相比，有以下特点。(*半干法脱硫(or 湿法脱硫)+SCR脱硝)

① 亦可去除二噁英、Hg等重金属类污染物质(*约95%) ，烟气处理得更为干净。

② 不排放固体废弃物，因此无需做工业废弃物处理。

河南省舞钢中加钢铁烧结机配套设备

DDDS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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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DS的历史

● 1965年，住友重机械工业㈱着手研发DDDS。

1987年，建成第一套DDDS设备。

● 2017年，DDDS事业从住友重机械工业㈱转移到

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

之后技术转移到BE3，BE3在中国开展了DDDS事业。

● 2020年，事业转移后的第一套设备(*)开始运行。

(*河南省舞钢中加钢铁公司烧结机配套DDDS) 

着手DDDS研发

1987年

在新日本制铁㈱(旧称)建设
烧结机烟气处理用DDDS设备

*首套设备

2002年

为电源开发㈱ 矶子火力发电所
建煤炭燃烧锅炉用DDDS

*首套电站DDDS                                                

2017年

2020年

在山西省太原钢铁建成烧结机配套DDDS
*中国国内首套DDDS

2010年

技术转移后，在中国建成首套设备
*河南省舞钢中加钢铁公司烧结烟气

处理用DDDS

DDDS事业的变迁

对BE3技术专利转移，
在中国开展DDDS事业

1965年

*中国国内环保管控更严(2015年起)，脱硫脱硝设备愈发重要

住友重机械工业㈱对日铁工程技术
转移DDDS事业(技术转移)

2015年 中国环保管控变严
宝钢湛江、江苏永钢DDDS等投产

在商业化～事业转让期间建设15套设备

仅选取重点管理区域数值



干法脱硫脱硝设备(D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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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3的DDDS特点

● 作为DDDS领域的先锋，多年致力于技术开发，实现了下述技术的改良。

① 以较少活性焦发挥高脱硫脱硝性能

② 防颗粒物飞溅对策实现了高除尘性能 (5mg/Nm3左右)

③ 彻底实施防腐蚀、耐磨措施，从而实现设备长寿化及稳定运行

④ 降低活性焦损耗量，运行成本低

● 设备建成后也定期检查设备及对活性焦做性能评价等，

在长期稳定运行方面的售后服务 (*)也很完善。

(*已与河南省舞钢中加钢铁公司缔结3年的售后服务合同)

 DDDS业绩

● 中国 ： 3套 (均为烧结机配套设备)

● 日本 ： 10套 (烧结机5套、电站2套、垃圾燃烧炉2套、水泥窑炉1套)

● 其他 ： 3套 (均为烧结机用 *韩国2套、澳大利亚1套)

※运行时间：20年以上…4套、10～20年…11套、10年以内…1套

拥有多个长期稳定运行项目业绩 (在中国仅本公司拥有10年以上稳定运行业绩的DDDS)

山西省太钢烧结机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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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炉灰转底炉设备

EAF Rotary Hearth Furnace(简称：EAF-RHF)

2. 干法脱硫脱硝设备

Dry De-SOx De-NOx System (简称：DDDS)

1. 干熄焦设备

Coke Dry Quenching (简称：C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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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HF是什么

● RHF是从钢铁厂排出的各种灰（电炉灰、高炉灰等）中回收锌（*）, 通过还原反应生产包含较多金属

铁的直接还原铁（DRI）的回收设备。

（*所回收的粗锌粉可以作为高品质的锌冶炼原料出售，可回收70~90%的锌）

 中国电炉灰RHF普及对环保的贡献

● 在十四五规划中，电炉钢的生产比例目标(*)

是从约10%（2020年）增到20%（2025年）。

(*在2020年度粗钢产量基础上增加约1亿ton/年)

● 若增至20%，电炉灰(危险废弃物)预计增加约

200万ton/年。

RHF可对电炉灰（危险废弃物）再利用，

所以对环保做了贡献。

RHF工艺

电炉灰+炭材

RHF电炉

DRI

粗锌粉
除尘器

喷雾冷却塔
混合机

压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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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传统处理电炉灰技术的差异

● 传统技术（回转窑）中，无法对回收了锌之后的灰再利用，需要填埋处理等，

RHF回收粗锌粉后，另一部分产物直接还原铁（DRI）作为原料返回电炉再利用，所以无工业废弃物。

● 另外，和传统技术（回转窑）相比，锌回收率(70∼90%)高，且回收锌的品质（纯度）高，

因此通过销售回收的锌所得收益高。

 RHF业绩

● 电炉灰用 ：2套 (日本) 电炉灰RHF开发成功(仅我司拥有该技术)

● 高炉灰用 ：6套 (日本 : 2套、其他 : 4套)

传统技术(回转窑) EAF-RHF

日本/朝日工业㈱/电炉RHF

1. 回收锌之后的灰无法再利用

需要填埋等处理方式

2. 锌回收率低、品质（纯度）差

⇒ 由于锌销售量及价格低，

综合经济性低

1. 锌回收后的灰作为原料

可再利用

2. 锌回收率高、品质（纯度）好

⇒ 由于锌销售量及价格高，

收益性高

电炉灰处理的技术比较

攻克了下述异于高炉灰的电炉灰特有难题

① Zn含量高 (高炉灰的几十倍) 

② 除Zn以外的挥发成分(*Na, K, Cl等）含量高

电炉灰转底炉设备(EAF-RHF)

※计划接下来从日铁工程技术正式技术转移到BE3



谢谢大家！

第15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

北京中日联节能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日铁工程技术株式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