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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工信节函〔2023〕26 号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印发《河北省制造业绿色低碳先进工艺

技术装备推荐目录》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实《河北省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河北省

“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要求，鼓励制造业绿色低碳先进

工艺技术装备研发和推广应用，我厅组织相关行业协会、高校征

集并筛选了一批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编制形成《河北省制造业绿

色低碳先进工艺技术装备推荐目录》，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加大制造业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力度。

附件：河北省制造业绿色低碳先进工艺技术装备推荐目录

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3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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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河北省制造业绿色低碳先进工艺技术装备推荐目录

节能方向

序号
绿色低碳技术
（产品）

技术提供单位 技术原理 应用范围 节能低碳潜力

1
工业水系统高
效节能技术

上海凯泉泵业
（集团）有限
公司石家庄分
公司

该技术通过对流体输送工况的检测及参数采集，
建立水力数学模型，计算最优循环水输送方案，设计、
生产与系统最匹配的高效流体传送设备，同时配套完
善自动化控制方式，使系统始终保持在最佳运行工况，
实现循环水系统高效节能。

钢铁、冶金、
水利、化工、
市政等工业水
系统

选用KQSN(S/W)高效双吸离心泵或
KQL（W）高效单吸离心泵，在泵本身效
能提高的同时，还会兼顾系统管路的改
造，故最终通常有 20%以上的节电率。如
全部实施改造，每年将会给国家节省电费
约 960 亿元，可见改造市场潜力巨大。此
类形式的泵未来每年还会有约 150 亿元
的增加市场容量，选用KQSN(S/W)高效
双吸离心泵或KQL（W）高效单吸离心
泵，则至少有 5%以上的节电率。如全部
实施改造，与选用传统老式产品相比，每
年大约会节省 75 亿元电费，球团吨煤耗
可以降低 1公斤左右。

2
E390微型燃气
轮机发电机组

新奥动力科技
（廊坊）有限
公司

该产品是燃气轮机的一类，是指功率在 1兆瓦以
内的燃气轮机。微燃机采用布雷顿循环，空气经过过
滤后首先进入压气机压缩，出来的高压空气进入燃烧
室与燃料混合燃烧，燃烧后的高温高压气体进入涡轮
做功，并带动电机发电。排除的高温烟气可以接入余
热利用设备，组成多能源输出的联供系统，进行能源
梯级利用，提高系统的综合能源利用效率。

化工、制药、
造纸、印染、
电镀、木材厂、
纺织、金属零
件加工、食品
加工、商业、
公建用户

以 E390 电+蒸汽联供系统为例，相
比于常规供能方式，每年减少碳排放 397
吨，碳减排率降低 13.7%；系统综合能源
利用率达 80%以上，较常规系统提高约
10%。



- 3 -

3 磁悬浮电机
赛特勒斯磁悬
浮科技承德有
限公司

该产品利用定子和动子励磁磁场之间“同性相斥,
异性相吸”的原理使动子悬浮起来,同时产生推进力驱
使动子在悬浮状态下运动。因此,定子与动子之间不存
在任何机械接触,可以产生较高的加速度和减速度,机
械磨损小,机械与电气保护容易,维护、检修和更换方
便,适用于恶劣环境、极其洁净无污染环境和特殊需要
的领域。

废水、污水处
理厂的空气供
给；水泥、钢
铁、化工的粉
体/颗粒输送；
制药、生物发
酵、水产养殖
供气/搅拌；脱
硫脱硝、电镀、
逆洗、喷砂、
烘干；电子、
食品、医药；
造纸、纺织、
印染

磁悬浮电机+三元流叶轮制造的磁
悬浮风机，比罗茨风机节能 35%左右，比
单机高速节能 15%左右，而风机产生的耗
能占整个污水厂的 60%左右。从而磁悬浮
风机可降低污水厂整体运营费用8%-21%
左右。高速电机使用直连叶轮方式，减掉
了增速箱，润滑系统，联轴器等机械损耗，
不仅减小了设备空间降低了增速箱频繁
的机械故障，并且实现了系统节能。按：
355KW计算，增速箱损耗 60%KW，润滑
系统损耗 4%联轴器损耗 1%机械损耗比
高速电机直连多损耗 78KW。高速直连系
统比增速箱系统节能 22%，按：100KW
计算，增速箱最低损耗 30KW，润滑系统
损耗 4%联轴器损耗 1%机械损耗比高速
电机直连多损耗 35KW。高速直连系统比
增速箱系统节能 36%。降低成本后，此类
客户保守估计第一年采购了 150-200 台，
并每年 50%以上的上升率。

4
一种热循环高
温高压节能风
机

伦登风机科技
（天津）有限
公司

该产品利用高速旋转的叶轮将气体加速，然后减
速、改变流向，使动能转换成压力，依靠输入的机械
能，提高气体压力并排送气体的机械，是一种从动的
流体机械。

钢铁、煤炭、
化工、冶金、
铸造、建材、
能源等行业

本产品主要是解决在生产过程中使
用风机产生的电力消耗问题，根据企业的
实际工况应用环境采取不同的方案，主要
是通过改变叶轮结构、工艺、根据现场需
要自适应的调整风速风量效率，电机转速
与效率等。本产品按照GB19761 的规定
测定效率ηr（单位：%）的额定值为 82，
实测值为 82.3，能源效率等级为 1级。

5

智能化燃气工
业炉增效减排
关键技术装备

及应用

河北和和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该产品通过深入研究天然气燃烧过程NOx 形成
规律和烟气回流比与低NOx 燃烧过程的自适应调节
机制，研发了烟气变压卷吸自循环的蓄热式低NOx
燃烧器，形成了应用于冶金行业的智能化燃气工业炉
增效减排关键技术装备。通过示范推广应用，实现了

钢铁、建材、
化工等多个行
业

该产品应用该技术可实现燃烧效率
提高 12%以上；单位产品燃气消耗量降低
12%；金属材料氧化烧损降低 30%以上。
通过对该技术的进一步研究，优化燃烧系
统配置及燃烧器结构等，运用信息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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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钢、锻造及热处理产线能源效率的大幅提升和NOx
排放的降低。研发了基于收缩-扩张管结构的烟气变压
卷吸自循环的蓄热式低NOx 燃烧器；研发了加热炉空
燃比、炉温、炉压与燃烧热负荷自适应的现场总线智
能控制系统；开发应用了基于三维超大拓展表面金属
蜂巢高效蓄/换热的回流烟气余热极限化利用装备；形
成冶金加热工艺过程信息化物联网制造模式，实现集
约化用能。

段，节能低碳潜力有望进一步提升，燃烧
效率可提升 2-3%。

6
高能效油浸式

变压器

石家庄科林电
气设备有限公
司

该产品损耗分为空载损耗及负载损耗。影响变压
器空载性能的因素很多，如硅钢片的材料性能，加工
工艺及装备、铁芯的结构形式等。要制造出空载损耗
更低的变压器，一方面要用单位损耗更低的硅钢片；
另一方面要改进结构和提高制造工艺水平。变压器的
优化设计首先要考虑电磁优化设计，指在满足原有约
束条件的基础上，寻找最优设计变量使得制造变压器
所需的经济指标最小。同时通过数据采集与数据处理
技术配合油循环、回收装置，实现对设备状态的实时
报送和监测；并通过自动化控制，实现超限维持运行、
故障时油回收的功能；通过开发的预测变压器剩余寿
命方法，实现对变压器剩余寿命和总体运行状况的准
确预测。

工业、农业、
交通、城市社
区等领域

据统计，我国在网运行的变压器约
1700 万台，总容量约 110 亿千伏安。我国
输配电损耗占全国发电量的 6.6%左右，
其中配电变压器损耗约占输配电电力损
耗的 40%，具有较大节能潜力。

7

用于工业炉窑
保温的远红外
辐射传热节能
组合元件装置

河北弘华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

本节能装置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用于工业炉窑保
温的辐射传热节能装置和一种轻型红外辐射节能新材
料。工业炉窑既是燃烧设备也是传热设备，燃烧和传
热对热利用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炉窑的热工过程
包括内部热交换、外部热交换、燃烧过程和窑内气体
流动过程，其中炉窑膛的传热是传导、对流、辐射等
多种传热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复杂的化学物理过程，燃
料、烟气、炉体都处在高温状态具有很强的辐射换热，
合理设计保温辐射元件并有机组合，能大大提高辐射
换热的功效。

该节能组合装置通过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使用

建材、冶金、
焦化、钢铁等
行业领域

以邯郸钢铁 550 万吨产量，节能率在
12%，改造后吨钢单耗为 43.83kgce（燃烧
1kg 标煤，污染排放 0.68kg 碳粉尘、2.5kg
二氧化碳）；减少碳粉尘排放：22327.8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2087.5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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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耐温高强度陶瓷特殊材料连接杆与高温粘结剂，采
取高温粘黏和孔渗透方式将特殊连接件依次穿过辐射
传热装置和保温层固定在炉窑衬上，比同类产品连接
更牢固，效果更好，稳定性更强，防热量散失功能更
佳，在防止高温气氛下辐射元件松动和脱落关键技术
上取得技术进步与突破，节能降耗效果显著。

8
IE4 系列超高
效压缩机专用
电机

河北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

该产品工作原理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和电磁力定律
实现机电能量或信号转换的电磁装置，全称是电磁式
电机，简称电机，该项目能效达到 IE4，国内领先技
术水平，应用了近 20 种专利。

主要应用领域
在压缩机行
业，广泛应用
于国内矿山、
冶金、电力、
电子、机械制
造、医药、食
品、纺织、轻
工以及石油化
工等众多工业
领域

电机系统节能潜力巨大，用电量约占
全国用电量的 60%，然而压缩机属于高能
耗设备，在某些行业耗电占到了生产耗电
的 30%以上。根据中国压缩机网调研显
示，2018 年压缩机市场的需求主要来自
老客户产能扩大增加设备，占 60.1%，其
次是技能节能改造替换，占 52.3%，接下
来才是新客户新添设备及新增行业新需
求。

9
高效节能永磁
同步电机

河北中磁科技
有限公司

当电机接入三相交流电时，三相定子绕组流过三
相对称电流产生的三相磁动势，并产生旋转磁场。由
于在转子上安装了永磁体，永磁体的磁极是固定的，
根据磁极的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原理，在定子中产生
旋转磁场会带动转子进行旋转。

钢铁、化工、
医药、造纸、
陶瓷、橡塑、
铁路、油田、
风机、水泵、
压缩机、机器
人、拉丝机等
领域

以拉丝行业为例：永磁同步电机与
Y2-250M-4 异步电机在相同工况下，测试
3小时后取两种电机的耗电量、产量进行
对比分析：

永磁机组数据分析：耗电量
1000/368kg*61.5kwh=167.1kW/T；

异步机组数据分析：耗电量
1000/387kg*72kwh=186.1kW/T。

永磁同步电机比异步调速电机每吨
节省电量：186.1kW/T-167.1kW/T=19kW
（19kW/186.1kW/T=10%）每吨节电率
10%，电机的改造成本在 1.5 年就可以收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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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油浸式立体卷
铁心变压器

河北高晶电器
设备有限公司

该产品利用电磁感应原理，通过给初级线圈通电，
使变压器中铁心产生交变磁场，然后让次级线圈产生
感应电动势，从而实现电压的变化。

可广泛应用于
城市和农村电
网

该产品铁心原材为高等级耐热刻痕
取向硅钢，采用三相立体卷铁心结构，一
体卷绕而成，实现了抗突短能力 100%，
与叠铁心变压器相比，空载电流下降 80%
左右。产品性能达到甚至部分超越我国现
行的变压器 1级能效等级。具备三相磁路
对称、节能、节材、静音、原材利用率和
生产效率高等优势。

11
高效节能永磁
同步电机

承德盛乾特种
电机制造有限
公司

该产品将传统异步电机+皮带轮+轴承体+叶轮的
驱动模式改造为永磁直驱电机直接驱动浮选机叶轮，
取消中间传动环节，并采用变频驱动，可根据工艺需
求实时调整叶轮转速。将永磁直驱电机放置于原轴承
体固定位置，并将充气管路通过旋转接头引至电机的
中空轴。

可 应 用 于 风
机、水泵、空
压机等设备配
套装备，还可
应用于冶金矿
山、石化油气
等领域

将永磁直驱电机放置于原轴承体固
定位置，并将充气管路通过旋转接头引至
电机的中空轴。改造单台 75kW 浮选机驱
动，系统系统综合节电率 15%以上。

12
电加热固体储
能供热技术

河北泽瑞节能
新能源有限公
司

该技术通过将夜间低谷电转换成热量，储存在蓄
热砖内，至白天非谷电时段内将热量从蓄热砖中释放
出来，用于满足热用户的供热需求。充分利用了峰谷
电价差政策，移峰填谷的同时满足用户的低碳供热需
求。针对固体储能供热系统中蓄热体容量与负荷不匹
配、系统效率低、热堆积严重、投资成本高等问题，
采用理论、实验与示范工程相结合的办法，对电加热
固体储能供热系统负荷计算、设计选型、送风系统、
换热系统进行优化设计，并通过示范工程的建设，结
合数值模拟，对运行特性进行研究，提出合适的供热
方式运行模式及控制策略，为电加热固体储能供热技
术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应用于清洁能
源供热领域，
充分满足用户
对热水、热风、
热油、蒸汽等
多形式的热能
需求。

本技术采用数值模拟、实验研究与示
范工程相结合的办法对电加热固体储能
供热技术运行模式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一
套科学合理的运行策略，从而提高系统运
行效率，降低运行耗能，经过测试，改造
后示范工程节能率 18.79%。同时在国家
双碳目标背景下，风电供暖技术作为清洁
供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阔的推广前
景。本技术充分利用谷电价，促进风电的
就地消纳，促进调节电网平衡，减少弃电
浪费，替代燃煤锅炉，节能减排效果极为
显著。

13
双氧水尾气治

理系统

石家庄辰泰环
境科技有限公
司

该技术利用吸附、解吸性能优异的活性碳作为吸
附介质，将有机废气中的有机物吸附，从而达到保护
环境的目的。在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有机物的特殊性，
保障运行安全。根据有机物废气的排放情况和装置费
用的要求，全套装置配置 2-5 个活性碳吸附床。吸附

医药化工、精
细化工、新材
料合成、膜行
业等多种化工
行业

年产 10 万吨双氧水项目，尾气排放
量大约 30000Nm³/h,年运行 8000h,重芳烃
含量 3.5-4.5g/Nm³,重芳烃的主要组分二
甲苯、丙苯、三甲苯。以重芳烃含量
4g/Nm³计算，年重芳烃排放量 96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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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的炭床用真空泵组真空脱附。被脱附出来的有机
物进入冷凝器；在冷凝器中，有机物被冷凝下来流入
分层槽，吸附床完成脱附并再生后，切换回吸附状态，
从而完成一个操作循环。整个过程连续循环运行。

我公司设计的芳烃回收装置，工艺主要采
用真空解析工艺，回收率可达到 99.5%以
上，传统回收装置回收率仅有 80%，每年
多回收芳烃 187.2 吨，以丙苯为例：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 616 吨，减少排放 81139 万
千焦的热量。传统蒸汽解析，每回收一吨
重芳烃，需要蒸汽 7-8 吨左右，现在采用
真空解析后每解析一吨重芳烃，蒸汽用量
约 4吨，节约 3-4 吨蒸汽，现在以每回收
1吨芳烃，节约蒸汽 3吨计算，回收芳烃
960 吨，共节约蒸汽 2880 吨，节约用煤
480 吨，少产生二氧化碳 1762 吨，1406736
万千焦热量。综合以上，年产 20 万吨双
氧水项目，共计少产生二氧化碳 2378 吨，
热量减少 1487875 万千焦。

14
绿色节能型工
业气溶胶治理

技术

河北烯电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该技术工作时内部通过特定的电压和特定的电流
产生辉光放电，形成高能量的秘籍辉光捕集网，同时
与烟气中的水作用生成大量氧化性极强的活性因子。
在烟气通过设备时烟气中的气溶胶等细微颗粒物、
VOCs、以及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被辉光捕
集网和活性因子捕获，实现超净排放。

水泥、化工、
玻璃、砖厂、
钢铁等行业

该技术是一种新型烟气治理技术，主
要目标是替代湿电除尘和传统的降温/升
温脱白技术。相比传统湿电除尘和脱白工
艺，绿色低碳型工业气溶胶治理技术比湿
电除尘器节能 30%以上，比传统降温/升
温脱白工艺节能 50%以上。以鑫鑫木业烟
气深度治理为例，采用传统烟气湿电除尘
器+脱白工艺电耗为 1700KW；采用绿色
节能型工业气溶胶治理技术电耗为
390KW。相比传统脱白工艺，绿色节能型
工业气溶胶治理技术每小时可节省 1310
度电，每年可节约耗电量 1048 万度电，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 3248.8 吨。

15
超高效节能降
碳低氮燃烧技

术

北京中宇先创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该技术利用燃气的动能（效率）使燃气和空气事
先按段很好混合燃烧，降低尾气的氧含量，采用高温
回流技术和预热技术，增加燃烧热量的传递速度，使
得燃烧口喷出的高温流速可达 200-300m/s，使得炉内

天然气、石化
气、钢铁产煤
气三大燃气领
域

钢铁煤气节能领域，按生铁、钢材和
焦炭对应的高炉、转炉、焦炉产煤气的产
量，及推算出的单吨产量产煤气的量推算
需求量、按市场调研结果推算对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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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均匀，增加热交换率，降低排烟温度，减少氧含
量，缩短氮和氧结合时间，达到节能减排目的。

按按保守原则和市场回馈数据最低水平
设定平均节能率，12%；天然气节能领域，
按对口应用行业，综合测算对口比例，按
保守原则和市场回馈数据最低水平设定
平均节能率，15%；石化气节能领域，按
石油处理量及推算出的单吨原油处理量
产石化气的量推算需求量、按市场调研结
果推算对口比例，按按保守原则和市场回
馈数据最低水平设定平均节能率为 15%。

16
TGS 节能环保
活性石灰窑

唐山助纲炉料
有限公司

该产品以独创的架桥理论假说和三低焙烧理论
（低热值煤气、低温低空气过剩系数煅烧石灰）为设
计和生产操作的理论依据。创造了低温低空气过剩系
数石灰焙烧理论，从焙烧原理上消除了生成热力型
NOX 的热力学条件，不需投资增设脱硫脱硝设施，就
可以达到超低排放标准。采用独特的炉料运动“架桥
理论”指导石灰窑的设计和生产操作，大型风冷中心
复合式烧嘴与国井式侧向烧嘴内外对烧，解决了竖窑
大型化和中风不足边风过剩的国际难题。

低热值高炉煤
气、转炉煤气
或发生炉煤
气，还可焙烧
铝矾土、白云
石、菱苦土等

煤气或发生炉煤气等，在满足石灰产
量及质量的前提下，不需要喷煤，废气系
统采用高效换热器等余热回收利用装置，
将助燃风预热至 180～260℃，煤气预热
至 150～250℃，提高能量利用率。公斤
灰热耗：（890～1050）*4.1868KJ/kg 灰。
窑本体平均吨灰电耗（KWh/t）≈40。比
传统石灰竖窑节能 30%以上，符合国家环
保政策。以涟钢冶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TGS 节能环保活性石灰焙烧竖窑为例，
比原有石灰窑吨灰节约热耗～1.85GJ，折
合 标煤～63.12kg，年节约标煤：40 万吨
灰/a×63.12kg=25248tce/a，节约高炉煤气
566Nm3/t灰，CO₂ 减排量3173325吨CO
₂ /a，比老工艺节能 30%以上。以涟钢年
产 40 万吨 TGS 石灰窑为例，TGS 石灰窑
每年节约标煤 25248tce/a，实现 CO₂ 减
排 173325 吨 CO₂ /a。企业创造了低温低
空气过剩系数石灰焙烧理论，并应用于
TGS 石灰窑，从焙烧原理上消除了生成
热力型NOX 的热力学条件，SO2≤
50mg/m，NOX≤100mg/m3，不需投资增
设脱硫脱硝设施，就满足国家超低排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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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从工艺源头解决了节能和减小污染物
产生总量的问题。

17
生物质气化多
联产技术

承德华净活性
炭有限公司

该技术以木片（段）、秸秆压块、果壳、稻壳等
等生物质为原料，原料送入下吸式固定式气化炉，通
过多点式控制技术，在炉内依次完成干馏、裂解、氧
化和还原反应后，产生可燃气和生物质炭。可燃气供
汽轮机组发电，也可充分燃烧进入余热锅炉用以生产
蒸汽，直接用于企业供热和居民供暖；生物质气化后
的生物质炭由炭收集系统排出收集，实现生物质气化
炭热电联产综合利用。

用于工业企业
供热，如食品、
药品、肥料、
竹木加工企
业，以及小区
供暖。同时，
生物质炭，可
用于活性炭生
产、工业用炭、
机制烧烤炭、
民用取暖、炭
基肥料行业，
以及大型燃煤
耦合生物质气
化发电行业

该技术原料为生物质，气化可燃气燃
烧排放的CO₂ 与其在生长过程中吸收的
CO₂ 相同；同时，每吨生物质可替代 0.3
吨标煤，减排 CO₂ 约 0.75 吨，固碳 0.17
吨，可减排 CO₂ 约 0.5 吨，每吨生物质
总减排CO₂ 约1.25吨，助力实现碳中和。

18
高压大功率转
子变频调速装

置

河北众瑞电气
科技有限公司

该产品是一种以低压控制高压、以小功率控制大
功率、以转子控制定子的高压电机调速装置。转子变
频调速系统可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构成外反馈式或内
反馈式调速系统。外反馈式调速系统由转子变频调速
装置、普通绕线式电动机、逆变变压器构成；内反馈
式调速系统由转子变频调速装置、内反馈电动机构成。
转子变频的基本理论是在变频装置的直流回路引入附
加电势，通过调节附加电势的大小改变转子电流，从
而实现调速；同时，变频装置将低频转差功率逆变成
工频电功率回馈给电机或电网。该装置原理可靠、性
能先进、结构新颖，具有调速平滑、效率高、结构简
单、成本低等特点。

发电、供热、
供水、水泥建
材、冶金、石
油化工等工业
领 域 中 的 风
机、泵类用高
压大中功率电
动机

据统计，国内的风机、泵类耗电约占
全国发电总量 40%左右，年耗电量约达
4200 亿千瓦，其中大部分为恒速运行，
风量及水量（压）的调节多用阀门实现，
平均运行效率不到 45%，比国际水平低
20％。因此，风机、泵类的调速节能具有
广阔的市场潜力，而且高电压（6—10KV
等级）大容量的设备占有节能主导地位，
据调查，大中型风机、泵类调备的分布很
广，其中风机调速主要有：电力—送引风
机、冶金—高炉风机、煤矿—矿井主扇；
水泵调速主要有：自来水公司、电力—循
环水泵、石油输运—加压泵、供热取水—
取水泵站。目前年新增调速设备的总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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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5-20 万千瓦，设备改造总容量为 400
万千瓦，市场前景广阔。

19
高效稀土永磁
同步电机

河北方宸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该产品采用先进的稀土永磁材料作为转子，定子
与普通异步电机类似。电机是将电能转换成机械能的
一种设备，电机运行会产生定子铜耗、铁耗、转子铜
耗等。由于永磁同步电机具有高性能永磁体，所以无
需电流励磁，不需要从电网吸收无功电流，转子上既
无铜耗又无铁耗，所以永磁同步伺服电机在很宽的负
载范围内能保持接近于 1的功率因数，而感应电机的
功率因数较低，尤其在负载较小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的
功率因数，一方面节约了无功功率，另一方面也使定
子电流下降，定子铜损减少，使温升降低，提高效率，
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系统综合节电率达到 15%以上。
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用电成本，同时节能降碳，减轻
环境污染，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应用于建材、
化工、玻璃、
水泥、钢铁、
冶金、陶瓷等
多种行业

该产品低压节电率可达 15%-45%，
高压可达 8%-20%。以 15KW-315KW 普通
低压永磁电机 10 万千瓦技改规模为例，
技改投入 6500 万元，按 15%节能率计算，
每年可节约用电 8100 万度，相当于年节
约标准煤 27542 万吨，年 CO₂ 减排量
74251 吨。电价按 0.55 元/kw 计算，年节
约电费 4455 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 1.45
年。以 315KW-5000KW 普通高压永磁电
机 10 万千瓦技改规模为例，技改投入
9500 万元，按 12%节能率计算，每年可
节约用电 6480 万度，相当于年节约标准
煤 22032 万吨年 CO₂ 减排量 59400 吨。
电价按 0.55 元/kw计算，年节约电费 3564
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 2.67 年。

20
矿井水超滤直
滤工艺技术研
究

中煤张家口煤
矿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

该技术在超滤过程中，水溶液在压力推动下，流
经膜表面，小于膜孔的溶剂（水）及小分子溶质透水
膜，成为净化液（滤清液），比膜孔大的溶质及溶质
集团被截留，随水流排出，成为浓缩液。超滤过程为
动态过滤，分离是在流动状态下完成的。溶质仅在膜
表面有限沉积，超滤速率衰减到一定程度而趋于平衡，
且通过清洗可以恢复。通过陶瓷膜超滤处理，出水水
质浊度稳定在 0.2NTU 以下，总污染指数 SDI 小于 3；
陶瓷膜超滤工艺采用的陶瓷膜是由无机陶瓷制造而
成，属于简单的物理直接过滤降浊，温度一般要求在
0-60 摄氏度内都能够保证出水水质和水量要求，对环
境温度的依赖性弱。

矿井水处理

煤矿矿井水含有煤粉等轻质悬浮物
和一些胶体杂质难于沉淀，常规水处理往
往采取增加水处理停留时间和加大投药
量促进沉淀，所以一般水处理系统的建设
面积大，沉淀池多，排污泵配备较多，有
的煤矿水处理系统受建设场地面积限制，
为了达到处理要求，往往采用泵抽水促进
药剂混合、悬浮物脱稳，这样不但运行电
耗高，而且还存在当矿井水排水量增大时
可能会出现水泵抽水能力不够，水量小时
又可能大马拉小车高耗能运行，本项目利
用超滤膜直接进行矿井水井下就地过滤
处理，采用全自动运行、无人值守的方式，
最大限度减少设备空转，同时合理配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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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备，最大限度缩短各设备间的距离，
降低各设备间管路长度，从而减少水在管
路内的能量消耗，降低了水泵扬程，间接
降低水泵功率，减少耗电量，能够有效降
低能耗，达到节能降耗的效果。

21

烟气磁化熔融
炉处理钢铁尘
泥及有价元素
回收技术

唐山鹤兴废料
综合利用科技
有限公司

该技术装备工艺首次采用了体外循环工艺，使固
废原料不再进入高炉，可有效解决高炉生产过程中因
钢铁固废循环配料-冶炼引起的炉况运行不顺的问题，
还可降低高炉冶炼焦比，提高高炉寿命 2年以上，促
进高炉稳定顺行，显著提高钢铁生产的经济效益。

适用于处理冶
金行业含铁锌
尘泥

该项技术通过熔融炉进行全热造块
冶炼、多种有价金属分离提纯，使钢铁尘
泥最终转化为再生生铁、硫酸锌、氯化钾、
氯化钠、硅酸盐炉渣及再生金原料、再生
银原料、再生锌原料等产成品。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补充国内对铁矿石、钾盐的需
求，减少锌、金、银等金属矿的开发。年
处理 100 万吨钢铁尘泥可节约矿产资源
167 万吨。

热造块生产阶段采用余热锅炉,利用
烟气余热转化为生产用蒸汽。熔融炉磁化
分离富集阶段产生煤气,一部分用于熔融
炉、热造块生产使用，剩余发电使用，年
可节约 7.1 万 tce。

22
左旋苯甘氨酸
绿色合成新技
术研发

河北华旭化工
有限公司

该技术用水取代甲醇做溶剂，即降低了成本消耗，
又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拆分物料消旋由酸性改为碱性
条件，加快了反应速度，使每批的拆分时间缩短了三
分之一，拆分剂消耗降低了 20%，左旋苯甘氨酸的单
程收率提高了 10%，能耗下降,且产品质量稳定，合格
率达 100%。通过拆分工艺的优化，可减少投资 30%，
减少占地面积 30%。

对生产过程中的氨气进行低温吸收，制成工业氨
水作为车间中和用碱，也可以作为副产品出售，既减
少了废气对环境的污染，又提高了项目的经济效益。
改进水解母液蒸发设备，研制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带消泡装置的蒸发器，减少物料夹带现象，减少物料
损失，降低能耗。

适用于化工医
药行业左旋苯
甘氨酸的绿色
无污染、低能
耗的生产工艺

旋苯甘氨酸合成绿色新技术能源消
耗种类主要有蒸汽、电力和一次水，按年
产能 1000t 计算，2018 年此项目能源消耗
为:蒸汽 33213.3t,电力 2848448kwh,一次水
12309 t，吨产品单耗蒸汽 33.2t，电单耗
2848.4kwh，一次水消耗 12.3t。折算成标
准煤为年消耗 4084.7 吨标准煤，吨产品
消耗 4.08 吨标准煤；2019 年是绿色新技
术应用实施年。2020 年能源消耗为:蒸汽
22710.8t,电力 2872183kwh,一次水 11977t。
年消耗折算成标准煤为消耗 3073.2 吨标
准煤，吨产品单耗 3.07 吨标准煤。绿色
新技术实施前后相比，吨产品节约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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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标准煤。

23 离心通风机
冀东日彰节能
风机制造有限
公司

该产品主要技术参数为：流量：769160m³/h；比
转速：40；全压：6433Pa；叶轮直径：3300mm；全压
效率：83.92%；转速：749rpm；压力系数：0.5；叶片
形状：后向型。实测离心通风机效率 83.92%以上；

化工、建材、
冶金、电力等
行业

以朔州金圆水泥有限公司5000t/d熟
料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窑尾高温风机进
行节能改造为例，在同等投料量的情况
下,改造后每小时可节约电量 1063 KW,按
年运转 6800h,电价 0.6 元/kwh 计算,年可
节约费433.7万元，吨熟料下降2.49kwh/t，
节电率 39.4%。

24
电磁失效安全
制动器

石家庄纽伦制
动技术有限公
司

该产品采用独创的模形槽和双模形滑块加缓冲层
及电磁待闸结构，通过电磁力触发，利用产品自身特
有的模形结构作用于制动轮，从而达到起重机械的安
全制停。制动方式由传统的弹簧施压制动轮制动变为
模形槽和双模形滑块加缓冲层夹持制动轮利用惯性制
动，由液压解闸或大电磁力解闸变为电磁待闸，使电
磁铁待闸需要的力从几吨、几十吨大大减小为几公斤、
几十公斤，且制动更加安全可靠。

用于大中型起
重机、港口装
卸机械的起升
机构，矿用提
升机、卷扬机、
皮带输送机、
缆车等驱动机
构

该产品与市场上普遍应用的液压安
全制动器相比，本产品节材 93.8%，节
电 99%。

25
油浸式电力变
压器

保定元辰变压
器制造有限公
司

该产品主要技术参数为：额定容量：400KVA；额
定电压：10kv/0.4kv；联结组标号：Dyn11；短路承受
能力，每相试验次数：3次；持续时间（ms）492-509；
试验电流、电压波形无异常，试验后线圈、引线和支
撑件结构无明显位移、变形、器身表面没有发现放电
痕，最大相电抗差偏差 4.14%，例行试验复测合格。

工矿企业、农
业、民用建筑
等各种场所配
电用

按照GB20052-2020《电力变压器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标准，达到能效 1
级，产品损耗及年运行成本低，空载损耗
和空载电流可大幅度降低，节电效果显
著，是新一代节能产品。

节水方向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简介及应用效果 适用范围 所处阶段

26 循环水电化学处理技术
该技术通过电解方式，利用阴阳电极作用，阴极区形成

强碱性环境（pH>9.5），Ca2+、Mg2+形成氢氧化钙、碳酸
钙、氢氧化镁，阳极区通过直流电流输出和催化涂层作用形

适用于工业循环冷却水系统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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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酸性环境(pH＜3.5)，产生 Cl-、HO-、H2O2、O3、氧自
由基等强氧化性物质，有效控制微生物生长，实现循环冷却
系统防腐阻垢。该技术可耦合膜技术、超声波除垢技术和臭
氧杀菌技术，进一步强化循环冷却系统防腐阻垢效果，可使
循环冷却水系统浓缩倍数得到提高。

27
工业水处理MVR 系统用
离心式蒸汽压缩机组

该装备通过蒸汽压缩机将来自于蒸发分离器的二次蒸
汽进行压缩升温后，输入到系统的加热器与物料进行换热，
被升温后的物料又被输送到分离器中进行蒸发分离，通过压
缩机实现整个系统热循环，不再需要额外蒸汽就可实现蒸发
循环。

适用于工业高盐废水资源化
利用

推广应用、产业化示范

28
高盐废水深度处理减排技

术

该技术集成高级氧化、高效除硬过滤、膜法分质、膜法
浓缩减量、蒸发结晶等工艺，用于高盐废水处理，实现近零
排放。高级氧化采用臭氧催化氧化技术；高效除硬过滤采用
低压力大通量的膜法除硬过滤一体化工艺；膜法分质采用纳
滤分盐技术；膜法浓缩减量采用高效电渗析和高压反渗透技
术；蒸发结晶采用机械循环蒸发（MVR）技术。

适用于工业高盐废水处理 推广应用

29 雨水收集回用技术

该技术由截污弃流过滤装置、调节蓄水池、净化设备间、
储存清水池、雨水提升泵及自控电控集成系统等装置组成，
采用可调式自动弃流技术、玻璃钢复合材料、高效组合净化
等关键技术，实现了区域雨水收集高效资源化循环利用。

适用于非常规水收集利用 推广应用

30 反渗透海水淡化技术

该技术主要利用膜法进行海水淡化。海水经混凝、沉淀、
过滤预处理，再经反渗透膜装置淡化海水。一般大型反渗透
海水淡化系统还将配套能量回收系统，以回收浓海水的高压
能量，降低系统制水能耗。对于火电发电机组，利用海水淡
化水，单位节新水量约 0.78m3/MWh。

适用于沿海工业企业 推广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