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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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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拓峰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1997年，注册资金1320万元，
位于北京大兴工业开发区广茂大街15
号，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是由
“中国机械工业技术发展基金会”控
股成立的科、工、贸和服务一体的科
技型企业，为国资委下属的二级国有
企业。北京拓峰主要提供工业蒸汽系
统的解决方案，通过自主研发，拥有
了大量的专利技术，其中于2001年研
制并投用了国内首家凝结水精处理系
统，2005年首次投运了高温凝结水精
处理系统，为中国最早从事凝结水精
处理事业的公司。

公司背景

北京拓峰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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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战略

工业蒸汽系统

    以节能与环保为公司核心业务，积极致力于引进世界先进水平的节能环保技
术，并进行相关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于中国的节能环保事业。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凝结水回收系统
蒸汽系统节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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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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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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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北京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

会员单位

纳税信用A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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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中国石化、中国石油、中国海油等大型国企的合格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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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荣誉

    2008年以来先后获得13个专利证书，其中包括复合膜凝结水除油除铁装置、凝结水回用及其余热利
用装置、凝结水回收泵、疏水阀、节电器、污水处理工艺等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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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合膜凝结水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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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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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水回用的价值

回收及利用价值体现在水值和热值两大方面

 水值：凝结水=除盐水1

 热值：其热量可达蒸汽全热量的20%-30%2

除油除铁后，水质可满足绝大多数场合的用水要求

 凝结水是蒸汽释放潜热的产物，百分之百回收凝结水至锅炉，可节约锅炉燃料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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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水被污染的危害

√凝结水被污染的危害

•热力设备结垢

•锅炉传热系数降低，浪费能源

√凝结水污染物种类

•工艺介质 ：油、有机物等

•腐蚀产物 ：Fe2O3、Fe3O4 

•离子类   ：Ca2+、Mg2+、SiO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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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水的污染原因

污染原因

•设备泄漏

•设备管道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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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型

Item

锅炉压力

Pressure
pH

硬度

Rigidity

溶氧

O2

铁

Fe

铜

Cu

钠

Na
SiO2

油

Oil

MPa μmol/L μg/L mg/L

汽包炉

Steam 
Boiler

3.8～5.8
8.
5～
9.2

≤3.0 ≤15 ≤50 ≤10 ≤1

5.9～12.6
8.
8～
9.3

≤2.0 ≤7 ≤30 ≤5 ≤0.3

锅炉给水标准

——摘自《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标准》 (GB1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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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水罐 凝结水泵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常规工艺路线

核心专利产品：复合膜除油除铁装置

锅炉
处理前

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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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膜除油除铁装置

    复合膜凝结水除油
除铁装置是北京拓峰的
专利技术装置，是保证
去除凝结水中油和铁的
关键环节，是凝结水处
理系统的核心设备。

    主体设备的壳体和
滤元材质分别选用304和
304L不锈钢，使用寿命
超过20年。

滤
元

木
质
纤
维
素

湿
式
活
性
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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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保护系统

复合膜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在线水质分析系统
•流量保护系统
•差压保护系统
•铺膜系统
•爆膜、擦洗系统

在线水质分析系统

在线水质分析系统

差压保护系统铺膜系统

爆膜、擦洗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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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高温。专利设备采用全不锈钢制造，滤料的性能稳定，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最高可达120 ℃。

• 设备集中度高，占地面积小。通过复合膜过滤器后可一次性去除水中油和铁。

• 自动的铺膜、爆膜、擦洗技术可以使除油除铁系统保证长年出水率达到100%

• 运行成本低。在满负荷运行的条件下，处理系统的运行成本约为0.2元/吨，
这是更换滤芯的技术无法企及的。

• 中国最早进入该领域的国有企业，质量成熟可靠，设计、研发、制造、质检
等专业过程控制管理，工程案例多。为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中化、神
华煤制油等大型企业的合格供应商。

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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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解决方案

现场仪表控制

SIEMENS可编程控制器PLC

上位机或触摸屏控制

现场工程安装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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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某石化凝结水精处理系统远程控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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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发、生产和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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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实力

    北京拓峰拥有办公楼、制造车间、
换热站、展厅、实验室等建筑。与中科
院、清华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等高校长
期合作。大兴工业区热电厂能够提供
0.8MPa的蒸汽，可满足蒸汽系统相关产
品的研发要求，具备实验测试和演示培
训的条件。

    公司负责承担设计建设的“蒸汽系
统关键产品检测中心” 作为国家检测中
心，将为蒸汽系统关键产品的生产厂家
提供产品检测、性能认证，并协助企业
完成蒸汽系统评估，并对其节能潜力及
效果进行认定。 

    “蒸汽及凝结水系统演示培训中心”
是国资委批准建立的国家级演示培训中
心。将针对蒸汽系统的完整流程，从实
物可视化演示到计算机仿真，从工艺优
化到产品应用，从流程节能分析到系统
节能应用，全面研究蒸汽系统的各个节
能环节，并为相关研究及从业人员提供
专业完备的技术培训和科研条件。 

    “工业水系统研发中心及实验室”
拥有各类先进的“全项水质化验设备”、
“全项水处理工程实验装置”。不仅保
证了公司在水处理工艺设计的准确性、
工程实施的实效性和系统方案的科学性，
更能够面向水质复杂的行业提供先进的
水质检测、处理工艺优化和系统方案设
计，从而减少废水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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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北京拓峰拥有2400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拥有先进的制造设备和成熟的生产工
艺，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管理标准生产。

外景

内景

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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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推广

    我们向全国用户推广工业蒸汽系统，产品遍及全国十余个省、直辖市，坚
持中国最可靠、最先进的节能环保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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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行业

石油石化 钢铁冶金化工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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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客户

部分典型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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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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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中石油吉化有机合成厂
1）建设内容：新增100t/h复合膜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
2）投用时间：2001年11月
3）说明：国内第一套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全手动操作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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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路线

•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含复合膜过滤器，配在线水质分析系统、差压保护
系统、流量保护系统、铺膜系统、爆膜擦洗系统。

凝结水罐 凝结水泵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锅炉换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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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中国石化青岛分公司（一期）
1）建设内容：新增50t/h复合膜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
2）投用时间：2005年12月
3）说明：国内第一套高温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全手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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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路线

•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含复合膜过滤器，配在线水质分析系统、差压保护
系统、流量保护系统、铺膜系统、爆膜擦洗系统。

凝结水罐 凝结水泵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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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中石化燕山石化第一热电站
1）建设内容：新增250t/h复合膜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
2）投用时间：2007年4月
3）说明：首套回用高压锅炉，半自动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现已改进为全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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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路线

•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含复合膜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配在线水质分析
系统、差压保护系统、流量保护系统、铺膜系统、爆膜擦洗系统。

凝结水罐 凝结水泵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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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神华煤制油公司
1）建设内容：新增610t/h复合膜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
2）投用时间：2007年5月
3）说明：首套全自动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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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路线

•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含复合膜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配在线水质分析
系统、差压保护系统、流量保护系统、铺膜系统、爆膜擦洗系统。

凝结水罐 凝结水泵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锅炉换热器 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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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中石化金陵石化分公司（一期）
1）建设内容：新增100t/h复合
   膜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
2）投用时间：2008年1月
3）首套室外设计的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

中石化金陵石化分公司（二期）
1）建设内容：新增100t/h复合
   膜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
2）投用时间：2008年6月



致力于工业节能环保事业

• 工艺路线

•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含复合膜过滤器，配在线水质分析系统、差压保护
系统、流量保护系统、铺膜系统、爆膜擦洗系统。

凝结水罐 凝结水泵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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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杨庄河炼化

   1）建设内容：新增200t/h复合膜凝结水除油除铁系统+混床系统

 2）投用时间：2011年6月

 3）说明：我公司首套凝结水除油除铁+混床系统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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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艺路线

•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含复合膜过滤器、混床，配在线水质分析系统、差
压保护系统、流量保护系统、铺膜系统、爆膜擦洗系统、混床酸碱再
生系统、加氨系统。

凝结水罐 凝结水泵 凝结水精处理系统 锅炉换热器 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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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介绍典型工程案例外，目前公司已完成中石化济南炼
油厂、中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化肥厂、延长石油榆林炼油厂、
国兵器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宁波万华聚氨
酯有限公司、中海油中捷石化有限公司、中石化洛阳分公司、
大连浩德石化有限公司、开滦集团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
河南信儒集团丰利石化有限公司、利津石油化工厂有限公司、
河北盛腾化工有限公司等凝结水精处理工程项目六十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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