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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ED ISO 9001

主要业务范围： 

烟气脱硫（FGD) 

烟气脱硝（Denox）  
工业、市政水处理  
工业、市政废水处理（W.W.T）  
医院、工业垃圾废物焚烧炉  
凝结水金属、纤维滤元  
干燥塔、锻烧炉的设计和建造  
粉未离子交换树脂和预涂层惰性材料  



 
 

清洁环境的科学  
 

 
 

 

 

 

  

 

由于电力和其它资源使用的增加,导致环境污染.从1976 年起, 

我们的目标锁定解决环境的污染. 

IDRECO 提供特定的解决方法,研究项目的标准化,提供空气处理,水处理,废品

回收,转化,再使用等技术, 

并提供包括设备和技术服务的钥匙工程.  

我们在研发上的投资,加上我们的经验和技术,使IDRECO 成为全球的领先

者.我们在欧洲,亚洲,北美, 

南美的成员成功的完成了多项工程,使之符合环保要求. 

IDRECO 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中维护其脆弱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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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ECO公司简介

IDRECO公司简介

IDRECO创立于1976年.在创始起致力于城市废水,工业废水的钥匙工程.

然后,在八十年代IDRECO快速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部门,专职发展工业烟气处理,如:

• 脱硫工厂
• 脱硝工厂
• 静电除尘
• 布袋过滤
• 气体集成清洁

也就说,IDRECO拥有有关电厂烟气处理的所有技术.
今天,IDRECO在世界工业市场可以提供:

• 饮用水 
• 初期废水处理 
• 糖和食品处理 
• 气体处理和净化 

最近,IDRECO开始涉及工业和城市的垃圾焚烧:

于1996年IDRECO获取了CISQ和EQ Net证明机构下的ICIM组织所颁发的UNI EN ISO 9001证明.

--------------------------------------------------------------------------------

IDRECO集团公司 

COMPAGNIE TERREBONNE S.A. 是个控股公司,决策和协调整个集团的战略和财务.

IDRECO S.P.A 向集团属下所有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ELC-ELECTROCONSULT S.P.A 处理水力发电,热电,地热发电,电力输送,区域发展计划,环保计划和土
地回收以及陆海运输.

DEL MONEGO 涉足于各种干燥炉,焚烧炉,煅烧炉的设计和建设,用来处理工业,城市废料和毒性废料,
同时还涉足工业锅炉生产.

INTERWAT S.R.L 供应特殊化工品以及用于电厂和饮水的滤原.

IDRECO USA 和ECO ELC S.A. 为联营公司,在相关国家里进行推销及公司业务. 

--------------------------------------------------------------------------------

IDRECO 技术

IDRECO通过实验室和试验工厂(中试)的研究,发展和优化了如下技术和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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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污水化学物理处理 
• 工业水离子交换
• 膜处理:海水脱盐,过滤
• 核电厂,火力电厂的冷凝水精处理 
• 放射性废固体,废液体处理 
• 饮用水 
• 糖浆和食品处理 
• 生化液体和固体的处理 
• SUPREX粉末树脂离子交换
• 滤原 
• 气体过滤,脱硫,脱硝 
• 旋转窑焚烧炉
• 定芯焚烧炉
• 多芯焚烧炉
• 飞灰处理 
• 石灰,煤及多种材料的处理 

有关不同工艺的描述和主要数据见目录和小册子.
IDRECO 还和一些主要的公司在高危度工业和医院废品处理有合作,IDRECO 能提供:

◦ 合成工厂
◦ MSW预分类和分类工厂
◦ MSW 筛选,旋转窑焚烧工厂
◦ 流化床,旋转窑式工业污泥焚烧工厂
◦ 焚烧炉内电,热能的回收 

© IDRECO S.p.A - All rights reserved – IDRECO VAT no. 02302650185 – CCIA Pavia



 
 

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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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ECO 技术  

  

IDRECO通过实验室和试验工厂(中试)的研究,发展和优化了如下技术和工艺: 

工业污水化学物理处理  
工业水离子交换  
膜处理:海水脱盐,过滤  
核电厂,火力电厂的冷凝水精处理  
放射性废固体,废液体处理  
饮用水  
糖浆和食品处理  
生化液体和固体的处理  
SUPREX粉末树脂离子交换  
滤原  
气体过滤,脱硫,脱硝  
旋 窑转 焚烧炉  
定芯焚烧炉  
多芯焚烧炉  
飞灰处理  
石灰,煤及多种材料的处理  

有关不同工艺的描述和主要数据见目录和小册子. 

IDRECO 还和一些主要的公司在高危度工业和医院废品处理有合作,IDRECO 能提供: 

合成工厂  
MSW预分类和分类工厂  
MSW 筛选,旋 窑转 焚烧工厂  
流化床,旋 窑转 式工业污泥焚烧工厂  
焚烧炉内电,热能的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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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合同  

 
 

(FGD Brindisi 2 x 640 MW Units) 

  

通过世界性的组织,IDRECO涉足环保的每一个领域,研发新技术,并应用于公众和私人的项目,IDRECO

员工为一百人以上. 

IDRECO广泛的经验使我们能顺利的开发钥匙工程和其它环保业务. 

作为一个总承包商,获得了丰富的国际经验,IDRECO拥有在空气处理,水处理,废品回收,转化,再使

用,以及能源方面等各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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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处理  
 

  

(Pocerady Power Station) 
(Pocerady 电厂) 

 
工业和市政用水的处理是目前社会的主要考量,因为我们整个行星的生活是依靠水资源的质量好坏.

IDRECO集团公司大量投资在水处理的研发,以找出新的技术.我们在工业和市政用水方面能提供最新

技术. 

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有IDRECO完成的大型工厂,就是一个整套水处理的典型例子.在此例中,由于饮

用水的缺乏,我们对污水进行了处理.以获得饮用水以及炼油工业工艺水.这个系统同样能处理高含

盐量水,能产生饮用水和炼油工业的工艺水. 

 
此项目的成功证明了IDRECO在世界范围中能向每一个人提供最佳环境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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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处理  

   
FGD MELNIK   FGD SULCIS      FGD BRINDISI    FGD MAE MOH  FGD FUSINA 

人们的生命和健康是和空气息息相关的,如果我们无法控制工业和城市的气体排放,我们的星球将在

很短的时间被乌云所覆盖. 

 
怎么处理空气污染如脱硫,脱硝和减少空气中的颗粒已经变得十分重要. 
 
 
为了迎合客户各种需要,IDRECO能提供广泛的技术专利和相关专业管理,以最低的运行及投资成本来

解决客户的环保问题. 

通过不断创新技术,IDRECO能提供我们用来呼吸的空气的各种大小案子. 

 
 
 

FGD -脱硫 Photo of WFGD built in China 
DENOX -脱硝  

FGD SHAJIAO C 3D BIRD VIEW  DENOX FIUME SANTO FULL SCALE PLANT DENOX FIUME SANTO FUNCTION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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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D-脱硫 

 

  

IDRECO FGD脱硫厂采用湿法石灰脱硫技术,副产品为石膏.石膏能在建筑行业使用. 

湿法石灰脱硫是目前最广泛采用的工艺.IDRECO有经验和技术为整个脱硫厂提供设计. 

  

工艺规格  
 
烟气管道把烟气系统和吸收塔连接,并连接吸收塔和烟囱. 

挡风板起阻挡烟气作用,在吸收塔分流. 
 
为了补充压力的减少,在脱硫厂的入口处用空气增压机来提高烟气压力. 

烟气净化后,在进入烟囱之前,须采用加热系统. 

所需的能源将从通过gas-gas加热器的气体获得. 
 
吸收塔是垂直式的,带有开放式的进,出口.吸收塔内,烟气入口处和烟气出口处为烟气区,并可分为喷

淋区和除雾区.吸收塔烟气入口处以下的部分储有浆液,为浆液区.在喷淋区,烟气和喷淋层喷出的石

灰浆液颗粒充分接触,喷淋层置有浆液循环泵和大量喷嘴,以确保吸收塔的横截面得到充分喷淋. 

SO2和石灰发生反应,并被吸收. 

同时,也吸收其它的酸,如HCL,HF,并进行飞灰除尘. 
 
为了获取几乎百分之一百亚硫酸盐的氧化,以成硫酸盐,吸收塔配有氧气鼓风系统,通过压缩系统提供

一定量的氧气供应. 

喷淋层的上部,为除雾区,用来隔离析出从烟气上升中带来的浆液颗粒.颗粒会跌入浆液区. 

浆液区的浆液为可溶性盐,含有10 -15%的悬浮颗粒,并配置搅拌器,以确保颗粒悬浮在浆液中. 

石膏脱浆系统配有脱浆泵和石膏旋流站组成,脱浆泵向吸收塔提供浆液. 

石膏脱浆为机械式脱水, 石膏含水量为10%. 

大多数浆液过滤后会流回吸收塔,而部分浆液有第二个旋流站提供,含有少量颗粒,并作为废水来排放

飞灰,石灰石和氯化物. 
 
剩下的浆泥含有大颗粒的石灰和石膏,也流回吸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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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D脱硫主要指标 

高脱硫量(>96%)  

石灰石的消耗接近理想配比  
建筑 凑紧 ,空 减间 少  
吸收塔含吸收,氧化,晶体化和除雾过程  
烟气含水量低  
由于氧化效率高,导致最终产品石膏纯度高  

 

空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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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OX – 脱硝 

 
DENOX – 脱硝 

目前,电厂脱硝的最有效的工艺为SCR催化剂,反应温度在300-400C0, 

方程式如下: 

 

 
 

烟气进入反应器前，NH3气体和空气混合.当烟气和催化剂接触时， 氧化

氮减少。  
脱硝装置设在水预热器和空气预热器间的锅炉的下游，既所谓的“高尘

（High - Dust）”配置。  
如脱硝装置设在静电除尘的下游，则称为“低尘（Low - Dust）”配置。在

此配置中，如脱硝装置安装在脱硫系统的下游，则称为“尾端（Tail – 

End）”配置。 

   

                    

设计  

考虑到每个案子的客户规格要求和空地大小，可根据中试厂的测试和电脑流程图来优化反应器的尺

寸。其中，最重要的考量为NH3和NOX 分子的充分混和及烟气在反应器垂直区域中持续地流通。反应器

的关键设计数据为SV空间密度（Space Velocity），为催化剂中STP气体混合滞留时间的依据:  

DENOX 脱硝反应效率  
温度  
可允许的氨气溢出量  
烟气分析  
尘分析  

SV是用来计算对于一定烟气量的单位时间的催化剂量，在煤燃烧电厂项目中，SV通常在1000 –3000/

小时。如是用油或气体燃烧，SV则更高些，而用来减低NOX的催化剂量则会少些，如此，可加长完全置

换催化剂的时间。催化剂的成分和个数将根据不同个案的要求有所不同。用过的催化剂可以废弃或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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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剂优点 

由于催化剂的高活动量，便于化学计量理想配比成分。  
由于低降压，无尘堆积。  
由于催化剂的选择，低SO2，低SO3。  
陶瓷蜂窝催化剂，高稳定性。  
抗高温  
抗腐蚀  
由于结构坚固，易搬放。个体的催化剂可在反应器不同层面加以堆放，其空间得以优化。  

 

回收使用。氨储存罐可在地面以上或以下，氨在热交换器（水洗式或管道式）中蒸发。喷洒系统，地面

板块，气体，液体的排放，须都作为安全因素来考虑。 

空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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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FGD Plants in China which passed the trial tests – Last update: June 2007:
目前在中国通过考核测试的湿法脱硫工厂 — 最新日期: 2007年6月

Hengshui (衡水) - Hebei (河北)
WFGD 2x300MW + W.W.T.

Shajiao C (沙角C) - Guangdong (广东)
WFGD 3x660MW

Liu Zhou (柳州) – Guangxi (广西)
WFGD 2x200MW

Yue Yang (岳阳) – Hunan (湖南)
WFGD 2x300MW + W.W.T.

Shajiao A (沙角A) - Guangdong (广东)
WFGD 1x300MW + 2x300MW

Wangtan (黄滩) – Hebei (河北)
WFGD 2x600MW + W.W.T.

Zhuzhou (株洲) – Hunan (湖南)
WFGD 2x310MW + W.W.T.

Baotou 2nd (包头2) – Inner Mongolia (内蒙古)
WFGD 2x300MW



 
 

废物处理  

 

 

在消耗不断增长的国家里,有高标准

的生活水平,也产生了大量的固体废

物. 

工业界不仅在生态方面考虑,而且考

虑到经济方面的影响,因为再也不能

依靠用土地填埋来解决. 

IDRECO也无可退却,面临解决此问

题. 

 
 
近年来,在市政和工业固体废物的处

理方面,取得了使用焚烧炉的专有技

术. 

通过实施的项目,在能源的回收和废

品的再使用方面,取得了新的工艺. 

今天, IDRECO处理废物工艺技术,如

同以往一样,具有经济性,效益性,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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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Fusina Power Station 650 MW)  
(Fusina 电厂650MW) 

  

IDRECO 的管理,技术和灵活性来源于我们广泛的经验. 

我们的最新技术适用于核电厂及一般民用电厂.使我们可向全球的公用事业公司服务. 

由于拥有高超的技术水平,我们可以向国际市场上最强对手发出挑战,我们深信我们能向人类面临的

环境问题提出创造性的方案. 

IDRECO优化的能源技术可用于: 

高纯度水的生产工艺处理  
工业废水处理  
脱硫  
脱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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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处理  
 

 

 

 

层析术分离糖蜜去糖工艺 
稀液软化 – CARBOSOFT 工艺 
稀液软化 – NRS 工艺 

IDRECO已成为食品工业的有关工艺,技术的主要供应者,能解决其中最复杂,最重要的问题. 

通过多年的研究,开发和安装,IDRECO现在已经是糖生产钥匙工程的领先者,在糖的液晶化方面能大

幅提高质量和产量. 
 
能从糖蜜方面最大量的回收糖,杜绝了任何的浪费. 
我们的工艺技术给市场带去了创造性的生态效应,由于利用了特殊的工艺,所有的废物转化成肥料和

动物蛋白饲料. 

IDRECO的工艺技术同样也能应于农业饲养和生物工艺学,而提高了农业产量. 

IDRECO有美好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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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析术分离糖蜜去糖工艺  
 

 
 

工艺规格  

本系统为连续糖蜜加工工艺,以提高糖和提余液产量.IDRECO最大程度地改进和提升糖蜜分离工艺,详见

如下: 

稀释的糖蜜再进入色谱分离区前,经过了一个预处理工序(糖蜜过滤).色谱分离由两阶段组成,第一阶段

分为“交叉无糖分馏物”和“升级分馏物”, 两这 部分皆经过浓缩处理.浓缩过的“交叉无糖分馏物”可以销售

或者和提余液混在一起作为副产品销售.浓缩的“升级分馏物”在第二阶段进行,产生了糖膏(糖分馏物)和

提余液(无糖分馏物). 

此系统需要冷凝水(或脱离了二价阳离子的水)稀释所添加的糖蜜,以及色谱分离. 

所处理的糖蜜将有以下特点:  
 

 
每一个工艺步骤如下: 

稀释  

糖蜜浆液是从白天储藏罐中泵出,并用冷凝水稀释.然后,加入到850C更高的温度. 

- 干质: 

- 纯度: 

- 总硬质:         

- 转化糖: 

- 甜菜碱: 

80% 
60% 
3 meq / %最大干质. 

1,3 % 最大干质. 

5 % 最大干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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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  

糖蜜在稀释后,进入粉末树脂过滤器过滤,过滤后的溶液,然后泵入备有5-10微米袋的检查过滤器,进入除

气装置. 

除气  

糖蜜达到到850C后,经过和蒸发系统冷凝器表面相联的除气装置. 

层析术分离  

除气后,糖蜜溶液泵入第一阶段蒸馏塔.在此阶段“交叉无糖分馏物”从“升级分馏物”中分离出来.两分流然

后在蒸发系统内浓缩. 

升级溶液有检查过滤器过滤,然后进入第二阶段. 

剩余的无糖物质通过层析术工艺排出,大量蔗糖分馏物浓度约为35-37 0Bx. 

回收的浸膏和提余液进一步浓缩. 

浓缩的“交叉”分馏物可以和浓缩的提余液混合. 

来自上述浓缩的冷凝水回到工艺水系统.因此,冷凝水流和软化的补给水混合,过滤,并最后在用作脱水剂

前,进行除气. 

补给水可以是冷凝水或软水.或者软水,工厂在冷凝后用作补给水.  

 
 
产品质量 

 
假定输入糖蜜RDS为80%,蔗糖总回收量的82%是取决于脱水剂输入率: 6.25 比1(容量比). 

总回收量大小将取决于分离器分离出的糖膏量和浸膏程度.  

总回收量(OR)是基于两次糖蜜(从浸膏中糖的晶体化后所剩余的糖蜜)60%纯度,并用下列方程式计算:  

 

 
 
其中: 
 
R= 回收或在分离器中和浸膏分馏物并存的糖的百分比  

浸膏: 

全部糖回收: 

提余液: 
 
去色:

干质29-32%. 

82%(这是晶体糖,浸膏晶体化在3个蒸馏系统中提取). 

干质: 4.5 
 
90% 或 更大(取决于下面的物料平衡).



 

Qe= 浸膏的真纯度  

上述方程式提供了不同分离器R 和浸膏纯度 (Qe) 的混和,其将达到总回收量82%. 

去色是基于排除材质的物料平衡. 

  

% 去色按如下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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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液软化 – CARBOSOFT 工艺  
 

 

 
Carbosoft 工艺规格   

本系统是用来减少甜菜或甘蔗稀液的硬度. 

本软化剂采用弱钠化合物阳离子交换树脂. 

本系统设计采用三槽结构,其中两槽同步排放稀液.本系统可和排放交错进行,所以并不需要同时再生工

序,第三槽用来进行再生或候补. 

由于树脂的高效率和高速流量,很少部分的设备就能处理整个工厂的流程,而强阳离子交换树脂工艺是无

法做到的. 

排放循环周期因硬度而异.最短循环周期为8小时,足以保持往返连续操作. 循环周期是如此精确,在沉淀

出现之前,槽已搬走,而下一个槽也已安放在生产线上. 

在去糖过程中,液汁被强行通过树脂,送到蒸馏塔.断流点有总量来决定,其实仅少量水份被送到蒸馏塔.

再生工序和稀汁流程呈逆流方向. 

硫酸用来再生,所以它可以在浸提器中再循环使用. 

再生过程中产生了硫酸钙,溶解度不大,必须小心确保此产品的溶解度不能超量.为了防止这情形发生,酸

度须控制在0.5%以下,并且流速须保持足够高. 

这里还有一个相对不利的情况,是产生了大量失效的再生剂.但是它还可以在工艺中再使用,但须比例计

量供应浸提器,以保证一定的酸和PH值. 

弱阳离子交换系统能高效率再生,仅需110%的再生剂,便完成整个加氢转化.硫酸可用作调节浸提器供应

水的PH值.因此,任何过量再生 减剂 少了这种要求,所以没有浪费. 

下列为再生洗涤工序. 

在洗涤工序后,2%NaOH溶液通过树脂床向上渗透,树脂浸入钠化合物中  

  Chinese



 

此系统工作非常良好,当槽因渗漏现象出现时而进行排放,产生的稀液在入口处的硬度平均小于2%. 

此软化工艺最大的优点是从处理的液体中产生的糖蜜,其质量是超标的,就去钙而言,下一步的工艺不需

进行软化,为非离子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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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液软化 – NRS 工艺  
 

 

 
NRS工艺规格 

本系统是用来减少甜菜稀液的硬度. 

本软化剂采用强钠化合物阳离子交换树脂. 

本系统设计采用三槽结构,其中两槽同步排放稀液.本系统可和排放交错进行,所以并不需要同时再生工

序,第三槽用来进行再生或候补. 

排放循环周期因硬度而异. 短循环周期为8小时,足以保持往返连续操作  

循环周期是如此精确,在沉淀出现之前,槽已搬走,而下一个槽也已安放在生产线上. 

断流点有总量来决定. 

再生阶段包括所有操作工序,不会产生脱钙稀液. 

所有再生步骤采用向上流动模式,并使用来自产品槽中的软稀液. 

再生顺序包括第一: 空气冲刷树脂,第二: 软稀液回洗,其目的是松散树脂,使其摆脱外部杂质. 

回洗水流从缓冲缸中获得,泵不断把回流水泵入二次碳化后的过滤器. 

树脂以冷稀液冷确到350C. 

含有40-50g/1 NaOH(100%),350C冷稀液向上流动, 树脂得以再生. 

这样彻底替换了350C冷稀液中的再生剂. 含失效再生剂的钙-蔗糖盐,从缓冲槽中获取,并从那里不断输

送到石灰乳准备系统. 

再生以800C热稀液中树脂床向上洗涤形式加以完成,操作的目的为清洗掉氢氧化钠和加热树脂床. 

密封步骤结束了再生. 

  Chinese



 
洗涤流出分为: 再生剂回收槽到第一次碳酸盐化,以及回洗回收槽到第二次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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