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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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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系列
DUST REMOVAL SERIES

靠





小型催化燃烧设备 CO 
小型直燃设备 TO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小型催化燃烧设备的设计，气体通过排气风机导

入炉体内，通过燃烧器(或电加热器)补充将温度升至 

300℃左右，进入催化燃烧分解室，在催化剂的催

化作用下，VOCs氧化分解成无毒的CO2和H2O,氧

化后的气体进入热交换器（可选），与进入的废气

进行热交换（可选），通过热交换（可选），分解

后的气体温度也得到降低，净化后的气体从烟囱排

到大气中。

    

     小型直燃设备的设计，基于小型催化燃烧设备的

基础，依废气风量,VOCs浓度及所需去除效率而

定。操作时含VOCs的废气通过排气风机导入炉体

内,通过燃烧器(或电加热器)加热,使废气被加热至氧

化分解温度(750℃),并且有足够的留置时间，这时会

发生热氧化反应, 氧化后的气体进入热交换器（ 可

选），与进入的废气进行热交换（可选），通过

热交换（可选），分解后的气体温度也得到降低，

而VOCs被分解为二氧化碳及水气,净化后的气体从

烟囱排到大气中。

燃烧系列
COMBUSTION SERIES

湿式电除尘构成

工作原理

湿式电除尘器
WET ELECTRICAL DUST PRECIPITATOR

产品特点 Product introduction

Working principle

有效去除SO3、NH3、PM2.5、细小液滴、汞等重金属，去除率可达90%以上；

可大大降低烟气的不透明度和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带来的石膏雨。

湿式电除尘应用的间接接效果：

基本上解决了湿法脱硫带来的问题；

可以完全省去GGH系统，大大节省投资、降低厂用电率；

可以去除大量SO3和水雾，原则上可以省去烟囱防腐；

大大提高了脱硫装置的可利用率；

可以超净化排放，满足更高的环保要求。

湿式电除尘器主要由钢（砼）支架、壳体、灰斗、进出喇叭口、气流均布装置、阴阳极系统、电控系统、热风系

统、冲洗及排水系统、（水处理系统）等构成。

湿式电除尘器除尘原理与常规干式除尘器除尘原理相同，但是工作的烟气环境不同，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高

压电放电原理使气体电离，烟气中粉尘颗粒和雾滴颗粒荷电后在电场力的作用下，收集在收尘极表面，利用

在凝结水至收尘极表面形成的水膜冲洗水将粉尘冲洗去除。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RTO-蓄热式氧化炉（焚烧炉），一 种高效有机废气治

理设备。与传统的催化燃烧、直燃式热氧化炉（TO）相

比，具有热效率高（≥95%）、运行成本低、能处理大风

量中低浓度废气等特点，浓度稍高时，还可进行二次余热

回收，大大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工作时，有机废气（VOCs)进入RTO设备，在预热

室内，蜂窝陶瓷体将废气预热至760℃以上，然后由燃烧

器控制氧化室最低温度不低于820℃，并在高温环境被氧

气氧化成二氧化碳（CO2）和水（H2O），氧化过程中释

高浓度小风量

使用范围广泛，医药/化工反应釜、储气罐呼吸阀和实验

室等工况下排出的高浓度VOCs气体

工作流程：气体通过电加热补充将温度升至 300℃左

右，进入催化燃烧分解室，在催化剂的催化作用下，

VOCs 氧化分解成无毒的 CO2 和 H2O,氧化后的气体进

入热交换器，与进入的废气进行热交换，通过热交

换，分解后的气体温度也得到降低，最后经排风机高空

排放，此技术充分利用催化燃烧反应放出的热量，加热

进气，提高热能利用率，减少加热电能。

催化燃烧法处理VOCs具有去除效率高、无二次污染、

起燃温度低、节省能源、适用范围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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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热量，使废气温度进一步升高，然后经过蓄热室，陶瓷体吸收高温气体热量，以备下一个循环预热废气之用，降温后的烟气从烟

囱排至大气。

每个蓄热室依次经过蓄热-放热-吹扫的过程，循环往复，连续工作。相比两室RTO，由于第三个室体的存在，使气流的切换更

为平稳，蓄热室"放热"后，引入已处理的洁净排气的一部分将VOC置换到鼓风机前，对该蓄热室进行吹扫，待清扫完成后进入"蓄热

"程序，消除了两室体RTO的直排状态，使净化效率达到99%以上。



1、高VOC去除率，处理效率达99％，换热效率高达95％；

2、自动化程度高，维护费用低，生产设备不产生NOx等二次污染；

3、超低运行成本。当VOC浓度达到一定浓度时，不需要额外的燃料消耗，如VOC浓度更高，还可进行二次余

热回收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4、每个蓄热室配备一套快速切换阀，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泄漏，同时使维修和操作更加简便；

5、燃烧室最高温度为1200摄氏度，在此温度停留1秒不会产生机械元件损坏和设备停运；

6、燃烧室内有高耐火硅酸铝纤维保温层以绝热保温。

1、石油化工（塑料、橡胶、合成纤维、合成树脂和有机

化工等） ；

2、涂装（汽车、摩托车、自行车、船舶、玩具、家电、

家具、建材、制鞋、胶带、胶片、磁带、印刷等） ；

3、电子（芯片、电路板、电子元件、电线电缆等）； 

4、木材工业（人造板、墙纸、地板等） ；

5、医药、农药及染料 ；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沸石转轮+co一体化设备是针对目前VOCs气体种类繁多、成分复杂、性质各异，采用一种净化技术往往难以

达到治理要求的情况下，设计的新一代VOCs处理设备，是将预处理单元、吸附浓缩单元和热氧化单元有机地结合

起来，是目前防治VOCs气体较为完善并且去除效率极高的一种处理设备。

工作时，VOCs废气进入预处理单元，过滤掉废气中的漆雾及粉尘颗粒物，以防止沸石分子筛的堵塞。处理后

的VOCs废气送入转轮吸附浓缩单元吸附区进行吸附，废气被吸附在沸石微孔中，经吸附后的达标气体直接排放。

沸石转轮在吸附过程中以每小时约3-6转的速度持续旋转，将吸附于沸石中的VOCs气体旋转至脱附区进行高

温脱附处理，然后再开始吸附过程。为降低整机功耗，在脱附完成后的冷却过程中，将少量预处理后废气直接送至

冷却区吸附，吸附后的净化气体进入换热器，升温至预定温度约200℃左右再送入脱附区参与脱附工作循环。

为保障沸石转轮良好的循环吸附效果，转轮在冷却区进行实时降温至合理数值，以求沸石最佳吸附效果。

完成脱附后的浓缩VOCs废气送至CO燃烧段（即热氧化单元），经过催化燃烧转化成二氧化碳及水蒸气，产

生的达标气体直接排放，未达标气体再进行二次循环处理。

整个工作过程的关键就是利用吸附－脱附－浓缩三项连续变温的吸、脱附程序，使低浓度、大风量有机废气浓

缩为高浓度、小流量的浓缩气体，然后对其进行热氧化处理，并将有机物燃烧释放的热量有效利用。

产品特点 Produc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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沸石转轮+CO一体机设备
ZEOLITE ROTATING WHEEL +CO INTEGRATED
MACHINE EQUIPMENT

1.分子筛转轮+CO组合工艺特点：

2.高吸脱附效率，使原本大风量、低浓度的VOCs废气，转换成小风量、高浓度的废气，降低后续处理设备CO的

成本。

3.沸石转轮吸附VOCs所产生的压损极低，可大大减少吸附风机电力能耗。

4.处理效率高，可去除废气中的VOCs成分，去除效率高达99％.

5.便于清理，浓缩转轮因为是在高温下烧结处理而成，完全是无机物的结合体，如果发生蜂窝通路堵塞时，高

温进行脱附。

6.持久耐用，送风均匀。采用独有的风机墙专利技术结构处理气体，进风口设置自垂百叶，设有格栅风口，可

使有害气体均匀经过沸石转轮，避免风量不匀造成灰尘的脏堵，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7.整体采用智能控制，实时监测，并带有自动灭火装置、安全可靠。

8.风量处理范围大：10000 m³/h -150000  m³/h，可根据客户不同需求进行定制；



石油化工、精细化工、涂料、医药和农药制造、半

导体及电子产品制造、人造板和木制家具制造业、皮

革、漆包线、鞋类、油漆、包装印刷油墨、胶粘剂生产、

金属铸造等行业生产的VOCs，含烃类、苯类、醇类、

酚类、醛类、酮类、酯类、胺类、腈类（三聚氰胺类）等

中低浓度的大风量有机废气。

1、设备运行稳定可靠，故障率低。PLC全自动化控制，转化阀门采用气动蝶阀，密封性好，气动控制，稳定性好。

2、维护保养简单。预处理装有压差传感器，采用振动除尘装置。

3、安全性高。采用多重安全方式：加装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控炭箱温度；加装消防喷淋系统，可采用氮气或水消防；采用良好     

的防静电接地；加装温度探头和稀释阀、紧急补冷阀等应急联动措施，实现多重安全预警，严格保证设备安全、稳定运转。

4、智能。采用PLC全自动化控制，配有触摸显示屏，人机互动性高，操作方便省力；云端控制，可实现远程实时监控。

5、节能。采用多级换热器能实现热能回收（新风换热与催化前的换热），电加热分组控制，根据温度传感器反馈的信号实现功     

率的合理利用。

6、定制。可根据场地大小，使用工况、环境等不同的因素，量身定制最合适的产品。采用CFD三维模拟，从废气收集到系统设备

的全程模拟。

7、催化燃烧法处理VOC具有去除率高、无二次污染、起燃温度低、适用范围广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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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s气体经过水喷淋设备先把气味和粉尘进行初过滤，再经过预处理设备除去小的雾气、油雾和灰尘，最后

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有机废气通过活性炭层时，废气中的有机组分被吸引到活性炭的微孔中并浓集保持其中，有

机组分与其它组分分开，洁净气体经风机达标排放。

活性炭使用一段时间后，吸附了一定量的溶剂后，会降低或失去吸附能力，此时活性炭需要脱附再生，再生后

活性炭重新恢复吸附功能继续使用。脱附风机将新鲜空气输送到新风换热器升温到预定值后进入需要脱附的炭箱，

脱附出来的高浓度VOCs有机废气进入催化燃烧炉进行催化燃烧，燃烧后分解生成CO2、H2O和蒸汽等热空气进入

新风热器进行换热降温达标后进入烟囱高空排放。



生物技术
BIOTECHNOLIGY

生物滤池
BIOFILTER

41 42

7

p



单塔单循环技术

单塔双循环技术

石灰石（石灰）石膏法
工作原理

烟气脱硫技术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TECHNOLOGY

43 44

产品特点 Product introduction

Working principle

脱硫效率高，对煤种适应性强，可用于高中低含硫煤种；

脱硫剂来源广泛、价格低廉、利用率高；

吸收塔为空塔喷淋、多元化设计、技术成熟可满足锅炉不同工况的要求；

可实现多污染控制，烟气中的HCL、HF、尘等污染物被充分吸收后净化；

脱硫产物为石膏，可作建材使用，也易于综合处理。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工艺主要包括吸

收剂制备和供应系统、烟气系统、二

氧化硫吸收反应系统、脱硫排浆处理

系统及服务于它们的电气控制系统。

其中烟气系统和二氧化硫吸收反应系

统是脱硫工程的核心。

将石灰石粉加水制成浆液作为吸收剂泵入吸收塔与烟气充分接触混合，烟气中的二氧化硫与浆液中的碳酸钙

以及从塔下部鼓入的空气进行氧化反应生成硫酸钙，硫酸钙达到一定饱和度后，结晶形成二水石膏。经吸收

塔排出的石膏浆液经浓缩、脱水，使其含水量小于10%，然后用输送机送至石膏贮仓堆放，脱硫后的烟气经

过除雾器除去雾滴，再由烟囱排入大气。由于吸收塔内吸收剂浆液通过循环泵反复循环与烟气接触，吸收剂

利用率很高，钙硫比较低。该工艺适用于任何含硫量的煤种的烟气脱硫，脱硫效率可大于97%。

吸收剂制备系统

　　脱硫系统内设置吸收剂浆液制备系统。在运行工况下，根据脱硫剂石灰石成份分析和适当的变化范围，

调整脱硫剂的添加量以保证脱硫效率的稳定性。

吸收塔系统

　　系统内设置一座集吸收、氧化于一体的吸收塔，上部为吸收区，下部为循环浆液氧化反应槽。采用喷淋

空塔，烟气与吸收浆液逆向接触。塔内设多层雾化喷淋层，浆液循环泵与喷淋层建议采用单元制。吸收SO2后

的浆液进入循环氧化反应槽，浆液中的亚硫酸钙被鼓入的空气氧化成石膏晶体。

　　SO2吸收反应系统主要由吸收塔、循环泵、浆液喷嘴、除雾器、除雾器冲洗系统、搅拌机、氧化风机、氧

化空气分布装置等设备组成。吸收塔建议采用钢体结构，内表面进行防腐耐磨处理。

石膏脱水系统

　　为便于脱硫石膏综合利用，设石膏脱水系统，脱硫石膏全部进行脱水处理。设石膏仓库，由汽车运往综

合利用用户。无法利用时，石膏由卡车运往灰场单独堆放。

工艺水系统

　　工艺水取自主厂工艺水管道，工艺水系统设有一个工艺水箱，工艺水箱设有2台工艺水泵(一运一备)和2

台除雾器冲洗水泵(一运一备)，工艺水经工艺水泵输送至各工艺水需求单元。

单塔双循环技术实际上是相当于烟气通过了两次SO2脱除过程，烟气经过两级浆液循环洗涤，两级循环分别设

有独立的循环浆池，烟气首先经过一级循环，此级循环浆液PH控制在4.6-5.0，可以提高亚硫酸钙氧化效

果，经过一级循环的烟气进入二级洗涤，二级循环浆池不考虑氧化结晶的问题，PH可以控制在5.8-6.4有利于

SO2的吸收。

吸收塔三维流体试验

脱硫脱销脱白系列
DESULFURIZATION, DENITRATION AND WHITENING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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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Product introduction

一、二级塔相对位置的布置；

一、二级塔单塔脱硫效率的确定；

一、二级塔氧化空气分配；

一、二级塔浆池有效容积的确定；

脱水、供浆系统；

其他辅助系统。

氨法脱硫
工作原理

产品特点 Product introduction

Working principle

副产品硫酸铵可回收利用。

耗能低，运行成本较低。

 吸收效率高，可达到98％以上。

适用于化工有氨源企业。

工艺流程
SO2吸收循环系统

　　本系统有吸收塔及其附属设备组成，是脱硫系统的核心。待处理烟气与吸收塔内含氨循环浆液接

触反应脱除SO2，达到排放标准的烟气经烟囱排放。

氧化伞气系统

　　系统由氧化风机及相关管路组成，氧化风机向吸收塔底浆液送入氧化空气，将脱硫过程生成的亚

硫酸铵氧化成硫酸铵。

吸收剂供应系统

　　通常采用液氨或氨气作为吸收剂，本系统功能为吸收系统定量提供氨液。

硫铵后处理系统

　　脱硫反应生成的硫铵浆液进入干燥造粒系统，经喷浆造粒生成2-4mm粒度的硫铵可直接销售。

氨法脱硫工艺虽然起步晚，但也已经趋向成熟。相对于石灰石-石膏法脱硫工艺来说，氨法脱硫可较容易实现

98％以上的脱硫效率，并可与SCR等脱硝工艺共用氨供应系统等，且副产品硫酸铵利用价值相对较高，经济

效益明显，多次被国家环保部等部门证明是一项符合国家低碳循环经济的绿色工艺。

利用氨基吸收剂吸收烟气中的SO2生成亚硫酸（氢）铵，并在富氧条件下将亚硫酸（氢）铵氧化成硫酸铵，再

利用烟气热量浓缩、过饱和结晶析出（NH4）2SO4固体，过滤干燥后得到化肥产品。

双塔双循环技术
我公司对于深度脱硫还研发了双塔双循环脱硫装置。

主要针对原塔利旧的改造项目，在工程已运行的工程实例中，原塔作为一级塔和二级塔的情况均有，主要根

据原烟气系统实际布置、原塔是否能满足工艺处理能力的要求确定。



SCR脱硝技术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产品特点 Product introduction

SCR DENITRIFICATION TECHNOLOGY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SNCR）脱硝技术
SELECTIVE NON -CATALYTIC REDUCTION

SCR（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脱硝技术是目前国际上

应用最为广泛的烟气脱硝技术。在催化剂

作用下，向温度约为280～420℃的烟气

中喷入氨，将NOX还原成N2和H2O。NH3

与烟气均匀混合后一起通过一个填充了催

化剂（如V2O5-TiO2）的反应器，NOX与

NH3在其中发生还原反应，生成N2和

H2O。反应器中的催化剂分上下多层（一

般为1-4层）有序放置。

没有副产物，不形成二次污染，装置结构简单，并且脱除效率可达80-90％，运行可靠，便于维护。

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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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principle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产品特点 Product introduction

工艺简单，操作方便。

成本造价低，运行成本低。

工艺成熟，运行稳定。

还原剂易采购，产物无危害。

脱硝效率30～75%。

SNCR烟气脱硝工艺过程是由下面四个基本过程完成：

接收和储存还原剂；

还原剂的计量输出、与水混合稀释；

在锅炉合适位置注入稀释后的还原剂；

还原剂与烟气混合进行脱硝反应。

工作原理 Working principle

选择性催化还原法（Selective Catalytic Reduction，SCR）是指在催化剂的作用下，利用还原剂（如

NH3）“有选择性”地与烟气中的NOx反应并生成无毒无污染的N2和H2O。选择性是指在烟气脱硝过程

中烟气脱硝催化剂有选择性地将NOx还原为氮气，而烟气中的SO2极少地被氧化成SO3这就叫选择性,在

不添加催化剂的条件下，氨与氮氧化物的化学反应温度为900℃，如果加入氨，部分氨会在高温下分解。

如果加入催化剂，反应温度可以降低到320-400℃。 

SNCR（selective non-catalytic reduction）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是指无催化剂的作用下，在适合脱硝反应的

“温度窗口”内喷入还原剂将烟气中的氮氧化物还原为无害的氮气和水。该技术一般采用炉内喷氨、尿素或

氢氨酸作为还原剂NOx。还原剂只和烟气中的NOx反应，该技术不采用催化剂，所以这种方法被称为选择性

非催化还原法（SNCR）。由于该工艺不用催化剂，因此必须在高温区加入还原剂。还原剂喷入炉膛温度为

850~1050℃区域，迅速热分解成 NH3，与烟气中的NOx反应生成N2和H2O。



49 50

HD-MGGH（冷凝）烟气脱白系统
工作原理

烟气脱白
FLUE GAS DESULFURIZATION TECHNOLOGY

产品特点 Product introduction

Working principle

可有效去除SO3、重金属、微细粉尘（PM2.5）、细小液滴等，去除效率可达90﹪以上。

可大大降低烟气的不透明度（浑浊度）。

基本上解决了湿法脱硫带来的酸雨问题。

可以满足更高的环保要求，并减少水耗、降低运行费用。

HD-MGGH（冷凝）烟气脱白系统综合应用烟气余热利用技术，通过热回收器回收空预器出口烟气余热，使

除尘器入口温度由120～150℃降低至90～100℃。烟温的降低促使粉尘比电阻相应降低，进而大幅提高除

尘效率，并有效脱除烟气中绝大部分的SO3，满足低排放要求，节省湿法脱硫工艺耗水量，减少烟囱水汽的排

放。热回收器回收的热量由热媒体运输至烟气再加热器，将脱硫出口烟气温度由约50℃升高到80℃左右，从

而避免烟囱降落液滴，减轻烟囱腐蚀，提高烟气排放抬升高度，消除“烟羽”污染。

SNCR系统采取模块方式进行设计、制造，主要由还原剂循环模块、还原剂的水稀释模块、还原剂计量模块、

还原剂均分模块、还原剂注入器等模块化组件构成。

SNCR/SCR混合脱硝技术是一种联体工艺，而不仅仅是SCR与SNCR工艺共用。它是在SCR工艺的基础上，

结合了SCR技术高效、SNCR技术投资省的特点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颖、高效、技术成熟的SCR改进工艺。

SNCR/SCR混合法以经过成功验证的脱硝工艺为基础，在大型电站锅炉上已经有相当的业绩。该工艺前端是

SNCR装置，它利用稳定的尿素溶液减少锅炉内的NOx，尿素SNCR 产生的氨有一部分随烟气一起进入后端

较小的SCR装置进一步还原NOx，使反应剂得到充分利用，并有效控制氨逃逸。

SNCR/SCR混合法工艺的另一项优点是因锅炉内已装有SNCR系统，大幅度降低了SCR装置入口的NOx浓

度，从而大幅度减少了所需要的催化剂数量和SCR反应器容积，同时也不需要复杂的AIG，因此降低了SCR

系统昂贵的装置成本和相关催化剂的限制。

SCR+SN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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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式脱白电除雾器
工作原理

产品特点 Product introduction

Working principle

可有效去除SO3、重金属、微细粉尘（PM2.5）、细小液滴等，去除效率可达90﹪以上。

可大大降低烟气的不透明度（浑浊度）。

基本上解决了湿法脱硫带来的酸雨问题。

可以满足更高的环保要求，并减少水耗、降低运行费用。

电磁脱白装置可实现彻底消除白烟、阻力损失小、气体处理量大等特点。设备采用的特殊电磁发生器使整个

电磁脱白空间充满磁场，当含雾滴的气体通过该磁场时，在磁场力的作用下，所有的雾滴、小液滴、PM2.5

等，均会移动到电磁接受极，并形成动态液膜，回流至储水箱，供降温和脱硫使用，除此之外，仍然有大部

分未结露的水分子以气态的形式排放到大气中，几乎所有的小液滴、细微粉尘颗粒物、硫酸雾、硝酸雾、

PM2.5和其他有害物质均被电磁脱白装置净化，从而实现了小液滴、细微粉尘颗粒物、硫酸雾、硝酸雾、

PM2.5和其他有害物质达到了接近于零排放的效果(诸多工况已低于仪器测量精度)，因此将其命名为：电磁脱

白零排放系统。

水处理系列
WATER TREATMENT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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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金能移动能源有限公司除尘项目
DUST REMOVAL PROJECT OF SHANXI JINNNEG MOBILE ENERGY CO,LTD.

布袋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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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汇纸业 股份有限公司臭气回收系统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牧安达药业有限公司废气处理系统                                湖北中牧安达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金能项目除尘设备                                            山西金能移动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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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区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66号阳光100上东国际T3栋1701-1702室

电话：0771-5345919
传真：0771-5345919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中路二段芙蓉同发大厦14A

合肥市潜山路与佛子岭路交叉口绿地蓝海国际大厦B-510室

电话：15505347231

长沙二级服务处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都匀路天一国际广场3栋19层2室

重庆市江北区北城天街15号富力海洋广场2栋505室

电话：0851-84135728
传真：0851-84135728

贵阳办事处

东南区 廊坊市安次区银河南路K2狮子城N1座1单元2505室

承德市双桥区凤凰御庭3号楼2单元1604室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长江西道公富庄家园16栋二单元101室
15505340109

15505345889

15505345033

0431-81157460   0431-81157470

哈尔滨市西大直街副522号5楼502室

锦州市太和区瑞盛晶座9楼1-196号 

海南办事处

海南省三亚市天涯区凤凰路华庭天下5号楼601室

徐州市云龙区庆丰路绿地世纪城LOft1-707

济南市历下区颖秀路2766号高层次人才新药研发基地320室

湖北分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徐州路176号中锦大厦1805室

河北石家庄新华区维明北大街与宁安路交口东南角东焦民巷商务楼6层

电话：0311-85860292

天津市河西区洞庭路与东江道交口香年广场B座907室

北京分公司

内蒙古分公司

唐山分公司

山西分公司

安徽分公司

广西分公司

河南分公司

甘肃分公司

陕西分公司

吉林分公司

辽宁分公司

黑龙江分公司

青海分公司

传真：0311-85860293

电话：0898-88203738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庆华庭居8号楼362号
电话：15505346658
天水二级服务处

临汾市尧都区裕景花苑海景A座1402号

安阳二级服务处
电话：15505345485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福佳斯国际花园西区9号楼303室

电话：15505345192

保定市莲池区五四东路565号金顶宝座A座3103室

电话：155053457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