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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论坛

扩大钢结构供给 高水平建设雄安新区

□ 李新创

　　建筑，不仅是一座城市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而且也是城市精神、风格、品位的载体

和标志，更重要的，建筑是经济、科技、艺术乃

至价值观等诸因素的综合表征，其水平与人

类文明发展程度紧密相关，也将是历史的标

志。站在新的起点，雄安新区采用何种建筑

方式，才符合“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和“建设

绿色智慧新城”的要求？钢结构等装配式建

筑具有质量优、精度高、抗震性能好、绿色环

保、资源节约、高效可循环等优点，应在雄安

新区建设中大力发展钢结构建筑，这对提高

雄安新区建筑质量、绿色水平和安全程度，

促进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乃至引领现

代新型城市建设的世界潮流具有重要意义。

装配式建筑可有效提高建筑质量

相比于传统的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的

建筑，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具有以下优点：

一是装配式建筑质量优精度高，功能选

择多样化。装配式建筑构件在工厂采用机

械化、标准化生产，受温度、湿度等外部条件

影响较小，可以有效保证构件质量，提高构件

精度。同时，装配式建筑的柱截面较小，通过

设计可以有效提高室内使用面积、保温、隔

热、水电管线布置等多方面功能有机结合，提

高建筑的功能选择多样性。

二是装配式建筑绿色环保，材料循环使

用。相对砖混结构和框架结构而言，装配式

建筑大大降低了现场作业和占地面积，可减

少建筑垃圾５０％以上，施工粉尘、噪声、废水

排放显著下降。装配式建筑构件多采用轻质

高强的材料，建筑自重可降低约３０％，生产

装配式建筑构件，可以节水８０％，节材２０％。

不仅如此，装配式建筑结构灵活，材料可拆

装、可循环，回收和再生利用率可达 ７０％

以上。

三是装配式建筑生产效率高。装配式建

筑的构件在预制工厂进行高效率的批量制

作，将保温、隔热、水电安装、外观装饰等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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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要求结合起来一次完成，可缩短多工种交

叉施工的工期。

可见，装配式建筑具有质量优、精度高、

绿色环保、资源节约、高效可循环和抗震性

能好等突出优点，应用钢结构等装配式建

筑，能有效提高雄安新区建筑的质量、绿色

水平和安全性。

引领我国建筑方式变革

装配式建筑在发达国家的发展较为普

遍，尤为突出的是日本、美国、法国、瑞典和丹

麦。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欧洲许多国家就

已经开始大力发展推广装配式建筑。随后

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区也逐渐开始形成

装配式建筑产业。据有关资料，法国新建建

筑的装配率达８０％，新加坡的装配式建筑装

配率达到７０％。

近年来，中国积极探索发展装配式建

筑，但总体来看，中国建筑建造方式大多仍

以现场浇筑为主，装配式建筑发展目前仍处

于初级阶段，多集中在住宅工业化领域。在

新建建筑中所占比例仅约１０％，远低于国家

提出的３０％的发展目标，与发展绿色建筑的

有关要求以及先进建造方式相比还有很大

差距。以钢结构装配式建筑为例，从需求侧

来看，中国新建建筑中的钢结构建筑面积占

比仅为６％，而美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大

多超过４０％。从供给侧来看，２０１６年中国建

筑行业钢材消费量约３．６亿吨，其中钢结构

用钢量仅５０００万吨左右。《钢铁工业调整升

级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提出，到２０２０年中

国钢结构用钢占建筑用钢比例要提高到

２５％，钢结构用钢量增加到１亿吨以上。

随着人民群众对建筑质量、功能、安全性

要求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建筑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推进，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发展正

逢其时，潜力十分巨大。建设雄安新区是千

年大计、国家大事，将形成一座以新发展理念

引领的现代新型城区，新区的建设举世瞩目，

如能在雄安新区大力发展钢结构等装配式

建筑，将对促进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起到无

可替代的引领示范作用。

将提高钢铁产业有效供给

雄安新区建设发展对提升钢铁等产业

在品种质量以及服务上的有效供给，都产生

极其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在用钢需求数量

上，按雄安新区远期发展到２０００平方公里面

积、５００万～６００万人口，装配式建筑比例达

到８０％，采用综合地下管廊等考虑，远期预

测用钢需求总计约５０００万吨。房屋建设用

钢是雄安新区最大的用钢领域，用钢量约

３５００万吨，约占总量的７０％。其中，住宅建

筑用钢需求量约２４００万吨、办公建筑用钢约

６００万吨、商业等建筑用钢约５００万吨。其

他主要用钢领域还包括，产业发展建设用钢

约６６０万吨，地下综合管廊用钢约２１０万吨，

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用钢约１３０万吨，其他

领域用钢等约５００万吨。

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也必然对钢材品种

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

的应用，将较传统建筑方式大幅减少对螺纹

钢、线材的使用，而具有高强高韧、耐蚀耐候、

耐火抗震等性能的中厚板、热轧卷板、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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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彩涂板等将大显身手。地下综合管廊

的建设将拉动高质量镀锌板、高品质耐蚀钢

管的供给应用，饮用水管道系统的建设也应

从现有普遍采用的碳钢焊管升级为不锈钢

管，以长期确保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

政策规章制度四方面建议

一是雄安新区装配式建筑占比应达到

８０％，高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

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７１号）

提出的３０％的目标，也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

平，达到世界领先。大力推广应用地下综合

管廊、立体车库和不锈钢饮用水管道系统。

二是开展雄安新区应用钢结构等装配

式建筑及材料的专项研究，明确雄安新区装

配式建筑建造方式和所用材料的具体要求，

在相关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增

加建造方式、材料的控制内容，在用地上予

以优先保障，并开辟绿色通道，给予信贷

支持。

三是加快编制高水平的钢结构等装配

式建筑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鼓励社会团

体组织编制团体标准，支持企业编制标准、

加强技术创新，促进关键技术和成套技术研

究成果转化为标准规范，以雄安新区建设为

契机，推动我国钢结构等装配式建筑标准走

在国际前列。

四是构建绿色钢材评价体系，开发应用

品质优良、节能环保、功能良好的新型绿色

钢材建筑材料产品，提高绿色钢材产品在装

配式建筑中的应用比例，限制不符合节能环

保发展要求的建筑材料在雄安新区的应用，

确保雄安新区建设的质量、安全、绿色、环保

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櫧

。

（上接第９页）与１５０千克／吨。随着能源成

本不断上升，石灰窑节能技术不断发展，节

能型窑炉将加大推广与应用。此外，石灰窑

出窑废气温度高，烟气量大，经高效烟气—

水换热器供厂区采暖、洗浴，以及经余热锅炉

生产蒸汽等技术已在部分企业采用，余热回收

利用技术将得到广泛关注与应用。

解决环保达标，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前

提。企业长远的发展必须通过技术不断进

步，持续推进节能减排，提升企业科技水平，

使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节能降耗是现在

和将来工业发展的主题。在新形势下，冶金

石灰窑必须面对节能降耗挑战，同时也迎来

难得的发展机遇。只有依靠科技进步，讲求

经济实效，坚定地走优质、高效、节能的可持

续发展道路，才能引领冶金石灰行业的不断

进步和健康发展。

未来，随着钢铁行业发展由“增量、扩能”

向“减量、调整”转变，我国冶金石灰结构将进

一步优化，冶金石灰需求量或将进入下降通

道。冶金石灰企业将定位于自身挖潜，在确

保产品质量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环保达标与

节能降耗。预计双膛竖窑、回转窑、套筒竖窑、

梁式竖窑等占比将进一步加大，产品质量差、

活性度低的普通竖窑将会逐步退出市场。

·３·

!"#$%&

发展论坛



建立绿色制造体系 推进钢铁绿色发展

□ 李　辉　张龙强　郜　学　李　冰

　　一、绿色制造背景意义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

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保障国

家安全、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

为解决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缩短自主

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

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

的明显差距，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务院印发了《中

国制造２０２５》，提出 “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

工程、智能制造工程、工业强基工程、绿色制

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五大工程，明确

了“绿色制造工程”，即组织实施传统制造业

能效提升、清洁生产、节水治污、循环利用等

专项技术改造。开展重大节能环保、资源综

合利用、再制造、低碳技术产业化示范。实施

重点区域、流域、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计

划，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源头防治专

项。制定绿色产品、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

色企业标准体系，开展绿色评价。

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加快推进

绿色制造，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了绿色制造

体系建设，提出到２０２０年，绿色制造体系初

步建立，制定绿色制造相关标准体系和评价

体系，培育第三方机构、建设百家绿色园区和

千家绿色工厂，开发万种绿色产品，创建绿色

供应链，绿色制造市场化推进机制基本完成。

二、钢铁行业绿色发展现状与困境

（一）行业绿色发展现状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

具有投资拉动作用大、吸纳就业能力强、产业

关联程度高等特点，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资源、能源密集型产

业，也伴随着大量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尤其

在国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业面临去

产能的大背景下，受到全社会的密切关注。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钢铁企业逐渐形

成了“绿色矿山、绿色采购、绿色物流、绿色

制造、绿色产品、绿色产业”六位一体的绿色

发展理念，钢铁行业在节能、环保、低碳、循环

经济等方面有着飞速的进步并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

能源利用方面，干熄焦、烧结余热发电、

高炉ＴＲＴ、转炉煤气蒸汽回收、煤气发电机组

等先进成熟的二次能源回收利用措施在很

多企业均有应用，十年间吨钢综合能耗下降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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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６．７％。

环境治理方面，一些大型联合企业采用

了如全封闭料场、高效布袋除尘器、工业集

中污水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反渗透膜深度

处理、焦化废水处理、冷轧废水处理等环保

治理措施，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排污许可

制改革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敏

感地区执行特别排放限值，企业在环保方面

的资金投入与环境管理重视程度已经提升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低碳发展领域，随着全国将建立统一的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钢铁企业也开展了企业

自身的碳盘查，摸清企业自身的碳资产家

底，为即将开展的碳排放交易做好准备，一

些大型钢铁企业早已开始着手碳减排方面

的研究，将减排降碳作为企业未来工作的

重点。

循环经济方面，先进企业能够坚持以

“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为原则，在钢铁

生产及产品服务全生命周期努力践行清洁

生产、绿色采购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循环

经济发展理念，通过源头削减、工艺技术优

化和过程控制等措施，大幅降低原材料消耗

和提高资源产出率，从而实现企业的资源节

约与环境友好，目前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主要

资源能源消耗指标和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可

以达到国际领先。

整体来看，绿色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全

行业并影响着企业经营发展的理念，钢铁企

业已将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战略。

（二）面临的困境

钢铁行业在绿色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

仍然面临一些困境：一是仍有企业认识深度

不够，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十分重视绿色发展，

但是对部分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绿色发展

的含义以及如何实现绿色发展仍然模糊不

清，尤其是对目前正在实施的绿色制造体系

政策了解不够深入；二是标准、评估机制仍需

完善，目前绿色制造体系细分到各行业的标

准仍在制定，高水平的第三方机构仍然短缺，

不能对市场提供全面支撑；三是保障措施有

待加强，行业主管部门虽已出台各种保障措

施，从资金、政策角度对绿色制造体系进行支

撑，如何将政策落到实处，使真正实施绿色制

造的企业受益，从而激发企业积极性，成为政

策顺利推广实施的关键。

三、钢铁企业绿色发展建议

绿色制造体系主要从绿色工厂、绿色产

品、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四个方面进行建

设。绿色工厂是制造业的生产单元，是绿色

制造的实施主体，属于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

支撑单元，侧重于生产过程的绿色化；绿色产

品是以绿色制造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最终体现，侧重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

绿色园区是突出绿色理念和要求的生产企

业和基础设施集聚的平台，侧重于园区内工

厂之间的统筹管理和协同链接；绿色供应链

是绿色制造理论与供应链管理技术结合的

产物，侧重于供应链节点上企业的协调与

协作。

在钢铁行业加快创建具备用地集约化、

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等特点

的 “绿色工厂”成为推进钢铁行业绿色发展

的重要举措。钢铁企业在进行“绿色工厂”

创建时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工作着手：

一是合法合规经营。钢铁企业在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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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

策和相关标准，近年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

等事故；同时企业应设置专门的绿色工厂创

建机构、设置专人、发布绿色工厂创建制度

和中长期规划，确保企业资源对绿色工厂创

建工作的倾斜。

二是重视基础设施。钢铁企业新建、改

建和扩建建筑时，应遵守国家“固定资产投

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三同时制度”

“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等产业政策

和有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要求；主要生产设

备应满足钢铁行业产业政策相关要求；通用

用能设备应采用节能型产品或效率高、能耗

低的产品；计量器具配置与照明均应满足行

业标准要求。

三是加强管理体系建设。目前钢铁企

业的管理体系主要有环境管理体系、能源管

理体系、测量管理体系、职业健康与安全管

理体系，企业应从管理机构、人员、制度、文

件、硬件设施等方面进行建设，根据自身建

设情况进行第三方体系认证，以达到规范化

管理的目的。

四是减少资源能源投入。钢铁企业应

重视减少原料消耗的先进技术，采用精料方

针，注重固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同时在保

证安全、生产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一次能源的

投入，同时通过干熄焦、烧结余热回收、ＴＲＴ、

煤气蒸汽发电等二次能源回收利用措施提

高企业能源利用效率。

五是关注产品功能。钢铁产品在生产

过程中引入生态设计的理念，延长产品使用

寿命和可回收再生率，满足国家对产品中有

害物质限制使用的要求；各主要生产工序能

耗应满足国家、行业或地方发布的能耗限额

标准中的限定值要求；对单位产品碳排放量

进行盘查，使用相应的减排减碳措施，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

六是加强环境保护。钢铁企业生产环节

污染源多，污染物种类多，为确保污染物达标

排放，国家制定了如《钢铁烧结、球团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炼铁工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炼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２８６６４）、《轧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等一系列的国家标准，一些环境敏感地

区还设置了特别排放限值；企业应从废弃、废

水、固废、噪声等方面配置相应的污染物处理

设施，确保企业排放指标优于国家与地方的

排放标准。

四、结语

面临新形势，我国钢铁行业的绿色发展

仍然任重道远，部分企业对于绿色发展的认

识，还处于朦胧状态，企业应参照“六位一

体”的发展理念进行总体布局，重点关注“绿

色工厂”创建，在创建过程中与规划研究机

构深度合作，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确定清晰

的发展思路，明确的发展目标，从环保、节能、

循环经济、低碳、产品等方面加强建设，推进

企业持续性的绿色发展。

钢铁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

承担着不同的任务，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

战和机遇。如今，绿色发展是大势所趋，钢铁

企业应顺势而为，明确发展思路，找对发展方

向，各项举措落实到位，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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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与市场

我国冶金石灰窑装备现状与应用

□ 贾楠楠　李　晓　马　军

　　冶金石灰作为炼铁、炼钢过程的造渣材

料，对钢铁冶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炼铁

原料熟料化及炼钢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冶金

石灰的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加之企业降本增

效、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等因素，冶金石灰装

备技术不断向前发展。

一、我国冶金石灰窑装备评价

目前，国内外石灰窑主要分为两类，一

是回转窑，二是竖窑。竖窑的主要类型有双

膛竖窑、套筒竖窑、国产气烧竖窑、梁式竖窑、

节能立窑、焦炭竖窑等。不同石灰窑型由于

结构设计、焙烧机理等不同，冶金石灰产品

质量与能源消耗指标均有所差异。我国主

要冶金石灰窑型产品质量与关键消耗指标

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２０１６年我国主要冶金石灰窑型产品质量与关键消耗指标

窑型 活性度／ｍｌ 生过烧率／％ ＣａＯ／％ ＭｇＯ／％ 标准煤耗／ｋｇ·ｔ－１ 电耗／ｋＷ·ｈ·ｔ－１

回转窑 ３３３ ５．７ ８９．３ ２．３ １４３．０ ４０．２

双膛竖窑 ３８１ ５．８ ９１．５ ２．０ １３０．３ ５４．５

梁式竖窑 ３０３ ５．４ ８５．２ ２．５ １６０．０ ７３．７

套筒竖窑 ３５０ ２．０ ８７．９ ３．４ １７９．２ ４９．０

焦炭竖窑 ２３４ １４．９ ８４．１ ３．２ １１５．５ ２９．７

气烧竖窑 ３１８ ７．５ ８４．９ ４．８ １３９．６ ５１．２

节能立窑 ２８４ １５．９ ８６．７ １．５ １５２．６ ８．１

平均值 ３１４．７ ８．２ ８７．１ ２．８ １４５．７ ４３．５

　　按产品活性度划分，双膛竖窑、套筒竖

窑、回转窑为国际先进水平，石灰活性度可

达３３０毫升以上；国产气烧竖窑、梁式竖窑为

国内先进水平，石灰活性度在３００毫升以上；

节能立窑为国内一般水平，石灰活性度达

２５０毫升以上；焦炭竖窑及其他窑型为国内

·７·

!"#$%&

发展论坛

 作者简介：贾楠楠，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冶炼原料处，工程师；李晓、马军，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落后水平，石灰活性度在２５０毫升以下。

“十二五”以来，随着我国钢铁行业技术

进步步伐加快，落后装备逐步淘汰，我国冶金

石灰装备水平大幅提高。目前，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冶金石灰产能占比为５７．２％，具有

国内先进水平的冶金石灰产能占比为２２．２％，

合计占比达到７９．４％，即我国约８０％的冶金

石灰产能为先进水平。国内现有主要冶金

石灰装备数量与产能情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我国现有主要冶金石灰装备数量与产能情况

二、我国冶金石灰窑发展历程

我国冶金活性石灰生产线工艺及设备

的建造起步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近半个世纪

以来，国内冶金石灰行业已经取得长足进

步，在先后引进、消化国外先进冶金石灰装

备的基础上，我国自主研发的各种窑型得到

普遍推广与应用。

（一）回转窑

回转窑是国内技术最成熟、推广范围最

广的先进石灰窑。１９７６年原冶金部从西德

克劳斯—玛菲公司进口１套带竖式预热器和

竖式冷却器的 ６００吨／日石灰回转窑，１９８０

年上海宝钢一期工程石灰项目从日本三菱

重工株式会社进口２套带链箅预热机和箅式

冷却机的６００吨／日石灰回转窑，自此开启我

国石灰回转窑的应用与研发。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批技术成熟的冶

金石灰回转窑生产企业与设计、施工、生产运

行的专业团队，使用回转窑生产冶金石灰的

企业有宝钢、鞍钢、太钢、包钢、攀钢、沙钢、酒

钢、兴澄特钢等。我国自主研发的带竖式预

热器和竖式冷却器的石灰回转窑系列产品

已经在国内广泛推广，并已向国外输出，设计

生产能力涵盖２５０～１２００吨／日，可以满足不

同企业需求。

回转窑燃料适应性强，可单一使用煤粉、

天然气、混合煤气、焦炉煤气、电石炉煤气，也

可使用多种煤气混烧或多种煤气与煤粉混

烧，基本可以满足生产企业利用当地廉价能

源的要求。回转窑生产的活性石灰质量稳

定，可以分级焙烧粒度１０～５０毫米的石灰石。

石灰回转窑技术日益成熟、工程造价大幅下

降，能耗水平进一步降低。但是，回转窑占地

面积相对较大，不适用于用地紧张的企业。

（二）双膛竖窑

双膛竖窑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石灰窑

之一，采用蓄热换热系统，充分利用烟气废

热，是石灰行业公认的最小热耗窑型。自

１９８７年唐钢、太钢和杭钢从瑞士麦尔兹公司

引进１５０～３００吨／日双膛竖窑以来，双膛竖

窑在国内已有近３０年的使用经验，生产技术

已相当成熟。

目前，国内使用双膛竖窑生产冶金石灰

的企业有太钢、包钢、马钢、唐钢、邯钢、涟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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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钢、柳钢等。国内早期建设的双膛竖窑大

多数为引进国外技术及关键设备，引进费用

高，建设周期长。为满足市场需求，具有我国

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双膛竖窑全系列产品

已经问世，并成功应用于多个工程实例，设

计能力覆盖１２０～６００吨／日。

目前，双膛竖窑的燃料种类从天然气、高

热值煤粉等燃料逐步向中低热值煤气发展，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煤气热值（７２０～

１５００）×４．１８千焦／立方米的双膛竖窑已在福

建、唐山等企业应用，项目成果已输出海外。

（三）套筒竖窑

１９９８年梅山钢铁引进德国贝肯巴赫公

司的套筒竖窑技术。多年来，国内石灰生产

企业、设备制造企业在吸收国外技术的基础

上，对套筒窑进行了很多创新和改进，促进

了套筒窑的推广和应用。

套筒竖窑在国内已储备多年生产操作

经验，技术基本成熟，市场上典型的套筒窑

窑型规格有 １５０吨／日、３００吨／日、５００吨／

日、６００吨／日等。目前，国内使用套筒窑生

产冶金石灰的企业有首钢、承钢、本钢、淮钢、

湘钢、八一钢铁等。

套筒竖窑操作较为简单，产品质量稳定，

石灰活性度高，可使用天然气、焦炉煤气、转炉

及焦转炉混合煤气作为燃料，但烧煤粉时容

易出现燃烧室结瘤、耐火材料损坏等问题，因

此不宜使用煤粉是制约其快速发展的因素。

（四）国产气烧竖窑与梁式竖窑

与上述窑型相比，国产气烧竖窑与梁式

竖窑生产的石灰活性度略差。国产气烧竖

窑是国内开发的低热值煤气竖窑，一般以高

炉煤气作为燃料，规格一般为８０～２００立方

米，由于其单体生产能力较小，投资成本低，是

我国钢铁企业石灰窑型中应用数量最多的。

梁式竖窑即弗卡斯窑，经过国内技术人员通

过多年的努力，解决了低热值燃料的应用问

题，并且成功实现了多种燃料混烧的技术进

步，为梁式竖窑的大面积推广创造了条件。

三、我国冶金石灰窑应用趋势

我国冶金石灰窑多集中在钢铁企业，钢

铁行业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冶金石灰行业

的发展。目前，国内钢铁行业面临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去产能和环保执法工作持续推进

以及下游需求进入弧顶下降通道的大环境，

因此冶金石灰行业结构调整也是必然趋势。

环保达标方面，自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

正）》钢铁板块中明确提出“环保不达标的冶

金炉窑、煅烧石灰土窑”属于淘汰类以来，产

品质量差、污染严重的土窑已基本淘汰。

２０１５年企业石灰生产环保标准参照执行《炼

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与《钢铁烧结、

球团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石灰生产

过程中烟尘、粉尘排放限值由原先１２０毫克／

升降低至３０毫克／升。在环保政策压力下，

企业将加大环保投入，完善环保设施，无法满

足排放要求的石灰窑装备将逐步淘汰，整体

装备水平进一步提高。

节能降耗方面，《钢铁企业节能设计规范》

规定，石灰生产中，回转窑与竖窑工序能耗

（标煤）须分别低于２１９千克／吨 （下转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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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钢连续热镀锌光整辊毛化的发展及应用

□ 戴周浩　张雨泉　李九岭

　　一、前言

随着汽车工业、家电业及建材业的快速

发展，普通表面热镀锌板已经无法满足上述

领域对于板面的质量要求，市场对高质量表

面的毛化热镀锌板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热镀

锌板表面毛化是由表面经毛化处理的轧辊轧

制而成，它具有表面粗糙度均匀、无划伤、无条

纹等优点，其板面光亮整洁且板形良好。

市场的需求推动了轧辊表面毛化技术

的快速发展。到目前为止，钢铁工业轧辊毛

化技术的发展已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始于

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喷丸毛化技术，使用硬

质砂丸高速喷向辊面实现轧辊表面毛化；第

二代是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电火花毛化技

术，使用多头电极脉冲放电对辊面实行毛

化；第三代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开始研究和

推广使用的激光毛化技术，即采用高能量密

度高重复频率的脉冲激光对冷轧辊进行毛

化，以生产高品质的热镀锌薄板。而激光毛

化技术发展也经历了ＣＯ２激光毛化技术（有

序毛化）、声光调 ＱＹＡＧ激光毛化和光纤电

源调制激光毛化（仿无序毛化）、脉冲串ＹＡＧ

激光毛化（无序毛化）三个阶段。

二、光整辊毛化的作用

经过毛化的光整辊在光整作业时，可把

自身的粗糙度按一定比例复印到热镀锌板

面上，见表１。

所采用的光整辊直径，见表２。

所采用的钢种不同，光整时选取的轧制

力也不同，ＩＦ钢较小，０８Ａ１钢较大，见表３。

光整辊换辊采用一边推进一边拉出，时

间和辊身长度有关，见表４。

表１　热镀锌板光整辊粗糙度级别及表面效果

级别
板面粗糙度，Ｒａ 光整辊面粗糙度，Ｒａ

微英寸 微米 表面状况 微英寸 微米

１ ２５±１０ ０．６２５±０．２５ 光亮面 ４０～６０ １～１．５

２ ３５±１０ ０．８７５±０．２５ 灰暗面 ６０～８０ １．５～２

３ ４５±１０ １．１２５±０．２５ 粗糙面 ８０～１００ ２～２．５

４ ３５～７５ ０．８７５～１．８７５ 粗糙面 １００～１４０ ２．５～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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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光整辊直径

工作辊直径 钢种

６２０ｍｍ ＩＦ钢
４００ｍｍ ０８Ａ１钢、低合金高强度钢

表３　光整轧制力

钢种 工作辊直径／ｍｍ 轧制力／ｔ 伸长率／％
ＩＦ ６２０ ５０～１２０ ０．３
０８Ａ１ ４０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０．５～２．０

表４　换辊时间

辊身长／ｍｍ 换辊时间／ｓ
２１００ ９０
１８５０ ８０
１６５０ ６０

被具有粗糙度的光整辊毛化了的热镀

锌板面具有以下特性：

（一）可消除带钢表面的色差，提高装

饰性

生产大锌花产品时，由于锌花的美丽可

转移人们的视觉，所以有一些镀锌缺陷能躲

在漂亮的锌花中不易被人发现。但是生产

无锌花产品时，热镀锌板表面的一切缺陷都

暴露无遗。所以无锌花产品要获得均匀一

致的外观是非常困难的。

热镀锌镀层不会有电镀锌镀层那么均

匀；而且随着原板表面的凹凸不平，镀层表面

也会跟随产生起伏，而且热镀锌板出锌锅之

后，由于其边沿散热较快，会造成镀板横向温

度分布不均，使氧化膜厚度也产生了差异。

上述的镀层厚度不均、镀层高低起伏、氧化膜

厚度不同，都会造成光的折射差异，这就表现

出无锌花镀层表面的色差。由此可见，无锌

花镀锌板表面产生色差是必然的趋势。要想

获得均匀一致的外观，提高板面的装饰性，通

过光整机轧平表面，并且由经过毛化的光整

辊给予热镀锌板面一定的粗糙度，就可消除

板面色差，获得均匀一致漂亮的银灰色外观。

（二）可提高进一步涂漆层的黏附力

热镀锌镀层的黏附力是通过热扩散形成

合金层来保证，彩板涂漆层与热镀锌板锌层

的结合力是通过增加接触面积来实现的。增

加接触面的唯一方法就是毛化热镀锌板表

面，使表面漆在涂敷时进入麻坑中增加接触面

产生拉力，这种结合力的增加常常称为“齿合作

用”。热镀锌板表面的粗糙度增加，只有通过

毛化光整辊光整时复印到热镀锌板面来实现。

（三）可提高深冲性能

被毛化的热镀锌板表面在做涂油防锈

后处理时，就可在板面麻坑中储存更多的油，

在后工序的深冲加工时，通过储存在坑中油

的逐渐释放，能产生良好的润滑作用。

三、光整辊毛化的种类

（一）喷丸毛化

喷丸毛化是一种传统的毛化方式，其工

作原理为高速旋转的叶片将喷丸砂打在旋

转的轧辊表面，使其产生微小坑点或凸起，使

轧辊表面获得一定的粗糙度。其优点为工艺

简单、效率高、设备成本低；但按照现在冷轧

板技术水平的要求，其缺陷也十分明显。

喷丸毛化技术具有以下缺点：（１）轧辊

表面粗糙度均匀度差，粗糙度偏差可高达

２０％ ；（２）轧辊表面粗糙度低，峰值不可控；

（３）运营成本高，喷丸砂的消耗非常大，一般

每根轧辊的喷丸砂费用在 １５０～３００元；

（４）受轧辊硬度限制大，难以对半高速钢和

高速钢轧辊进行表面毛化加工；（５）轧辊表

面粗糙度下降快，在冷轧板轧制的过程中由

喷丸过程产生的凸起会很快磨掉，从而使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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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度在轧制初期下降迅速，造成冷轧板表面

质量稳定性差；（６）喷丸毛化的轧辊表面所

残留的细砂和辊颈处未擦干净的喷丸砂，会

对工作辊轴承、带钢表面以及磨床导轨均带

来明显损伤；（７）喷丸过程中产生的大量金

属粉尘，污染严重，而且对电器元件产生不

良影响。

基于喷丸毛化技术明显存在以上不足，

其加工工艺决定了它难以满足汽车工业及家

电业对冷轧板表面质量及使用性能的高要

求，因此喷丸毛化技术只局限于低端板材使用。

（二）电火花毛化

电火花毛化技术（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简称ＥＤＴ）是电火花加工技术在轧

辊毛化加工中的实际应用。

电火花毛化技术具有以下优点：（１）轧

辊表面粗糙度稳定性好：Ｒａ均匀，再现性好，

粗糙度稳定性在±４％以内；（２）粗糙度范围

高：采用电火花毛化技术对轧辊表面进行毛

化加工，轧辊表面粗糙度Ｒａ在１～８μｍ范围

内，而且不受轧辊（半高速钢及高速钢除外）

硬度的影响；（３）钢板表面质量好：电火花毛

化技术能提高钢板的深冲性、涂覆性及涂镀

性等性能，钢板表面质量好。

尽管电火花毛化技术能很好地改善钢

板的表面质量，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１）一次性投入成本高：目前电火花毛化技

术的整机成本通常在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

（２）运营成本高：电火花毛化技术维修复杂，

每年的维修费用在２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每年

的运营成本在３００万元人民币以上；（３）环境

要求高：电火花毛化技术对环境的要求非常

高，维护难度很大；（４）未来受轧辊硬度限制：

未来冷轧辊材料向半高速钢甚至高速钢方向

发展，电火花毛化技术将满足不了在该种材

质轧辊表面毛化的需求；在这个问题上法国

的ＣＫ公司已经做了大量的试验工作。

（三）激光毛化

激光毛化（ＬａｓｅｒＢｅａｍＴｅｘｔｕｒｉｎｇ，简称

ＬＢＴ或ＬＴ）是采用高能量脉冲激光束聚焦照

射于轧辊表面，利用激光束的高亮度在轧辊

表面获得非常高的能量密度，使激光聚焦处的

轧辊表面加热、熔化并部分汽化，形成毛化点。

激光毛化技术具有一下优点：（１）粗糙

度稳定：使用激光毛化技术对轧辊表面进行

毛化加工，轧辊表面的粗糙度均匀性好、稳定

性高，可重复性好，粗糙度稳定通常在 ±３％

以内；（２）粗糙度范围大：激光毛化技术加工

的轧辊表面粗糙度Ｒａ在１～１０μｍ范围内可

调；（３）提高轧辊寿命：采用激光毛化技术对

轧辊进行加工时，激光束快速对轧辊表面加

热并快速冷却，也即相当于对轧辊进行激光

淬火，因此可提高轧辊硬度，毛化辊的轧钢量

是没毛化辊的两倍以上；（４）节约辊耗：激光

毛化轧辊的轧钢量提高，激光毛化技术能使

辊耗降低１０％以上；（５）钢板表面质量好：激

光毛化技术能提高钢板的深冲性、涂覆性及

涂镀性等性能，钢板表面质量好；（６）无污染：

激光毛化技术对轧辊表面进行毛化加工时对

环境不造成任何污染；（７）不受轧辊硬度限

制：激光毛化技术能满足所有材料的轧辊表

面毛化加工要求，包括高硬度的半高速钢及

高速钢材料轧辊；（８）维护简单，费用低：经过

多年的生产应用，激光毛化技术已逐渐成熟，

设备稳定性已经很高，而且维护成本低。

各种毛化技术对比，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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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各种毛化技术对比

项目 喷丸毛化 电火花毛化 传统激光毛化 脉冲串ＹＡＧ激光毛化
毛化原理 物理加工 熔化、汽化加工

脉冲形式 — —

脉冲功率／Ｗ — — ５００ ５０００
毛化均匀性 差 好 较差 好

粗糙度Ｒａ／μｍ １．５～５ ０．５～８ １．０～６．０ ０．５～８．０
板面质量 差 好 差 好

毛化方式 无序 无序 有序／仿无序 无序

辊耗 大 大 小 小

环境污染 高 较高 低 低

辊硬度影响 非常高 低 无 无

加工时间／ｍｉｎ·根辊 －１ ６０ ６０ １３０ ８０
过钢量 １ １．５ １ ２

维护成本／万元 ３０ ３００ ２０ ６
设备成本／万元 ８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点阵分布：喷丸和电火花毛化技术的毛

化点阵是随机的，而激光毛化技术的点阵排

布是可控的。

表面粗糙度：喷丸毛化与传统激光毛化

技术加工的轧辊表面粗糙度较电火花毛化

和脉冲串ＹＡＧ激光毛化技术低，且粗糙度均

匀性较差，一般不均匀性超过１５％；而电火

花毛化和脉冲串 ＹＡＧ激光毛化技术粗糙度

均匀性可以控制在５％以内。

板面质量：喷丸毛化技术的钢板表面质

量最差，其次是传统激光毛化技术；而电火

花毛化与脉冲串 ＹＡＧ激光毛技术化钢板质

量非常接近，都非常好，这主要是由钢板表

面粗糙度的均匀性与稳定性所决定的。

轧辊寿命：喷丸毛化及电火花毛化技术

不能提高轧辊表面硬度，而激光毛化技术能

很好地提高轧辊表面硬度，可以很好地延长

轧辊使用寿命，过钢量可以提高一倍以上。

轧辊硬度影响：喷丸毛化技术受轧辊硬

度影响非常大，只能加工低硬度轧辊；电火花

毛化技术不受普通硬度轧辊限制，但不能应

用于半高速钢和高速钢材料轧辊；而激光毛

化技术则不受轧辊硬度限制，是未来冷轧辊

表面毛化技术的发展方向。

加工时间：由于原理的不同，喷丸毛化技

术的加工效率最高，其次是电火花毛化技术

和脉冲串ＹＡＧ激光毛化技术，传统激光毛化

技术加工时间最长。

运营成本：喷丸毛化技术中，随着轧辊硬

度的提高和毛化粗糙度的提高，砂丸的消耗

增大，每天按８根辊计算，一年费用在３０万

元以上；而激光毛化技术只需少量的电、气费

用，一般一年在１０万院以内；对于电火花毛

化技术，由于其苛刻的环境要求，以及复杂的

设备维护，每年费用超过３００万元。

综上所述，脉冲串ＹＡＧ激光毛化技术将

成为冷轧辊表面毛化技术的发展方向。

（陈程 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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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联网的钢铁智能仓储系统的研究与应用

□ 施灿涛　高　强　刘璐新

　　２１世纪初，韩日等国外大型钢铁联合企

业为应对人工成本过高、物流发运效率低等

问题，开始推行钢制品仓库无人化操作。目

前该技术已在韩日等钢铁企业得到广泛应

用，而国内大部分的钢铁企业仓库仍采用人

工模式，通过手工作业确认产品储存位置，

以人员驾驶或遥控行车的方式进行出入库

及装车作业。这种模式存在人为原因导致

的发货失误、作业效率低等问题，同时地面

工作人员也存在安全隐患。作为物流供应

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仓储、发货如不能确

保库存控制、合理库位优化以及准时发货，

管理费用将难以降低，服务质量更加难以保

证。在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钢铁行

业面临产能过剩、利润低微等问题，如何充分

利用信息技术与钢铁企业实际相结合，以降

本增效为目标，打造一套融合钢铁产品物流

与信息流的全流程智能仓库解决方案是钢铁

企业迫切的需求及愿望，是今后实现钢铁智

能制造，打造智慧工厂必备的前提和基础。

一、问题分析

随着生产节奏的加快，客户需求的不断

提高，仓库的出入库统计管理操作要求高效

准确。同时随着产品的种类增加，仓库作业

和库存控制作业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

仅依靠简单静态的手工录入的仓储管理模

式已无法保证企业资源的高效利用。传统的

仓库管理软件只是对仓库的库存数量及位

置信息进行管理，而没有对仓库管理人员、行

车操作人员进行作业指导，如垛位分配不合

理导致的大量倒垛操作、行车作业的间歇性

导致物料位置变化不能及时反馈给 ＭＥＳ、人

工跟踪发货错误现象、信息的脱节找卷（板）

困难、车辆等待、行车作业效率低等问题都严

重制约库存的运转效率。

二、解决方案

借鉴国内外成功的钢铁仓储物流管理

案例，结合我国钢铁行业仓储物流面临的实

际问题，依靠物联网、跟踪定位、无线数传、激

光成像等信息技术，设计一套全流程智能跟

踪与信息集成的无人值守智能化库区，实现

物料从下线到出库的动态闭环管理。智能化

仓储管理系统在三级 ＭＥＳ、二级过程控制系

统、一级自动化系统协同工作的基础上实现

·４１·

!"#$%&

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作者简介：施灿涛，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工业智能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高强、刘璐新，冶金工

业规划研究院。



行车的无人化操作、仓储模型的策略计算等

功能。

（１）通过激光三维成像扫描、图形分析、

鞍座图形分析技术，实现对入库的钢卷（板）

库位、出库的车辆鞍座进行三维扫描和精准

定位，自动识别出钢卷（板）及车辆鞍座的物

理坐标。

（２）通过行车任务分配、行车路径优化、

行车避让机制等调度系统功能，实现自动分

配最合适行车通过全自动吊具进行作业，无

需人工干预就能实现行车自动走行和钢卷

吊运，同时有效保障生产安全。

（３）通过ＲＦＩＤ标签打印系统、行车吊具

ＲＦＩＤ系统、无线数传技术，使吊具在吊运物

料时可以读取卷上的 ＲＦＩＤ信息，并且与系

统上的信息进行比对，以确保所吊运物料的

准确性。

（４）通过激光定位、格雷姆线定位、大小

车位置控制、吊具的高度控制、防浪摆控制

技术，行车干扰控制技术实现无人行车的精

确控制。

（５）通过库位推荐、出入库顺序优化、间

隙整理、装车策略计算等仓储模型计算结果

来实现库存最优化配置，将堆存能力最大

化，同时还通过与物流系统配合完成车辆排

队、刷卡装车等功能。

三、功能设计

（一）行车定位

行车位置跟踪系统，又称为无线定位系

统，英文缩写为 ＣＬＴＳ（Ｃｒａｎ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ｃｋ

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行车定位可采用格雷母线、激

光测距、绝对值编码尺与编码器、ＲＦＩＤ射频

识别等多种定位技术。通过跟踪行车大车、

小车和吊钩的物理位置，定位行车的空间位

置，按照行车作业时空间坐标与物料坐标一

致的原则确定物料的位置。系统实时检测行

车吊钩所处的空间位置，包括吊具在行车大

车（Ｘ轴）、小车（Ｙ轴）吊具（Ｚ轴）运行方向

的位置，如图１所示。同时也可以通过在大

车和小车方向的位置实现物料垛位的间接

检测，进而通过垛位与物料匹配。行车定位

系统是实现无人库区、物流智能跟踪的关键。

在具体设计实施时，应根据库区作业的实际

特点进行详细设计，其主要性能满足快速性、

准确性、可靠性、可实施性的要求。

图１　库区定位图

（二）ＲＦＩＤ

采用ＲＦＩＤ技术定位物料信息，将钢卷

（板）上贴装 ＲＦＩＤ标签，同时在吊具上安装

ＲＦＩＤ读取装置。当吊具在吊运物料时可以

读取卷上的 ＲＦＩＤ信息，并且与系统上物料

信息进行比对，以确保所吊运钢卷的准确性，

同时库管系统也可以通过现场无线网络将

库存清单发送给ＲＦＩＤ终端系统进行实时盘

库，保证库存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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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ＲＦＩＤ吊具读写设备

行车吊具上安装信息采集柜，由吊具供

电，经由柜内电源转换模块为柜内的 ＲＦＩＤ

固定式读写器供电。另在吊具底部安装天

线，通过馈线接入信息采集柜内的 ＲＦＩＤ固

定式读写器，读取到 ＲＦＩＤ标签的信息后，经

由信息采集柜内的无线模块，通过现场无线

网络发送给系统。

２．ＲＦＩＤ终端

在需要对仓库内的物料进行盘库时，库

管系统通过现场无线网络将库存清单发送

给ＲＦＩＤ终端，终端设备对库内钢卷上的

ＲＦＩＤ标签进行读取，与库存清单进行比对。

此外也可以加入ＲＦＩＤ手持终端作为临时出

入库的备用设备，进行灵活应用。

３．ＲＦＩＤ自动贴标机

ＲＦＩＤ自动贴标机与机组Ｌ１之间通过硬

线Ｉ／Ｏ的方式建立连锁，当物料到达贴标工

位时，Ｌ１向自动贴标机发送启动命令，自动

贴标管理机通过专用通讯中间件与 Ｌ２建立

通讯链路获取物料信息，通过 ＴＣＰ／ＩＰ协议

方式发送给自动贴标机ＰＬＣ。自动贴标机接

收传来的物流数据后，通过一系列信息打

印、检测、定位和贴标等动作，自动将 ＲＦＩＤ

标签粘贴在物料指定位置，达到一定的贴装

强度与精度要求。

（三）库管系统

库管系统的管理策略是决定整个无人

库区工作效率的关键因素，通过将库管系统

中所存储的堆放库位、运输链鞍座、过跨台

车鞍座、车辆位置、堆放基准等厂区基础数

据，与出入库计划、产品尺寸、发货信息等内

容进行结合，再决定出入库顺序及储位，使混

合装卸所引起的产品再处理工作最小化，防

止产品损伤、缩短提货时间、减轻行车工作负

荷。作业处理流程如图２所示。通过管理策

略计算能够实现库位推荐、出入库顺序优化、

行车调度、间隙整理、装车策略等内容，以达

到库区管理最优化配置，提高作业效率。

图２　作业处理流程图

　　１．入库作业

无人行车接收入库指令，获取吊运位置信

息、物料信息表、入库位置信息等内容，行驶进

入入库步进梁鞍座区域吊起物料，按照指定

垛位或推荐垛位进行吊装，吊装完成后，系统

获取目标垛位，将物料信息与垛位进行捆绑，

更新库存信息表。入库作业流程如图３所示。

２．出库作业

库管系统接收ＭＥＳ发送的出库指令，并

送发货吊装作业指令，无人行车根据指令进

行吊装作业，将物料吊装到出库车辆上，再通

过ＲＦＩＤ标签进行发货确认，系统根据吊起

垛位和出库确认更新系统库存信息。出库作

业流程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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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入库作业流程图

图４　出库作业流程图

　　在发货或盘库过程中，系统会根据出入

库信息进行倒垛，在倒垛作业完成后库存信

息在系统中进行更新并发送给ＭＥＳ。

（四）出入库车辆的定位与识别

出入库车辆的定位与识别首先需要在

系统中划分库区中的装卸区域，并对地面指

定区域进行标示，或采用标示线等方式进行

划分。在指定区域上方安装激光成像装置，

当车辆行驶至指定区域后，激光成像装置扫

描成像，确认装卸区域。再由司机或库管员

刷ＲＦＩＤ卡确认物料信息，并确认司机离开

驾驶室。在系统提示可装车后确定行车自动

装车。

为了将物料出入库吊装于不同规格车

辆的装载箱，需要编制装、卸吊装的坐标，在

检查装载箱的形状后无人行车进行工作：当

进行装车时，吊装系统考虑车辆的轴重量，并

自动地计算钢卷装车吊装位置后，进行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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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可辅助采用激光笔确认的方式来达

到精确快速吊装；当卸车时，系统会自动地

计算卸车吊装目标物料的位置，进行吊装。

具体吊装过程如图５所示。

图５　吊装作业流程图

　　四、结论

通过智能仓储系统的建设有助于提升

物流速度，降低差错率，减轻人员劳动强度，

降低人力资源成本，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同时发挥信息桥梁作用解决一级自动化系

统与三级ＭＥＳ之间的信息交互问题，避免了

人工录入数据出错的风险，使物料的入库、

出库、倒垛和跟踪通过信息系统进行数据交

换，实现ＭＥＳ物料数据的闭环管理。随着物

流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高按销售订单

组织生产的决策水平，让生产出来的产品能

够快速交货，避免库存积压，减少库存资金

占用成本。在安全方面，由于行车吊运作业

中，无需人员操作跟随，大幅降低库区生产

安全风险。

钢铁行业作为我国自动化程度最高、制

造工序流程最长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在国

家提倡“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工业４．０的新形势

下，亟需借助智能制造技术，转变生产管理模

式，研发具有生产组织、过程优化、质量管控

等多重功能的钢铁全流程智能制造系统，实

现敏捷制造和精细化管理，引领企业制造向

智能模式跨越，进而推动钢铁工业的转型升

级，更快更好地响应市场需求。基于物联网

的钢铁智能仓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将进一

步提升钢铁企业的智能化水平，为全面实现

智能制造打下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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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并进推动焦化行业实现转型升级

□ 潘　登　翁雪鹤

　　一、我国焦化行业发展回顾

（一）行业发展概况

近十年来，我国焦化行业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在行业规模、技术进步、科技创新、节能

减排、产业链建设等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我

国焦化行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是我国

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行业之一。

１．产业规模巨大，长期占据世界半壁江山

２００５年我国焦炭产量为２．３９亿吨，占比

首次突破世界焦炭总产量５０％，在随后的十

年时间，我国焦化行业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

快速扩展规模，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我国已形成焦

炭产能约６．８７亿吨，当年焦炭产量达４．４８亿

吨，焦炭产能及产量占全球比例均在６８％左右。

２．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升，一批大型先

进设备建成投产

目前我国建成国际先进水平的７米、７．６３

米顶装和６．２５米捣固焦炉７０多座，合计产能

占比达９．６％，已建成全球最大的２６０吨／小

时干熄焦装置，炼焦装备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３．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工程设计及

建造能力迈上新台阶

目前我国具备焦化工程设计及建造能

力的机构超过１０家，已具备自主设计及建造

世界领先水平的炭化室高８米超大型顶装焦

炉和处理能力３００吨／小时以下干熄焦装置

及配套的高温高压锅炉，已建成投产国产７

米先进水平焦炉３０座以上，并成功实现技术

海外输出。

４．节能减排取得可喜成绩，新技术得到

广泛推广和应用

２０１６年重点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炼焦

工序能耗为９８．３６千克标煤／吨焦，相比十年

前降低了 ３０千克标煤以上。截至 ２０１５年

底，我国已拥有干熄焦装置约１８２套，处理能

力２．６１万吨／小时，每年净回收能源约７００

万吨标煤，焦炉烟道气余热回收利用技术已

投产运行５０套以上，已建成酚氰废水处理能

力约２．１万吨／小时，焦化废水深度处理能力

约９００吨／小时。另外，煤调湿、上升管余热

回收技术等节能减排技术正积极推广应用中。

５．产业链延伸实现新突破，副产品深加

工能力进一步提高

山东、山西等地加大“煤—焦—化”产业

链和煤焦化工循环经济园区建设力度，一批

焦化企业不断加强“煤—焦—钢—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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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建设，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焦

化副产品深加工能力迈上新台阶，截至２０１５

年底煤焦油加工产能２２８０万吨／年，苯加氢

产能 ５８４万吨／年，焦炉煤气制甲醇产能

１２２０万吨／年，焦炉煤气制ＬＮＧ产能３６亿立

方米／年，焦炉煤气制合成氨、制二甲醚、乙二

醇等技术正积极推进和探索中。

（二）炼焦技术装备进步

炼焦技术在我国有１００多年的发展历

史，但我国炼焦装备水平加速发展和提升阶

段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近十年（我国

炼焦装备发展历程见图１）。自２００６年引进

７．６３米特大型焦炉开始，我国焦炉大型化发

展的步伐加快，配套水平不断提高。２００８年

我国自主设计的７米焦炉在鞍钢鲅鱼圈投

产，２００９年第一座６．２５米捣固焦炉在唐山

佳华投产，标志着我国焦炉大型化及配套装

备水平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目前，我国已

设计出８米顶装超大容积焦炉，其技术水平达

国际领先，７米焦炉相关技术装备已成功输出

海外，我国炭化室高５．５米及以上（含捣固）

国内先进水平焦炉产能占比已占据半壁江山。

图１　我国炼焦装备发展历程

　　二、咨询工作与行业发展互促共进

（一）推进行业政策不断完善

作为政府机构的参谋部，冶金规划院在

焦化产业政策制修订方面做了很多基础工

作，参与起草或参与讨论提出书面合理建议

的政策有《焦化行业准入条件》（２００５年制定

及２００８年修改）、《焦化行业清洁生产技术

指南》、《焦炭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以及

相关节能、环保政策等２０余项，这些政策的发

布，对指导行业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引导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作为行业发展的引领者，冶金规划院站

在行业发展高度，为地方焦化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了大量智力支撑，先后为山西省、河北

省、河南省、山东省、云南省等省区或下辖市

区制定焦化行业相关产业发展规划１０余项，

有效促进了地方焦化行业和社会经济发展。

（三）助力焦化企业健康发展

作为企业规划的智囊团，冶金规划院先

后承担了武钢、鞍钢、马钢、包钢等联合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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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相关咨询工作２００余项，为联合焦化企

业在装备升级、流程优化、环保提升、节能创

效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前瞻性的建设性意见，

很多企业整体水平已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

（四）推广应用新型技术和工艺

作为冶金行业权威咨询机构，冶金规划

院一直重视新技术对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先后参与《钢铁产业干熄焦技术专项推广规

划》、《钢铁产业煤调湿技术专项推广规划》、

《“十二五”烟气脱硫规划》等新技术推广应

用政策的起草工作，在行业、企业全面推广

各种先进技术，目前干熄焦技术在钢铁企业

已普遍采用，煤调湿技术、上升管余热回收

技术、焦炉烟道气脱硫脱硝等先进技术正在

企业间广泛推广。

三、行业发展预测

（一）“十三五”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将保持中

高速发展新常态，国外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

回暖乏力，在内外双重交困下，焦化行业发

展驱动引擎失速，行业发展将进入全面困难

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焦炭产销进入峰值弧顶后半区，产能

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焦化行业在国民

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

拉动下，实现了飞速发展，２０１４年我国焦炭

产量４．７７亿吨，是２０００年的近４倍（历年焦

炭产量见图２）。伴随钢铁行业进入峰值拐

点下行区，焦化行业也呈现出相同态势，２０１４

年焦炭产量同比增长仅０．１２％，２０１５年焦炭

产量同比下降６．１％，２０１６年焦炭产量同比

增长仅０．６％。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焦炭

产量和消费量将缓慢下行，焦炭产能利用率

将长期维持在７３％以下，产能过剩矛盾将进

一步恶化。

图２　我国历年焦炭产量变化情况

　　２．焦炭价格低位徘徊，企业生产经营困

局进一步凸显

受供应远大于需求以及产业集中度低

等因素影响，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焦炭出厂含税价

整体呈持续下跌趋势。２０１１年国内二级冶

金焦炭平均价格约为１９６０元／吨，２０１４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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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格为１１０５元／吨，比３年前下降８５５元／

吨，下降 ４３．６％（历年焦炭价格变化见图

３）。２０１４年炼焦行业累计亏损２４．８亿元，

２９９家亏损企业亏损额合计１７１亿元，行业

亏损面４６％，亏损面比２０１３年扩大６个百分

点，企业负债合计 ５７２０亿元，同比增长

２．７３％，负债率为 ７７．４３％。相比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焦炭价格继续下跌３００～４００元／吨，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进一步加剧，大部分独立

焦化企业经营效益、资金保障和生存状况不

容乐观。２０１６年底焦炭价格较年初价格上

涨幅度超过１５０％，焦化企业效益明显改善。

图３　历年焦炭平均价格变化
（注：数据来源《冶金价格快讯》，

根 据４～６个焦炭产地旬平均价估算年算术平均价）

虽然２０１６年焦炭价格大幅上涨，但根据当前

经济发展环境和行业发展趋势，判断“十三

五”期间焦炭价格下行压力较大。

３．焦炭出口增长空间有限，仅靠出口消

化过剩产能难以为继

２０１３年１月我国取消了焦炭出口关税，

当年焦炭出口量相比２０１２年增加了３５７％，

２０１４年我国出口焦炭８５１万吨，比２０１３年又

增加８２．１％（历年焦炭出口情况见图 ４），

２０１５年，我国出口焦炭９８５万吨，同比又增

加１５．８４％，但与２０１４年同比增幅８２．１％相

比，增幅大幅下降，２０１６年焦炭出口同比增

幅仅为 ２．７％。随着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

力，我国焦炭出口增长空间有限，预计“十三

五”期间焦炭出口量将在１０００万吨左右徘

徊，出口焦炭量占总产量的比例不超过３％，

对化解过剩产能的贡献有限，仅靠出口焦炭

缓解市场过剩压力非长久之计。

４．深加工产品同质化严重，企业增效瓶

颈进一步突出

焦化副产品深加工是焦化企业培育新的

效益增长点的有效抓手，在焦炭市场持续低

图４　我国历年焦炭出口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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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形势倒逼下，以焦炉煤气、煤焦油、粗苯为原

料的３条深加工产业链得到空前发展，深加工
产业规模均已达到或超过焦化副产品产出

量，但绝大部分焦化企业副产品深加工采取

的工艺和生产的产品类似和雷同，在下游市

场需求疲弱和原料来源不稳定等因素影响

下，焦化深加工产品行情波动大，经济效益下行

压力较大。“焦炭保成本、化产增效益”的传统

经营模式很难适应“十三五”经济发展新常态。

５．节能环保约束凸显，企业生存空间进
一步收窄

新执行的《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ＧＢ１６１７１－２０１２）、《焦化废水治理工程
技术规范》（ＨＪ２０２２－２０１２）等标准文件，全
面收严焦化企业环保要求。２０１４年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实施，被
称为“史上最严的环保标准”，大幅提高污染

物排放标准。２０１５年８月中共中央与国务
院联合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

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用以贯彻２０１５年５
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

见》，将追究破坏生态行为责任落到实处，实

施党政同责和终身追究制原则。可以看到，

环境保护已从政策制度层面转向落实执法

层面，这必将给焦化企业等高耗能、高污染

行业带来不可小觑的冲击。下游需求疲弱、

上游资源挤压以及环保约束加剧等三大重

创将进一步压缩焦化企业生存空间。

（二）焦炭市场供需预测

１．焦炭供需分析
我国焦炭主要为钢铁、化工、机械、有色等

行业作为还原剂、燃料、填充料等使用，其中钢

铁行业为最重要用户，消耗了约８５％的焦炭。
２０１６年全年焦炭产量为４．４９亿吨（含

兰炭），同比增长０．６％。综合考虑焦炭下游
用户发展趋势，预测钢铁行业对焦炭需求下

降，化工、有色行业对焦炭需求略有增长、机

械行业基本持平，并考虑出口焦炭增加约

２００万吨等诸多因素，预侧２０１７年焦炭产量
约４．３７亿吨，同比下降约２％。预测２０２０年
我国焦炭产量３．６７亿吨，焦炭出口０．１３亿
吨，焦炭进口数量可忽略不计，焦炭表观消费

量约３．５４亿吨，其中钢铁行业焦炭消费量约
２．９亿吨，占比为８２％。

２．炼焦煤供需分析
炼焦煤属于专属性煤种，在我国基本用

于炼制焦炭。由于兰炭采用长焰煤或其它烟

煤生产，不需要炼焦烟煤，扣除兰炭后，２０１６
年焦炭产量为４．１７亿吨，每吨焦炭按１．３１６
吨消耗炼焦洗精煤计，２０１６年我国焦化行业
消耗炼焦洗精煤约５．４９亿吨，折合原煤约
９．９８亿吨（洗精煤收得率５５％）。

若按 ２０１７年预测焦炭产量 ４．３７亿吨
（其中兰炭产量约０．３０亿吨，与２０１６年持
平），根据上述测算方法，２０１７年我国焦化行
业需消耗炼焦洗精煤５．３６亿吨左右，折合原
煤约９．７４亿吨。

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中国需要炼焦洗精煤量
约５．２６亿～５．３９亿吨（用于生产焦炭），其
中：中国钢铁行业需要炼焦洗精煤量约４．３７
亿吨，相当于需要原煤７．９５亿吨。从今后较
长时期看，中国将继续保持进口炼焦煤趋势，

总体判断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中国进口炼焦洗精
煤约３０００万 ～５０００万吨，数量将维持在现
有比例或略低水平。

四、发展建议

（一）加强规划引导推动差异化发展

制定我国焦化行业布局调整规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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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化产能全国合理布局和转移。推进各地

区立足区域优势、市场以及环境容量制定区

域内焦化副产品深加工发展规划，实现与其

他地区错位发展，发展高附加值化工产品。

鼓励企业制定“十三五”发展规划，推进企业

深化改革，找准定位，实施规模化经营和化

工产品细分市场分工，合理开发利用国内外

资源和市场，不断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二）谋划好供需两侧布局解决焦炭

出路

焦化厂８０％的销售收入来自焦炭，解决

好焦炭出路问题是企业生存的根本。“十三

五”期间，焦化行业应调整好生产步伐，适时

淘汰部分劣质产能，集中要素资源盘活优质

产能，巩固和扩大焦炭销售渠道，扩大出口，

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开辟新市场，从需求侧

加快去产能，推进产能国际合作，在供给侧

消化产能。

（三）加强产业链建设推动行业间耦合

发展

焦化企业应积极与上游煤炭企业和下

游钢铁企业及化工企业联合，发展：“煤—

焦—钢”和“煤—焦—化”联合运行模式，提

升企业竞争力和效益。焦化行业与钢铁、化

工、轻工等基础产业以及建筑、交通运输、装

备制造、消费品等行业关系密切，应加强与

相关产业间耦合，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提升行业综

合竞争力。

（四）实施协同创新推进集群式发展

目前我国拥有大小焦化企业６００多家，

企业平均规模约１１０万吨，产业集中度低，市

场支配能力差。“十三五”期间应加大企业

兼并重组推进力度，大力推行企业间协调发

展，加强煤焦化工循环经济园区建设，实施统

一采购、销售、配煤、管理，加快建成集群式发

展新局面，通过企业间协同创新发展，大幅降

低生产成本，改善盈利水平。

（五）利用互联网创新传统生产经营

把握国家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

业深度融合历史机遇期，利用新一代信息技

术优化焦化生产流程，大力发展智能制造与

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和提升节能环保水平，全

面满足新环保法要求。主动探索“互联网 ＋

焦化业”内涵，推动焦炭及相关化学品电商

做优做强，降低采购和销售成本。利用互联

网技术发展供应链金融、云仓储物流等新业

态，积极探索焦炭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的抗风

险作用，打造行业发展新引擎。

五、推动行业实现转型升级

冶金规划院将结合自身优势，为政府、行

业、企业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咨询服务：

一是焦化企业并购重组咨询；二是煤炭、焦

炭、化工产品等市场分析；三是焦化企业能

评、能源诊断、环保诊断等；四是焦化企业发

展规划、提升竞争力研究；五是钢铁企业或独

立焦化企业可研、申请报告、项目建议书等；

六是焦化、化工产业链园区发展规划；七是钢

铁、有色、焦化等区域性发展规划及战略研

究；八是政府部门有关煤炭、焦炭课题或各种

政策研究等。

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和行业转型发展

窗口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冶金规划院愿与

焦化行业同仁一起努力，推动焦化行业实现

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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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热轧中宽钢带生产线发展历程及市场分析

□ 杨佳直

　　一、概述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分类指标，产品

宽度６００毫米以下（不含６００毫米）的板卷为

窄钢带；６００毫米及以上为宽钢带。

行业内通常将宽度６００～１０００毫米之间

的钢带为中宽钢带，产品宽度大于１０００毫米

的钢带为宽钢带。

国家统计局统计中，无中宽带生产线产

品产量，将中宽带生产线生产的产品产量，

部分按窄钢带统计，部分按中厚宽钢带统

计。中宽钢带的市场一方面受窄钢带产品

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宽钢带市场的影响。

中宽钢带生产线产品宽度大于窄钢带，可以

生产窄钢带生产线生产不了的产品。

生产宽度６００～１０００毫米的中宽钢带产

品，一般轧机辊身长度为 ７００～１１００毫米。

由于轧机辊身长度９６０～１１００毫米之间的生

产线属非标设备，在此范围内的生产线国内

很少。因此，现将轧机辊身长度７００～９５０毫

米的生产线作为中宽钢带进行统计和分析。

二、中宽钢带生产线发展历程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间，由于国内资金短缺，

热轧宽钢带生产线生产能力远远低于市场

需求，热轧宽钢带产品一直是国内进口数量

与进口额最大、最为紧缺的钢材品种。由于

单条热轧宽钢带生产线的生产规模和投资

规模较大，建设期与达产期相对较长，当时国

家财力有限，为弥补紧缺的热轧宽钢带产品

市场的不足，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相对较小

的中宽钢带生产线，在国内应运而生，迅速发

展起来。

２００１年，我国中宽钢带生产能力２００万

吨。２００２年我国新建中宽钢带生产企业有建

龙、凌钢，２００３年北台、德龙、川威等企业也投

产了４条中宽钢带生产线，２００４年津西、泰钢

等企业建成了４条中宽钢带项目，２００５年有

８条中宽钢带生产线投产，新增产能６４０万

吨。而２００６年，我国新建成８条中宽钢带生

产线，改造两条生产线，合计新增产能８００万

吨，这是中宽钢带产能增长较快的一年。

２００６年底，我国中宽钢带生产线约有２６

套，总产能达到２３００万吨。２００７年我国又

投产了 ７套中宽钢带生产线，新增产能在

６００万吨。至２００７年底，我国中宽钢带生产

线约有３３套，总产能达到３０００万吨。２００７

年以后，随着热轧宽钢带生产线的大规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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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以及逐年投产，中宽钢带建设项目开始减

少。到２０１２年我国生产能力达到３２００万吨。

作为窄钢带和宽钢带之间的过渡产品，

中宽钢带产品以其特有的宽度受到许多市

场用户的青睐，尤其是国家对高速公路等行

业投资力度的加大，汽车、高速护栏等产品

市场需求的持续增加，刺激了我国民营钢铁

企业新建中宽钢带生产线的积极性。虽然

中宽钢带生产线装备水平与产品质量低于

现代化的热轧宽钢带生产线，但在普碳钢、

低合金钢等中低端产品价格上，与热轧宽钢

带相比具有竞争优势。到２０１６年底，我国中

宽钢带生产线生产能力达到４０２０万吨。

三、生产能力和装备水平分析

（一）生产企业及能力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２０１６年底，我国轧

机辊身长度７００～９５０毫米中宽钢带生产线

４７条，生产能力４０２０万吨。

从宽度规格上看，轧机辊身长度７００～

８００毫米生产线１２条，产线数量占中宽钢带

产线数量的２５％，产能７５０万吨，占中宽带

生产线产能的１９％；８００～９００毫米生产线２８

条，产线数量占中宽钢带产线数量的６０％，产

能２３２０万吨，占５９％；９００～９５０毫米生产线

７条，产线数量占中宽钢带产线数量的１５％，

产能８７０万吨，占２２％。如图１所示。

图１　中宽钢带生产线数量比例（ａ）和中宽钢带产能比例（ｂ）

图２　河北省内中宽钢带产能分布

据统计，河北省热轧中宽带生产线 ２７

条，生产能力 ２３３０万吨，占国内总产能的

５８％，主要集中在唐山、邯郸、廊坊、邢台等

地区，其中唐山产能占河北省的４８．１％，廊

坊占３０．９％，邯郸占１３．３％，见图２。

另外，正在建设的生产线有江苏西域三

联钢铁，７５０毫米生产线１条，年设计生产能

力１２０万吨，装备处于国内一般水平，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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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中旬投产。

（二）装备水平分析

我国早期投产的中宽钢带生产线整体

装备水平落后，如辽宁凌钢８８０毫米中宽钢

带生产线，于 １９９２年开始建设，１９９５年投

产，利用原西德二手设备，投资６亿 ～７亿

元，产品宽度范围在６００～７３５毫米，投产初

期生产一直不顺畅，生产线经过升级改造

后，产品质量得以明显提高。

随着我国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２０００年

之后投产的中宽带生产线，装备水平普遍较

高，产品质量与档次有明显提升。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钢铁企业主要

生产设备装备技术水平等级划分办法》，统

计的生产线中，国内先进水平生产线占５７．

７％，国内一般水平占３８．８％。其中，装备水

平较高的典型生产线有川威９５０毫米、德龙

８００毫米、冷水江９５０毫米、泰钢９５０毫米、

云南玉溪８００毫米、纵横８５０毫米、津西８５０

毫米、河北前进９００毫米、唐山建龙８５０毫米

等。国内已投产热轧中宽钢带生产线装备

水平详见表１。

表１　国内已投产热轧中宽钢带生产线装备水平

序号 装备水平 生产线数量／条 能力／万吨 占比例／％

１ 国内先进 ２７ ２３２０ ５７．７

２ 国内一般 １８ １５６０ ３８．８

３ 国内落后 ２ １４０ ３．５

小计 ４７ ４０２０ １００．００

　　四、市场需求分析

（一）市场需求综述

（１．０～１０）×８００毫米的热轧钢带属于

一个比较特殊的钢材产品，直供比例较高，

除直接作为热轧产品直接消费外，还作为焊

管、冷轧钢带、冷弯型钢的原料。

产品主要用于五金加工、焊接钢结构、

高速公路护栏板和车厢板等用户；而低合金

结构钢带，则用于自行车车架、轮圈、卡箍、

垫圈、弹性元件、链条、锯条和刃具等用户。

近年来，随着建筑、轻工、机械、纺织、农

用机车、摩托车、自行车、小五金件等产品的

速度发展，国内对热轧钢带的需求仍有较大

的市场空间。

发达国家的汽车、机械等制造行业的产

业规模较大，这些行业主要使用宽钢带，相

应使用窄钢带较多的轻工业、小五金制造业

等产业的规模相对较小。而目前国内拥有

大量的轻工业、小五金制造、焊管、冷弯型材

加工等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在生产简单产品

过程中，采用价格相对较低的钢带作为原材

料的意愿较强，同时国内现在基础建设规模

较大，对焊管、冷弯型材的需求也较大。

国内有众多的中小型焊管机组，冷弯机

组以及窄钢带冷轧机，它们多数选择热轧钢

带作为原料进行生产，因此今后的一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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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国内钢带的市场需求将不会减弱。

京津冀地区是国内焊管和冷轧钢带轧

机产能最为集中的地区，已经形成了稳定的

上下游产业集群。

（二）分用户市场需求

１．农用车行业

窄钢带主要用于制造农用车的车厢挡

板、窗框等性能要求不高的部件。钢种主要

为Ｑ１９５和 Ｑ２１５，厚度２～４毫米，宽度３００

毫米左右。

普通农用车车轮大部分采用旋压车轮，

农用载重车使用了大量型钢车轮。车轮钢

使用材质为 Ｑ２３５、ＣＬ３３０、ＣＬ３８０、１２ＬＷ，其

中，１２ＬＷ型钢厚度为６毫米、７毫米，宽度

２００～３００毫米。

三轮汽车大梁为方管，由钢带焊接而

成，钢种为 Ｑ２３５热轧板，板厚６毫米、７毫

米，板宽２９０毫米、３２０毫米、３４０毫米。

四轮汽车车轮轮辋用钢种３３０ＣＬ，轮辐

用钢种 Ｑ２３５，厚度 ３毫米、３．５毫米，宽度

２００毫米、３００毫米。

农用车行业所需钢带，均可由中宽钢带

纵切。

２．波形护栏

波形护栏又称为公路波形梁护栏、高速

护栏、桥梁护栏等，使用钢种：Ｑ２３５，优质低

碳钢等。使用规格：（１）波形板：厚度，２．５／

２．７５／２．８５／３／３．８５／４毫米，宽度，３１０／５０６毫

米。（２）立柱：壁厚，４／４．５毫米，直径，１１４／

１４０毫米（钢带宽度３５８～４４０毫米）。（３）防

阻块：厚度，４／４．５毫米，钢带宽度，２００毫米。

（４）托架：厚度，４／４．５毫米，钢带宽度，３００毫

米。中宽钢带生产线可以以毛边配套交货。

３．家电使用的冷轧钢带（由热轧钢带生

产线提供原料）

冷轧钢带在家电行业中主要用于制作

加工空调室外机面板，各类视听设备外壳

（ＶＣＤ机、录像机、影碟机、激光唱机以及电

视机顶盒等），各类小家电（电饭锅、油汀、抽

油烟机、饮水机、烤炉、风扇、厨房灶具等）。

为了降低原料成本，现在空调室外机外壳主

要采用冷轧薄板喷漆制作，而不采用镀锌

板；材质一般选用 Ｓ０８Ａｌ或 ＳＰＣＤ，部分小品

牌产品为了降低成本选择 Ｑ１９５Ｌ、ＳＰＣＣ，厚

度０．８～１．５毫米，为了降低成本，空调生产

企业开始大量采购冷轧中宽带产品。

４．热轧中宽带８５％以上的产品流向冷

轧和焊管企业

（１）作为冷轧钢带的原料。冷轧窄带钢

在建筑行业中主要用于加工冷弯型钢（各种

Ｃ型钢、Ｚ型钢、结构件、轻钢龙骨），室内装

饰骨架焊管（高频直缝焊管、方矩形管），散

热器组件（螺旋鳍片、散热器管）等。

家具轻工五金行业中主要用于制作钢

木家具（餐台、茶几、办公桌椅、课桌椅、室内

外运动休闲器材、文件柜、行军床、折叠床、

鞋架、衣帽架等），制作包装容器（制罐、制

桶、各类瓶盖等），制作各类五金工具及冲压

件（锯片、锯条、文具、打火机及风罩等），制

作小型车辆（摩托车及油箱，自行车、农用三

轮车、手推车等），此外，还用于制作野外救

灾帐篷、电缆铠甲等。河北霸州市胜芳镇是

国家轻工总会和国家家具协会命名的中国

金属玻璃家具产业基地，基地有家具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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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１６００多家，配套企业２０００多家。

包装行业中的化工使用钢桶，一般用于

盛装汽油、润滑油、黄磷、电石等，主要采用钢

号 Ｑ１９５、Ｑ１９５Ｌ的 １．２毫米 ×６６０毫米

×９３０毫米的冷轧钢板加工制作。钢桶要求不

高，完全可以使用热轧中宽钢带原料进行冷轧。

（２）焊管用热轧钢带。国内焊管消费量

６０００万吨左右，使用窄钢带约占６０％，其中

热轧窄钢带约占４０％；冷轧窄钢带占２０％。

焊管消费量较大的钢种为：Ｑ２３５、Ｑ１９５、

Ｑ３４５、２０等。从区域钢材消费看，主要集中

在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蒙古、山东和辽

宁焊管等地。

大邱庄镇焊管行业消费板带材１５００万

吨，其中热轧窄钢带占７０％左右，中厚宽钢

带占２５％左右。从消费的钢材钢种看，非合

金钢材占绝对优势地位，主要钢种为Ｑ１９５～

Ｑ２３５、Ｑ３４５、２０号等，其中 Ｑ１９５～Ｑ２３５占

８０％以上。

霸州市焊管行业消费钢材 １０００万吨。

霸州市焊管生产所需的钢材原料主要为冷

轧窄钢带，普遍使用的钢种主要是 Ｑ１９５、

Ｑ１９５Ｌ，少量使用 Ｑ３４５；采用的冷轧窄钢带

厚度范围是０．１８～２．０毫米，比例较大的是

０．３５～１．５毫米。

沧州市焊管行业钢材消费 １１００万吨。

沧州市焊管行业消费的钢材主要为热轧宽

带钢（中厚宽钢带和热轧薄宽钢带）和中厚

板，约占８０％左右，其他为热轧窄钢带，约占

２０％。沧州市消费的热轧宽钢带最高钢级

为Ｘ８０管线钢，主要用于生产螺旋焊管和直

缝电焊管；消费中厚板（含宽厚板）量１２０万

吨，约占１１％，最高钢级为Ｘ８０管线钢，另有

Ｑ３４５钢消费量较大。

五、从农用车用户角度看热轧宽带钢替

代中宽钢带与窄钢带的问题

以农用车时风集团为例，消费的热轧板

主要钢种为 Ｑ２１５、Ｑ２３５，其中，以 Ｑ２３５为

主，主要规格为１．５～６．０毫米；消费的冷轧

板主要钢种为 ＳＴ１２、ＳＴ１３和 ＳＴ１４，规格为

０．７～１．５毫米。

根据调研，从目前应用情况看，农用运

输车所使用的窄带钢品种、规格，热轧宽带

钢生产线均可生产，热轧宽带钢替代窄带钢

技术上可行，且表面质量、内在性能等均可获

得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根据调研，热轧宽带

钢替代窄带钢仍需相当长时间。主要原因：

１．农用运输车使用钢带品种附加值低，

热轧宽带钢生产线生产不经济。农用运输

车采用窄带钢品种主要为Ｑ１９５和 Ｑ２１５，技

术含量低。单套热轧宽带钢轧机投资２０亿

元以上，再加上大高炉、大转炉而增加的费

用，热轧宽带钢生产线运行成本要高于窄带

钢生产线，生产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不

高的产品不经济。

２．钢带产品售后服务好。钢带主要由

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机制灵活，服务意识强，

送货周期短，出现质量问题，解决问题及时，

售后服务优于大型国营企业。

六、结论

未来中宽带生产线将面临的竞争形势

分析如下：

（一）劣势分析

（１）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已投产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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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０毫米中宽带生产线４７条，产能４０２０万

吨，产能总体已经出现过剩。

（２）国内已投产的热轧宽钢带生产线生

产能力达到２７７３０万吨，市场竞争激烈，中宽

带生产线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压力。

（３）中宽带生产线设备雷同，面临同类

企业竞争。

（４）根据国家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有关规定，热轧

窄钢带轧机已被明确列入淘汰类项目，１４５０

毫米以下热轧带钢（不含特殊钢）项目热轧

带钢项目也被列入限制类项目。

２０１７年５月，河北省率先实行更加严格

的差别电价政策，对钢铁行业限制类、淘汰

类装置所属企业生产用电继续执行差别电

价，在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或市场交易电价基

础上实行加价，其中：淘汰类加价标准由每

千瓦时０．４元提高至０．６元，限制类加价标

准为每千瓦时０．２元。

７００～９５０毫米中宽钢带生产线属于限

制类项目，未来差别电价政策力度的进一步

加大，将促进轧钢生产线更新换代。

从发展方向上看，尽管当前国内钢带仍

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但随着国内绝大部分工

业产品的逐步升级换代，市场逐步规范，用

户需求将向宽度更宽、品质更高、生产更环

保的方向发展。

（二）优势分析

１．市场需求多层次化

在我国目前的国情条件下，国内市场对

钢带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化，同时钢带的生产

技术和品种质量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与完善。

国内小五金、自行车、农用运输车、轻工、机

械等行业选用钢带的比例仍会保持相当规

模，并且焊管料、冷弯型钢原料等部分属中

低档次产品，给热轧中宽钢带生产线带来一

定市场空间。

２．与热连轧宽带生产线相比，热轧钢带

生产线设备简单，全部国内制造，吨材投资

费用低，易于建设投产。这种投入少、上马

快、达产快、投资回收期短的特点，使其在成

本上和宽带生产线相比具有竞争优势。目

前国内市场宽带纵剪钢带售价一般比热轧

中宽带高，而国内许多的焊管、小五金、轻工

产品制造企业是民营企业，他们一般生产规

模较小、资金不充足，制造的产品精度要求

不高，因而他们更愿意使用价格便宜的钢带

来替代热轧纵剪宽钢带。

３．多品种、小批量、多规格、灵活多变的

生产特点亦是中宽带所具有的独特竞争优

势。中宽带生产线生产灵活，以定宽自由边

供下游用户，生产宽带钢生产不了的薄、窄、

优质、自然边等热轧钢带产品，以满足用户

小批量、多品种、量小的需求，因此，带钢产

品在一段时间内，仍会有显著的经济效益。

总之，在我国目前的国情条件下，国内

市场对钢带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化，国内机械

链条、弹性元件、高速公路护栏、自行车、农

用运输车等行业用钢带的比例仍会保持相

当规模，焊管与冷弯型钢原料等部分中低档

次产品的需求，给热轧中宽钢带生产线带来

一定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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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视点

日本钢铁行业的节能工作状况

□ ［日］牛尾好孝

　　一、日本钢铁行业的现状

（一）日本钢铁行业的产业规模

日本国内钢铁行业的总销售额为１８兆日

元、职工人数为２２万人，见图１。在整个制造

业ＧＤＰ中占比为７．２％（６．４兆日元）。日本钢

铁工业是机械、汽车、信息通信等的基础产业。

（二）日本粗钢生产需求的变化

在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性经济增长的

背景下，海外对高功能钢材的需求坚挺，日

本粗钢出口呈现增长的趋势。近年来，粗钢

产量的一半以上是外需（出口），见图２。

（三）产业领域的单位ＧＤＰ能耗状况

制造业的单位 ＧＤＰ能耗，２０１３财年与

１９７３财年相比改善了４４％，见图３。但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后半叶以后单位ＧＤＰ能耗停滞

不前。各行业对于节能法判断基准要求达

到的“单位ＧＤＰ能耗每年改善１％的目标”，

还有一定困难。

图１　日本钢铁行业的产业规模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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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日本粗钢生产需求的变化
资料来源：（一般社团法人）日本钢铁联盟

图３　产业领域的单位ＧＤＰ能耗状况
资料来源：资源能源厅

二、日本节能方法的动向

（一）建立标杆制度（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标杆制度是通过制定以绝对值来评价

企业节能状况的指标，来建立标杆。这是一

种更公平地评价产业节能工作的制度，通过

与单位ＧＤＰ能耗不同的其他评价轴来评价

企业，见图４。

该制度设定了各个产业应达到的水平

（各行业领先的１０％～２０％企业所达到的水

平），对达到该水平的企业在定期报告中予

以肯定评价。

针对钢铁行业的标杆制度具体如下：

（１）使用高炉的炼铁业

图４　建立标杆制度的产业

标杆指标：每吨粗钢单位能耗量；

应达到的水平：低于 ０．５３１ｋＬ／ｔ（１Ｌ＝

１．４２８６ｋｇｃｅ）。

（２）使用电炉的普通钢制造业。

标杆指标：每一粗钢单位的能耗量和每

一轧制单位的能耗量之和；

应达到的水平：低于０．１４３ｋＬ／ｔ。

（３）使用电炉的特殊钢制造业。

标杆指标：每一粗钢单位的能耗量和每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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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轧制单位的能耗量之和；

应达到的水平：低于０．３６ｋＬ／ｔ。

（二）采用标杆制度后的结果（钢铁行业

的状况）

标杆制度设定应达到的水平较高，因此

达标比率较低。因为减少产量和改变产品

构成等因素，所以很难说达标比率在上升，

具体见表１。

表１　钢铁行业采用标杆制度后的结果

项目 使用高炉的炼铁业 使用电炉的普通钢制造业 使用电炉的特殊钢制造业

目标 应达到的水平 ０．５３１ｋＬ／ｔ以下 ０．１４３ｋＬ／ｔ以下 ０．３６ｋＬ／ｔ以下

实

际

业

绩

平均值 ０．５８６ｋＬ／ｔ以下 ０．１７２ｋＬ／ｔ以下 ０．６４ｋＬ／ｔ以下

１００％达标 ０家 １３家 ４家

７５～１００％ ２家 １７家 ９家

５０～７５％ １家 １家 ３家

不到５０％ ０家 ０家 ３家

达标比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０％０％ ４１．９％１８．１％ ２１．０％２６．３％

注：分布信息是依据２０１３财年的定期报告书进行统计的结果。本表资料来源于资源能源厅。

　　（三）根据能源基本计划重新设定目标

考虑经济增长等因素，预测未来能源需

求将会增加，因此将有力推动节能工作，预

计在未来会与石油危机之后一样，大幅度地

改善能效（幅度将达到３５％），见图５。

图５　能效改善目标（资料来源于资源能源厅）

（四）建立企业分级评价制度（２０１５年）

为了达到高水平节能，建立了企业分级

评价制度，将根据节能法需要提交定期报告

的所有企业按 Ｓ、Ａ、Ｂ、Ｃ这４个等级进行分

级，根据级别明确地进行积极应对，见图６。

１．公布Ｓ级企业

作为节能工作优秀的企业，按行业公布企

业名称。通过把握同行业其他企业努力目标的

达标状况，可以确认自己所处的位置，见图７。

２．对Ｂ级企业开展工作

向节能工作停滞不前的企业发送通知，

提醒其重视，必要时实施现场调查和征收报

告以及见证检查。如果基准状况不良时，将

作为Ｃ级予以指导，见图８。

（五）企业分级评价制度（钢铁行业的

状况）

Ｓ级的比率在所有企业中占５８．３％，钢

铁行业仅占比３６．４％，也就是说钢铁行业的

判断基准设定的水平较高，见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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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企业分级评价制度（资料来源于资源能源厅）

图７　按行业公布Ｓ级企业（资料来源于资源能源厅）

图８　对Ｂ级企业开展工作（资料来源于资源能源厅）

三、日本钢铁行业节能的进展状况

（一）钢铁行业节能工作的进展

钢铁行业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１０年

之后节能工作的进展情况如图１０所示。

（二）日本钢铁行业节能的进展状况

日本的钢铁行业近年来以亚洲为中心

对日本产的工业产品和高功能钢材的需求

图９　企业分级评价制度（钢铁行业的状况）
（资料来源于资源能源厅）

坚挺，换算成粗钢，则一半以上间接或直接出

口。标杆制度中各行业都设定了很高的目标

水平，尤其在使用高炉的钢铁行业，几年内没有

一家企业达到标杆目标，可见标杆目标设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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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日本钢铁行业节能工作的进展

（资料来源于（一般社团法人）日本钢铁联盟）

难度之高。

近年建立的“企业分级评价制度”引人

注目。像钢铁行业那样设定高难度目标的

行业中，在呈现很难达到Ｓ级的情况下，需要

细致的跟进和持续改善。在钢铁行业，实用

化的节能技术普及率相当高，在节能空间有

限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节能和推进防止全

球变暖，开发创新的炼钢工艺已迫在眉睫，

需要钢铁业科研技术人员和有关人士共同

努力，以促进节能工作不断进步

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櫅

。

（上接第４８页）

三、明确方向，砥砺前行

２０１６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化解过剩产能，各项

政策措施陆续出台，效果开始显现，市场出

现积极变化，钢铁行业运行走势稳中趋好。

然而国内钢铁产能过剩基本面没有改变，价

格上涨、效益回升的基础仍不牢固，行业还

没有完全走出困境。今后一段时期，坚定不

移化解过剩产能，提高有效供给能力仍将是

钢铁行业的重中之重。为此，轧钢处将坚持

以“五度”思维为指引，充分发挥自身贴近市

场、了解企业、服务行业的优势，紧抓钢铁行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机遇，创新规划咨询理

念，提高服务质量水平，切实做到做好“三个

加强”，即“加强大政方针研究、加强品种市

场研究、加强品牌标准研究”，全方位满足政

府、行业、企业的各项要求，为把冶金规划院

打造成为最受人尊敬、最有影响、最具竞争力

的顶级智库贡献自身的力量。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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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矿业投资系列分析

埃塞俄比亚矿业投资机遇与风险分析

□ 吕振华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东北部内陆国，位于

非洲之角的中心，东与吉布提和索马里相邻，

南与肯尼亚接界，西与苏丹和南苏丹接壤，北

与厄立特里亚交界。截至２０１５年，埃塞俄比亚

国土面积１１０．３６万平方公里，人口８９００万。

一、矿产资源条件

（一）地质背景

埃塞俄比亚位于“泛非构造带”中的东

非造山带。“泛非构造带”形成于距今１０００

～４５０Ｍａ（地质学中的时间单位，Ｍａ为百万

年），包括非洲北部、东部至阿拉伯半岛的所

有地区，该活动带在构造上将非洲大陆的西

非、尼罗河、喀拉哈沙漠、刚果、南非等稳定的

克拉通分隔，由阿拉伯—努比亚地盾和莫桑

比克带构成。努比亚地盾包括了埃塞俄比

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等，主要由新元古代

变质岩及各类侵入岩组成。

（二）矿产资源

埃塞俄比亚有着很好的地质条件，矿产

资源丰富，全国有 ３个重要金属成矿区

（带），分别位于北部、西部和南部的花岗绿

岩区。已发现的金属矿产主要有金、铂、铌

钽、铁、铜、镍、铅锌等，其中北部是重要的铜、

金及多金属成矿区，西部为金及贵金属矿产，

南部为金及稀有金属矿产。非金属及能源矿

产则遍布全国，非金属矿产主要有纯碱、钾

盐、硅藻土、高岭土、石膏等。能源矿产以褐

煤为主，但煤质较差。

二、矿业开发现状

埃塞俄比亚拥有富含多种矿产资源的有

利地质环境，为矿产勘探和开发提供了很好

的投资机会。目前，埃塞俄比亚矿业开发总

体规模较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尚未显

现。主要开采的矿产种类有金、铂、铌钽等金属

矿产及硅藻土、大理石、花岗岩、石膏等非金属

矿产，其中金是埃塞俄比亚出口的主要矿产品。

（一）金属矿产资源

金：目前金矿开采主要集中在南部的阿

多拉地区、西部的沃莱加地区和北部的提格

雷地区，其中莱加丹比（ＬｅｇａＤｅｍｂｉ）金矿是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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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目前唯一的现代化开采金矿，为

原生金矿。其余开采对象主要为砂金，多为

手工开采，比较落后。

铂：主要开采的铂矿床位于西部沃莱加

的尤卜多（Ｙｕｂｄｏ）地区，主要开采对象为蚀

变纯橄岩体原地风化层，开采方式为半机械

化作业，规模较小。

铌钽：主要位于南部阿多拉地区的肯蒂查。

（二）非金属矿产资源

埃塞俄比亚非金属矿产资源种类多，储

量丰富，很多矿产位于埃塞俄比亚裂谷内，

开发利用条件较为优越，因此非金属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程度相对比较高。

纯碱：埃塞俄比亚裂谷中有较为丰富的

储量，阿比亚塔湖为目前纯碱的主要生产地

区，采用半机械化生产。

高岭土：在产矿山为奥罗米亚州的Ｂｏｍ

ｂａｗｏｈａ矿，采用露天开采方式，经过冲洗、干

燥等简单加工形成产品。

石材：埃塞俄比亚有多种岩石可以被用

来作为建筑或装饰材料，目前有多家本地或

国外公司开发建筑石材，已形成十多个采石

场和加工厂。

三、矿业管理部门及外国投资政策

（一）矿业管理部门

埃塞俄比亚矿产、石油和天然气部是矿

业的主管部门，该部以促进埃塞俄比亚矿产

开发为己任，制定相关政策和创造良好条件，

鼓励外来投资者投资矿业，处理包括颁证条

件和规定、监督和管理执照等相关的事项。

埃塞俄比亚矿业实行许可证制度，矿业

权按照阶段性可分为预查许可证、探矿许可

证、采矿许可证；根据矿种可分为工业和建筑

物开采、稀有矿物、贵金属和贱金属开采；根

据采矿方法和规模可分为大规模采矿许可

证、小规模采矿许可证和手工采矿许可证。

（二）外国投资优惠

埃塞俄比亚政府积极推进工业化，不断

放宽投资政策，改善投资环境，加强投资服务

和管理，鼓励外国投资者到埃塞俄比亚投资，

主要优惠政策包括以下内容。

１．行业鼓励政策

投资者用于投资项目的资本货物，如机

械设备、建筑材料等，以及相当于资本货物价

值１５％的零配件可免征进口关税，并可免税

转让给具有同等资格的投资者。用于制造出

口产品的原材料进口关税和进口货物税收

可予以返还。根据投资领域、地理位置和出

口产品多少，投资者可享受免征所得税２～７

年的优惠。如免税期间发生亏损，期满后可

递延免税优惠。使用利润进行再投资，可免

征２～３年所得税。投资期间用于研究和培

训费用所缴纳税收可予以返还。

２．地区鼓励政策

埃塞俄比亚为实现各民族各地区之间

的均衡发展，鼓励外商投资于少数民族聚居

区、边远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对于落户这些

地区的投资项目，根据项目所属产业和投资

规模，联邦政府投资局和投资委员会将给予

更长的免税期，地方政府也会在土地价格等

方面给予优惠，但优惠待遇不会超过《２００２

年投资公告》所确定的优惠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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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矿业优惠政策

在埃塞俄比亚，采矿业属于鼓励投资的

行业和领域。具体优惠政策包括：采矿所有

领域均向私人投资开放，免除采矿经营所必

需的机械设备、车辆及配件的进口关税、保

证投资人有权在埃塞俄比亚国内和国外市

场出售矿物，准许利润、分红、本金和境外贷

款利息汇出等。

四、矿业投资优劣势

（一）有利因素

１．投资环境趋于良好

埃塞俄比亚政治环境稳定，是非洲政局

最稳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政府积极推行

经济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逐步改善投资环

境，降低投资门槛，扩大投资领域，鼓励外商

投资。矿业管理和投资等相关法律体系较

为完善，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保护和服务。

２．两国关系保持稳定

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有着源远流长的友

好关系，近年来，双方关系发展迅速，成果丰

硕，走在了中非关系前列，也是发展中国家

团结合作的典范。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

至２０１５年末，中国对埃塞俄比亚直接投资存

量１１．３亿美元。

３．矿业投资潜力较大

埃塞俄比亚矿产资源丰富，地质勘查潜

力大；政府鼓励外资进入矿业开发领域，目

前已发现的一些矿床，如钾盐、高岭土、石膏、

石墨、硅藻土等，储量规模大，具有较好的开

发条件，当地由于缺乏资金尚未进行开发，

具有较大潜力。

（二）不利因素

１．基础设施比较落后

公路运输是埃塞俄比亚最主要的运输

方式，占全国总运量的９０％以上，但全国公

路覆盖率以及运输条件仍有待提升。而且随

着经济连续高速增长，电力需求大幅增加，电

力供应较为紧张，今后有可能成为制约矿业

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２．地质工作程度比较低

埃塞俄比亚地质研究工作程度较低，

１∶２５万地质填图面积不到全国领土的１／４，

１∶５万地质填图尚未开展，大面积区域性化

探、矿产调查研究更为稀少，矿产勘查仅限于

局部地区和少数矿种，可能使矿业开发项目

前期风险较大。

３．高素质劳动力少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人口第二大国，劳动

力很丰富，但受制于教育水平等因素，全国劳

动力受教育程度低，技术素质总体不高，尤其

是和矿业相关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更为

缺乏，不利于矿业项目的开展和推进。

五、结语

埃塞俄比亚政局稳定，近些年来实施了

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战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显著进步。黄金和稀有金属、贵金属和碱性

金属、工业矿物和石材（大理石和花岗岩）等

矿产资源种类都有较大的开发潜力。总体而

言，埃塞俄比亚矿业开发尚待起步，仍然是一个

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的市场，值得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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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院４５周年优秀征文选登

近年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 高　升　姜晓东　李　闯　刘朝建

　　一、近年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回顾

１９４９年以来，我国钢铁工业已经走过了

６８年发展历程，回顾中国钢铁工业发展，虽

然经历了诸多坎坷，但总体实现了平稳较快

发展，各方面进步显著。进入２１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发展，钢铁工业也随之

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钢铁生产

２１世纪以来，我国钢铁生产规模持续快

速发展，尽管其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

击，但总体上保持快速增长态势，２００３年突

破２亿吨，以后大约每两年增加１亿吨，２０１４

年粗钢产量达到８．２３亿吨，达到近年粗钢产

量的最高水平，是２０００年１２８５０万吨的６．４

倍。在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历史上，只有美国、

前苏联、日本钢产量曾达到年产１亿吨以上，

但也没有达到２亿吨。

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城镇化的

加速推进，钢铁市场需求急速剧增，带动了

我国钢铁产量、产能的规模扩张。如“十五”

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接近９．８％，城镇化

率每年提高１．３６个百分点，同期粗钢产量增

长了２．７５倍，年均增速高达２２％，“十一五”

期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接近１１．４％，城镇化

率每年提高１．３９个百分点，同期粗钢产量增

长了１．８１倍，年均增速高达１２．６％，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粗钢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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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年，我国粗钢产量８．０４亿吨，同比

下降２．３％；钢材实际消费６．６４亿吨，同比下

降５．４％，为１９９６年来首次下降；２０１６年，全

国粗钢产量８．０８亿吨，同比小幅上涨１．２％；国

内钢材实际消费量６．７３亿吨，同比增长１．３％。

（二）钢材进出口

进口方面，２１世纪以来我国钢材产品质

量大幅提升，部分进口产品逐步被国产钢材

替代，２００３年以来钢材进口量总体呈下降趋

势，近几年一直维持在１４００万吨左右相对稳

定的水平，未出现增长的势头。２０１６年我国

进口钢材１３２１万吨，同比增长３．４％，其中

国内不能生产的高技术含量产品仅为３００万

～４００万吨。

出口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钢材

出口量快速增长。２００６年实现了由净进口大

国向净出口大国的历史性转变。２００８年受世

界金融危机影响，钢材出口大幅下降，但随着

世界经济复苏，２００９年以来一直保持快速增

长势头。２０１５年，我国钢材出口１．１２亿吨，同

比增长１９．９％，首次突破１亿吨，再创历史新

高，但同时也伴随国外对我国出口钢材产品反

倾销、反补贴调查案件逐步增多。２０１６年我国

出口钢材１０８４３万吨，同比下降３．５％。

图２　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钢材进出口量

　　（三）工艺装备
２１世纪以来，我国钢铁工业经历了快速

发展阶段，工艺装备水平也随之大幅提高，

在此期间建成的生产装备大多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建成一批３０００立方米以上高炉、５

米级宽厚板轧机、２米级热连轧机和冷连轧

机等世界最先进的现代化冶金装备；形成了

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装备。重点大

中型钢铁企业１０００立方米及以上高炉占炼铁

总产能７２％以上，１００吨及以上转炉（电炉）

占炼钢总产能６５％以上。高效低成本冶炼技

术、新一代控轧控冷技术、一贯制生产管理技

术等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广泛应用，新一代可

循环钢铁流程在新建成企业中得到推广，干

熄焦、干法除尘、烧结脱硫、能源管控中心为代

表的节能减排技术在行业已经广泛应用。

（四）钢材品种质量

２１世纪以来，钢铁工业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使得汽车、家电、能源、海洋工程、机械等

领域用钢材大多实现了自给自足，大部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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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自给率达到 １００％。产品结构进一步优

化，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部分钢材产品的实

物质量达到或接近欧盟、日本等国外先进实

物质量水平。关键钢材品种生产取得新突

破，以百万千瓦级核电用钢、超超临界火电

机组用钢、高磁感取向硅钢、第三代高强汽

车板、高性能海洋平台用钢等为代表的高端

装备用钢实现产业化。量大面广的建筑用钢

实现升级换代，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４００兆帕

（Ⅲ级）及以上高强钢筋生产比例高达９９％以

上，而２１世纪初这一数据仅为不足４％。

二、中国钢铁工业竞争力

钢铁工业是中国制造业门类中最具全

球竞争力的行业之一，已经实现了“５Ｇ”水

平———好产品、好规模、好价格、好服务、好品

牌。中国钢铁工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供应基地和

内需市场。２０１６年，中国生产粗钢８．０８亿吨，

占全球粗钢产量４９．６％。２０１６年，国内钢材

实际消费量达到６．７亿吨，占全球钢材消费量

的４２％左右，下游建筑、机械、汽车、能源、家

电等行业发展及产品更新换代，促使钢铁市

场需求活跃，有效支撑了钢铁产业的发展。

第二，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钢铁产业

体系。国内围绕钢铁工业配套发展的工程

设计、冶金装备制造、施工服务、钢材贸易等

领域实力雄厚，上游产业如煤炭、电力等资源

能源相对较丰富，下游如建筑、汽车、机械等产

业较发达；与钢铁产业提供研发、咨询、人才培

养的院所、机构一应俱全，此外，还拥有中国宝

武、河钢集团、沙钢集团等世界一流钢铁企业

集团，发挥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总体看，中国

已经建成了全球最为完整的钢铁产业体系。

第三，中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生产工艺

装备。当前，国内钢铁生产工艺装备基本实

现了“六化”发展，即大型化、自动化、连续

化、绿色化、系统化、精密化，一大批先进的工

艺装备技术、节能环保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得

以应用，全国一半以上生产工艺装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可以说，先进的工艺技术装备，

以及系统集成化的思维理念，为中国钢铁工

业的日趋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中国拥有全球最体贴周到的服务

和价格。近年来，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促使

钢铁企业提高服务意识，谋求通过服务差异

化占领市场。部分企业能够为下游用户提供

全方位服务，包括先期介入、联合研发、加工

配送、电子商务等售前服务，缩短交货周期、

物流运输等售中服务，以及质量异议处理、客

户需求信息反馈、技术支持等售后服务，用户

满意度大幅提升。另外，由于国内钢铁企业

不断降低制造成本，在全球钢铁市场形成了

较强价格竞争优势。

第五，中国拥有全球最宝贵的冶金人力

资源。全国钢铁工业已建成若干国家重点实

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创新型企业，拥有一大批专

业技术攻关人员、技术转化人员和专业工程

应用人员。北京科技大学、东北大学等专业

院校，钢铁研究总院、中科院过程所等专业科

研机构，每年为行业输送大量的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此外，冶金工业规

划研究院、中冶集团等工程咨询服务机构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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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专业素质高的咨询、培训、设计、施工团队。

三、钢铁工业发展展望

（一）发展趋势判断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这

将对我国钢材消费产生较大影响。根据《钢

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

“十三五”我国钢材消费强度和消费总量将

呈双下降走势，生产消费将步入峰值弧顶下

行期，呈波动缓降趋势。

从长周期角度来看，我国粗钢生产也已

经呈现“弧顶＋下降通道”的走势，但不排除

个别年份的波动回升；生铁生产呈现同样的

特点，且随着废钢资源量的逐步增加，生铁

产量在长周期内的平均下降速度将比粗钢

快；焦炭、铁矿需求也处于进入下行通道的

转折阶段。我国钢铁工业的减量发展过程，

将是在较长时期内流程调整、优胜劣汰、多

元并举和创新发展的过程。

（二）未来钢铁工业发展重点分析

１．加快技术创新、提高有效供给水平

减量发展阶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推动下，需要引导钢铁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加

大对创新型钢铁企业的支持力度，提高有效

供给水平，满足中国制造业强国、创新型国家

建设需求。未来中国钢铁产业的技术进步，

既需要政府支持，更离不开企业的自身努力。

政府应不断完善科研体制与激励机制，

积极推动钢铁企业加强国家级实验室、研发

中心、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引导钢铁企业结合

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

家科技计划等，在战略性前沿冶金工艺、成套

装备和关键产品等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形成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专利和标准；

重点围绕钢结构、船舶海洋用钢、电工钢、汽车

与轨道交通用钢等上下游组建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推动产业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突破。

钢铁企业自身应发挥技术创新主体作

用，坚持以国际领先企业为学习标杆，高度重

视技术创新：一是紧密结合《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大力开展钢铁新材料应

用和节能减排技术研究；二是持续增加研发

投入，逐步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占整体销售额

的比重；三是加强科技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应

用；四是真正建立能激励全体职工都踊跃关

心创新、参与创新、争相创新、持续创新的创新

激励机制；五是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

究，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技术融合。

２．大力推进兼并重组、规范市场秩序

兼并重组是搞活企业、盘活资产的重要

途径，也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继续提高竞

争力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兼

并重组由来已久，并随着工业革命、互联网技

术、金融创新、管理制度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

掀起了几次企业间兼并重组的高潮。从竞争

的角度看，兼并重组的实施，带来了市场竞争

格局的重构；通过兼并重组，可以加快优秀企

业的成长。在兼并重组活动中，政府也应该

积极作为；既要推动国内兼并重组的积极开

展，也要做好国际并购的安全指导，以确保兼

并重组能够切实提高企业竞争力。

长期来看，要改善钢铁产业竞争秩序，增

强钢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也需要切实推动

钢铁企业加快实施兼并重组。通过兼并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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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规范市场秩序，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重构

国内市场、国际市场竞争新格局；数量多规模小

的市场格局是相互恶意降价竞争的根源所在。

３．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寻求多方式多

途径走出去

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以企业为主导，依

照商业原则，灵活运用境外经贸园区、工程总

承包、第三方合作等多种“出海”模式，在“一

带一路”沿线重点地区有序实施一批重大合

作项目。先期重点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在资

源丰富、基础设施良好、政治环境稳定地区积

极掌控铁矿资源和布局钢铁生产基地，探索

通过收购、兼并、联合等方式，组建跨国钢铁公

司。“走出去”过程中应注重与当地政府、企

业互利合作，创造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汲取近年来境外

投资项目经验教训，做好项目投资风险防

控；此外，还应培养一批国际化高端人才服

务团队，以保障“走出去”项目顺利实施。

钢铁工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还应注重

形成合力，推动钢铁工业与上下游及相关产

业，如节能环保、金融、物流、工程设计、资源

综合利用、贸易等产业“协作式”走出去。钢

铁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需要注重形式和

内容的创新发展，“协作式”走出去方式更容

易获得资金支持，钢铁企业向上下游产业链

延伸的多元化发展有助于企业在投资决策

中合理规避海外投资可能牵扯到的经济、政

治和法律风险。因此，钢铁企业在“一带一

路”宏伟蓝图实施过程中，可通过推动上下

游及相关产业联合，实现“协作式”走出去。

此外，为有力有序推动钢铁国际产能合

作，应做好规划先行、加强协调、完善政策、改

善服务等一系列工作，首先就是要制定好

“一带一路”钢铁国际产能合作中长期战略

规划，规划出符合各方共同利益的发展蓝图，

给企业提供明确导向，避免一哄而上、无序竞

争。同时，与相关国家加强沟通与协调，增进

互信，构建紧密务实的伙伴关系，探讨建立长

效合作机制。

４．坚持绿色发展、打造绿色钢铁产业链

近年来我国钢铁工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与此同时环保压力逐步加大，尤其是我国

钢铁工业已经进入减量发展阶段，必须更加

重视绿色发展，但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绿色

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真正实现绿色化钢铁

企业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首先，应全面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站在钢

铁全产业链的高度，多层次、多角度考虑，根

据钢铁企业具体情况，实施＂绿色矿山、绿色

采购、绿色物流、绿色制造、绿色产品、绿色产

业＂六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可以优先在一批

基础条件良好的钢铁企业进行＂六位一体＂

试点建设，形成示范效应，取得一定的成果与

经验后再在全行业实施推广。其次，应逐步

建立钢铁流程绿色化发展理论体系、评价体

系和方法体系，通过建立成熟的绿色发展体

系，规范钢铁企业的绿色化发展，持续不断地

提升行业的绿色发展水平。再次，企业应重

视绿色发展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对绿色发展

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确定清晰的发展思路，

明确的发展目标，可行的实施方案。同时还

要注重规划内容的落实，再好的规划不落实

也不能发挥作用，规划编制完成后就应该按

照规划内容进行落实，争取尽快将规划内容

转化成绿色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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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谱华章 十载砥砺铸辉煌
———冶金规划院轧钢处咨询业务十年跨越发展成就

□ 陈　程　赵　佳　付新彤　卢宇迪　管志杰

　　四十五载风雨路，铸就几代轧钢情。自

１９７２年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成立四十五年以

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一代代轧钢处的职工在

院领导的指导和帮助下，不断开拓进取，努力

奋进拼搏，为中国钢铁工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也为冶金规划院的又快又好发展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轧钢处在规划咨询工作中，积极发

挥一专多能优势，不断创新咨询服务理念，主

动开拓技术创新、营销贸易、品牌评价、标准体

系、新材料规划等一系列特色专项咨询业务，

为政府、行业和企业献计献策，切实做好政府

参谋部、行业引领者、企业智囊团。现就近十

年以来，轧钢处为政府、行业和企业开展的咨

询服务，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简述如下。

一、承载使命，推动发展

（一）发挥高端智库作用，当好政府参谋

冶金规划院始终将当好政府部门参谋

部作为首要任务，轧钢处义不容辞肩负起政

策研究排头兵职责。近十年来先后参与“十

一五”至“十三五”钢铁工业发展规划的基础

研究和编制工作，对国内钢材消费现状及需

求预测、钢材品种现状及发展方向、产业布

局优化、节能高效轧制工艺技术政策等方面

提出建设性意见，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等政府部门的充分肯定。近期轧

钢处牵头完成《“一带一路”战略下钢铁工业

“走出去”思路》《２０２０年我国钢铁工业重大

问题研究———品种专题》等一系列课题研

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与此同时，

轧钢处还参与了一批钢铁大省和区域产业

发展规划研究，如河北省、山东省、天津市、湖

北省、河南省、云南省、陕西省、新疆自治区等

省区市的钢铁产业规划研究，以及唐山市、邯

郸市、聊城市、阳江市、连云港市、重庆梁平

县、江苏戴南镇、天津大邱庄镇等地区钢铁产

业发展规划，切实发挥好冶金规划院作为冶

金行业高端智库对政府部门参谋部的作用。

（二）发挥创新变革作用，引领行业发展

建院以来，轧钢处一直关注着国内高品

质特殊钢保障能力问题，积极开展关键钢铁

品种和新工艺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近期通过

承担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制造２０２５〉钢铁

工业投资方向研究》和《工业强基和技术改

造方向研究报告》，中国工程院《关键钢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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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发展研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对我

国钢铁关键品种与装备制造业产业链体系

的现状与发展进行分析，提出要重点推进高

技术船舶、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核

电工程、航空航天、智能装备机械等领域重

大技术装备所需高端钢材品种的研发和产

业化，强化高品质特殊钢创新驱动作用，加

快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用特殊钢技术进步引

领制造业发展，不断培育特殊钢产业新的经

济增长点，为保障《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等国家战

略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做好企业智囊

轧钢处在紧跟轧钢工艺技术发展的同

时，还积极发挥钢材市场研究中心职能，对

我国建筑、机械、汽车、家电、造船等下游行业

需求进行长期跟踪研究，连续多年发布《我

国钢铁需求预测》和《全球钢材消费预测成

果》，在行业内得到普遍认可，也被社会各界

广泛关注。在工作中，轧钢处着实把做好企

业智囊当作第一要务，特别是在为企业做发

展规划咨询中，通过采用模型法、消费系数法、

最终用途法等科学预测方法，对当前和未来

全国钢材消费总量、分品种消费量、分行业消

费量以及区域市场内钢材消费量、分品种消

费量等方面进行详细预测分析，对企业产品

定位和未来重点发展钢材品种提供了有益参

考。如武钢、河钢、山钢、马钢、本钢、包钢、柳

钢、新兴铸管、中信泰富、敬业钢铁、永钢等多

家大中型钢铁企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此

外，轧钢处针对性的为企业提供市场调查、

预测及产品分析研究，如青钢、新兴铸管、安

钢、石钢、承钢、湘钢、国丰钢铁、荣程钢铁等

多家钢铁企业开展了市场研究和产品调整

规划，在规划中提出了“产品贡献比”“细分

品种市场话语权”等先进理念，对企业产品

升级和新建重大项目起到了战略指导意义。

二、开拓进取，“一主多元”

李辉文章后面增加：建院４５周年优秀征

文选登高升等：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回顾与展

望陈程等：风雨兼程谱华章 十载砥砺铸辉煌

————冶金规划院轧钢处咨询业务十年跨

越发展成就 近年来，轧钢处全面树立了以用

户为中心的咨询理念和服务意识，围绕企业

实际需求，结合国家政策鼓励方向和行业未

来发展趋势，努力打造“一主多元”咨询业务

发展模式。即以常规的钢材产品市场研究与

轧钢工艺规划咨询服务为主体，创新规划咨

询理念，大力开拓产业链延伸、钢铁物流园、

技术创新、营销贸易、品牌评价、标准体系、新

材料规划等一系列多元业务的专项咨询服

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钢材产品市场研究与轧钢工艺规

划咨询

钢材市场研究是钢铁企业新建、改扩建

项目的前提，是企业进行项目产品定位的依

据，对项目决策的成败起决定性作用；也是钢

铁企业进行品种结构调整、提高产品附加值

和经济效益的必经之路。通过钢材市场研

究，钢铁企业可以了解自身和竞争对手情况，

有利于企业扬长避短，寻找产品差异化发展

之路，增强市场竞争力。

自建院以来，冶金规划院一直高度重视

钢材需求量预测及下游用钢行业对钢材品

种需求的研究工作，对钢材市场进行了四十

多年的持续研究跟踪；拥有齐全的钢材品种

和市场研究方向，共涉及２２个钢材大品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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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品种；与下游行业的协会和企业广泛联

系，掌握大量的一手信息资源；拥有成熟的

经验和大量的工作积累，先后为国家各部

委、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钢铁企业、金融企业

完成市场研究项目数百项。

与此同时，轧钢工艺作为钢铁企业主要

生产工序，在工艺规划咨询中占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轧钢处按照棒材、线材、钢管、板带

材、钢筋等细分品种分工，围绕品种结构、生

产装备、工艺技术、运行消耗、产品质量等方

面，对各个钢材品种的轧钢工艺进行专门跟

踪研究，并与企业共同推进品种结构优化、

装备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以及节能高

效轧制及后续处理技术、超快速冷却技术、

先进板型控制技术等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

应用，不断推动我国轧钢行业的发展和进步。

（二）多元业务专项规划咨询

１．产业链延伸

延伸钢铁产业链，实现了以钢材产品为

主向钢材产品与下游深加工结合发展、以钢

铁业为主向钢铁产业带动多元化产业发展、

钢铁企业由生产商向钢材服务商转变。钢

材深加工作为钢铁业服务用户、调整结构、

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转变增长方式、寻求

新增长空间的重要突破口，已逐渐被众多钢

铁企业所认同。

轧钢处充分发挥长期、定期与下游行业

协会和企业保持密切沟通，了解下游产业一

手需求信息的优势，先后为广西自治区、吉

林省、黑龙江省、沈阳市、唐山市、淄博市、新

源县、富蕴县、霍邱县等各级地方政府，以及

武钢、河钢、山钢、本钢、包钢、邢钢、河北敬

业、永钢等多个钢铁企业编制了钢材深加工

产业发展规划，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今后围绕各级政府和各个钢企的实际

需求，轧钢处将加大研究力度，进一步为用户

提供增值产品服务，努力将产业链延伸咨询

服务作为地方政府做大做强区域产业集群

的增值链，更作为钢铁企业应对未来激烈市

场竞争，保持市场领先的必然选择。

２．钢铁物流园

近年来，在钢铁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

盈利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钢铁企业纷纷采取

各种措施降本增效。一些钢铁企业把目光转

向对传统物流模式的改革上，进一步挖掘物

流领域的利润空间，向流通环节要效益。以

沙钢为代表的钢铁企业愈发意识到发展现

代钢铁物流园的重要性，逐步向服务化转型。

轧钢处深入研究国内各个重点钢材交

易市场和物流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站在客

户的立场，全面分析钢铁物流园项目竞争力

分析，合理确定项目功能定位和方案设计；并

先后为沙钢、唐钢、马钢、五矿、迁安市等多个

用户编制了现代钢铁物流园的战略调整、提

升方案以及总体规划。

轧钢处还将结合现代钢铁物流园的发

展趋势，紧紧围绕优化提升企业物流配送体

系这一重点，不断丰富完善系统化、规范化的

现代钢铁物流园规划体系，为物流园区进行

合理的战略定位与功能划分，实现园区科学

化、规范化与集约化发展。

３．技术创新

我国钢铁行业自主创新投入长期不足，

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仅有１％

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２．５％以上的水平，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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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引领发展能力不强，尚未跨越消化吸收、

模仿创新老模式。目前国内绝大多数钢铁

企业的装备水平、产品定位、研发平台都很

相近，产品的生产能力也十分相近，这就造

成了一方面不论是低端产品还是高端产品，

在产品方面都会存在同质化竞争问题；另一

方面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不足，部分关键高端

钢材品种还需依赖进口。

轧钢处紧跟钢铁行业创新发展能力不

足这一短板，在为多家钢铁企业编制“十三

五”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企业研发水平与

创新能力，为其量身定制技术创新发展规

划，立足全局谋划技术创新发展新路径。

轧钢处在今后规划咨询服务中将坚决

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低能耗冶

炼技术、节能高效轧制技术、产品质量一贯

制、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高端装备用钢等升

级需求，为企业构建科学、系统和规范的技

术创新体系，提高原始创新、自主集成创新

能力，推动钢铁企业逐步走向依靠科技创新

引导产品结构升级的高端产品创效时代。

４．营销贸易

近年来，在我国钢铁行业经营效益持续

下滑的背景下，钢铁企业在注重降本增效的

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

化销售布局，扩大和优化营销渠道，提高营

销和服务水平。

轧钢处不断强化对市场变化和客户多

元化需求分析，围绕产品销售、产销管理、渠

道建设、用户服务等重点，为武钢、河钢、山

钢、中信泰富、青钢等多个大中型钢铁企业，

针对性提出营销贸易职能规划，为企业构建

与市场化运作相适应的、国内国外一体化的

大营销体系。

结合未来行业发展趋势和用户转型升

级需求，轧钢处将加强市场研究，充分调研和

分析钢材市场需求及需求变化，继续为企业

在加强产品聚焦、优化营销模式、推进电子商

务、深化“产销研运”、加强海外布局等方面

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助力钢铁企业由制造商

向服务商转变。

５．品牌评价

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多数钢铁企业发展方式粗放，品牌建设较

为薄弱，缺少国际国内知名品牌，没有形成自

主知识产权和品牌优势。在世界品牌实验室

发布的２０１６年《中国５００最具价值品牌》中，

品牌价值排名前５０的企业中仅有宝钢一家

钢铁企业。

２０１６年６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

见》明确指出，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加快推动

供给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实施品牌基础建设

工程、供给结构升级工程、需求结构升级工

程。为此，冶金规划院由轧钢处牵头制定了

钢材品牌评价体系，分别从质量、市场、服务、

创新、品牌建设五个方面对国内钢铁企业

１１６个钢材品牌进行评价分析。

下一步，轧钢处将以钢材品牌评价体系

为契机，推动品牌评价成为冶金规划院新的

规划咨询业务，并围绕品牌战略、品牌识别、

品牌传播、品牌危机、品牌资产、品牌应用等

方面，帮助钢铁企业培育品牌，扩大品牌影响

力，提升内在素质。

６．标准体系

国内钢铁行业标准化建设近年来处于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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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阶段，有些行业现行标准与用户使用标

准、规范衔接不够，标准化引领钢铁行业转

型升级亟待突破。同时，多数钢铁企业尚未

开展标准体系建设，在标准化建设、区域主

导、区域引领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目前，国

内钢铁企业中仅宝钢、武钢、鞍钢、中特集团

等少数先进钢铁企业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

在产品与服务项目中将企业标准作为很重

要的一部分进行推行，在执行国际标准、国

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同时，围绕市场和用户

需求，严格制定出独具特色的企业标准。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等文件提出，以

标准引领中国制造质量的提升，建立企业产

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落实

企业标准化主体责任。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明确了我国标准化提升计划。

为积极响应我国标准化改革，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的政策，牢牢把握市场需求，冶金

规划院于２０１６年成立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下

设１个标准化研究中心、１０个分技术委员会

和相关团体标准秘书处。截至２０１６年４月，

已组建了６个国家标准工作组和４个团体标

准秘书处。其中，产品分技术委员会和团体

标准秘书处挂靠于轧钢处。目前，我院已与

中国特钢企业协会、中国钢结构协会合作，

并将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

员会和中国钢结构协会钢材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秘书处设置在我院。目前，已有１０项团

体标准通过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

工作委员会立项，进入标准制定阶段。

下一步，我们将抓紧我国标准化工作推

向深入发展的机遇，开展标准化体系建设专

项咨询服务，努力为用户建立促进技术进步

和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企业标准体系，实现

企业标准的主导和引领地位；将先进的标准作

为制造高质量产品的有力支撑，促进企业技术

创新、品牌引领、标准研制和产业化协同发展。

７．新材料规划

目前，我国新材料关键品种的质量、性

能、绿色化总体水平还不高，一些高端关键产

品仍无法满足需求，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

大差距，导致了我国新材料对先进装备制造

业在数量上保障力不足。然而作为我国七大

战略新兴产业和《中国制造２０２５》重点发展

的十大领域之一，新材料是整个制造业转型

升级的产业基础；发展新材料产业对我国经

济发展有着全面促进作用，对工业转型升级

有着重大意义。

轧钢处抢抓国家提出培育和发展新材

料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一机遇，不断跟踪和深

入研究以高品质特殊钢为代表的新材料发

展现状及趋势，先后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河北

省、吉林省、中国工程院、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波音公司、山钢、华泽镍钴公司等政府部门、

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和企业编制完成了多项

新材料咨询规划。

未来轧钢处将根据《新材料产业发展指

南》等政策文件的要求，结合市场需求、人才

条件、资源优势和环境承载能力，为各级地方

政府和企业针对性提出解决制约用户转型

升级的关键新材料问题，建立和完善产业链

条，以及建立健全“产学研用”体系等一系列

咨询服务，推动新材料产业抢占未来科技和

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下转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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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纵览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２０１７中国钢铁蓝皮书系列报告及信息服务
报告名称 价格／元

《２０１７中国钢铁市场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 ９８００

《２０１７中国钢铁市场分析与预测》季度报告 ６０００

《２０１７主要板材产品市场分析报告》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７主要长材产品市场分析报告》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７主要管材产品市场分析报告》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７中国铁矿、锰矿、铬矿资源分析报告》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７中国焦炭市场分析报告》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７中国铁合金市场分析报告》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７中国废钢市场分析报告》 ４０００

报告内容：

? 行业外部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情况分析

? 主要钢铁产品生产情况分析

? 国际及进出口市场变化情况

? 关联产业发展态势及需求变化情况分析

? 钢铁行业主要产品产销变化情况分析

? 主要钢材产品价格变化情况分析

? 钢铁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变化情况分析

? 钢铁行业整体竞争力变化情况分析

? 钢铁行业集中度变化情况监测

? 钢铁产能装备变化情况分析

? 钢铁行业节能减排推进情况分析

? 原材料保障水平及原材料价格变化情况

? 钢铁行业发展外部支撑条件变化情况

? 钢铁行业未来发展态势预测

报告特点：

? 权威专业、准确客观、深入前瞻

报告价值：

? 准确把握当前行业经济形势，明确企业发展方向

? 及时了解行业发展脉动，引导企业认清市场变化

? 把握国家行业政策取向，使企业规避政策风险

? 及时掌握行业竞争力变化情况，明确企业自身定位

? 掌握原材料价格变化情况，明确企业成本竞争力

? 了解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步伐

? 在并购与整合中把握关键节点，使企业掌握主动权

? 准确把握行业预警点、机会点、

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櫲
增长点和赢利点

为感谢广大客户对冶金规划院的大力支持，凡订购年度报告或订购其他报告金额满１００００元及以上
的客户，还将获得：

１．《中国钢铁行业月度分析报告》系列服务产品：电子版，共１２期，涵盖钢铁行业宏观经济、钢铁行业
生产、钢材进出口、钢材价格、下游需求和钢材库存、钢铁原料、财务等多方面分析内容。

２．参会名额：赠送１个免费参会名额。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账户
　　户　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账　号：０２００００４１０９０１４４６７９５３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东四支行

　联 系 方 式：王　优
　电话兼传真：０１０－６５２５６５１９
　邮 箱：ｗａｎｇｙｏｕ＠ｍｐｉ１９７２．ｃｏｍ
　网 址：ｗｗｗ．ｍｐｉ１９７２．ｃｏ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