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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股份炼钢提速 137%

姻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今年三季度以来袁
鞍钢股份鲅鱼圈分公司积极应对下半年发展新

形势袁 开拓降本增效新渠道袁 优化过程控制参
数袁实现钢水氩站直上袁钢水传搁时间由 83分
钟缩短至 35分钟袁提速 137%袁实现钢水的高速
周转袁降低合金和渣料成本遥

首钢京唐中厚板耐候钢
供货海南永兴岛

姻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近日袁首钢京唐中
厚板耐候钢供货的三沙市永兴岛三沙广场项目

和文体馆项目投入使用遥该钢种是一种野绿色环
保冶类钢材袁具有优质钢的强韧尧塑延尧易成型尧
抗疲劳等特性遥

内蒙古建龙新建
3号连铸机热试成功

姻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日前袁内蒙古建龙
新建 3号连铸机项目一次热试成功遥该项目为乌
海包钢万腾H500型钢项目的配套工程袁建成后
年产能 156万吨钢坯袁 将使内蒙古建龙冶金产
业链得到进一步延伸袁提升资源利用率水平遥

凌钢成功供货山推专用
35MnBM链轨节用钢

姻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近日袁凌钢为山推
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35MnBM链轨节
主打用钢供货成功袁 正式晋级其 SRM供应商序
列袁开启全新合作模式遥 山推公司是中国工程机
械行业龙头示范企业袁此次成功供货袁不仅提升
了凌钢在工程机械行业的业绩和口碑袁还对公司
进军该领域起到示范作用袁扩大了行业影响力遥

南钢印尼焦炭项目进展顺利

姻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日前袁南钢印尼金
瑞焦炭项目正式启动烘炉前端烘烟囱工作袁项
目正坚定不移地朝着首座焦炉年底出红焦的目

标奋进遥 南钢与青山集团合资在印度尼西亚中
苏拉威西省青山工业园区投资建设印尼焦炭项

目袁是南钢积极响应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全力打造
海外原材料生产基地的重要举措之一遥

姻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随着国际形势变

化袁另寻新矿源袁确保铁矿石进口的多元化成为我
国钢铁产业治愈野澳矿依赖症冶的重要举措遥 今年
1-4月袁 印度铁矿石出口总规模为 2242万吨袁其
中袁 我国总计自印度进口了 2028万吨铁矿石袁较
去年同期增长近 66%袁 中国市场也揽下了印度将
近 90%的铁矿石出口量遥
然而袁 中国买家的频频光顾和出口量的大幅

度增长袁 引来了印度国内钢铁制造商的不满遥 据
悉袁 印度政府也正在考虑实施针对铁矿石的短期
出口禁令遥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发布的报告袁2020
年全球铁矿石原矿储量约 1800亿吨袁 含铁量储量
在 840亿吨左右袁全球铁矿石平均品位为 46.67%遥

从国家来看袁澳大利亚尧俄罗斯尧巴西尧中国四
个国家铁矿石原矿储量占比达到了 73.5%袁 分布
极不均衡袁其中袁澳大利亚铁矿石储量最为丰富袁
占全球比重达到 28.5%袁其次为巴西 19.4%袁俄罗
斯 14.2%袁中国 11.4%遥
从品位来看袁南非尧印度平均品位超过 60%袁

俄罗斯尧 伊朗铁矿石平均品位在 50%-60%之间袁
澳大利亚尧 瑞典尧 巴西平均铁矿石品位在 40%-
50%之间袁中国铁矿石平均品位仅 34.5%袁远低于
全球铁矿石平均品位 46.6%遥

誗南非铁矿石
据统计袁南非铁矿石资源储量 10亿吨袁是非

洲铁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遥 南非矿石是中国进口
的重要补充袁是属于非主流矿的一部分遥

南非的铁矿主要分布在开普省北部赛申地区

和德兰士瓦的西部袁在林波波省也有分布遥其主要
的采矿机构是昆巴铁矿石公司尧阿斯芒铁矿公司尧
彩虹矿业公司遥

誗俄罗斯铁矿石
俄罗斯铁矿石储量和矿石品位均位列全球前

三位遥 俄罗斯铁矿石虽然储量丰富尧品位高袁但出
口到中国的数量极少遥 2020年袁中国累计进口铁
矿石 11.7亿吨袁 其中进口俄罗斯铁矿 1263.53万
吨袁仅占中国总进口量的 1%遥

俄罗斯的铁矿石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袁 储量
比占俄罗斯铁矿石总储量的 57.4%遥
目前袁俄罗斯铁矿石市场被冶金投资公司尧欧

亚控股公司尧北方钢铁公司等几大公司垄断袁它们
控制着铁矿石销售市场的 80%以上遥

俄罗斯铁矿石主要通过铁路进入中国袁 相较
于海运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投资遥 而且俄罗斯与
我国铁路轨道宽度不同袁 两国均未掌握自动变轨
技术袁贸易的互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遥

从全球地理位置来看袁 非洲是未来兵家必争
之地遥但因政治和基础设施问题袁矿业寡头尚未染
指非洲袁仍有很多留给中国矿企发挥的余地遥目前
已有多家中企在非洲开发项目袁在非洲立足袁将是
我们提高铁矿石资源保障能力的前提遥

全球高品位铁矿石都在哪里？

产业信息
2021.11.30 星期二

责任编辑：傅 宇 电话：021-20658242 邮箱：bgbs@baosteel.com 网址：news.baowugroup.com

发行电话：021-56121226 /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印刷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灵石路 709号 8号厂房 电话：56082146 / 定价：全年 150元（上海） 180元（沪外）

钢铁行业属于典型的流程生产行业，生产过程是连续不断的，想要
在复杂环境下及时传递大量信息，原有的信息化系统亟待智能化改造。
近年来，“5G+ 工业互联网”以大数据赋能，促进远程操控、协同作业、故
障诊断等功能加快应用，正助推这一传统行业提质增效。

5G赋能钢铁行业提质增效
应用场景多点开花 生产流程持续优化

姻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全

球性汽车及工业产品供应商舍弗

勒集团与瑞典创新型初创公司

H2greensteel 达成协议袁 从 2025
年起每年购买 10万吨采用氢能
生产的钢铁袁 这种钢铁的生产过
程可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放遥 舍
弗勒是这家初创公司全球范围内

首家汽车一级供应商客户遥
该项协议为长期采购协议袁

将采用带钢的供货方式遥 舍弗勒
所购钢铁在生产过程中不使用化

石燃料袁每年最高可减少 20万吨
二氧化碳排放遥 该协议的签署是
通向舍弗勒 2040年供应链碳中
和目标的重要一步遥 舍弗勒集团
首席运营官表示院野钢铁采购对舍
弗勒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遥 我们
在生产中使用大量钢铁袁 这是我
们实现脱碳目标的关键领域遥 目
前袁 我们已经通过供应商的低碳
生产工艺来实现这一目标遥此外袁
我们还将充分利用循环经济这一

重要因素遥 冶

助力低碳生产：
汽车供应商舍弗勒采购绿色钢铁

姻据数据金属导报 近来袁韩
国钢铁企业在进行野碳中和冶技术开
发的同时袁正在通过环保设备加快
改善大气环境袁这不仅仅是为了达
到政府提出的目标袁更是为了适应
市场形势的新变化遥 浦项集团旗下
的浦项厂和光阳厂通过建设环保

设备袁全力改善大气环境遥 首先袁浦
项厂的净化设备启动后袁可以大幅
减少氮氧化物排放曰随后袁浦项推
进设备投资袁继续提高蒸汽动力发
电厂去除氮氧化物的能力遥 光阳
厂历时 2年 6个月袁在九座蒸汽动
力发电设备上新安装了 SCR袁加
之原有的脱硝设备 SNCR袁 可以
大幅降低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遥

2020年 12月袁 现代钢铁在
全球首创了减少高炉排气阀 渊安
全阀冤 大气污染物排放的煤气净
化阀渊一级安全阀冤袁并将其应用
于实际工艺中遥 这种方法是在高

炉休风和再送风时袁 利用煤气净
化阀对高炉内部残留的有害气体

进行净化后排出遥
一级安全阀由直径 1.5米尧长

223米的管道组成袁2020年 1月在
现代钢铁 3号高炉上优先安装袁在
休风时测试性能袁 取得了成功遥
2021年上半年袁 现代钢铁在所有
高炉上完成了一级安全阀的安装遥
东国制钢公司每年都在扩大

环保投资额袁 希望减少包括温室
气体在内的污染物排放量遥 2018
年袁东国制钢环保投资额为 14亿
韩元袁2019年为 45亿韩元袁2020
年达到 82亿韩元遥 2021年袁该公
司计划将环保投资额进一步提升

至 115亿韩元袁同比增长 40%遥
今年袁东国制钢还将投资 18

亿韩元袁在厂区内 16个地方完成
烟囱自动测定仪渊TMS冤系统的建
设袁到 2022年将扩大到 25个遥

改善大气环境：
韩国钢企加快建设环保设备

姻据信息资源网 野今年前三
季度袁 我国铝生产总体保持平稳增
长态势遥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袁随着应用领域拓展袁
铝产业后市发展将长期向好遥
今年 1月-9月袁全国氧化铝产

量为 5884万吨袁 同比增长 7.6%袁两
年平均增长 3.2%遥 电解铝产量为
2915万吨袁同比增长 7.2%袁两年平
均增长 4.5%曰 铝材产量为 4478万
吨袁同比增长 10.7%袁两年平均增长
9.0%遥同时袁我国铝产品进出口贸易
较为正常袁前三季度袁我国铝土矿进
口量为 8153万吨袁 同比下降 7.2%曰
出口未锻轧铝及铝材 407万吨袁同
比增长 14.3%袁 增幅比上半年扩大

3.6个百分点遥
业内人士认为袁 导致当前国内

外市场铝价上涨的主要因素有三院
一是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包括

铝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曰 二是
石油尧天然气等能源价格上涨袁电力
供应紧张袁造成铝生产成本上升袁助
推铝价上涨曰 三是全球各地区疫情
防控进度不一袁市场供需出现错位袁
拉动铝价上涨遥

野双碳冶目标的提出袁是包括铝
产业在内的有色金属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重大战略机遇遥当前袁我国铝
产业二氧化碳年排放量超过 4.7亿
吨袁 是我国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尧
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领域遥

注入绿色能源
铝产业后市发展将长期向好

智慧赋能

姻据世界金属导报 2021年上
半年袁东盟六国渊越南尧菲律宾尧泰国尧
新加坡尧马来西亚和印尼冤成品钢材
进口量同比增长 6.8%至 2520万吨曰
出口量同比增长 20.4%至 1150万吨遥
上半年袁 长材进口量同比下降

8%至 610万吨遥大多数长材进口量均
出现两位数降幅袁仅线材进口量同比
增长 16%遥 线材进口主要来自中国袁
从去年同期的 73万吨增加至 105万
吨遥 扁平材进口量同比增长 12.6%至
1900万吨遥 除中厚板下降外袁大多数
扁平材进口量均出现增长遥
其中热轧卷进口量同比增长

9.4%至 830万吨遥 中国超越日本成
为该地区最大的热轧卷进口来源

国袁 进口量从去年同期的 130万吨
增加至 290万吨遥

对于出口袁 上半年东盟六国的
长材出口量同比增长 15.5%至 620
万吨袁 扁平材出口同比增长 26.7%
至 530万吨遥 棒材出口量增加 100
万吨至 350万吨袁 其中 80%来自马
来西亚袁中国是主要目的地遥
其中热轧卷出口同比跃增 38%

至 170万吨遥 热轧产品近一半的出
口是东盟内部贸易袁 其次是出口至
中国台湾和意大利遥

上半年东盟地区成品钢材
进口与出口量均同比增长

绿色低碳冶金

姻据信息资源网 日前袁 俄罗
斯原子能工业公司与新利佩茨克钢

铁集团渊NLMK冤签订了清洁电力供
应方面的合作协议遥 俄原工未来可
能将为 NLMK斯托伊伦斯基大型
采矿和加工厂的新设施提供核电遥

NLMK表示袁增加低碳能源的
份额是 NLMK集团的优先举措之
一遥核能是主要的脱碳工具之一袁目

前占全球低碳发电量的三分之一遥
根据协议袁 俄原工 2021 年将向
NLMK提供超过 30亿千瓦时的清
洁电力袁这相当于一座约 38万千瓦
装机容量的核电机组以 90%容量因
子发电的发电量遥 当斯托伊伦斯基
的新设施在 2027年或 2028年投产
时袁届时俄原工将为 NLMK提供更
多的核电遥

俄罗斯最大钢铁制造商
将目光投向核能

过去袁操作工在生产车间里挥汗如雨袁如今袁
坐在操作室就能远程操控生产遥 过去袁生产设备如
果发生故障袁影响产品质量袁一般到最后抽检才能
发现袁如今袁传感器自动监测设备运行袁实时诊断
故障并精准定位袁良品率更高了遥

钢铁行业的生产场景相对复杂袁生产工艺要求
较高遥近年来袁得益于野5G+工业互联网冶的推广和赋
能袁钢铁生产制造逐渐向数字化尧智能化方向转型袁
技术的进步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更多动力遥

远程操控袁生产更安全高效
巨大的电磁吊具袁 吸附起数吨重的废旧钢材袁

提升尧横移尧调整位置袁再精准地放置到运输车斗里
噎噎在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的 5米宽厚板
厂炼钢区袁4台天车渊桥式起重机冤正紧张有序作业遥

此时袁操作工正坐在宽敞的远程操控室里袁目
视屏幕袁拨动摇杆袁按动按钮袁轻松完成装载吊卸
任务遥 他说袁野以前在天车桥架下的操作室里工作
可不是这样的遥 粉尘多尧噪音大袁虽然操作室里已
经相对封闭袁但时间长了袁还会有灰尘漫进来袁工
作时必须时刻戴着口罩遥 冶

帮助操作工实现作业环境改变的袁 是华菱湘
钢利用野5G+工业互联网冶技术实现的天车智慧改
造项目遥

华菱湘钢生产设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袁 利用
新技术的超高可靠性与超低时延袁 车间实现了数
据的超高速上传与下载袁 能对设备进行精准化操
控袁真正实现人与机器的分离遥 5G天车的智慧化
改造袁让工人的效率提升了不少遥

野5G智慧钢铁的场景应用已多点开花袁 类似
5G天车远程控制尧自动控制等袁已具备大规模复
制的技术和产业基础遥 冶中国移动相关人士表示袁
未来袁5G结合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袁 能帮助
解决钢企网络碎片化和信息孤岛的问题袁 并在制
造和管理中引入信息化尧 数字化和自动化解决方
案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遥

协同作业袁机器实现默契配合
在钢铁生产车间袁推焦车尧拦焦车和熄焦车呈

一条直线排列袁行驶到炭化室后袁即将进入推焦尧
拦焦尧熄焦等工序遥 在推焦过程中袁机车自动识别
所处炉号袁 并行驶到对应炉号旁噎噎这是在河北
唐山的首钢京唐公司现场袁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
般自动完成遥

对钢铁企业来说袁焦炉是不可或缺的设备遥 焦
炉的四大机车要要要推焦机尧拦焦车尧熄焦车尧装煤
车袁分工不同袁又相互联系袁通过信号的传送构成
有机统一的整体遥

在中控室的显示器上袁 四大机车的运行数据
一目了然遥 整个管理系统除了可以实时监测机车
运行情况袁还能实现人机对话袁发送工作指令遥 野焦
炉四大机车运行数据由设备本体集中上传到中控

室袁过去由于带宽小袁图像传输常常出现卡顿尧滞
后遥 冶京唐公司焦化部生产室工作人员介绍遥

钢铁行业属于典型的流程生产行业袁 生产过
程是连续不断的袁 想要在复杂环境下及时传递大
量信息袁原来的信息化系统已经难以为继袁对智能
化制造需求迫切遥 2019年袁京唐公司焦化部将 5G
技术应用于四大机车的远程操作中袁 实现多机智
能化同步联动袁使设备远程操作模式更加可靠尧高
效尧安全遥

野我们现在实现了图像的稳定尧安全尧快速传
输袁中控室经过分析尧逻辑判断后袁发出相应指令
到机车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袁 从而实现四大机车
的分工合作遥 冶上述工作人员说遥

华为 5G钢铁行业专家说袁 相比其他无线制
式袁5G的优势更突出袁 可以将生产现场的多台设
备按需灵活组成一个协同工作体系袁 实现分工合
作袁提高生产效率袁降低生产能耗遥据介绍袁自 2019
年以来袁首钢京唐公司利用野5G+工业互联网冶等
技术袁推动钢铁制造技术与装备转型升级袁生产效
率提升了约 15%遥

故障诊断袁实时监测主动维护
伴随着野轰隆隆冶的响声袁红彤彤的钢板在滚

轮上快速移动袁经过轧制尧喷淋冷却变成黑色的钢
带袁 再卷曲成钢卷噎噎在辽宁鞍山的鞍钢股份热
轧带钢厂袁1780热连轧生产线生产作业区作业长

在后台盯着显示屏袁查看钢带生产情况遥
据该作业区作业长介绍袁在 100多米的传输轨

道上袁一共有 400多个辊道袁在热轧过程中袁如果某
一电机出现故障使得辊道停滞袁就会造成钢带表面
的大面积划痕袁影响产品质量遥野以往这类问题只有
在产品最后抽检时才会发现袁但等发现时生产线上
可能已经又生产出好多有划痕的产品了遥 冶

2019年袁鞍钢在 1780热连轧生产线建设 5G+
设备渊电机冤预测性维护试点袁有效解决了这一问
题遥 鞍钢信息产业公司首席研究员介绍袁野利用
耶5G+工业互联网爷升级关键基础设备后袁设备传
感器收集的温度尧振动尧压力尧流量等数据袁会实时
传送到云端袁再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袁就能
实现即时的监测尧诊断尧处置等遥 冶

以 1780热连轧生产线为例袁应用野5G+工业互
联网冶后袁每个辊道的电机电流都会被实时采集袁一
旦出现异常就会立刻报警并精准定位遥野以前发现产
品划痕后倒查问题袁需要对 400多个辊道逐一排查袁
要花半个小时到 1个小时不等袁现在 10分钟内基本
就能确定问题遥 冶马良说袁野检修效率提升了袁停机时
间缩短了袁废品尧次品尧降级品率由原来的 7%左右下
降至 3.8%袁对企业来说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浴 冶

除了故障维修外袁野5G+工业互联网冶的应用还
实现了对设备的主动维护遥

野以往维护设备主要靠人员进行点检定修袁现
场工作量大尧有危险性袁而且准确率不高遥 有些设
备的备件状态还正常袁但到了更换周期就要更换袁
造成了浪费曰有些备件已经有劣化趋势袁点检时没
发现袁就可能发展成故障遥 这些都高度依赖点检人
员的经验遥 冶上述人士指出袁野现在袁老师傅的经验
转化为数据模型袁通过数据分析袁科学维护设备袁
实现对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遥 在 1780热连轧生
产线上袁改造后的紧急停机尧故障维修次数下降了
20%袁机组作业率提升了 5%遥 冶

专家指出袁为支撑钢铁智慧制造袁实现钢铁运
营尧管理尧研发尧制造尧营销等全流程资源优化袁建
立野5G+工业互联网冶系统袁为各类要素之间的智能
互联互通互操作尧 数据自动流动提供综合解决方
案袁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尧任何地点都可以投入
工作遥野5G+工业互联网冶的技术发展方向主要包括
硬件与系统软件通用化尧有线通信无线化尧通信协
议统一开放化尧通信实时确定化尧软件定义网络尧
网络功能虚拟化尧运营管理与控制功能云化等袁将
变革传统钢企的商业规则和经营模式袁 形成客户
驱动钢企直接满足其需求的生态圈遥

渊内容来源于新华社尧中国钢铁新闻网冤

铁矿石速递

作为传统能源化

工国企袁 位于河南的
平煤神马集团近年来

持续推进战略转型袁
目前正与当地政府共

同建设技术和规模国

际一流的尼龙新型材

料产业基地袁 已累计
投资 250 多亿元袁拥
有主导产品产能 170
万吨袁 年产值约 200
亿元遥其中阻燃纤维尧
芳纶胎圈等已经进入

高铁尧汽车尧军工等高
端市场领域遥
图为平煤神马集

团尼龙科技公司厂区

夜景遥 新华社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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