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钢铁

鞍钢集团新建新能源汽车用
电工钢生产项目

日前，鞍山市与鞍钢集团围绕东部矿区采

选、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生产项目分别签约，

计划投资总额 120.63亿元。本次签约的东部

矿区采选联合产能提升项目，采用国内先进技

术同步对选矿系统进行大型化、智能化、高效

化和绿色化升级改造，共计增产铁矿石2400万

吨/年，增产铁精矿800万吨/年。

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生产项目为东北首

条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生产线项目，主要包括

冷轧硅钢厂新建连退机组（AA1）、新建无取向

高牌号二十辊轧机、新建常化酸洗机组等工

程。建成后能够满足鞍钢对新能源汽车高档

电工钢需求，达到当今世界领先水平。

河钢高耐蚀型耐大气腐蚀钢供货“复兴号”

近日，河钢集团唐钢公司首批高耐蚀型耐

大气腐蚀钢Q350EWL1成功通过中车唐山公

司试模，成品板形、表面质量完全符合要求，将

用于被称为“绿巨人”的“复兴号”动车组侧墙

板制造。唐钢高耐蚀型耐大气腐蚀钢添加了

多种合金元素，产品耐腐蚀性好，主要用于铁

路车辆等耐蚀性要求高的领域。

邯钢高端耐磨钢NM400-LK替代进口

近日，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为某高端客户定

制开发的首批 300 吨高端耐磨钢 NM400-LK
下线，产品低温韧性、折弯性能、焊接性能等指

标均满足客户严苛需求。该合同共 775吨，其

中 16和 18毫米厚度规格NM400-LK，替代了

进口产品，用于矿用卡车厢体制造，将进一步

提升邯钢耐磨钢品牌影响力。

酒钢最大锌铝镁产品海外订单交付

近日，酒钢集团出口澳大利亚的锌铝镁产

品已开始分批交付，这是酒钢集团一次性承接

的最大海外订单，创历史新高。通过近两个月

工作，酒钢集团宏兴股份碳钢薄板厂成功对接

澳洲京能集团光伏项目，最终签订逾一万吨锌

铝镁供货合同。据了解，澳洲京能集团光伏项

目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投资额4.31亿

美元，装机容量为345兆瓦，是新南威尔士州最

大的光伏电站项目。

承德钒钛研发生产PSB1200贝氏体
精轧特钢填补国内空白

日前，承德钒钛公司PSB1200精轧特钢产

品在棒材产线成功下线，经检验，产品性能、外

观质量等均满足客户定制需求。该公司是国

内首家成功研发生产 PSB1200 贝氏体精轧特

钢的企业，为精轧特钢产品再添新钢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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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息资源网 近日，日本

今治造船株式会社和神户制钢

公司联合宣布，由神户制钢所推

出的日本首个低二氧化碳高炉

钢材Kobenable Steel将用于今治

造船正在建造的一艘 180000 载

重吨散货船。本次计划采用的

钢材种类为 Kobenable Premier，
每吨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削

减率可达100%。

神户制钢公司的低二氧化

碳钢Kobenable Steel是一种环保

型的钢材，该钢种是日本国内首

个低碳高炉钢材产品，采用了一

种可显著减少高炉二氧化碳排

放的技术，是在该公司的加古川

工厂通过使用 MIDREX 直接还

原工艺生产大量热压块铁(HBI)
来实现的。

MIDREX 工艺是领先的直

接还原铁(DRI)制造工艺，该工艺

利用天然气生产世界上约80%的

直接还原铁（约占世界直接还原

铁的 60%）。MIDREX工艺使用

天然气作为还原剂，以铁矿石制

成的球团作为铁源，通过竖炉中

的还原工艺制造直接还原铁。与

高炉法相比，MIDREX工艺可将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减 少 20% 至

40%。

针对船舶行业的具体需求，

神户制钢公司针对Kobenab钢的

应用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和开发工

作，包括提高钢材的强度和耐腐

蚀性、适应不同的船舶结构和工

艺需求等。

神户制钢低二氧化碳钢Ko⁃
benable Steel 在船舶行业的应用

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路线，涉及

材料设计、生产技术和应用技术

等方面，旨在提高钢材的环保性

能和适应性能。这种钢材的应用

将有助于减少船舶行业的环境污

染，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MIDREX工艺实现碳减排
神户制钢零碳钢首次用于船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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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信息资源网 近日，塔

塔钢铁、英国化工协会、联合利

华、巴斯夫、谢菲尔德大学、萨里

大学、英国造纸行业联合会等 15
家企业、机构、学院签署了一项

合作协议，将成立产业合作共同

体，计划推出 Flue2Chem 减排计

划，旨在创造一个新的价值链，

将工业废气转化为消费品行业

所需要的碳源，并减少消费品行

业废弃物排放。

据悉，该合作将利用金属、

玻璃、造纸和化工等基础工业

产生的废气，为英国消费品生

产提供替代碳源。目前，英国

从电子产品到家庭护理及许多

其他产品中使用的大部分碳，

都是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中

提取的。英国要到 2050 年实现

其碳中和目标，必须为这些产

品寻找替代碳源。

据悉，英国为了生产消费品

每年需要进口大量含碳原料。

确保在英国找到可以生产这些

产品的替代碳源，是该国消费品

行业实现碳中和的途径之一，也

可以促进英国建立新的价值链。

目前，该项目已获得 Inno⁃
vate UK（即英国技术战略委员会

的“创新英国”项目）260 万英镑

（约合 314.08万美元）的资助，目

标之一是能够每年减少1500万-
2000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关人士表示，产业合作

共同体将推动建立新的、更可

持续的供应链，同时减少废弃

物排放；将开发利用从其他行

业的废弃物中捕获的碳，并将

其转化为消费品行业所需的廉

价原料。

工业废气转化为可利用碳源
塔塔钢铁参与英国Flue2Chem减排计划

绿色低碳冶金

今日关注

相关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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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锈钢及特种合金联盟 民营钢企在我

国钢铁行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3大营收

破3000亿元的民营钢企为青山控股、沙钢集团、

敬业集团。沙钢集团 2021年营收 3028亿元；敬

业集团 2022年营收 3074亿元；青山控股 2022年

营收达 3680亿元，即将突破 4000亿元。

青山控股：3680 亿元！青山控股披露了

2022年集团销售收入。

2014 年，青山控股不锈钢产能已位居世界

第一。2016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2017年营收

1615 亿元。2019 年营收 2626 亿元，超越沙钢。

2020年实现营收入 2908亿元，位居民营钢企第

一，中国钢企第三。2021年总营收达 2928.92亿

元，位列世界500强第279位。

青山控股产业布局全球，发展势头稳步增

长，从不锈钢向镍金属进军，被称为“低调的镍

王”。今后将充分利用产业链优势，加快推进新

项目、好项目建设；要抓好科技创新，有效提升效

率；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敬业集团：2022 年敬业集团实现销售收入

3074亿元，蝉联《财富》世界500强榜单，连续2年

摘桂河北省民营企业100强，连续14年问鼎石家

庄企业百强榜首，公司品牌价值681.69亿元，较上

年增加97.44亿元，彰显集团品牌实力不断提升。

敬业集团 2020年营收 1274亿元，2021年营

收 2244 亿元，2022 年营收 3074 亿元。通过 3 年

的营收数据来看，敬业集团的发展势头相当迅

猛，营收几乎成近千亿的增长。

2022年敬业集团全部完成装备升级改造项

目，顺利开通铁路专线，成功荣升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实现并购粤北钢铁，提升华南区域竞争力。荣

获中国钢铁企业竞争力极强（A+）企业和环保绩

效A级企业，企业环境治理达到一流水平，综合竞

争力不断提升，为今后的发展积蓄了强大势能。

2023 年，敬业集团全面向高端产品和品种

钢转型，全面布局废钢加工贸易体系，全力打造

世界一流的钢铁企业集团。

沙钢集团：沙钢集团一直保持着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2021年实现营收 3028亿

元，是首家营收破3000亿元的民营钢企。

沙钢集团 2022 年的营收目前还未披露，根

据 2022 年 1-9 月合并利润表显示，沙钢集团本

部 1-9 月主营业务收入为 1279 亿元，与上年同

期累计1398亿元相比有所减少。

就沙钢股份来看，2022前三季度营收139.14亿

元，净利润4.26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48.43%。

可见，沙钢股份2022前三季净利润大幅预减。

透过 2022年钢铁市场整体利润下滑的大环

境来看，沙钢集团 2022年的整体营收能否突破

3000亿元或有悬念。

营收破3000亿元的三大民营钢企

■据世界金属导报 此前，日本

大同特钢公司已经推出了坡莫合金

箔 STARPAS®，该系列品牌产品具

有抑制通信技术、物联网（IoT）设

备高频化、汽车电动化产生的EMC
（电磁兼容性）噪声（主要是磁噪声）

的效果。近日，该公司又在此产品

大 纲 中 新 增 了 名 为“STARPAS-
50PC2S”的产品，在约100 kHz以下

的低频下具有优良性能，并从 2023
年1月开始正式对外销售。

新产品对高灵敏度用 PC2S系

列产品进行了厚度 50μm 的热处

理，成功提高了低频下的屏蔽性。

通过开发出弯曲、冲裁等加工性优

良、容易粘附于机器上的坡莫合金

低频屏蔽材料，实现了适用于低频

的最佳屏蔽设计，有助于实现电动

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专用设备的轻

量化和薄型化。针对多样化的

EMC噪声对策设计，今后大同特钢

还将提供更多有效的部件。

近年来，随着汽车电动化和自

动驾驶技术等的不断发展，应对

EMC 噪声的对策变得尤为重要。

大同特钢主要根据其频带提供对应

的材料。在提供用于低频的坡莫合

金的同时，通过将其制箔，从而开发

出中频段至 MHz 频段的专用产

品。通常而言，在低频使用一定厚

度的材料，就可以对EMC噪声具有

屏蔽效果。但如果屏蔽过多，就会

妨碍设备的轻量化。因此，迫切需

要在低频下能够实现轻量化、加工

性优良的屏蔽材料。今后，在汽车

等移动机器中，随着金属材料逐步

置换为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这一轻

量化过程中，特别需要实施EMC对

策，即针对噪声强度选择最合适厚

度的屏蔽材料。

日本大同特钢推出
低频磁噪声抑制片新品

城市轨道交通用钢和传统的高速铁路用钢范围高度一
致，主要用于建设所需的轨道线路与车辆，以及工程配套
所需的桥梁、隧道、车站等基础建筑用钢。具体看，包括轨
道用钢如钢轨及轨枕，车辆用钢如不锈钢、中厚板、热/冷轧
薄板、型钢、涂镀板、车轴钢、车轮钢、弹簧钢等，基础建设
用钢如棒线材、螺纹钢、中厚板、涂镀板等。

对轨交用钢提出更高要求

■据信息资源网 当前，稳定房

地产融资已形成信贷、债券、股权融

资的“三箭齐发”态势。金融支持房

地产市场举措持续落细落实，房地

产市场预期明显好转。业内人士表

示，后续房地产政策有望在供需两

端同时发力，注重支持刚性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

去年以来，政策面“稳地产”力

度持续加码，银行信贷、债券融资、

股权融资“三箭齐发”，保障房地产

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在银行信贷层面，“金融支持房

地产 16 条”出台以来，多家银行已

与房地产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在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按揭

贷款等方面加深合作。在债券融资

方面，数据显示，2月房地产行业信

用 债 融 资 332.4 亿 元 ，同 比 上 升

15.5%，环比上升 11.8%。在房地产

企业融资环境持续改善的同时，多

地通过下调房贷利率及首付比例，

提振住房消费需求。

专家表示，监管部门有望继续

通过多种举措从供需两端发力，提

振房地产市场信心，促进房地产业

平稳发展。

从供给端看，对优质头部房地产

企业的融资支持有望继续加力。从

需求端看，需求侧政策或许还有更多

发力空间。分析师表示，2023年政策

面将重点引导房地产行业尽快实现

软着陆，带动商品房销量、房地产投

资及土地市场先后企稳回暖。

房地产市场预期明显好转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用钢分析

轨道用钢：城市轨道交通用钢区别于其他行

业用钢的最大地方在于轨道用钢。以地铁为例，

地铁用钢轨的选择需考量轮轨硬度、通行列车轴

重、线路年总通行重量、材质、极端天气影响、表面

质量等多种因素。目前，城市轨道交通用钢轨暂

无特定标准，一般按国铁钢轨标准执行，部分特殊

型号则参考欧洲标准执行。此外，不同交通制式

对应的轨道用钢也不一致。国内地铁用钢轨与高

速铁路用钢轨属于同一类，常用轨型为 50 kg/m
和 60 kg/m。产品材质有 U71Mn 和 U75V 两种，

其中U75V由于抗拉强度和硬度性能更为突出，

近年在地铁建设中使用量更大。攀钢是国内最早

进入地铁用钢轨市场的钢企，其产品应用在北京、

上海、深圳、广州、大连、武汉、成都等多个城市地

铁工程中，在该细分领域中处于优势地位。有轨

电车用钢轨形状较为复杂，属于不规则的槽型轨，

技术难度较高，国内目前仅有鞍钢和紫竹型钢两

家钢企能生产，并且已在大连、苏州、沈阳、成都等

多个城市的有轨电车工程中实际使用。

车辆用钢：城市轨道交通列车是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含量较高，造价昂贵。大

致看，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均包含车体、车门、车轴、

车轮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制动系统、电气系统、信息

及监控系统、通风空调及照明等。其中，车体、车轴

和车轮相对来说用钢量较大。车体多使用不锈钢、

耐候钢板；车轮和车轴则需使用专业化的车轮钢和

车轴钢，如动车组列车需使用专门的空心轴。

基建用钢：除轨道和车辆外，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还包括一些配套的基础设施，如通行所需的桥

梁、隧道和换乘站等。这些配套基础设施的用钢

标准与其他同类设施并无区别，满足设计规范即

可。以桥梁为例，在建设工程中需使用大量钢筋，

包括普通钢筋及预应力钢筋，此外还有一些钢丝、

钢绞线、钢板、角钢、H型钢等。

城市轨道交通用钢未来发展方向

轨道用钢：轨道是保证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安

全、平稳、舒适、快捷运行的基础。与普通线路或

货运线路相比，城市轨道交通由于乘坐对象的特

殊性和运输的高频次对轨道安全性能的要求更为

严格，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硬度、韧性及良好的

焊接性能。

从实际应用看，为了提高线路的通过能力，小

重量钢轨正逐步被淘汰，主干线一般铺设 60 kg/
m的重型钢轨。此外，为了减少接头的冲击和磨

损，减轻铺设难度，单节钢轨长度逐步加长，但受

限于生产和运输条件的制约，目前国内城轨交通

钢轨标准长度主要有12.5 m和25 m两种，长定尺

钢轨还需要特殊订货。总结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

经验，钢轨的发展方向是重型化、强韧化、一体化

和良好的可焊接性。

车辆用钢：轨道交通列车是轨道交通运输的

主要载体，也是用钢大户，主要用钢方向可分为车

体用钢、车轮用钢和车轴用钢等。

车体用钢主要是车体主梁、车框、内外车厢板

等。车辆车体用钢的基本要求是高强化、高耐蚀

性、高焊接性和轻量化。随着我国铁路轨道技术的

不断发展，特别是提速、变速和重载运输技术的革

新，实现车身轻量化成为必要条件，发展高强度、高

耐候钢成为主流。国内钢企中，宝武、鞍钢等国有

企业率先进行试验并稳步生产可用于轨道交通列

车制造的高强耐候钢和铁素体不锈钢板。

车轮用钢一般都由钢厂专用生产线生产，主

要原料是用电炉或转炉冶炼的镇静钢。随着轨道

交通车辆提速技术的更新及更高标准安全规范的

提出，车轮钢正在向高强、高抗疲劳和高表面质量

方向发展。

车轴用钢正处于从实心轴向空心轴发展的技

术革新阶段。以往的列车车轴基本上都是实心车

轴，原料是优质碳素钢。但随着车体轻量化带来

的结构优化、疲劳强度提高和使用寿命延长，采用

铬、钼合金钢制造的空心车轴将成为主流。空心

车轴以前需要从国外进口，但现在我国攀钢、大冶

特钢等钢企通过加大研发力度和技术升级，已能

独立生产空心的车轴用钢。

基建用钢：事实上，基建用钢是轨道交通用钢

的最大板块，车站、隧道和桥梁等基础设施需要使

用大量的钢材，有时，一个地铁站消费的钢材量大

于整条线路的轨道用钢量。根据相关数据，建设

一座车站所需钢材量在 3万吨左右，相当于鸟巢

用钢量的一半。这些基础设施主要使用的原料是

钢筋、线材和混凝土。

车站建设所需钢材需要兼顾美观和稳固，隧

道建设所需钢材需要满足抗震、抗压和耐腐蚀，桥

梁用钢所需钢材要有良好的强度和刚度、足够的

韧性、较高的抗疲劳性、良好的可焊性和耐大气腐

蚀性。除了这些共性要求外，根据不同地势、地形

特点，轨道交通基建用钢还需因地制宜，在防水、

耐盐碱、耐酸雨等方向进行调整。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城市轨道交

通快速发展，较好地满足了居民出行需要，但仍存

在线路衔接不畅、前期规划不完善等问题；未来，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还存在广阔市场，并将朝着更

加方便、快捷、绿色的方向发展，这对城市轨道建

设的基础——轨道交通用钢提出更高的要求。根

据前述分析，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将更多地采

用具有重型化、强韧化、一体化和良好可焊接性能

的轨道用钢，具有高强化、高耐蚀性、良好可焊性

和轻量化性能的车体用钢，具有高强化、高抗疲劳

性和高表面质量的车轮用钢，由铬、钼合金制造的

空心车轴用钢，以及具有高强化、高抗疲劳性、良

好可焊性和耐腐蚀性的基建用钢。

（内容来源于冶金经济与管理、信息资源网）

近日，总投资约440亿元的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重点项目开工。汽车产业是吉林省

的第一支柱产业。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汽车产业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这里

坐落着红旗、解放、大众等汽车品牌的生产基地，还拥有麦格纳等340家中外零部件企业。

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春市创意汽车研发产业园项目工地内，项目启动工作有条不紊。

这个占地面积29.2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9.3万平方米的园区，目前已吸引包括红旗尊享定制中心项

目、一汽新能源电池电驱基地项目、一汽株洲中车合资电驱系统项目等项目入驻。

图为奥迪一汽新能源项目施工现场。 新华社供图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朝着更方便、快捷、绿色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