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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山崎育邦(YASUKUNI YAMASAKI)访谈录

为冶金事业  
倾情奉献的人

2015年1月7日，三菱重工(MHI)和西门子合
资 组 建 的 冶 金 工 厂 建 设 公 司 正 式 投 入 运
营。公司名称为普锐特冶金技术（Primetals 
Technologies）。

山崎育邦(YASUKUNI YAMASAKI)
介绍了普锐特冶金技术的产品范围，
并畅谈他对迎接冶金行业所面临挑战
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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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有能力提供全面的技术方案。”“

总部设在伦敦Chiswick的普锐特冶金技术将母公司三菱重工
和西门子的国际化冶金业务组合在一起，在世界各地拥有大约
9,000名员工。整合这两家公司的重任，落在了三菱重工一位最有
经验的工程师身上，他就是现已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的山崎育邦(Yasukuni Yamasaki)先生。在以下的采访中，山崎
先生阐述了合资公司的业务目标和范围。采访人Tim Smith博
士是一位冶金培训专家，目前在钢铁和铝行业从事独立编辑顾
问的工作。

关于公司
Tim Smith博士：普锐特冶金技术在1月正式投入运营，作为这
家合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您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山崎育邦(Yasukuni Yamasaki)：优化整合是合资公司运营后
的头等大事。目标是协调运作，以便我们能够一起努力，提高运
营效率。运营的透明性是另一个重要方面。一家日本公司和一家
欧洲公司强强联合，能够协调发展、实现双赢。两种文化将在全
球网络中互补，并与拥有各自不同文化的客户交流互动。

目前为止，客户对新公司普遍有什么样的反映？
山崎育邦：我已经走访了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地区的许
多客户。目前为止，他们都对合资公司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他们
认为，两家公司的不同文化对满足他们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需
要大有裨益。

市场
今年，世界钢材需求预计将增长2.5%，已建成产能将达到21亿
吨。不过，自2001年以来，全球过剩产能已经扩大了一倍，达到4.4
亿吨左右。其中，中国占58%，北美占10%，欧洲占9%，独联体占
7%，拉美占6%，日本占5%，印度占5%。根据这些统计数据来判
断，全球哪些地区最有可能新建或者改造设备？
山崎育邦：印度的发展潜力最大，人口数量与中国相近，但钢产
量却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左右。印度国情与中国大不相同，发展
较为缓慢。但是，印度今年的GDP预测为8%，而中国是7%。印度
政府已经作出规划，将要大力改善基础设施，而这对钢材有大量
需求。其他重要地区还包括中东和北非。欧洲、美国和日本不大
可能新建工厂，但这三个地区对高等级钢材的需求不断增加，这
将需要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2007年以来，欧洲的钢材需求减少32%。同样，日本和美国的需求
也大幅下降。您认为这会对这些地区的设备新建和改造产生严
重影响吗？或者，您是否认为这对钢铁企业来说是一个通过改造
而提高竞争力的机会呢？
山崎育邦：在这些地区，对节约能源和加强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
格，这就需要进行设备升级和更新。另外，也有改进下游工艺设
备以生产更高质量和更高强度钢材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来自
钢铁生产上游和下游的需求，新技术不可或缺。

两种文化将在全球网络中互补，并与拥有各自不同文
化的客户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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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的哪些短流程方案可能引起小型企业的兴
趣？
山崎育邦：普锐特冶金技术有能力提供全面的技术方案。对于短
流程钢厂，我们可以提供从电弧炉、连铸和轧制到长材和扁平材
精加工的所有技术。我们也有创新技术，比如将热钢坯头尾相
接对焊后连续送入轧机进行不间断轧制。这比传统的间歇式工
艺更具成本优势。然而，在批量小或频繁改变钢种和规格的情况
下，间歇式工艺也许更为灵活可行。对生产扁平材的短流程钢厂
来说，将连铸机和带钢轧机直接串接具有很大的优势。普锐特冶
金技术已经拥有了这样的技术，包括阿维迪ESP工艺和三菱薄
板坯连续和半连续在线轧制。这些技术的空间占用少于传统的
连铸机和轧机，还能节省多达40%的能源。普锐特冶金技术还拥
有双辊薄带连铸技术。

土耳其现在是世界第八大产钢国(2014年钢产量为3,400万吨)，德
国排名第七(2014年产钢4,290万吨)。这两个国家哪一个对设备新
建和改造的潜在需求会更大？

山崎育邦：我们看到，为了扩大扁平材生产，土耳其对新设备的
需求正在增加。我们已经收到了这方面的询价。德国的需求则是
改造现有设备，以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能源使用，并提高自动化
水平。

技术
减少CO2排放是一个强制要求，尤其是在欧洲和日本，超标排放
的钢铁企业将会被依法处罚。您是否看到炼钢技术由于减排的
需要而发生了变化，比如更多地采用电弧炉(EAF)炼钢以及更
多地用直接还原铁(DRI)作原料？或者，您是否期待会有根本性
的改变，就像欧洲的ULCOS(超低碳炼钢)和日本的COURSE 
50(采用创新技术大幅度减少炼钢工艺的CO2排放)等削减排放
的项目那样？
山崎育邦：电弧炉和DRI的使用能减少碳足印。例如，带有废钢预
热竖炉的Quantum EAF能够使CO2排放减少30%。这种电弧炉
正在同阿维迪ESP在线铸轧设备结合起来，而后者本身就能使
能耗降低40%。这类技术主要应用于短流程钢厂，而不是联合钢
厂，后者因现有设备投资巨大而难以替代。

带 有 废 钢 预 热 竖 炉 的
Quantum EAF能够使CO2排
放减少30%。这种电弧炉正在同
阿维迪ESP在线铸轧设备结合
起来，而后者本身就能使能耗
降低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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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UKUNI YAMASAKI
普锐特冶金技术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1973年：毕业于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获得电气自动化工
程学士学位

以工程师身份加入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广岛造船所，随
后就任多个职位，直至担任机械设计部部长

2000年：担任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广岛制作所制铁机械
设计部部长

2002年：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广岛事业所所
长

2006年1 – 4月：担任美国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
裁，然后被召回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裁，
以接替被任命为母公司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的
Shunichi Miyanaga的职位

2006年4月以后：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裁

2010年：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裁兼三执行
董事

2014年：担任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机械、设备和基础设
施业务执行官

2015年：普锐特冶金技术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我注意到，您已经65岁了。您是否认为业界的经验比年轻更重
要？
Yamasaki：冶金行业非常复杂，涉及到许多技术。刚毕业的
年轻技术人员可能需要在一家公司工作10年，才能充分了解
公司的运作，然后再用10年积累机械、电气和自动化方面的
经验。之后，他就有能力同客户谈判了。在他能够承担高级
职位的责任之前，还必须培养管理能力。每个员工都应当在
这个领域充满热情地工作。我对冶金事业富有激情，愿意尽
可能长时间地工作。●

“每个员工都应当在这个领域充
满热情地工作。我对冶金事业富
有激情，愿意尽可能长时间地工
作。”

西门子奥钢联的两项低能耗技术：Finex和阿维迪ESP，都是同
钢铁企业密切合作开发的。您支持这类与其他钢铁企业的合作
吗？ 
山崎育邦：是的，如果一家钢铁企业要求参与一项技术的开发，
我们很愿意实施联合研发项目。Finex和阿维迪ESP是典型的成
功案例，目前，这两种技术都已经在其他钢铁企业得到推广。

页岩气的开采使美国的直接还原铁厂恢复了生机，比如，普锐特
冶金技术正在德克萨斯建设一家年产200万吨热压块铁(HBI)的
工厂，生产的HBI将用作高炉的炉料。这样的产品不需要达到像
用于电弧炉的直接还原铁那样严格的质量要求。您认为会有更
多这样的项目吗？
山崎育邦：我不认为页岩气会对欧洲的炼钢技术产生重大影响。
对于联合钢厂，以预还原铁为原料可以提高产能，还能减少吨铁
CO2排放。这种用途的直接还原铁不像用作电弧炉炉料时那样
要求脉石很少，因为对于炉渣的数量没有太多的限制规定。普锐
特冶金技术正在德克萨斯建设的工厂将利用美国目前开采的低
成本页岩气，生产的热压块铁(HBI)将适合于运到欧洲或其他地
区作为高炉原料使用。

今天的客户有许多薄板坯在线轧制工艺可以选择。普锐特冶金
技术提供的阿维迪ESP工艺有什么能够赢得新客户的特殊优点
吗？
山崎育邦：阿维迪ESP工艺能够可靠地生产厚度只有0.8 mm甚
至更薄的热轧薄带。它们能够替代同样厚度的冷轧和退火材料，
而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冶金服务是否会继续在普锐特冶金技术的业务中占据重要地
位？
山崎育邦：客户越来越希望能够得到完善的全周期服务，我们能
够满足这些要求。外包这些工作的作法如今在美国和欧洲十分
普遍。除了日常维修，普锐特冶金技术还能对设备自动化进行升
级，以确保设备保持最佳运行效率。这样的服务也会提供给第三
方设备。

三菱日立制铁机械和西门子奥钢联之间有哪些重合的技术，比
如热轧和废气净化，能让新客户自行作出选择？
山崎育邦：合资双方的业务范围基本上没有重合。例如，三菱日
立制铁机械没有能同西门子奥钢联相提并论的连铸技术，但在
热轧方面独具优势，比如控制带钢凸度和平直度的成对交叉轧
机机架，还有能够大幅度减少连铸机结晶器更换的定径压力机。
现在，合资公司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丰富的产品种类。

建筑市场消耗了40%的钢材。那么，您是否认为有必要加强长材
和钢板生产设备的开发？
山崎育邦：我们的确提供许多长材生产技术，包括用于钢轨生产
的轨头淬火技术、前面提到的钢坯无头轧制、轨梁轧机和中厚板
轧机。

公司的口号是“齐心协力创造冶金行业的未来”，这是否意味着
普锐特冶金技术也将扩大有色金属特别是铝的业务种类？
山崎育邦 ：是的。铝和铜箔轧机已经包括在我们的技术范围内。
根据预测，汽车领域对铝板的需求将会增加。

普锐特冶金技术正在德克萨斯建设的工厂将利用美国目前开采的低
成本页岩气，生产的热压块铁(HBI)将适合于运到欧洲或其他地区
作为高炉原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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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UKUNI YAMASAKI
普锐特冶金技术
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1973年：毕业于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获得电气自动化工
程学士学位

以工程师身份加入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广岛造船所，随
后就任多个职位，直至担任机械设计部部长

2000年：担任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广岛制作所制铁机械
设计部部长

2002年：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广岛事业所所
长

2006年1 – 4月：担任美国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
裁，然后被召回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裁，
以接替被任命为母公司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的
Shunichi Miyanaga的职位

2006年4月以后：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裁

2010年：担任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总裁兼三执行
董事

2014年：担任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机械、设备和基础设
施业务执行官

2015年：普锐特冶金技术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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