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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的钢铁工业
普锐特冶金技术广岛

全面的选矿技术方案

冶炼专家：电弧炉任您掌控

连铸工艺自动化



如今，整个钢铁行业
到处都在转型，而东
亚地区在可预见的将
来仍会是变革的中心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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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生活在一个好时候”――很多人认为这句话出自于 17 世
纪初的中国 ( 似为“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的曲解 )。乍一听，
告别时说这句话是一个很好的祝愿，但它的真正含义并不是祝
福而近乎于诅咒。这是因为，和平年代的人们很容易过上舒适
的生活，而这里说的“好时候”即使让人听着向往也是动荡不安，
人们的生活充满艰辛。正是字面意思和真正含义之间的反差让
这句话变得很有名。

钢铁工业在近期也经历了一些这样的“好时候”。世界上一些
地区多年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一种过饱和状
态――如果还不能说是无序状态的话。目前，中国正在积极
采取措施削减钢铁产能，世界各地的生产企业也在想方设法
改进它们的生产设施。在这样的形势下，通过现代化改造而
生产高端钢种和寻找全新的市场领域，就成了为数不多的成
功方法之一。

如今，整个钢铁行业到处都在转型，而东亚地区在可预见的将
来仍会是变革的中心之一。过去，这里发展迅速 ; 现在，这里
产能过剩严重 ; 今后，这里将越来越以尖端产品而闻名――如
果指标可信的话。在本期《冶金杂志》中，我们深入分析了这
样一个再次迅速变化的地区。

当然，变化并不只是钢铁领域的主题，也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
流行词――美国总统大选和韩国政坛风波就是两个突出例子。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好时候”似乎追求变化，而最好的作法
肯定是通过尽可能采用合适的方案获取最大成果来跟上这一趋
势。大多数变化都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 ；它们带来的既
有欢乐也有忧愁。当您读到本专栏时，您也见证了这样的一个
变化 ：这是我第一次为《冶金杂志》撰写专栏，我很荣幸获得
这个机会。我是应杂志主编 Lawrence Gould 博士的要求而

写的，我将在今年晚些时候接替他的工作。我在此为融洽的工
作关系而向 Gould 博士表示感谢，并确信他将继续以某种方式
为《冶金杂志》出谋划策。

像每期《冶金杂志》一样，您手中这本的目的也是为您，我们
的忠实读者，提供我们能够获取的您最感兴趣的信息。我们不
仅有关于东亚地区的精选内容，还有关于普锐特冶金技术业务
活动的详细资料。后者介绍了我们提供的一些技术方案，它们
是在如今这个“好时候”实施变革和确保成功的经过检验的可
靠手段。

唐山钢铁公司副总经理谭文振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 详见
第 88–89 页 )，钢铁工业绝非是所谓的“夕阳产业”。我相信，
他的阐述是正确的。依靠适度的乐观、自信和谋略，我们将同
我们的客户携手并肩，脚踏实地，为了一个更加和平的未来而
努力。

谨致敬意！

Thomas Widter博士
《冶金杂志》副主编
普锐特冶金技术有限公司

尊敬的读者，

编辑专栏

THOMAS WID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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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技术方案总是会带来很大的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它们的重要性还将更加凸显出来。”
Yasukuni Yamasaki

YASUKUNI YAMASAKI,

普锐特冶金技术首席执行官
兼董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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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寄语  

本期《冶金杂志》对东亚地区钢铁工业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
析。在过去几十年间，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成为世界
最大钢铁生产国；日本保持了提供精密技术的传统；韩国成为
人均钢材表观消费量全球最高的国家；台湾的钢铁企业找准了
市场定位，使高度依赖出口的经营模式得以延续。

我在钢铁行业已经工作了几十年，亲身见证了东亚钢铁工业长
期以来的许多变化。东亚地区不仅渴望发展，而且对新趋势表
现出了极强的适应性，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仅在最近的
十年中，市场就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而东亚的钢铁企业总能
机智灵活地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当然，钢铁工业在2017年也有很大变化。全球钢铁产能明显过
剩，虽然有一些钢铁企业努力做到了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这一局
面的影响，但仍有一些正在苦苦挣扎。那些尚未将主打产品转
为高附加值优质钢种的公司往往会面临钢材售价极低的问题，
使它们的整体盈利能力难以保持。

在这样一个变化巨大的时期，对先进技术方案有着旺盛的需
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取得相关的创新成
果。普锐特冶金技术正在为此而全力以赴。我们的技术专家一

直在辛勤工作，改进我们的现有技术，并且开发全新的方案。
我们以客户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全力支持钢铁工业的发
展。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国际化的公司结构能够将许
多地方研发机构的力量汇集到一起，这对我们相当重要。这些
机构都有雄厚的技术实力，长期坚持创新，让我们能够从大量
先进方案中精心选择。主要由我们的广岛机构开发的交叉缝焊
机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期《冶金杂志》刊登了对其发
明者之一所作的专访(参见第34 – 39页)。

无论是大型新建项目，还是现有钢厂的升级改造，或者是新的
维修需要，普锐特冶金技术都能为您提供最具创新性的技术方
案，既包括专门的硬件设备，也包括基于软件的控制和监测系
统。它们将为您带来决定性优势，确保优质钢的稳定生产。现
有技术方案总是会带来很大的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
们的重要性还将更加凸显出来。

作为普锐特冶金技术的首席执行官，我的责任是确保我们的公
司总是以最好的方式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支持，而无论它们有什
么样的需要。保持我们的创新文化和着眼于未来的理念，是我
的CEO工作中最重要的两项任务。所以，我坚持同我们的客户
交谈，尽可能清楚地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帮助他们解决最为
紧迫的问题。

无论您是来自东亚还是其他地区的钢铁企业，如果需要对不断
变化的市场条件作出响应，我们将是您的可靠合作伙伴⸺依
靠我们的技术专家，我们的丰富知识，还有我们的大量先进方
案。让我们携手面对挑战，共创冶金行业的未来。●

尊敬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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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项目和公司新闻
普锐特冶金技术依靠先进的方案、设备和服务为全世界的客户提供支持

从炼钢直到轧制的高度创新的技术组合
能够大幅度降低投资成本、能源需求和
总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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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涂油机追加订单
亚美尼亚：Rusal Armenal CJSC与普锐特冶金技术签订了一份追
加订单，再为公司的Yerevan铝厂订购一台静电涂油机。
 

BÖHLER EDELSTAHL改造扁钢轧制机组
奥地利：普锐特冶金技术从奥钢联钢铁集团旗下的特殊钢分公司
Böhler Edelstahl GmbH & Co KG (Böhler Edelstahl)获得合
同，将为其奥地利Kapfenberg厂的长材轧机改造扁钢轧制机
组。该机组将配备新的传动和自动化系统，并将采用专为长材轧
机而开发的“RollMaster”系统以生成和管理孔型方案。该软件
是生产计划系统和设备自动化系统之间的衔接。项目旨在提高设
备作业率，改善产品质量，提高能源效率，降低维修成本。改造
工作计划在2017年年中的一次为期一个月的停产期间进行。

Böhler Edelstahl奥地利Kapfenberg厂的现有扁钢轧制机组。它将安装新
的传动、自动化和Roll¬Master孔型管理系统。(照片由Böhler Edelstahl提
供)

作为目前正在为孟加拉国GPH Ispat新建的短流程钢厂的一部分，这座EAF 

Quantum电弧炉(上图)将为WinLink工艺线提供钢水。

世界首创：GPH ISPAT新建基于EAF QUANTUM和
WINLINK技术的短流程钢厂
孟加拉国：GPH Ispat有限公司与普锐特冶金技术签订大型合同，
为其建设一家年产能力为815,000吨钢材和小方坯的短流程钢
厂。项目内容包括：一座竖炉废钢预热式EAF Quantum电弧
炉，一座钢包炉，一台三流高速小方坯连铸机，一套棒材及型材
轧机，以及配套的基础自动化和工艺优化系统。小方坯连铸机将
与轧机直接串接，组成高度紧凑的WinLink Flex工艺线，从而
实现几乎不间断的浇铸和轧制。从炼钢直到轧制的高度创新的技
术组合能够大幅度降低投资成本、能源需求和总运行成本。新建
短流程钢厂计划于2018年早些时候投产。

巴西：由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的两座300吨LD(BOF)炼钢转
炉、一座300吨钢包处理炉和一台双流板坯连铸机于近期在
巴西钢铁企业Companhia Siderúrgica do Pecém (CSP)建
成投产。该厂位于Ceará州的São Gonçalo do Amarante，
每年能够生产300万吨各类钢种的板坯，它们将被轧制成厚
板和薄板，以满足造船及机械、锅炉和管道等的生产需要。

CSP转炉、钢包炉和连铸机建成投产

巴西CSP的双流板坯连铸机在运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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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ACERO置换转炉
智利：Compania Siderurgica Huachipato S.A. (CAP ACERO)
与普锐特冶金技术签订合同，为其Talcahuano钢厂置换现有的2
号LD(BOF)转炉。项目内容包括新转炉炉壳和托圈的详细设计
以及Vaicon Link 2.0免维护转炉悬挂系统、新转炉轴承和倾动
传动轴承的供货。新转炉的出钢量将为100吨，有效容积更大，
能够改善冶金工艺。置换的转炉计划于2017年11月投入运行。

智利CAP Acero的现有LD(BOF)转炉
 

POWER X-HI不锈钢轧机获得FAC
中国：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给北海诚德不锈钢有限公司的Power 
X-HI不锈钢串列式冷轧机获得最终验收证书。该轧机配备了5个
Power X-HI型机架和一台厚规格激光焊机(详见第80 – 83页)。

IDRHA+淬火钢轨获得证书
中国：继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CRCC)签发证书后，普锐特冶金
技术提供给内蒙古包钢的钢轨轧机生产的IdRHa+淬火钢轨又
于2016年11月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CARS)获得了全面认可证
书。

青岛钢铁公司扁钢轧机获得FAC
中国：2016年11月，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给青岛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的特殊钢扁钢轧机获得最终验收证书。该轧机为精轧机组配备
了预应力定径机架，设置了3个冷却段，还采用了扁钢热处理技
术和设备，并安装了配套设备。它能够每年生产大约600,000
吨圆钢和扁钢，主要用于汽车行业。

为鼎胜提供铝箔生产用特殊设备
中国：普锐特冶金技术从中国铝生产企业江苏鼎胜铝业公司获得
合同，将为鼎胜的铝箔轧机提供60套空气轴承式板形仪、ISV(
集成电磁阀)喷淋梁、Magnescale传感器和4套备件。空气轴承
式板形仪能够保证精确的箔材平直度在线测量，ISV喷淋系统将
通过准确控制轧辊热凸度而提高箔材质量。江苏鼎胜铝业是中国
最大的铝箔生产企业。

为江苏沙钢提供板坯连铸机工艺优化系统
中国：2016年10月21日，中国钢铁企业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与
普锐特冶金技术签订合同，为其1号和2号连铸机升级工艺优化系
统。原有系统于2004年随连铸机一道提供，现将安装全新的板
坯连铸机二级先进工艺模型。

唐山钢铁公司冷轧机获得FAC
中国：普锐特冶金技术为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河北省唐
山市新建的冷轧厂现已获得轧制线最终验收证书。这套 5 机架
6 辊轧机的总设计能力为面向中国汽车行业年产 160 万吨优质
高强钢。

Z-HI可逆式冷轧机获得FAC
中国：2016 年 12 月 1 日，普锐特冶金技术为中国浙江省平湖
市 ( 位于上海附件 ) 的浙江日新华新顿精密特殊钢有限公司
(ZNWPSS) 提供的一套 Z-HI 可逆式冷轧机获得最终验收证书。
该轧机的设计能力为年产 120,000 吨精密特殊钢，主要面向
汽车应用。

中国平湖市浙江日新华新顿公司的Z-HI可逆式冷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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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镀锌线投产
中国：由普锐特冶金技术新提供的 2 号连续镀锌线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在宝钢的广东湛江钢厂投产。该线的设计能力为年产
465,000 吨各种镀锌钢种，将提供给包括汽车和家电在内的
众多下游应用。普锐特冶金技术是所有进口设备的总包商，比
如退火炉、冷却设备及相关仪表和软件。

中国宝钢湛江的连续镀锌线

为永锋钢铁棒材轧机提供ERT-EBROS钢坯对焊系统
中国：普锐特冶金技术将为山东省齐河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
司 ( 永锋钢铁 ) 的现有棒材轧机提供一套 ERT-EBROS 钢坯对
焊系统。系统能够使钢坯实现无头轧制，从而将轧机利用率和
产量水平提高 3% – 6%。不间断的钢坯轧制还意味着稳定保持
产品的高质量。新建 ERT-EBROS 设备计划于 2017 年第三季
度投入运行，其投资可在 18 个月内收回。这是中国安装的第
一套同类系统。

为TRINECKÉ ŽELEZÁRNY提供新的钢坯机架和组合锯
捷克共和国：普锐特冶金技术将为 T inecké Železárny 轧机安
装一个新的钢坯机架、组合锯及相应的流体、机电一体化、电
气和自动化系统，以生产断面为圆形和方形的棒材。钢坯机架
的设计能够将原料大方坯轧制成断面为 155 x 155 毫米的方钢
和直径为 150 毫米、180 毫米及 210 毫米的圆钢。该轧机生产
许多钢种，包括低碳和中碳钢以及特殊钢，包括不锈钢、工具
钢、轴承钢、弹簧钢、莱氏体钢和哈德菲尔德高锰钢。设备将
于 2017 年 11 月投入运行。

SSAB RAAHE钢厂最后一座置换转炉投产
芬兰：普锐特冶金技术为 SSAB 欧洲钢铁公司芬兰 Raahe 钢
厂提供的三座 LD(BOF) 转炉中的最后一座投入运行。第一座
和第二座已分别于 2015 年 10 月和 2016 年 5 月投产。这些
新转炉增大了炉容，安装的 Vaicon Link 2.0 免维护转炉悬挂
系统最大限度降低了炉壳受热变形引起的应力。根据新转炉的
形状调整了氧枪枪头形状，底吹系统和挡渣器改善了所产钢水
的质量。每座转炉的炉底都可拆下且配有底吹系统，还安装了
Vaicon Stopper气动挡渣器以最大限度减少出钢时的带渣量。
新的耐材砌筑方案将确保延长转炉炉衬的使用寿命。

RAAHE厂轧机改造冷却段自动化系统
芬兰：普锐特冶金技术还将为 Raahe 钢厂提供新的 1 级基础自
动化和 2 级工艺优化系统，以取代热带钢轧机冷却段现有的过
时软件。这将提高冷却控制水平，满足 Raahe 厂生产先进钢
种的需要。项目计划于 2018 年 4 月完成。

阿赛洛米塔尔RUHRORT置换转炉
德国：普锐特冶金技术将为阿赛洛米塔尔 Ruhrort 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一座出钢量为 150 吨的新 LD(BOF) 转炉，以替换其
Ruhrort 钢厂现有的“K2”号转炉。项目范围包括转炉炉壳、
托圈、Vaicon Link 2.0 免维护悬挂系统、挡渣门和密闭罩门。
还将提供一种新开发的对倾动的转炉进行测温取样操作的水平
式装置。置换的转炉计划于 2017 年 10 月投入运行。

SALZGITTER FLACHSTAHL公司RH设备安装新的工艺优化
系统
德国：普锐特冶金技术将为 Salzgitter Flachstahl 有限责任公
司的一座双工位 RH(Ruhrstahl Heraeus) 真空脱气设备及其
下游的两个处理站提供一套 2 级工艺优化系统。基于成本优化
的装料控制和动态工艺模型将降低合金元素的消耗，并且满足
高效生产期望钢种的需要。而且，这套综合性的自动化方案包
还将包括一个能够记录相关工艺数据、分析不同可选方案和优
化温度控制的系统。新系统计划于 2017 年 4 月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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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Z轧机(哈萨克斯坦Aktobe)生产的成品钢轨

VIZAG钢铁为特殊钢棒材轧制线签发FAC
印度：Rashtriya Ispat Nigam 有限公司 (Vizag 钢铁 ) 为普锐
特冶金技术作为一个棒材轧机合同的一部分而提供的一条直棒
轧制线签发了初步验收证书。目前，工作的重点是提高这条直
棒线的产能以达到规定性能指标，并且完成盘卷线的热调试。

印度Vizag钢铁安装的在线控温设备

FERALPI SIDERURGICA棒材轧机签发FAC
意大利：普锐特冶金技术为布雷西亚 Lonato del Garda 提供的
棒材轧机获得最终验收证书。现有轧制线上新装的一台飞剪投
入运行，使 Feralpi Siderurgica SpA 能够扩大产品品种范围，
开始生产直径达到 60 毫米的带肋钢筋和改善机械性能的定尺
棒材。最大剪切速度能够提高到 20 米 / 秒。

测量机械手使TEMIRTAU受益
哈萨克斯坦：阿赛洛米塔尔 Temirtau 一号转炉上安装的 Vaicon
测量机械手现已投入使用。该设备提高了工人的安全性，提高
了转炉钢水的测量效率，提高了取样的质量。

TYASA订购新可逆式冷轧机
墨西哥：Talleres y Aceros S.A. de C.V.(Tyasa) 从普锐特冶金
技术为其 Ixtaczoquitlan 生产厂订购了一套新的 4 辊可逆式
冷轧机。该轧机将每年生产 200,000 吨各种低碳钢和高强钢，
带钢出口厚度为 0.3 – 1.0 毫米。工艺设备和技术方案包不仅能
够保证严格的平直度和厚度公差，而且能够保证出色的表面质
量。项目预计于 2018 年早些时候完成。

阿赛洛米塔尔波兰订购新设备
波兰：普锐特冶金技术为阿赛洛米塔尔波兰 Kraków 钢厂 5 号
高炉大修提供风口套和铸铁冷却壁。板坯连铸机钢包回转台的
回转轴承也将更换。一套在线状态监测系统将监测新轴承的状
态，从而优化维修工作。

为EVRAZ NTMK高炉提供自动化和电气设备
俄罗斯：普锐特冶金技术从Evraz Nizhniy Tagil冶金厂(EVRAZ 
NTMK) 获得合同，为其在 Swerdlowsk 地区 Nizhniy Tagil
市新建的 7 号高炉提供并安装基础自动化 (1 级 )、工艺优化 (2
级 )、电气设备和仪器仪表。新设备将优化焦炭消耗和降低维
护成本。

SABIC为轧机改造签发FAC
沙特阿拉伯：2016 年 9 月，普锐特冶金技术从沙特基础工业公
司 (SABIC) 获得沙特钢铁公司 (Hadeed) 长材厂 1 号线材轧
机粗轧机架改造项目的最终验收证书。

哈萨克斯坦：Aktobe钢轨和型材生产有限责任合伙公司
(ARBZ)拥有一套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的400,000吨/年钢
轨和型材轧机，它配备了idRHa+在线轨头淬火系统。继通
过哈萨克斯坦标准的正式认证后，该轧机轧制的钢轨又在位
于俄罗斯莫斯科附近的铁路研究院(VNIIZHT)测试场接受了
为期6个月的严格测试。ARBZ钢轨从第一批开始就成功通
过了必要的检测，随后于2016年11月通过了俄罗斯国家标准
认证。

ARBZ生产的IDRHA+处理钢轨通过俄罗斯
国家标准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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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钢铁为新建大规格棒材轧机签发验收证书
韩国：2016 年 11 月，由普锐特冶金技术为现代钢铁公司唐津厂
提供的一套大规格棒材轧机在完成必要的机架和圆盘锯更换后
获得了最终验收证书。该厂的年产能力为 100 万吨成品圆钢 ( 直
径 80 – 350 毫米 ) 和钢坯 (85 – 180 毫米见方 )，包括碳钢、
弹簧钢和轴承钢。

韩国现代钢铁公司唐津厂轧机的圆盘锯在工作中

中型型材轧机首次热切
韩国：普锐特冶金技术于 2016 年 10 月为现代钢铁公司浦项厂
中型型材轧机提供的一台固定锯在完成安装后仅仅 4 天就成功
进行了首次热切。在 13 天之后，热切操作超过了 5,000 次，
全部达到了切割质量的规定要求。该轧机配备了两台组合式锯
切机 ( 砂轮和金属锯片 )，设计能力为年产 600,000 吨优质
汽车用钢。

热风炉交叉并联送风系统改造合同
台湾：2016 年 11 月，普锐特冶金技术从台湾台中市中龙钢铁公

司获得合同，为其 2 号高炉的 3 座热风炉提供一套改进的热风
炉交叉并联送风系统。

为塔塔钢铁IJMUIDEN提供新连铸机并改造热带钢轧机
荷兰：普锐特冶金技术从塔塔钢铁 Ijmuiden 公司获得合同，为
其提供一台年产能力为 270 万吨的新板坯连铸机。它将面向汽
车和其他行业浇铸许多钢种。将安装一系列技术方案包，以进
行在线调宽和保证板坯内部及表面的高质量。作为 DynaTac
高 温 浇 铸 方 案 包 的 一 部 分， 铸 流 导 向 系 统 将 采 用 EcoStar 
Spiral 辊。铸机计划于 2019 年 3 月投入试运行。

塔塔钢铁 Ijmuiden 还与普锐特冶金技术签订了热带钢轧机现
有测宽系统的改造合同。安装和调试工作计划于 2017 年 2 月
开始。

ÇEMTAŞ为长材轧机改造签发FAC
土耳其：2016 年 10 月，Çemta  Çelik Makina Sanayi ve Ticaret 
A.Ş. 为一个长材轧机改造项目向普锐特冶金技术签发了最终验
收证书 (FAC)。该轧机现在能够每年生产 200,000 吨优质圆
钢和扁钢，主要供给汽车行业。项目的供货范围包括了一台能
够进行可逆和滑动操作的新的牌坊式粗轧机架、中间机组的 6
个机架 (RedRing 5 系列 ) 和轧机配套设备。

ESI创下生产纪录
阿联酋：在 2013 年 5 月，普锐特冶金技术为酋长国钢铁工业公
司 (ESI) 提供的一套螺纹钢轧机开始商业化生产。它的额定能
力为 400,000 吨 / 年直径 8 – 32 毫米的螺纹钢。依靠 ESI 的
高素质操作人员和维修团队的共同努力，加上普锐特冶金技术
专家服务团队的支持，该轧机在 2016 年创下了年产 502,000
吨螺纹钢的生产纪录。

阿联酋酋长国钢铁工业公司5号螺纹钢轧机创下生产纪录背后的团队。照片中央(自左至右)：Jean Liesch(穿白衬衣者)，ESI首席营运官COO；Mirko Di 

Filippo(穿蓝夹克者)，普锐特冶金技术意大利冶金服务总监；Mubarak Al Mansoori，ESI行政支持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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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RIS公司为铝热轧机订购ISV喷淋梁
美国：Aleris 轧材有限公司 (Aleris 公司 ) 为 2016 年的一份合
同签订了补充协议，为公司的肯塔基州 Lewisport 厂串列式铝
热轧机订购 5 套 ISV 喷淋梁。

纽科钢铁BERKELEY订购SIAS表面检验系统
美国：普锐特冶金技术从纽科钢铁 Berkeley 公司获得合同，
为其提供一套 SIAS 自动表面检验系统。该系统正在纽科南卡
罗来纳州 Huger 厂的热带钢轧机上进行安装。这种成熟的质
量控制系统是世界领先的带钢表面质量控制工具，能够优化生
产成本和减少维修。SIAS 能够在生产过程中检测带钢上、下
表面的缺陷，并将其实时分成不同的缺陷类别。纽科 Berkeley
的检验系统还具备宽度测量和带卷评级功能。

热带钢轧机安装的SIAS系统实例

为高炉提供热风炉设备
美国：普 锐 特 冶 金 技 术 获 得 合 同， 为 美 国 钢 铁 公 司 Great 
Lakes 厂 ( 位于密歇根州 Ecorse)D-4 高炉的第二座热风炉的
重建提供专有设备。供货范围包括预制隔离墙板、热风炉出口
特种砖和格子砖支柱。

纽科钢铁升级传动和自动化
美国：纽科钢铁公司与普锐特冶金技术签订合同，为其北卡罗
来纳州 Cofield 厂 160 万吨 / 年中厚板轧机的精整线更换现有
传动和控制系统。供货范围包括新的西门子传动、自动化、人
机界面 (HMI)、WinCC 软件系统和一套 2 级工艺优化系统，
用以控制切边剪、冷剪和垛板台。轧机升级工作计划于 2017
年 5 月完成。

为TERNIUM SIDERAR人员提供定制培训
美国：在 2016 年 8 月晚些时候，Ternium Siderar 阿根廷钢
厂管理层的代表为一项定制培训计划而访问了马萨诸塞州伍斯
特的普锐特冶金技术美国公司所在地。在续签了 Ternium 和普
锐特冶金技术之间的一项长期备件协议之后，客人们有机会参
观了伍斯特的设施，得以亲身见证了公司的制造和服务能力。
“这是我迄今为止参加过的最好的培训课程之一，效果远超预
期，”一位客人评价说。

VINA KYOEI钢铁公司提升线材质量
越南：普锐特冶金技术正在为越南胡志明市附近的 Vina Kyoei
钢铁有限公司升级现有线材轧机。该项目的供货范围包括一套
摩根智能夹送辊和一台采用 SR Series 吐丝管的摩根高速吐丝
机。另外，还将安装电机、传动和新自动化系统，以同现有控
制系统接口。新设备将使轧制速度达到 120 米 / 秒。

这种成熟的质量控制系统是世界领先的
带钢表面质量控制工具，能够优化生产成
本和减少维修。

普锐特冶金技术和PSI金属有限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
联手面向钢铁和铝工业提供工业4.0方案。本协议的目标
是，为客户一站式提供涵盖整个供应链的量身打造的完整方
案。供货范围包括普锐特冶金技术的设备、基础自动化和工
艺优化系统以及PSI金属的PSImetals生产管理系统。客户
的收益将是降低集成成本，缩短项目执行期，并且简化IT流
程。

工业4.0方案的一站式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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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乌克兰的未来
乌克兰：2016 年 9 月 5 – 6 日，来自马里乌波尔的一个高层代表团访问了普锐特冶金
技术林茨，完成了一台双流板坯连铸机供货项目的最终谈判和合同签署。新设备将使
Metinvest 集团旗下的马里乌波尔 PJSC Ilyich 钢铁厂 (MMKI) 扩大现有生产能力。
购置该铸机有两方面的原因：总年产能力将增加 250 万吨优质钢，从而进一步增强
Ilyich 钢铁厂的竞争力；同时，新技术将对改善工厂所在地的环境状况带来积极作用，
使排放减少到远低于乌克兰和欧洲法规要求的水平。该项目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
是，它将在顿涅茨克盆地执行，而这里是乌克兰仍然存在一定动荡局势的一个地区。
因此，我们采访了项目负责人，请他们为我们展望一下项目的前景。

采访一：
Yuriy Zinchenko，PJSC MMKI( 隶属于 Metinvest 集团 ) 首席执行官

采访二：
Klaus Luger，奥地利林茨市市长

采访三：
Vadim Boychenko，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市长

特别报道

自左至右：Heiner Röhrl博士(普锐特冶金技术)，Vadim Boychenko(马里乌波尔市市长)，Roland 

Neubauer(普锐特冶金技术)，Yuriy Zinchenko(PJSC MMKI首席执行官)，Robert Reisetbauer

(普锐特冶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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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Yuriy Zinchenko：Metinvest 和普锐特冶金技术签署的这个
为 Ilyich 钢铁厂建造连铸机的合同，是一个将在产能、质量和
环境方面达到欧洲最高标准的特殊技术项目的开始。新建的这
台双流板坯连铸机将每年生产 250 万吨优质板坯。由于连铸机
采用了创新性的技术方案，并且引入了三级自动工艺控制系统，
再加上其他一些措施，使我们能够迈进优质产品领域。对我们
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执行这个项目能够改善马里乌波尔的
环境状况。项目采用了闭路设备冷却。经过气体净化后，废气
中的灰尘含量将不超过 12 mg/m3，而乌克兰规定的标准是最
高 50 mg/m3，欧洲是 30 mg/m3。除了新建板坯连铸机，
作为项目内容的一部分还将升级炼钢能力。

这个项目选择普锐特冶金技术作为重要合作伙伴的主要原因是
什么？
Zinchenko：普锐特冶金技术在连铸和钢包处理设备领域是一
家世界一流的公司。因为我们拿到了最好的报价，所以，这家
公司获得了这个合同。

Yuriy Zinchenko
PJSC MMKI 首席执行官

乌克兰有些地区现在正经历着严重的困难。您认为会有任何好
的变化吗？
Zinchenko：遗憾的是，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紧张局势还没有缓
解。马里乌波尔和 Ilyich 钢铁厂附近地区还有交战，这是事实。
我们已经在这个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了若干年。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难过高地估计像 Ilyich 厂这样的工业企业对于领土问题的重
要性。除了达到生产目标，我们往往还必须解决许多社会问题：
房屋修缮和重建，幼儿园和医院，公共交通，等等。与此同时，
我们继续保持乐观，希望冲突能够早日结束。

钢铁行业在今后若干年内将会面临哪些挑战？
Zinchenko：首先，我们担心价格水平有下滑的趋势。在这样
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努力降低生产成本。这就是创新性项目对
我们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项目这样。

您对乌克兰的钢铁生产有何展望？
Zinchenko：除了受全球钢铁市场形势变化的影响，还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国内的局势。我们希望，在军事冲突结束之后，
乌克兰能够迎来经济发展，从而带来钢铁需求的增长。如果没
有国内钢产品市场的发展，我们无法预见乌克兰的矿山和综合
冶金企业的生产会有明显增加。

普锐特冶金技术今后应当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Zinchenko：在我看来，普锐特冶金技术应当继续为钢铁企业
开发创新、高效和环保的技术。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发展方向。

Yuriy Zinchenko在2016年9月5

日和普锐特冶金技术共同签署板
坯连铸机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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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城市里有一家钢铁企业的最大好处是什么？
Klaus Luger：奥钢联钢铁公司是一家当之无愧的世界著名钢
铁企业，它的丰富历史和大量投资为塑造林茨这个城市的形象
作出了贡献。我们经常被称为奥地利的“钢铁之城”。在我看来，
最大的好处就是：地方钢铁工业推动了技术创新和本地的经济
发展。

林茨几乎是以在工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而
闻名。林茨有哪些经验教训也许可以供马里乌波尔借鉴吗？
Luger：最重要的是，接受面临的挑战，朝现代化方向迈进。
我认为，马里乌波尔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采取适当措施保护
环境，在马里乌波尔的重要性应当非常靠前。

林茨能够从马里乌波尔学到些什么？
Luger：我认为，马里乌波尔在收容难民和提供必要的医疗救
助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甚至那些掌握了更多资源的地方都可以
从中学到很多。这个城市的管理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发挥出了超
水平。

马里乌波尔和林茨在历史上都经历过战争，而马里乌波尔目前
正处于紧张局势。企业家和行业领导人怎样能够在这样的形势
下依然保持稳定性？
Luger：除了是优秀的管理者，企业家和行业领导人还应当努
力消除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的裂痕，确保没有人被边缘化或被迫
离开家园。如果没有和平，就不会有繁荣，不会有美好的未来。

这个项目对马里乌波尔有多重要？
Vadim Boychenko：马 里 乌 波 尔 是 一 个 拥 有 50 万 居 民
的城市。有两家企业在这里承担着重要的角色，Ilyich 厂就
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 Azovstal 厂。这两家工厂都隶属于
Metinvest 集团，它们合计有 40,000 多名员工，其中的大多
数都是我们市的居民。冶金和金属工业是马里乌波尔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这个新项目是马里乌波尔――也是我们的国家――
走向未来的坚实一步。

您怎样评价马里乌波尔过去5年来的发展？
Boychenko：马里乌波尔目前正处于困难时期，就像整个乌
克兰正面临困境一样。您也许知道，[ 目前的军事冲突 ] 前线
距离马里乌波尔只有 20 公里。我们希望，冶金生产重要性的
增加，至少能让我们保住过去已有的工作――并且为将来的发
展作出贡献。

像普锐特冶金技术这样的国际性公司能够帮助乌克兰进一步开
放吗？
Boychenko：是的，绝对如此。随着我们不断提升自己的技
术水平，我们的市场份额将会增加，地位会变得更加突出。更
多的订单会随之而来，使我们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您对马里乌波尔的居民有什么样的期望？
Boychenko：我希望，年轻一代能够把他们的未来和马里乌
波尔这个城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让前途充满光明。这就是为
什么技术和文化交流是如此的重要。

KLAUS LUGER
林茨市市长

VADIM BOYCHENKO
马里乌波尔市市长

Klaus Luger为林茨这
座“钢铁之城”的环保
意识深感骄傲。

Vadim Boychenko

将马里乌波尔的钢铁
工业视为这座城市的
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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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是对世界钢铁生产影响最大的
地区。在2015年，仅中国大陆自己的
钢产量就几乎等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总
和，而日本、韩国和台湾也都在这个地
区充当着重要的角色。顾问编辑Tim 
Smith博士对东亚的钢铁行业进行了
深入分析。

生产企业现在开始着手解决产能
过剩的问题，它已经导致了价格的
急剧下降。
Tim Smith博士

东亚地区钢铁工业现状的深入分析

东亚的     
钢铁工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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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地区――其实在整个世界――钢产量都由中国的产量所
主导。中国在 2015 年生产了 8.038 亿吨粗钢，占到了全球
总产量的 49.6%。不过，中国的钢产量有减少的趋势，因为
2014 年的钢产量是 8.227 亿吨，而 2016 年预计约为 8.04 亿
吨 ( 按前 8 个月的数据推算 )。

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在整个世界，所有产钢大国都表现出了这
一减少的趋势。这是为了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它已经导致了

国际市场钢产品供过于求和价格急剧下降。日本是该地区的第
二大产钢国，2015 年生产粗钢 1.051 亿吨，比 2014 年减少了
5%；其次是韩国 6,970 万吨 ( 减少 2.6%) 和台湾 2,140 万吨 ( 减
少 8%)。朝鲜的数据很少，估计 2014 年的产量为 125 万吨。
蒙古没有数据。与之相邻的产钢地区是东南亚――根据 2015
年世界钢铁协会的统计――包括越南 (610 万吨 )、印尼 (420
万吨 )、马来西亚 (410 万吨 )、泰国 (370 万吨 )、菲律宾 (110
万吨 )、新加坡 (54 万吨 ) 和缅甸 ( 估计 35,000 吨 )。

 803.8  
百万吨

中国大陆

 105.2  
百万吨

日本
 69.7  

百万吨

韩国

 21.4  
百万吨

台湾
 3.7  
百万吨

泰国

图1：
本文引用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钢铁协会发
布的《2016年世界钢铁统计数据》。上图
中，“世界其他地区”的数据得自世界钢
产量与东亚钢产量之差。

 617.1  
百万吨

世 界
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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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全球需求减弱，中国 2015 年的经济增长率为 6.9%，这是
25 年来最低的数据。除了巨额的政府支出和一线城市的房地产
价格暴涨，近几个月的官方数据开始表现出一些经济稳定的势
头。不过，2016 年第一季度的 GDP 增速进一步放缓，第三季
度的增长率预计为 6.7 – 6.8%。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曾经推动中国经济
快速发展的出口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
头。出现的问题，比如工业产能过剩、高负债率、污染和全球
需求疲软，都制约着经济增长。中国没有采取激进的刺激措施，
而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优化经济结构，削减工业产能过
剩，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现在，平衡和驱动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消费而不是投资。
2016 年上半年，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 73%，
比上年同期提高 13.2%。增长缓慢的国有企业正在经历转型。
钢铁、煤炭、发电和其他重工业都在削减产能，政府正在更多
地向市场放权。

中国渴望升级制造业，这对跨国公司来说意味着有利的商机。
在高技术服务业，2016 年 1 月到 6 月的外国投资同去年相比

几乎翻了一番。从 2016 年 1 月到 6 月，中国企业在 155 个国
家和地区共投资 889 亿美元，比上年大幅度增加了 58.7%。
它们为各地创造了就业，帮助提升了当地的工业水平。

钢铁行业重组
中国的钢铁生产严重依赖高炉 - 转炉联合流程。在 2015 年生
产的 8.038 亿吨中，有 93.9% 由氧气转炉生产，只有 6.1% 产
自电弧炉。在总产量中，连铸比达到 98.3%。中国钢铁行业的
生产和加工能力超过了 15 亿吨。

中国目前正在执行到 2020 年将这一产能削减 10% 的计划。
在过去的 5 年间，产能已经削减了超过 9,000 万吨。在 2015 年，
中国关闭的钢铁厂生产能力达到了 3,100 万吨，2016 年则计
划削减 4,300 万吨。削减过剩产能在中央政府的改革议程中
排在前列，因为钢铁和煤炭行业的过剩产能影响着国家的经济
成就。不过，削减煤炭产能 (2015 年为 1.01 亿吨 ) 对焦煤的供
应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供应商的报价已经从第三季度的 92.5
美元 / 吨提高到了 200 美元 / 吨。

中国大陆    

产能削减和企业合并

走到尽头
曾经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的出口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
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永锋钢铁公司的普锐特冶金技
术ERT-EBROS钢坯对焊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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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最大钢铁企业的 2015年产量和世界
排名

世界排名 公司 粗钢
(百万吨) 河钢集团 47.8

5 宝钢集团 34.9

6 沙钢集团 34.2

7 鞍钢集团 32.5

9 首钢集团 28.6

11 武钢集团 25.8

12 山东钢铁集团 21.7

15 马鞍山钢铁公司 18.8

18 天津渤海钢铁集团 16.3

20 建龙集团 15.1

21 本溪钢铁集团 15.0

中国钢铁行业的生产和加工能
力超过了15亿吨。

来源：世界钢铁协会

2010 – 2016年中国的粗钢产量
( 百万吨 ) 

表 1：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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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产量根据前8个月数据估计来源：世界钢铁协会

中国环境保护部已经派出了检查组，以确认钢铁企业是否达到
国家技术标准和排放标准。在检查了 1,019 家钢铁公司后，检
查人员发现，有 173 家企业存在环境违法行为，其中的 62 家
违反了建设项目环保规定。

企业合并
除了削减产能，大型钢铁企业还在进行合并。中国两大钢铁
企业的合并――上海宝钢集团和湖北武汉钢铁集团――已在
2016 年 9 月由国务院批准。在 2015 年，宝钢的粗钢产量为
3,494 万吨，而武钢为 2,580 万吨。这样，合并后的新公司总
产量超过了中国的河钢集团，成为中国第一大和世界第二大钢
铁企业，仅次于阿赛洛米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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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年下半年，一吨钢的价格低于一吨纯净
水的价格。

宝钢承诺，在 2016 – 2018 年间削减钢产量 920 万吨，将产
品升级作为重组工作的重点。下一个提上重组日程的是鞍钢和
本溪钢铁集团，这两家公司都位于东北的辽宁省。鞍钢集团
公司按产量排行是中国的第四大钢铁企业，2015 年的产量为
3,250 万吨，而本溪的产量为 1,500 万吨。虽然合并工作在
2016年早些时候陷入停顿，但预计到本文发表时也许已经完成。

钢铁企业的合并在中国并不少见。河北钢铁集团由唐钢和邯钢
于 2008 年合并组成，而鞍钢是鞍山钢铁集团和攀枝花钢铁集
团在 2010 年合并的结果。国务院已经制定了目标：到 2025 年，
中国钢铁产业 60% – 70% 的产量将集中在 10 家左右的大集团
内，其中包括 8,000 万吨级的钢铁集团 3 – 4 家、4,000 万
吨级的钢铁集团 6 – 8 家，和一些专业化的钢铁集团。

钢的利润
由于钢价上涨，中国钢铁行业的利润在 2016 年前 7 个月出
现了增加。虽然 373 家钢铁公司在此期间的销售收入下降了
11.91%，只达到 1.5 万亿元 (2,250 亿美元 )，但它们的利润达
到了 163 亿元 (23.9 亿美元 )。不过，市场需求依然疲软，7
月份的钢材消费量同比下降了 3.6%。

中国北方的河北省是中国四分之一钢产量的来源地，这里在
2015 年的价格大幅走低之后于 2016 年上半年迎来了利润的明
显增加。该省的钢铁企业在前 6 个月创造了 150 亿元 (22 亿美
元 ) 利润，同比增长 181% 之多，利润率为 3.02%。在此期间，
该省的 78 家钢铁企业中有 63 家盈利，同比增加 15%。

在 2015 年下半年，由于产能过剩严重和经济发展缓慢带来的
需求疲软，一吨钢的价格一度低于一吨纯净水的价格。

普锐特冶金技术近年从中国获得的一些
合同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
连续镀锌线(CGL)于2016年3月底生产出第一个带卷。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钢)
对建在上海的一座炉龄超过20年的双炉壳直流电弧炉
进行现代化改造

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
订购两台双流板坯连铸机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山钢)
为山东省日照新建烧结厂从普锐特冶金技术订购一套
选择性废气循环(SWGR)系统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永锋钢铁)
为公司的山东省齐河现有棒材轧机签订ERT-EBROS
钢坯对焊技术供货合同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新建一条不锈钢棒材、大盘卷和线材复合轧制线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钢)
订购两条连续镀锌线

中天钢铁(常州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改造线材轧机

宝钢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宝钢湛江)
为中厚板轧机订购新的Mulpic(多功能间断式冷却)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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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 年，日本的粗钢产量达到 1.052 亿吨，2016 年预计减少
到大约 1.05 亿吨 ( 根据前 8 个月数据估计 )。自 2014 年以来，
日本的钢产量持续下降。最高产量出现在 2007 年，达到 1.202
亿吨。在 2015 年，77.1% 的钢产量出自高炉 - 转炉联合流程，
22.9% 产自电弧炉。在总产量中，连铸比达到 98.1%。

日本位列中国之后，是世界第二大产钢国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合并后的公司新日铁住金株式会社在 2015 年是世界排名第三
的钢铁企业，钢产量为 4,637 万吨。

2015 年， 日 本 的 钢 材 需 求 减 少 了 1,000 万 吨， 同 比 下 降
15%。钢产量降低了 500 万吨，而钢材进口量也减少了将近
700,000 吨。出口量同比增加 14%( 大约 500,000 吨 )，达
到 4,040 万吨。在 2016 年第一季度，日本工业部门的利润出
现了下降，具体表现为东京证券交易所指数下跌了 18%。

在 2016 年 4 – 6 月间，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了 11%。这个因素
对出口业造成了更大的负面影响，使得今年前 5 个月的钢材出
口量减少到 1,860 万吨，比 2015 年同期下滑了 3.3%；而钢材
进口量却达到了 1,270 万吨，这意味着增加了 4%。所有大型
钢铁企业都在 2016 年第一个财政季度 (4 – 6 月 ) 报告了亏损。
新日铁住金的经常账户损失为 120 亿日元 (1.11 亿美元 )，JFE
钢铁则损失了 133 亿日元 (1.23 亿美元 )。

不过，日本的钢铁企业预计在 2016 财年会有总体改善，因为
日本国内和出口市场的钢价都已开始上扬。到 6 月份，东亚地
区热轧卷现货市场的价格水平已经达到了 360 美元 / 吨，从
2015 年年底的 12 年以来的最低点上涨了 20%。

然而，随着日元继续升值，7 月份的出口遭遇了 7 年来最剧烈
的单月下滑，减少了 14%。钢材、汽车和船舶的出货量全都下
降，但进口也减少了 25%，使当月的贸易盈余达到了 5,130 亿
日元 (15 亿美元 )，是 2009 年以来的最大值。在 8 月份，出
口回升了 2.3%，达到 350 万吨；但粗钢产量比 7 月份略有下
降 (0.65%)，为 890 万吨。

普锐特冶金技术UCM轧机能够确保出色的厚度和形状控制。

普锐特冶金技术近年从日本获得的合同

JFE钢铁株式会社
普锐特冶金技术获得组合式轧机合同。

日本矿业金属集团
普锐特冶金技术从日本矿业金属集团获得 UCM 铜箔轧机
合同。

日本  
日元汇率走高打击出口

*2016年产量根据前8个月数据估计来源：世界钢铁协会



冶金杂志 1/2017 | 专题报告

24

2010 – 2016年韩国的粗钢产量
(百万吨)

表4: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65 百万吨

70  百万吨

60 百万吨

55 百万吨

50 百万吨

45 百万吨

67
.8

*

69
.7

71
.5

6
6

.1

69
.1

6
8.

5

58
.9

韩国  
处于改善之中

在 2015 年，韩国生产了 6,970 万吨粗钢，比 2014 年减少了
2.6%，但多于以前的年头。2016 年很可能继续减少，根据前
8 个月的产量估计约为 6,780 万吨。2015 产量的 69.6% 来自
联合流程，30.4% 来自电弧炉。钢的连铸比为 98.6%。

2015 年，韩国的人均钢材表观消费量全球最高，其次是台湾，
日本第四，中国大陆排名第五。

韩国是东亚地区的第三大产钢国，其最早的钢铁联合企业浦项
钢铁公司 2015 年的产量为 4,197 万吨，排名世界第四。浦项
最大的竞争对手现代钢铁公司的产量为 2,048 万吨。

由于中国竞争对手减产而使全球钢价回升，加上公司自己采取
了成本节约措施，预计浦项在 2016 年第三季度能够获得 8 亿
美元的经营利润。这与 2015 年同期相比的增长幅度为 33%，
比上个季度增长 28%。这是两年来的最高季度利润。2016 年
全年的利润水平可能超过 3 万亿韩元 (26.7 亿美元 )，接近
2015 年的两倍。

浦项的国内和国外子公司也出现好转，但浦项似乎已对在印度
奥里萨邦采用 Finex 工艺建设一座 1,200 万吨 / 年联合钢厂的
计划失去了耐心 ( 该计划最早于 2007 年启动 )。在几乎计划
了 10 年之后，公司决定不再更新其环境许可证。

现代钢铁公司预计在 2016 年第二季度迎来经营利润的大幅度
增加，幅度达到 51%。公司的流动负债超过 5 万亿韩元 (44.5
亿美元 )。不过，由于有现代汽车公司和起亚汽车作后盾，它
的债券等级为 AA。

东国钢铁公司 ( 一家电弧炉炼钢和中厚板及长材轧制企业 ) 的
流动负债接近 3 万亿韩元 (26.7 亿美元 )，资产价值 1.6 万亿韩
元 (14.2 亿美元 )。东国公司的债券等级为 BB。

*2016年产量根据前8个月数据估计来源：世界钢铁协会

现代钢铁唐津厂生产的大方坯

普锐特冶金技术近年在韩国的业务

现代钢铁
一台大方坯连铸机、一套大规格棒材轧机和一套小规格棒
线材轧机在新建的唐津特殊钢厂投入运行。

Finex：联合开发的成果
Finex 是由浦项和普锐特冶金技术联合开发的一项成熟的
高炉炼铁替代技术。它以粉矿和非焦煤为原料生产铁水，
与高炉相比生产成本低，环境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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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恢复增长

台湾的 2015 年粗钢产量为 2,137 万吨，比 2014 年减少了 8%，
但 2016 年 的 目 标 是 提 高 到 2,170 万 吨。2015 年 钢 产 量 的
62.4% 出自联合流程，37.6% 出自电弧炉。连铸比为 99.6%。

台湾第一家、也是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中钢公司在 2015 年生
产了 1,482 万吨。

台湾在 2015 年面临了钢材需求放缓的局面，同比下降了 2.6%，
达到 1,830 万吨。与 2014 年相比，钢产量下降了 8%，出口
量下降了 5%(1,040 万吨 )，进口量下降了 13.5%(370 万吨 )。

提供给中龙钢铁公司的高炉

中龙钢铁公司高炉成功运行

2010 年 2 月，中龙钢铁公司台中厂 1 号高炉投入运行，使
其成为台湾第二大钢铁联合企业。由普锐特冶金技术设计
并提供的这座高炉额定能力为 250 万吨 / 年。到目前为止，
经过 5 年多的无故障稳定运行后，已经为炼钢厂提供了超
过 1,400 万吨铁水。它和比它晚投产 3 年的容量相近的 2
号高炉都连续超过了各自的额定生产能力。

先进的炼铁技术

普锐特冶金技术是唯一拥有全部炼铁设备技术方案和自动
化系统的国际供应商，其炼铁技术以包含数十年经验诀窍
为特色，包括：

•  混合浮选技术――创新性的低品位矿石处理方案

•  环形球团技术――世界上最紧凑的球团矿生产方案

•  烧结厂――高效、环保的烧结矿生产

•  高炉――一站式提供工艺和成本优化方案

•  Corex――成本效益和环保效果俱佳的无焦炼铁

•  Finex――基于粉矿和非焦煤的高效益炼铁工艺

•  Midrex――世界领先的直接还原铁生产工艺

2010 – 2016年台湾的粗钢产量
(百万吨)

表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2 百万吨

23 百万吨

21 百万吨

20 百万吨

19 百万吨

18 百万吨

*2016年产量根据前8个月数据估计来源：世界钢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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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废钢回收

泰国的 2015 年钢产量为 371.8 万吨，比 2014 年减少了 9.2%。
2016 年的目标是增加到 400 万吨。

由于炼钢采用电弧炉流程，泰国是这个地区的第二大废钢消费
国。在 2015 年，废钢总需求为 390 万吨，同比下降 9.3%。
国内供应量略有增加，同比提高 1.3%，达到 340 万吨。2015
年的进口量大幅度减少，同比降幅达到 31%，共进口 949,340
吨。进口的主要来源国是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韩国和日本。

2015 年的废钢出口量明显增加，同比增幅 3.6%。泰国出口废
钢的目的地包括多个国家，主要有印度、印尼、日本、中国、
韩国和老挝。泰国是汽车和家电等其他重要钢材消费行业的一
个制造中心。

一套线材轧机上安装的一台普锐特冶金技术摩根减定径机

普锐特冶金技术近年从泰国获得的合同

NTS电弧炉改造
普锐特冶金技术正在对 N.T.S. 钢铁集团公共有限公司 ( 泰
国春武里 ) 的一座 76 吨电弧炉进行现代化改造。该炉将安
装一套新的电极控制系统、泡沫渣管理器和一套组合式精
炼烧嘴系统。电弧炉改造的目标是使电耗降低 4%，电极
消耗降低 17%。这些改进将有助于缩短出钢到出钢时间，
提高电弧炉产能，降低单位生产成本。

Kobelco Millcon棒材轧机升级
为 了 增 加 特 种 钢 产 品 的 供 应 量， 泰 国 罗 勇 的 Kobelco 
Millcon 钢铁有限公司正在采用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的设备
对一套线材轧机进行升级改造。当改造于 2017 年 5 月完
成之后，泰国的这套轧机将生产汽车零部件用棒材。轧机
的改造内容包括安装新的机架齿轮传动、水箱、夹送辊、
吐丝机和最新型无级式集卷筒。另外，普锐特冶金技术还
将为其安装一台具有快换能力的摩根减定径机，以生产热
机轧制产品并改善公差指标、机械性能和卷形。轧制速度
保证值为 110 米 / 秒，以使产能达到 480,000 吨 / 年。
最大轧制能力高达每小时 120 吨。

2010 – 2016年台湾的粗钢产量
(百万吨)

表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2 百万吨

23 百万吨

21 百万吨

20 百万吨

19 百万吨

18 百万吨

*2016年产量根据前8个月数据估计来源：世界钢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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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思

中国于 2016 年 9 月在杭州举办了 G20 峰会，这是中国首次
举办这项举世瞩目的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向世
界商界领袖再次保证，中国能够保持强有力的增长，将坚定推
进结构性改革，并将建立开放型经济。

中国渴望升级制造业，这对跨国公司来说意味着有利的商机。
其结果是，从 2016 年 1 月到 6 月，高技术服务业的外国投资
同去年相比几乎翻了一番。

作为中国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实例，珠海在 2016
年 9 月举行了仪式，庆祝连接香港和中国大陆珠海的 55 公里
跨海通道正式贯通。6.7 公里的水下沉管隧道和连接人工岛的
29.6 公里桥梁的用钢量超过了 400,000 吨。珠海段的施工从
2009 年 12 月开始。跨海大桥的起点在香港大屿山岛，从这里
分别通向珠海和澳门。目前，只有路面和配套工作尚待完成。
在此之前，山东省东部的 36.48 公里胶州湾跨海大桥被认为是
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中国渴望升级制造业，这
对跨国公司来说意味着
有利的商机。

冶金杂志 1/2017 | 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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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贵的技术传承
28

蒙特雷 卡农斯堡 贝洛奥里藏特 谢菲尔德 伦敦 布鲁塞尔 MARNATE

阿法乐特 伍斯特 里约热内卢 蒙布里松蒂斯河畔斯托克顿 LEGELSHURST 埃尔朗根

广岛是本期《冶金杂志》机构介绍的主角

普锐特冶金技术广岛制造厂及其产品和人员介绍



冶金杂志 1/2017 | 普锐特冶金技术机构介绍

  29  

“我敢打赌，这里一尘不染的地板都能让人把它们吃下去。”
当我们第一次走进普锐特冶金技术广岛制造厂时，不由自主地
冒出了这个念头。千真万确，尽管工厂的设计肯定是为了用餐
以外的其他用途，但这里的清洁程度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
这家制造厂给人留下了极好的第一印象，周边的环境也给人以
光华内敛的总体感觉。

这是一个美好的夏日，不仅阳光灿烂，湿润的空气也体现了这
个地区的典型特点。当我们驱车前往制造厂时，路上经过了一
大片综合性区域。那里不仅有普锐特冶金技术广岛的办公设施，
还有母公司三菱重工的一些建筑。道路都设计得彼此间隔很宽，
两旁绿树成荫。这里景色宜人，安静祥和，令人赏心悦目。虽
然空气中有一点“再过两周就到暑期了”的淡淡的感觉，但毫
无疑问充满了专业的气息。

培养员工
当然，制造厂展现出这样高标准的整洁性和有序性自有其原因，
我们的向导、高级工程师 Shuhei Aso 告诉我们说。实际上，
原因还不止一个：首先，整个制造厂的运转方式确保了对所有
人员都达到最高安全标准，而让一切都保持整齐有序和彻底清
洁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的无事故天数已经
达到了 2,361，”Aso 说。不仅他，整个团队都对这一点相当自豪。
这里甚至有一块公示牌，专门显示“自上次事故以来的天数”。
在我们访问时，累计的天数已经相当于 6 年多的工作时间。

制造厂能够做到如此严格管理的另一个原因是，每一个人都追
求卓异。这不仅明显体现在制造厂的外观和它给人的印象上，
而且的确是全厂奉行的理念。任何开始在普锐特冶金技术广岛
工作的人，都将学会追求完美。正如制造厂经理 Masakazu 
Yamamoto 解释的那样：“当我们的一种产品交付后，我们

总是保证每个方面都让客户感到满意。这种完美主义和我还是
一个年轻的受训者时就学到的价值观相一致。我觉得，把这种
价值观传给我现在的年轻同事很重要，因为它是我们广岛制造
厂的传统。”广岛制造厂让人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员工们为
别人考虑得很多，特别是对自己的下级。每个负责一小组工人
的人都将确保他们在多年的工作中提升技能水平，获得个人发
展。Masakazu Yamamoto 在说到为他的员工保证最好的培
训时充满热情：“正确地培训我的团队成员对我来说十分重要。
我喜欢安排一个年轻人和一个有经验的人搭档，这样，他们能
够相互学习。他们还会被一起送到外面去学习。经过这些学习
后，年轻的工人将拿到日本政府签发的证书。”

“每一名员工在培训后都要达到优秀水平，这一点至关重要，”
现场团队负责人之一 Toyoharu Yoshikawa 强调说。“出色的
技术能力和经验诀窍，还有良好的个性和品格，都是需要具备
的。这样，每一个人都能代表我们的公司面对我们的客户。我
会和我负责的每个人都深入交谈，详细告诉他们应当怎样在他
们的日常工作中进行改进。通过这样的方式，每个工人都能学
会用最好的方式完成他们的工作。”

在普锐特冶金技术的众多分布地点中，广岛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这里的制造厂尤
其如此，它是公司的日本和海外制造业务的一个中心。该制造厂面向所有客户生产
最高质量的产品，其工作流程的设计保证了生产的每一种产品都能持续得到完善。
《冶金杂志》编辑 Thomas Widter 博士访问了这里，希望发现是什么让这家制造
厂和它的员工如此与众不同。

克拉科夫

伊斯坦布尔 莫斯科

叶卡特琳堡 加尔各答

北京 首尔

林茨 基辅

孟买

上海

奥斯特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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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广岛设
有一个制造厂，这里面向
钢铁行业提供种类众多
的定制产品。

东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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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家印度客户制造的
热带钢轧机牌坊

定宽侧压机机轴和
调宽主齿轮箱

检验产品
广岛制造厂到底生产哪些类型的产品呢？您也许会猜到，它们
种类众多，几乎涵盖了如今的钢铁企业所需部件的整个范围 ( 包
括备件和新部件 )。在我们参观现场期间，我们随意挑选了一
些看上去比较特别的产品 ( 如以下各图所示 )。

热带钢轧机牌坊是一种可以称为该制造厂“特产”的产品，它
们不是锻造的，而是焊接的，具有极高的性价比。这些牌坊的
制造需要达到极高的精度，因为表面必须绝对平整。因此，广
岛制造厂的工人们为这种产品倍感骄傲。广岛制造厂生产的其
他产品还包括定宽侧压机机轴和调宽主齿轮箱、带钢冷轧机主
缸部件、HZ 轧机内牌坊等。

但是，无论对于哪一种产品，广岛制造团队都会全力以赴，
使其具备两个共同的特点：制造时采用最高标准，安装时由

专业人员精调。如果客户提出要求，制造厂经理 Masakazu 
Yamamoto 会派出广岛制造团队的一位专家前往客户现场以
提供帮助。“每一个方面都会仔仔细细地检查，现场发现的任
何问题都会原原本本地回报我们的团队进行深入讨论和详细分
析，”Yamamoto 解释说。“坚持这种反馈制度保证了我们
的产品组装水平不断提高，对全面提高客户满意度非常有效。”

在被问道是否有什么座右铭时，工人们将会回答说，在面对更
复杂的困难时，他们坚持一种三步法实践。第一步是到问题现
场直接检查；第二步是“诚实地”看待问题，避免对可能的原
因妄加推测；第三步是根据实际结论相应调整正在进行的工作。
这样，就能保证在工作中以最好的方式改进技术。这种作法的
核心是持续优化，目的是为客户提供质量越来越好的产品。

产品

就在我们访问时，许多产品刚刚制
造完毕，正准备向客户现场发运。由
于我们只能对其中的少数进行介
绍，因此选择了一些看上去比较醒
目的产品。

我们的向导、高级工程师Shuhei Aso指给我们穿
过制造厂的路线。

在我们访问时，制造厂已经整整保持了2,361天无
生产事故。

制造厂经理Masakazu Yamamoto和现场团队负
责人Toyoharu Yoshika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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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钢冷轧机主缸部件
(即将完成 )

为一家台湾客户制造的
定宽侧压机备件

将进行防腐涂装的 HZ
轧机内牌坊

广岛的精神
在和广岛的工人们交谈时，您能够感受到当地的特点。这是一
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这座城市不仅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
了原子弹的严重破坏而闻名，还以克服了重重障碍迅速重建而
闻名。广岛也是一个秉承传统的地方，这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
和文化的许多方面，也体现在对技艺的追求上，比如在我们的
制造厂。知识代代相传，传统发扬光大。

当然，广岛也以其人民的热情而闻名。您经常能够听到，人们
的自豪感有两个来源：家庭和运动。制造车间主管 Toyoharu 
Yoshikawahi 会告诉您，他的三个儿子互相帮助，互相鼓励，
都成了高水平的游泳健将。“孩子们可能有时会让人觉得挺麻
烦，但也很有满足感，”他说。Masakazu Yamamoto 告诉我们，
当地人都非常热衷一些特别的运动：“我个人最喜欢东洋鲤鱼
队，广岛的职业棒球队。在我举杯祝酒时，经常是祝东洋鲤鱼
队在以后的比赛中获胜。我喜欢在他们比赛时到体育场为他们

广岛制造厂生产的每一件产品都在制造时采用最高标准，在
安装时由专业人员精调。”

作者谨此对Shinichi Yamashita、Michael Wöss和上面
提到的每一个人深表谢意，感谢他们在广岛及其周边提供
的大力帮助。

“

加油助威。今年，东洋鲤鱼队赢得了日本中央联赛的冠军，让
我特别的自豪。”

通过在广岛受到的细致、周到和热情的款待，我们相信，一定
是从不停止的对于完美的追求，驱使着这个城市的棒球队不
断进步，终于登上顶峰。东洋鲤鱼队的选手们一定是本着职
业精神埋头苦练，认真打好每一场比赛。他们让自己的家乡
更加为其传统而自豪。在广岛制造厂的所见所闻，让我们深
深地感到，这里的员工，他们的技艺，他们对于卓越的追求，
也是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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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和平纪念碑

一眼望去，这里像是一处废墟。它就是原爆遗址，或称为“原
子弹爆炸圆顶屋”，是 1945 年 8 月 6 日广岛原子弹爆炸
之后在爆炸中心附近残留的唯一没有全部倒塌的建筑。您
在了解这幢建筑的历史时就会知道，这些残骸被特意保留
了在二次大战后的原样，除了偶尔有争议说可能需要修缮。
该建筑原本是由捷克建筑师 Jan Letzel 设计的一处陈列
馆，于 1915 年 4 月建成。它的主要用途是艺术教育展览，
当然，这个用途由于原子弹爆炸戛然而止。1996 年 12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将圆顶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
这幢建筑是首次对人类使用核武器和祈祷持久和平的象
征。今天，圆顶屋作为一个专门的展示性建筑，是一个大
型纪念公园的一部分。在 2016 年 5 月，巴拉克·奥巴马参
观了和平纪念碑。他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位正式访问
广岛的美国总统。

广岛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这个城
市的居民虽然经历了艰难，但他们培
养出了对于完美的追求。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是这座特意作为遗迹而保
留下来的“原子弹爆炸圆顶屋”

东洋鲤鱼队的徽标在广岛随处都能见到，包括在无数
的商品、海报和横幅上。

广岛东洋鲤鱼队

广岛人为自己这座城市拥有一支声名赫赫和广受追捧的棒
球队而倍感骄傲。当我们在 2016 年夏天访问广岛时，这
支队伍刚刚在时隔25年后再次获得日本中央联赛的冠军。
东洋鲤鱼队曾经多次赢得最高荣誉，第一次夺冠是在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 30 年之后。但是，球队也经历过多年的低
迷，在一连串的赛季中都运气不佳，这使现在的胜利更显
得弥足珍贵。球队成立于 1949 年，其标志性颜色是红色
和深蓝色。队名有两个由来：广岛城在日语里叫作“鲤鱼
之城”；流经广岛市的太田川河盛产鲤鱼。球队的主要股
东包括松田家族 (60%) 和汽车制造商马自达公司 (34%)。
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松田家族的前辈松田重次
郎是一位企业家，正是他在 1920 年创办了马自达公司。
由于这种历史上的联系，球队的全名时至今日仍然反映出
了马自达在 1984 年之前一直使用的名称“东洋工业公司”。
不仅普锐特冶金技术广岛制造厂的许多员工都是球队的狂
热球迷，它在整个日本到处都有无数的拥趸。东洋鲤鱼队
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在广岛各家购物中心的大量商品上都
能看到它的照片和标识。而且，您在广岛的街道上能够看
到很多人都穿着球队的 T 恤衫。
如果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东洋鲤鱼队的资料，可以登录
www.carp.co.j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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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JI KAWABATA

作为广岛制造厂的一
名天车操作工，Yuj i 

Kawabata为许多产
品的组装出了力

生活中的一天 
YUJI KAWABATA
《冶金杂志》请天车操作工 Yuji Kawabata告诉我们他每天的工作是什么样。他从 2008年开始一直在普锐特冶
金技术 (及其前身公司 )工作。

06:30

13:10一天开始

07:00 

07:20

08:15

08:20

08:30

13:00–13:10

12:00–13:00

我在iPhone闹铃响起时起床。

我的工作时间从8点过一点儿开始。我们
一起做操、活动，这样有助于避免因为身
体局限或动作不当而发生事故。

工段开会，布置当天日程和交代工作指
令。对可能有危险的工作进行详细讨论，
尽可能提高工人的安全水平。会议结束
后，我回到岗位，开始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在大多数时间内和天车一起工作，每
天都要提前对天车进行检查。

班组全体开会，讨论更多的一
些工作内容。

我吃早饭，非常典型的日式早餐。我在早
饭时喜欢吃烤鱼配味噌汤和日式腌梅
子。我妻子偶尔也会准备欧陆式早餐。

下午班组会，有时会给出增加
的工作指令。

我住在广岛工厂附近，所以很快就能到
达。我大约7:20到厂。到达后，我查看当
天的工作计划，和我的同事们讨论当天
要干哪些活儿。有时，我们也会谈其他一
些话题。

一天结束

17:00

17:15

18:30

19:30

下午的工作，主要是和我的天
车一起完成。

清扫车间。我们大家一起清扫。天车
本身不需要任何清扫，但需要定期维
修，这项工作由三菱集团内部的一家
专门公司负责。

有时候，需要适当加加班。但在大多数日
子里，这是我离厂回家的时间。

我和妻子一起吃晚饭。

这时，我和我周围的人一起度过一段休
闲时光。我会做一些我觉得有意思和能
让我放松的事情。

午休时间。我们的食堂很小，但很合适。
大多数工人都事先订好他们的便当，然
后就在我们吃饭的餐桌附近一个划定的
区域等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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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日本冷轧技术和
创新主管 TAKEHIKO SAITO博士访谈录

日本的创新先锋

Takehiko Saito 博士是普锐特冶金技术最有名
的发明家之一。在过去的 20 年间，他共参加
申请了数十项专利，主要在冷轧技术领域。他
是交叉缝焊机技术开发团队的一员，该技术被
认为是近年来焊接方案的一次重大突破。我们
请 Saito 博士介绍了他的工作经历、他的创新
成果和他对创造力的理解。

TAKEHIKO SAITO 博士

普锐特冶金技术日本冷轧技术和创新主管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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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创新和哪个国家没
有太大关系，它取决于人们
想要获得的创新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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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普锐特冶金技术及其前身公司工作期间参与了多少专利或
创新？
Takehiko Saito博士：我试着数过我在普锐特冶金技术的前
身公司，也就是日立和三菱日立制铁机械工作时参与的专利，
得到的结果是，我在 20 年中总共申请了 44 项专利，到今天
为止，其中的 30 项已经被批准。当然，这些专利不是我一个
人的功劳，而是不同项目工作团队的共同成就。以我的一位技
术创新部的资深同事为例，据我所知，他在 35 年间一共获得
了 80 项专利。另外，普锐特冶金技术的首席技术官 Hirai 博
士已经参与了 130 多项专利的工作。所以，我认为，我真的要
在今后努力研究更多的专利和创新。

在您看来，为公司带来最佳经济效益的创新是什么？
Saito：首先，我应当说，我所接触的炼钢设备领域有很长的
技术创新历史。虽然我也出了一份力，但还有相当多的领域
我并没有直接参与。谈到这个问题，我想，万能凸度控制轧机
(UCM-Mill)，包括高凸度控制轧机 (HC-Mill)，可以说是最成
功的创新之一。这两种技术我以前都没有涉及，但现在则是深
度参与。当我在大约 23 年前找工作的时候，我拜访了日立的
机械研究实验室，带去了我的学历材料。我很高兴在日立轧机
业务部门获得了一个研究职位，因为 UCM-Mill 和 HC-Mill 的
创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在我的生活中真的是一个转折
点。我有一种使命感，要继续把我们从我们的前辈那里继承到
的 UCM-Mill 的品牌和诀窍推向世界，因为 UCM-Mill 仍然是
冷轧机技术的一面旗帜。

您个人最感到骄傲的创新是什么？
Saito：这要算是超级万能凸度控制轧机 (Hyper UCM-Mill)
和交叉缝焊机 (CSW) 了。实际上，这两项技术分别在 2011 和
2014 年获得了日本塑性技术学会颁发的技术开发奖。Hyper 
UCM-Mill 大幅度提升了标准 UCM-Mill 的轧制性能，优点是
使客户在降低资本支出的前提下达到更高产能。CSW 和传统
的窄搭接焊机相比焊接性能显著提高。它不仅扩大了产品的规
格范围，而且由于价格极具竞争力而有更大的市场。CSW 得
到的积极评价让我尤其自豪。大约在 10 年前，一支新成立的
团 队， 包 括 Noriaki Tominaga、Shinichi Kaga、Mitsuru 
Onose 和我自己，设想了一种新的方案。它叫作“紧凑式连续
冷轧系统”，而交叉缝焊机就是这个大型方案中关键的创新部
件之一。当然，自从 CSW 的方案提出以来，经过了深入的研
究和改进。到今天，我们已经两次卖出了这项技术，而且预计
不久会有更多的订单。

您的大多数想法和创新是坚持系统性研究的结果，还是通常产
生于偶然或巧合？
Saito：我认为，如果不仅知识面宽，而且深度掌握了专业知识，
就能产生创意和取得创新。无论一个人试图连续性还是间歇性
解决技术问题，这都是必要的。于是，问题就变成了：需要花
多长时间才能解决一个问题？在日本，我们有一句谚语：播下
合适的“种子”，用“收获”来满足“需要”。如果我们把它
用在交叉缝焊机上，那么，紧凑式连续冷轧系统的初期开发，
就让它有了种子。然后，我们改进这些种子以满足我们客户的
需要。这样，我们就用收获使客户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总的来说，
这个过程花了 10 年。我相信，连续 10 年的开发非常重要，尤
其是在研究工作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困难阶段的情况下。

我认为，如果不仅知识面宽，而且深度掌握了
专业知识，就能产生创意和取得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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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记下了电
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一句
话：‘失败是一个选项，但畏
惧不是。’我认为，这对创新
者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座右铭。”

“

在您看来，创造力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素质，还是可以通过适
当的训练和教育而后天获得的能力？
Saito：我要对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说“是”，因为我相信教
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好奇心、创造力、基本知识和实践能力共
同催生了灵感和具体的方案。哈佛商学院的一位教授 Clayton 
Christensen 博士在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创新者必须具备的五项
基本技能：联想、观察、质疑、实验和交流。Christensen 指出，
一个人的能力可以通过积极学习而提高。另外，我认为，不害
怕失败，而是敢于迎接挑战，也是创造性人才的一个基本特点。
我在自己的笔记本里记下了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一句话：
“失败是一个选项，但畏惧不是。”我认为，这对创新者来说
是再好不过的座右铭。

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产生创造性想法的经常只有单独一个人
或者在一起工作的一小群人⸺比如，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
沃兹尼亚克在一个车库里组装了他们的第一台计算机。在日本
是否也是这样，或者说，您是否觉得日本的创意和创新更多是
集体努力的结果？
Saito：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要再次提到 Christensen 博士
的研究。在他的著作中，他把创新分成了两类，即延续性创新
和颠覆性创新。延续性创新的商业模式是，供应商连续向现有
客户提供改进的产品。如果我再一次套用需要、种子和收获的
说法，那就可以说，延续性创新要求供应商坚持不懈地满足它
的高端客户的需要。那么，集体努力非常重要，因为必须通过
汇集大家的经验和知识来满足现有客户的需要。颠覆性创新的
商业模式是，供应商为新客户提供经济实惠但能够带来高收益
的产品。所以，这意味着，供应商必须把自己的种子转化成收
获来满足这些客户的需要。短流程钢厂就属于这种颠覆性创新。
这类创新最好是由一小群人去尝试，就像你举的苹果公司的例
子，因为它还有一个方面是不应当用现有的价值观来判断。我
从 Christensen 博士的著作中还得出一个结论是，创新和哪个
国家没有太大关系，它取决于人们想要获得的创新的类型。



冶金杂志 1/2017 | 访谈录

  39  

»

TAKEHIKO SAITO博士
研究者和创新者

Takehiko Saito 出生于福岛县，在八幡市长大，后
者是属于京都府的一个不大的城镇。在获得京都工
艺纤维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后，Saito 从 1994 年
开始在日立 ( 普锐特冶金技术前身公司之一 ) 工作。
9 年后，Saito 在日立工作的部门并入了三菱日立制
铁机械株式会社 (MHMM)，Saito 开始研究超低速
范围的厚度和形状控制方法、焊缝周围台阶引起的断
带以及冷轧领域的其他许多问题。重要的是，交叉缝
焊机技术也源自于 MHMM。在成为塑性变形领域和
冷轧技术理论的一名专家后，Saito 依靠窄搭接焊机
在连续冷轧中的应用研究而于 2014 年从名古屋大学
获得了博士学位。在 2015 年，MHMM 和 Saito 都
成为了普锐特冶金技术的一部分。除了“一切为了冷
轧”，Saito 还对虚拟现实技术领域的近期发展非常
关注。他希望，将来能够看到这种技术成为钢厂设备
控制台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您认为日本的创新文化有没有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方面？
Saito：我不认为有。即使有某种差别，我也宁愿把它归结为“同
一个世界的多样性”。不过，我的确认为，日本的“酷文化”
是流行文化里的一个独特的趋势，在这方面也算是一个创新。

过去是否有一个具体的发明家或科学家让您特别钦佩或给您以
鼓舞？
Saito：坦率地说，没有哪一个发明家比其他人更鼓舞我，不过，
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对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白炽灯泡印
象非常深刻。这是因为，从 1880 年到 1894 年，我的家乡八
幡市出产的竹子被用来制作灯丝。据说，那些灯泡的使用寿命
达到并且超过了 1,000 小时。

您目前正在研究哪些出类拔萃的创新或技术方案？
Saito：我正在努力把紧凑式连续冷轧系统变成冷轧领域的一
项颠覆性创新。我在这里不能透露太多的细节，但这项成果不
久将会推出――当我们的新种子为需要带来了收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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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生产的效率对企业来说始终是保持成本竞争力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铁矿石
的性质、成本和品位都对后续钢铁生产步骤的总体效率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提
高铁矿石的质量将使整个生产流程受益。有鉴于此，普锐特冶金技术大力加强选
矿领域的研究活动，以帮助生产企业从它们的铁矿中获取最大价值。实用的模拟
和计算工具被开发出来，用以评估铁矿的适合性；优化的选矿方案被制定出来，
为高效率的钢铁生产奠定基础。

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全面的选矿技术
方案，最大限度提高钢铁生产流程的
可行性

出色质量
始于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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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越来越要求对整个钢铁生产链的每一个环节进行详细的分
析和全面的改进。这一趋势背后的推动力是，确保盈利和以合
理价格获得高品位原料的难度不断增大。在过去，改进的重点
主要放在下游生产工艺；不过，上游工艺，尤其是选矿，如今
带来了许多增加生产效益的机会。通过选矿而提高低品位原料
的质量，也能使下游工艺变得更有生命力。

将铁矿转变成钢水有不同的生产流程可供选择，如图 1 所示。
流程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铁矿的质量、能源的类型和相
关的成本。假定在某个特定地区这些因素完全相同，那么，能
够获得的铁矿的质量和性质通常能够通过在选矿环节采用适当
的技术和措施而得到改善。一般来说，铁矿石的选矿在开采现
场完成。铁精矿在被装入炼铁设备之前，还要根据粒度分布而
进行烧结或制成球团。如果在经过初步处理后铁矿质量仍然较
差 ( 粒度过小或铁含量过低 )，还可以通过采取其他选矿措施
大幅度提高其质量水平。这些措施可能包括破碎、分级、重力
分选、密度分选、磁性分选和 / 或浮选。

提高铁矿石的质量将使整
个生产流程受益。

图1. 基于铁矿石的可选钢铁生产流程

Ore with high  
iron content

Ore with low  
iron content

块矿

精矿粉矿

分级，筛分 选矿

烧结厂 造球

高炉 Finex设备 Corex设备 直接还原设备

转炉 电弧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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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粒度小于 100 μm 时，氧化硅和氧化铝等杂质通过一系列
选矿步骤从铁矿石中分离，具体步骤同铁矿石的矿物学特点有
关。铁矿石中杂质的去除要在后续的造球和直接还原步骤之前
进行，否则，这些杂质将会进入下游生产环节，导致为熔化更
多的渣量 ( 杂质通常会富集到渣中 ) 而增加能量需求。高炉 ( 热
能 ) 和电弧炉 ( 电能 ) 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在能源成
本高的地区，铁矿石选矿的好处更加得到重视。

电炉炼钢是未来方向
近年来，电炉炼钢的趋势使提高铁矿质量的重要性更加显现出
来。大多数电弧炉 (EAF) 都以废钢为原料。不过，鉴于废钢
价格起伏不定，特别是优质废钢，许多生产企业都在考虑在它
们的电弧炉中使用直接还原铁 (DRI) 作为补充甚至主要炉料。
DRI 炼铁流程也引起了许多已经在市场上出售铁矿石或球团的
生产商的注意，它们现在希望通过将热压块铁 (HBI) 作为一种
商品出售而增加自己的产值。使用高品位铁矿制造高品位直接
还原球团，是生产能够热压成 HBI 的高质量 DRI 的一个先决
条件。

确定最佳的铁矿石选矿工艺
普锐特冶金技术承担了改善铁矿石质量的重任，推出了一种能
够对特定铁矿在钢铁工艺中的适合性进行初步分析的计算机模
型。这些分析的结果能够通过在自有测试设备中进行实际检测
而加以验证，也可以在客户、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实验室进行检
验 ( 图 2 – 3)。

普锐特冶金技术采用的测试包括实验室和中试规模的选矿试验
以及球团锅和还原试验。测试后，将选出最佳的总体工艺流程，
确定需要的选矿步骤。工作目标始终是，在考虑客户具体要求
的前提下确定最具可行性的工艺流程。

选矿带来的好处
普锐特冶金技术帮助客户对可获得的铁矿进行详细分析，制定
通过选矿使矿石价值最大化的方案。作为一家经验丰富、技术
全面的工厂建设公司，普锐特冶金技术将从原矿到钢水的所有
工艺环节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生产流程，同时确保达到最高效率
和最低生产成本。

图2：普锐特冶金技术的混合浮选试验设备(ARP，奥地利LEOBEN)

图3：造块试验设备(ARP，奥地利LEOBEN)

通过选矿而提高低品位原料的
质量，也能使下游工艺变得更
有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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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1
普锐特冶金技术向 Kazakh 炼铁厂提出了多项改进措施，以提
高选矿工艺的效率。现有设备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改进措施
包括：采用一种巧妙的矿浆输送和矿石处理工艺，安装一种更
高效的脱水和过滤系统，使用一种在铁矿制球时减少添加剂用
量的新型粘结剂。这些措施使铁精矿和所制球团的含铁量分别
达到了 69.2% 和 66.5%。所有实验室测试、中试和造球试验
均在奥地利普锐特冶金技术实验室进行。

案例研究 2
一家印度客户拥有一种不同一般的磁铁矿，其中的硫含量非常
高。为该客户制定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矿石加工工艺，从而能够
用这种铁矿生产出可供高炉使用的球团矿。为了将原料含硫量
从高达 4% 大幅度降低到球团矿中的 0.5% 以下，对选矿和造
球工艺的方案措施进行了研究。

在球团锅设备上进行的初步固结试验表明，这种铁矿中含有两
类不同的硫化物，它们在球团床中不同的温度下完全烧尽。由
于两条废气烟道 ( 烟罩废气和风箱废气 ) 中的 SO2 含量都非
常高，普锐特冶金技术采用了一种定制方案：首先在选矿的
初期阶段进行加热预处理以除去“低温”硫，然后在下游的
DeSOX 设备中将环形固结机工艺气体中的“高温”硫去除。

案例研究 3
一家埃及客户委托普锐特冶金技术进行一项研究，希望利用当
地的低品位铁矿生产出直接还原级球团。铁矿石的成本十分低
廉，但是，如果想用它在包括了选矿、造球、直接还原铁 (DRI)
生产和炼钢的工艺流程中生产 DRI，必须对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

铁矿样品被送到普锐特冶金技术进行初步的物理、化学和矿物
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矿石粒度分布不均，含铁量低，
杂质元素含量高，必须采取选矿的措施。经过一系列选矿试
验后，这种埃及铁矿的最终精矿含铁量依然明显低于 58%，
这意味着只能在烧结和造球后用于高炉炼铁，而用于直接还
原工艺并不可行。另外，仅仅使用当地铁矿会对高炉和后续
LD(BOF) 炼钢设备产生不利影响，因为铁矿中磷和锰的含量
高出了可以接受的水平。因此，如果使用当地铁矿的话，就必
须将当地的铁精矿同杂质元素含量较低的外购高品位铁精矿混
合使用。

工作目标始终是，在考
虑客户具体要求的前提
下确定最具可行性的
工艺流程。

案例研究 4
一家俄罗斯钢铁企业计划建设一个球团厂，以将高炉炉料中的
一部分烧结矿用球团矿替代。目前，选矿厂生产的磁铁矿精矿
都在三个老旧的烧结厂进行烧结，但这些设备不再能够满足产
品质量和环保规定的要求。

客户对普锐特冶金技术提出的要求是：确定以生产的铁精矿为
原料时球团矿能够达到的质量水平、固结机必需的设计参数和
废气的排放水平，帮助客户预测改变炉料结构对高炉运行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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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炼铁生产中使用优质球团矿是达到出色炼铁指标和
减少环境排放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响，并在烧结产能削减、选矿工艺改进和球团矿产能提升之间
作出切实可行的协调。

在球团锅试验期间发现，只要对选矿工艺进行微调，就能大幅
度提高球团质量。从选矿到炼铁的整个生产流程在球团矿质量
参数提高后的运行情况都可以用普锐特冶金技术联合钢厂优化
工具显示出来。●

*从设备施工安装直到投产调试，该工具能够沿整个钢铁生产流程查看和分
析不同的运行状态。设备停产和各个项目执行阶段也都能够展示。

Bernhard Hiebl，球团工艺工程师
Jan Martens，选矿工艺工程师
Lukas Petzold，选矿工艺工程师
Reinhard Redl，造块技术销售
(均来自普锐特冶金技术奥地利)



冶金杂志 1/2017 

46

面向中国的
绿色烧结技术

作为一种出色的烧结厂环保技术方案，高
度定制化的普锐特冶金技术选择性废气循
环系统已在奥地利、韩国和台湾成功运行
了多年。现在，该系统获得了中国大陆的
第一份订单。《冶金杂志》在此介绍该系
统的特点和为客户带来的收益。

一流的方案
选择性废气循环系统的核心
部件是半圆形循环罩，其下
方就是烧结床。

中国首套选择性废气循环系统目前正在山钢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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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钢铁联合企业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 山钢 ) 为其山东
省日照新建烧结厂从普锐特冶金技术订购了一套选择性废气循
环 (SWGR) 系统。这是普锐特冶金技术在中国大陆获得的这
种经过充分验证的烧结厂先进环保方案的第一份订单。奥地利、
韩国和台湾已经安装了多套该系统，并已成功展示了对于减少
环境排放和降低生产成本的积极作用。

山钢是一家国有公司，是中国十大钢铁企业之一。公司生产并
销售种类多样的钢产品，比如中厚板、热轧板卷、冷轧板卷、
H 型钢、优特钢、热轧带肋钢筋等等。公司总部位于山东省济
南市。山钢为其订购 SWGR 系统的新建日照钢铁基地将主要
为现代汽车制造企业提供产品。这处新建钢铁生产设施的战略
目标是，关停山钢在山东省内的多处不再满足环保标准要求的
老旧生产设施。

循环率高达 40%
新 烧 结 厂 将 包 括 两 台 550 m2 烧 结 机， 分 两 期 建 设。 这 套
SWGR 系统的废气循环率高达 40%，能够将废气向大气的排
放量减少 770,000 m3/h。另外，烧结工艺的焦炭消耗量能够
减少大约 5%。由于废气流量降低，下游气体净化设施的设计
可以减少空间占用 30%。

通过采用 SWGR 技术，山钢不仅能够减少向大气排放的废气
量和因降低焦炭消耗而减少全厂的碳足印，而且能够大幅度降
低下游气体净化设施的投资成本，因为可以显著降低废气处理
的设计能力。

系统适应性极强
在 SWGR 工艺中，很大一部分一次烧结废气循环返回烧结机，
中间经过高效管道系统、预除尘静电除尘器、循环风机和循
环烟罩，保证了循环废气在烧结机中的分布，并且提供了严
格的密封以避免任何废气泄漏到大气中。系统之所以称为选
择性，是因为能够选择来自不同风箱的废气参加循环。工艺
针对客户的需要而定制设计。为使循环废气中保持一定的最
低氧含量，以满足烧结工艺性能的要求，循环气流中将加入
少量新风。

概貌

山东钢铁公司新安装的普锐特冶金技
术选择性废气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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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将由普锐特冶金技术 ( 中国 ) 有限公司和山东省冶金
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SDM) 执行，后者是烧结厂工程的总
承包商 ( 设计、采购、施工 )。普锐特冶金技术将负责设计、
关键设备和自动化系统的供货以及 SWGR 系统的安装和调
试指导服务。新建烧结厂计划于 2017 年 9 月投产 ( 一期工
程启动 )。●

Michaela Böberl博士，烧结高级专家1)

Edmund Fehringer，造块技术主管1)

Stefan List，烧结首席工程师1)

Peter Puschitz，钢铁冶炼主管2)

1)  普锐特冶金技术奥地利
2) 普锐特冶金技术中国

SWGR的主要优点

选择性废气循环系统的一个重要优点是，由于焦炭消
耗量明显减少而降低运行成本。这是因为，废气中的
CO 返回了烧结机。焦炭消耗低还意味着减少了烧结
厂的 SO2 排放和碳足印。

另一个优点是降低了下游气体净化设施的流体介质
消耗，因为废气流量减小了大约 30%。废气流量减
小还使得下游气体净化设施可以设计成较小的规格，
从而节约投资成本。通过将烧结废气循环返回烧结
机，经由烧结厂烟囱排入环境的灰尘、燃烧产物、
SOx、NOx、挥发性有机物和重金属的浓度也都降低。

动感工艺

炽热的烧结饼从烧结机上落下，然后
被星轮破碎机破碎成小块。

保护环境

这种烧结矿的生产节省了焦炭并减少
了废气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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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参数 

还原塔高度： 137米
原料类型： 直接还原级氧化球团矿
年产能力： 200万吨热压块铁
还原炉内径： 7.15米
重整跨数量： 20

冶金杂志 1/2017 | 技术 | 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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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很大的奥钢联钢铁公司德克萨斯州热压块铁直接还原厂
举行投产仪式

在美国迈出的一大步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热压块铁直接还原设施，奥钢联钢铁公司新
建厂能够年产 200 万吨热压块铁。有句俗话说，“在德克萨
斯，一切都更大”，这真的适合于这座工厂――它的还原塔高
达 137 米。它是德克萨斯州南部最高的建筑物，和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一样高。通过使用天然气作为主要能
源，奥钢联钢铁集团的 CO2 排放总量能够大幅度减少，有助
于公司更好地满足未来的要求。

总产量的 60% 将以热压块铁的形式出售给其他钢铁企业。工
厂附近专门设计建造的港口将承担铁矿石原料的接收和还原铁
产品的发运。热压块铁是钢铁生产的理想原料，能够同质量最
好的废钢或生铁相媲美。当它作为电弧炉、转炉或高炉的炉料
使用时，能够生产出要求最为严格的钢种。

信任的标志
直接还原厂核心设备的设计由普锐特冶金技术和美国 Midrex
技术公司以联合体方式共同承担。两家公司还负责了工厂核心
区域的所有机械和电气设备的供货，并且提供了全面的指导服
务。“对我来说，普锐特冶金技术被奥钢联钢铁公司选中作为
项目合作方，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值得一提的经历，”普锐特
冶金技术炼铁部项目主管 Martin Schmidt 说。“而且，有幸
被我的公司任命为项目经理，更让我喜出望外。这是一项重大
的工程，是高度信任的标志。

奥钢联钢铁公司在德克萨斯州 Corpus Christi 新建的热压块铁直接还
原厂是迄今为止一家奥地利公司在美国最大规模的投资。它是一项工程
杰作，在经过两年半的施工建设后，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正式投产。
该厂将帮助奥钢联钢铁公司降低能源成本和减少 CO2 排放，预计将对
奥钢联钢铁公司在北美地区的未来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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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项目成功的三个最重要措施是什
么？

MARTIN SCHMIDT
炼铁项目主管，普锐特冶金技术奥地利

• “组建一支有经验的团队，承担项目的执行、设计、
现场安装、调试和合同管理。”

• “在设计上投入时间和资金，避免走捷径。图纸
上的每个错误，还有每个错误的指令，都要付出
代价。”

• “记录每一个细节，以书面形式给出指令，避免
误解。”

ANGELIKA LEITNER
项目商务经理兼联合项目控制员，普锐特冶金技术
奥地利

• “找到最好的人承担工作，而且绝不要换人。”
• “保持职业态度，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言语得当。”
• “遵守合同约定，但绝不要忘记，任何合同的措

辞都有解释的余地。”

图1：在奥钢联钢铁公司Corpus Christi厂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员(自左至右)：Angelika Leitner(普锐特冶金技术)，Erich Pizzera(奥钢联钢铁公司)

，Martin Schmidt(普锐特冶金技术)，Bernhard Schlattl(奥钢联钢铁公司)

奥钢联钢铁公司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新建项目
“这是奥钢联钢铁公司在国外建设的最大项目，”奥钢联钢铁
集团德克萨斯公司首席技术官 Erich Pizzera 补充说。“它也
是奥地利最大的新建项目。”奥钢联钢铁公司和普锐特冶金技
术双方的项目团队都为携手达成一个共同目标而高兴，正如奥
钢联钢铁集团德克萨斯公司首席执行官 Bernhard Schlattl 所
说的那样：“和我们的邻居一道执行这个项目真是太好了！我
们和普锐特冶金技术林茨有着相同的传统，都源自于奥钢联工
程技术公司，曾经‘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就像林茨 - 多纳
维茨炼钢工艺和连铸工艺那样，共同的历史让我们合作起来非
常默契。”

与客户倾力合作
同客户建立信任对普锐特冶金技术团队来说至关重要，即使客
户是自己的“邻居”奥钢联钢铁公司。Bernhard Schlattl 强
调指出，“你必须全力以赴，出色地完成任务。没有什么比信
任基础上的合作更加有效。”Martin Schmidt 对此完全同意：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面如此之广的项目，在我看来，没有比建
立良好和稳固的关系，以及在需要时起到领导作用更重要的事
情。我们提供了高水平的设计和必要的设备。我们还和奥钢联
钢铁公司一起，认真地指导当地的工人。我也对我们同当地工
人的关系感到满意，我们和他们分享我们的知识，帮助他们解
决难题。我认为，这是项目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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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原料

这些直接还原级氧化球团矿用高品位
铁矿制成，是直接还原热压块铁生产
的基础。

热压块铁

这是奥钢联钢铁公司Corpus Christi

厂的产品。当作为钢铁生产的原料使
用时，它能够同质量最好的废钢或生
铁相媲美。

更多资料
您希望更多地了解奥钢联钢铁公司 Corpus Christi
热压块铁厂吗？只要简单地扫描下面的二维码，或
者用您的网页浏览器登录下面的链接，就能获取《冶
金杂志》2014 年第 3 期的一篇介绍文章。

虚拟现实体验
普 锐 特 冶 金 技 术 为 iOS 和 安 卓 装 置 开 发 了 一 款
app，您可以用它在三维环境下“视察”Corpus 
Christi 厂。为了获得完整体验，请使用谷歌纸板眼
镜或类似的三维查看器。

primetals.com/gowest-article primetals.com/vr



冶金杂志 1/2017 | 技术 | 电弧炉炼钢

54

“工业4.0”如今使电极控制系统如虎添翼

Melt Expert( 冶炼专家 ) 是普锐特冶金技术推出的一
种用以监测和控制电弧炉冶炼工艺的精选方案。它调取
来自众多部件的数据，利用这些信息实时分析冶炼工艺
的当前状态。Melt Expert 极其可靠地连续调整电弧炉
参数，并通过一个使用方便的界面显示所有相关数据。
Melt Expert 采用的先进算法能够帮助节约能源，并且
带来其他许多优点。

使用方便的界面内容翔实，结构优化，保证了对
电弧炉的所有当前操作高效率地进行分析。

图1：MELT EXPERT提供了一个可
全方位接入的电弧炉控制界面

电弧炉任您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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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t Expert 是普锐特冶金技术为电弧炉炼钢企业推出的最重
要工具之一。它是一种调节电极位置的先进控制系统，能够使
电弧始终保持最佳长度。更重要的是，系统提供了关于炉况的
详细信息，而且能够方便地调用。它利用了“工业 4.0”技术
的特点，意味着能够系统性地采集并分析电弧炉及其周边工艺
产生的大量数据。Melt Expert 通过计算来调整电弧炉参数，
并通过一个简明易懂的界面显示所有数据。

全方位接入
使用方便的界面是 Melt Expert 的重要特点之一。它内容翔实，
结构优化，保证了对电弧炉的所有当前操作高效率地进行分析。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能够确保操作人员针对特定条件迅速确
定他们需要采取的措施，从而保持电弧炉正常运转。界面的设
计遵循了简明直观的原则，所有显示的信息都带有明确的标记。

开发出 Melt Expert 系统的普锐特冶金技术专家对他们最近完
成的智能手机 app 尤其感到自豪。这款 app 计划于 2017 年
春季发布，它能让您立刻获取 Melt Expert 采集和分析的所有
基本信息，利用智能手机的触摸屏来显示数据和用户指令。电
弧炉的监测变得前所未有地直观易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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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优点
• 提高电弧炉控制水平
• 提高电弧炉运行可靠性
• 降低能耗
• 大幅度提高安全性
• 减少维修需要
• 集成了系统状态检查
• 界面可全方位接入
• 提供KPI和基准报告

图2：这是MELT EXPERT系统的众多控制画面之一的截图。

图3：典型的交流电弧炉

经验助力创新
开发团队花了大约 3 年时间才完成了现在这款 Melt Expert 系
统的设计、测试和定型。不过，系统的组成部件都是数十年研
究的成果，并且有以前的两种非常成功的方案作为坚实的基础：
Melt Expert 集 Arcos 和 Simelt 电极控制系统的优点于一身，
把它们的所有相关功能结合到了同一套综合性控制方案中。

Melt Expert 大量借鉴普锐特冶金技术工艺经验的作法产生了
多方面的积极效果，其中之一是现有 Arcos 或 Simelt 系统很
容易升级成先进的 Melt Expert 系统。当然，不同钢厂将会有
不同的需要，但与原有设备的兼容性通常都很好。另一个好处
是，Melt Expert 的核心部件和工艺思想都经过了全面的检验
和优化。Arcos 于 1991 年推出，而 Simelt 则在 1980 年面市。
这两种系统加在一起，业绩的数量达到了大约 500 座电弧炉
和钢包炉，令人印象深刻。

持续监测和分析
那么，Melt Expert 究竟做些什么？系统与电弧炉连接的所有
设备通信。因此，它能够采集大量关于当前冶炼工艺和配套操
作的数据。然后，它对采集的信息进行分析和解读，再将结果
传给电弧炉的上级系统。这就保证了对电极进行优化调节，为
获得包括降低电耗和延长电极使用寿命在内的大量收益创造了
条件。

Melt Expert 的核心思想是充当人和设备之间的一个“服务站”，
这意味着它起到信息中心和指导中心的作用，指出应当采取哪
些必要措施。这在电弧炉处于非最佳运行状态或将要出现潜在
问题的情况下尤为重要。Melt Expert 帮助提前预防事故发生，
从而避免由于意外情况而导致的任何设备停产。另外，还能防
止电弧炉部件产生不必要的损耗。比如，Melt Expert 能够使
电极消耗降低大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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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信息中心
Melt Expert 集中了大量不同的信息来源，带来了
许多能够真切感受到的优点，还有一些优点虽然
通常居于幕后但同样重要。

系统界面保证了简单而迅速地获取包括基准报告
在内的所有工艺相关数据 ( 比如通电时间、能量输
入、有效功率输入、闪变、电弧稳定性和升温速
度 )。它能够比较新数据和历史记录，让用户更好
地了解炼钢工艺的当前状态。由于界面可通过包
括智能手机在内的各种装置接入，随时监测电弧
炉运行变得简单、容易。

对于预防性维修的作用也是不太明显的优点。
Melt Expert 持续监测许多液压、机械和电气部件，
根据测量结果进行实时分析。另外，长期分析使
渐进性故障能够被及早发现。Melt Expert 还记录
短电极和人为因素造成的非最佳运行状态。自动
自诊断检查，早期报警系统，内置建议系统，等等，
都对主动避免意外停产提供了保证。

Christoph Sedivy，
机电一体化方案产品经
理 Thomas Widter博
士，《冶金杂志》副主
编 (两人均来自普锐特
冶金技术奥地利 )

预防性维修
电极控制系统不仅充当着指导系统和信息服务器的角色，而且
对维修工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Melt Expert 依靠
独特的设计来满足维修人员的需要，帮助他们在停产维修时检
查电气和机械系统的状态。设备的全自动诊断测试能够发现大
电流母线、液压阀和泵、电流和电压水平、电极升降立柱导辊
等方面的问题，详细的检查报告给出所有参数的测量结果，包
括结果分析和对于应采取维修措施的具体建议。这就减少了人
工解读数据的需要。即使在 Melt Expert 本身并不负责作出任
何重要决定的情况下，它也能通过给出有充分依据的建议而对
上级系统提供帮助。与周边系统的交互更能使系统进一步得到
优化。

高效而可靠
Melt Expert 具有多项重要优点。除了延长电极使用寿命，还
可以节能 2% 左右。由于提高了电弧炉控制精度，通电和断电
时间能够缩短 3%，这就提高了总产能。先进的 Melt Expert
算法显著提高了运行稳定性，并使冶炼工艺变得高度透明。系
统集成的状态检查大幅度减少了维修需要，提高了电弧炉的长
期可靠性。

电弧炉控制变得简单易行
Melt Expert 还有一个不应被低估的重要优点：系统本身不需
要任何维护。以前的 Arcos 和 Simelt 电弧炉控制方案使普锐
特冶金技术积累的数十年丰富经验为系统的可靠性、易用性和
高效性提供了保障。Melt Expert 为用户带来了市场上性能最
佳的电极控制系统。它是最有效的系统，是用户界面最好的系
统，当然也是得到数百项历史业绩证明的极其可靠的系统。●

Christoph Sedivy，机电一体化方案产品经理
Thomas Widter博士，《冶金杂志》副主编
(两人均来自普锐特冶金技术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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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现代公司唐津厂新建的标杆性4流大方坯连铸机

钢厂能够生产汽
车行业需要的许
多钢种。

满足汽车应用需要的
出色质量

现代公司唐津钢厂大方坯连铸机的拉
坯机和出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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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为现代公司唐津钢厂提供了一台
新的 4 流大方坯连铸机，其设计以满足各种汽车
零部件的生产需要为原则。该铸机将服务于现代
公司庞大的汽车制造业务，专门面向高端应用，
比如超高碳钢、特种锻件、球轴承、轴件、弹簧
和变速箱部件。这台普锐特冶金技术连铸机配备
了一系列独有的定制型技术方案包，合同执行效
率极高，投产时间甚至比计划进度提前了几乎一
个月。

现代公司唐津钢厂的主要目标是，为现代汽车集团生产最高质
量的钢产品。由于生产的钢种非常特殊，全厂的配置高度定制
化，一切设计都是为了同现代集团的需要相适应。具体到厂内
的每台设备，它们都同样具有专一性，并且执行最严格的质量
控制，以确保整个钢铁生产流程达到现代集团内部 ISIR 认证制
度的要求。

汽车应用需要的高端钢种
总体上，现代公司唐津厂能够生产汽车行业需要的所有钢种。
这家新建了大方坯连铸机的钢厂专门生产非外露汽车零部件用
钢，包括轴承、轴件、发动机部件 ( 比如活塞 ) 和其他许多部件。
很显然，生产这些高端用途钢种需要采用先进的技术，必须可
靠地保持严格的生产参数。因此，对所有生产设备的设计和建
造都必须特别关注。

标杆性的大方坯连铸机
普锐特冶金技术为现代公司新提供的 4 流大方坯连铸机配备了
最先进的结晶器液面控制系统和具有漏钢预报功能的仪表化结
晶器。为这台大断面弧形连铸机提供的设备能够高质量地浇铸
发动机和变速箱部件所需要的关键钢种。现代公司能够使用这
些连铸坯生产超高碳钢丝、特种锻件和球轴承，甚至还能生产
大型汽车部件，比如轴件、曲轴和弹簧。该铸机的年产能力为
110 万吨优质大方坯。

极其特殊的要求
当现代公司就大方坯连铸机项目联系普锐特冶金技术时，提出
了极其特殊的要求。为了确保最终产品的出色质量，普锐特冶
金技术的设计人员和现代公司的专家密切合作，精心选择了一
系列高效和成熟的方案，打造出一种业内独有的连铸机新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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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铸流导向系统采用的气雾喷淋冷却和内部冷
却辊，一系列定制的创新性工艺方案包被选中并得
到精调，以确保连铸坯的可靠和稳定生产。还有一
个重要的设计特点是，铸坯将在热态下送入棒材轧
制线进行直接轧制。这不仅能够节省再加热的能耗，
而且由于无需使用天车运输大方坯而提高了操作安
全性。为了生产特殊钢种，还提供了一套在线铸坯
淬火设备。

满足未来需要的先进设计
普锐特冶金技术为现代公司唐津厂精心设计的大方
坯连铸机取得了很大成功，顺利完成了合同执行。

MOLD EXPERT
现代公司唐津厂的新建 4 流大方坯连铸机是 Mold 
Expert 监测系统的第 200 次应用，它是结晶器的
中央信息系统。不过，这套系统和以前的型号相比
明显胜出，因为它是在大方坯连铸机而不是板坯连
铸机上安装的最早系统之一。Mold Expert 的基本
功能是粘钢检测和漏钢预防，但它也能进行摩擦计
算及热通量和结晶器液面分析。结晶器的内表面安
装了以一定方式分布的热电偶，以确保可靠和精确
地检测粘钢和采集数据。这为连铸工艺的优化提供
了支持。

DYNATAC干式浇铸
对于汽车钢种的生产，DynaTac 干式浇铸技术具
有决定性的优势。汽车钢种往往采用铌、钒、钛和
硼合金化，这使它们容易生成可在高温下溶解的沉
淀物 ( 碳化物和氮化物 )。这些沉淀物经常在晶界
析出，可能会在弯曲加工时造成钢的脆化和产生晶
间裂纹。由于这个原因，在生产特定的关键钢种时，
可能必须完全关闭二冷水，以在铸坯矫直前使其保
持在临界温度以上。另一个优点是，在采用热装
制度时，DynaTac 干式浇铸能够提高铸坯输出温
度，从而节省铸坯进入轧机之前的再加热时间和
成本。由于整个铸流导向段都采用了干式浇铸的
设计，设备的使用寿命显著延长，使连铸坯的吨
钢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水平。考虑到所有这些优点，
现代公司决定在其大方坯连铸机上采用 DynaTac
干式浇铸技术。

图1：采用DYNATAC干式浇铸生产的大方坯 图2：带有热电偶检测板的大方坯结晶器

其他技术
该 铸 机 还 采 用 了 Dynacs 3D、DynaGap 3D 和
DynaPhase 等技术，详见第 62 – 67 页。

事实上，连铸机的投产时间几乎比计划进度提前了一个月。现
代公司的新建 4 流大方坯连铸机不仅能够满足现代汽车集团目
前的需求，而且能够灵活地满足未来发展和市场变化的需要。
这是因为，普锐特冶金技术的工艺方案包具有出色的适应性，
除以上介绍外另请参见第 62 – 67 页。●

Denijel Burzic博士，连铸冶金专家
Thomas Widter博士，《冶金杂志》副主编
(两人均来自普锐特冶金技术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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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代集团第一次找您谈这个大方坯连铸机项目时，提出必须
达到什么样的主要目标？
Denijel Burzic博士：我们必须设计一台不仅能够浇铸现代汽
车集团现在使用的钢种，而且也能浇铸将来钢种的连铸机。汽
车工业正在快速发展，而新铸机必须能够跟上未来的发展趋势。
现代钢铁公司把自己的口号定为“引领钢铁新纪元”。他们希
望新铸机非常先进，能够和这个口号相称。

在项目的开发阶段，是否遇到过任何意料之外的挑战？
Burzic：由于这台铸机是定制设计的，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做。
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怎样尽可能缩短整个项目的建设周期。
尽管有不少困难，但我们成功地比时间表提前一个月投产了铸
机，而且很快就达到了稳定运行。这让我为整个项目团队感到
非常骄傲。

对于项目执行阶段，您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Burzic：在整个项目期间，我们和我们的客户密切合作，特别
是现代钢铁公司的研发部。我们从一开始就彼此非常坦诚，这
对我们克服遇到的所有困难起到了相当大的帮助。双方的项目
团队都很有经验，已经一起设计并调试了5台板坯连铸机。所以，
各个方面都进展得十分顺利。

与客户合作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与专家会谈
DENIJEL BURZIC
博士访谈录

图1：普锐特冶金技术项目团队和现代公司代表一起庆祝第一
炉的成功浇铸。

有哪些因素保证了顺利安装？
Burzic：我们定期召开进度会，在特定阶段甚至每天都和现代
联系。这样，潜在的问题都被双方及早地发现和解决了。这种
密切的联系是本项目进展如此顺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您个人对这个项目的哪些方面特别满意？
Burzic：这台大方坯连铸机的设计必须能够生产类型相当多的
钢种，远远多于世界上大多数铸机能够生产的种类。所以，它
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其他铸机都有更多的特殊之处。这给了身为
冶金工程师的我非常多的可能性。我们和现代钢铁的研发部一
起作了很多试验，有时候，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孩子在玩一件新
玩具那样入迷。最后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我对此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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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套件将冷却精度和
控制性能提高到了一个
全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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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自动化方案包对于以最高产能和收得率浇铸最高质量要求的产
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日益严格的市场要求和改善连铸工艺以生产
新型特殊钢种的需要带来了新的挑战，而普锐特冶金技术依靠成熟和
满意的自动化方案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

连铸自动化的近期发展和创新

铸就完美

先进工艺模型的应用是达到出色铸机
性能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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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最佳钢产品质量需要合适的设备和工艺控制，加上丰富
经验、冶金诀窍和高精度。自从 1968 年在奥钢联钢铁公司林
茨厂推出板坯连铸技术以来，普锐特冶金技术已经创下了成功
建造数百台板坯、小方坯和大方坯连铸机的骄人业绩，积累了
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在此基础上，钢铁企业拥有了一个掌
握大量自动化诀窍的可靠合作伙伴，能够确保它们的现有连铸
工艺得到改进和优化。这一点有许多明证，先进的二冷和轻压
下模型套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由 DynaPhase、Dynacs 
3D 和 DynaGap Soft Reduction 3D 组 成， 并 同 Nozzle 
Expert 和 Speed Expert 配合使用 ( 图 1)。这个模型套件将
冷却精度和控制性能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方案包的模块
化配置使其可以被安装在来自其他供应商的现有连铸机设备和
基础自动化系统中。然后，所有工艺模型都能用普锐特冶金技
术维护和设定系统 (MSS) 工具根据客户的具体需要进行针对
性修改。

喷嘴测试和分析结果
在为连铸机设置先进的二冷系统时，有一点极其重要：可能对
铸流的三维温度分布计算产生影响的所有参数都必须考虑在
内，其中包括了用喷嘴测试台测试不同类型喷嘴的喷淋水分布
时得到的分析结果 ( 图 2 – 4)。获得的信息，包括喷嘴在连铸
机冷却区中的准确位置在内，被输入 Dynacs 3D 模型的 MSS
中以计算铸流的三维热分布。

无论对于板坯、大方坯还是小方坯连铸机，MSS 均按照不同
冷却区的喷淋水分布和特定冷却制度的应用都得到优化的原则
来设定所有与冷却相关的参数值。相应的冶金诀窍也能轻松地
集成到 Dynacs 3D 自动化设置中。一套内置的离线模拟系统
能够在新的参数设定值被用于生产工艺之前对其进行全面的测
试。

DYNAPHASE – 材料性能的在线计算
关于钢种热力学性质 ( 热函、密度和导热率 ) 随钢水温度变化
的信息对铸流三维热分布的计算至关重要。传统作法都是将钢
种分成不同类别，对每个类别取一个成分平均值，然后通过实
验来确定每个钢种类别的相关材料性能。这些信息由冶金工程
师人工输入 MSS，这是一个很耗时间的过程。不过，实际生产
表明，在浇铸某个特定钢种类别中的不同钢种时，最终凝固点
的位置可能相差半米甚至更大。这一事实催生了在线计算钢种
实际性质的需要。

图1：DYNAPHASE、DYNACS 3D和DYNAGAP SOFT 

REDUCTION模型套件极大地改善了连铸机二次冷却的性能

DynaPhase
根据钢水的实际成分
确定钢种的性质

在线计算铸流的三维
热分布

在铸流最终凝固点前施加
轻压下

Dynacs 3D

DynaGap Soft 
Reduction 3D

Dynacs 3D精确地分析
板坯表面的辐射传热、对
连铸辊的传热、自然对流
和喷淋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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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 DynaPhase 软件模型，能够根据特定温度下钢中
共存相的相对比例，以吉布斯自由能最低为原则在线计算每
个具体钢种的热力学性质。这些信息也被输入 Dynacs 3D
系统，用以计算铸流的三维温度分布。在这方面协同采用
DynaPhase 和 Dynacs 3D 工艺模型，这种作法在业界独一
无二。

业绩数量：11( 自 2013 年该工艺模型推出以来 )；2017 – 2019
年间还将执行另外 4 个项目

DYNACS 3D – 先进的二次冷却系统
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高使得铸流上任一点温度的实时计算成为
可能，因此，普锐特冶金技术推出了能够详细掌握铸流三维温
度分布的 Dynacs 3D 工艺模型。该模型采用一种显式有限体
积逼近法求解传热方程，并且考虑了温度对于钢的密度的影响
和以及产品厚度和宽度随位置的变化。Dynacs 3D 精确地分
析板坯表面的辐射传热、对连铸辊的传热、自然对流和喷淋水
的作用 ( 图 5)。另外。Dynacs 3D 既可用于喷淋水冷却，也
可用于气雾冷却。它还考虑了喷嘴的喷淋水分布模式和喷淋水
的实际温度，这就进一步提高了确定铸流表面温度分布和铸流
最终凝固点位置的精确性。

图2：在喷嘴测试台上进行的
喷淋水分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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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一排喷嘴的喷淋水分布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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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单个喷嘴的喷淋水分布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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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些精确的温度计算，甚至能够通过采用移动式三维喷淋
喷嘴而分别控制每个冷却喷嘴的水流量和精确位置。Dynacs 
3D 的控制算法对水流设定点进行计算，以可靠达到铸流表面
温度的目标值。这是铸流表面均匀冷却，从而达到出色表面质
量的基础。

准确掌握了整个铸流的最终凝固点，就能预先精确地施加轻压
下以消除中心疏松。DynaPhase 和 Dynacs 3D 工艺模型的
另一个优点是，它们能够作为功能强大的离线模拟工具使用，
为新钢种开发出冷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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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冷 却 区 内 的 传 热
分布(黑线：总传热；蓝
线：喷淋水传热；红线：
连铸辊传热；粉线：辐射
传热)

关于钢种热力学性质随钢水温度变化的信息对铸流三
维温度分布的计算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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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GAP SOFT REDUCTION 3D
DynaGap Soft Reduction 3D 是指动态调节辊缝以改变铸坯
厚度。它还能最大限度减少甚至消除中心偏析，从而改善铸坯
的内部质量。这是通过采用专门设计的铸流导向扇形段而实现
的，它能够对辊缝进行远程调节。

根 据 Dynacs 3D 热 跟 踪 模 型 提 供 的 在 线 信 息，DynaGap 
Soft Reduction 3D 模型动态计算需要的辊缝设定点。根据实
际凝固状态 ( 液相、糊状或固相 ) 和铸流厚度计算曲线而控制
连铸辊的动作，是准确调节辊缝并因此而改善产品质量的决定
性因素。优化调节连铸辊还能够减小施加在铸流上的过大压力，
从而显著减轻连铸辊的磨损。

DynaGap Soft Reduction 3D 还能根据浇铸的厚度和被浇铸
的钢种而自主确定开浇、中间包更换和拉尾坯等制度。

业绩数量：超过 45( 自 2011 年该工艺模型推出以来 )

NOZZLE EXPERT – 及早发现喷嘴堵塞
Nozzle Expert 帮助检测连铸机喷嘴堵塞和软管破损的情况，
从而确保铸流冷却均匀，产品达到高质量。该模型在浇铸过程

中自动监测喷嘴的状态，也能被用来在维修或更换扇形段时
检查喷嘴。这样，在恢复浇铸前能够立刻对喷嘴进行修复。
Nozzle Expert 将喷嘴类型、水压、管路长度、管径和喷嘴位
置等因素全部考虑在内。

Nozzle Expert 以统计模型为基础，指示出每个冷却区内的堵
塞喷嘴占所有喷嘴的比例。操作人员只需要检查这些发出了报
警的冷却区。开浇后模型自动开始计算，保证了喷嘴的状态在
整个浇铸过程中得到监测。

客户的反馈确认了二冷系统喷嘴故障检测的准确性。在多种情
况下，报警都帮助客户发现了泄漏和喷嘴堵塞，甚至还发现了
扇形段上的喷嘴安装错误。

业绩数量：20( 自 2013 年 该 工 艺 模 型 推 出 以 来 )；2017 – 
2019 年间还将执行另外 7 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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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Speed Expert人机界面实例 普锐特冶金技术为巴西蒂森克虏伯CSA提供的自动化系统

SPEED EXPERT – 在任何浇铸条件下优化拉速
拉速的正确选择对连铸工艺至关重要，它取决于很多因素，包
括特定钢种的最低 / 目标 / 最高拉速、过热度、Mn/S 比、中
间包钢水重量、达到最佳轻压下效果需要的拉速、铸机保护限
度和其他生产要求。这些不同因素往往相互抵触，比如，增加
产能要求提高拉速，但安全需要却对拉速作出了限制。

最佳拉速的计算考虑了不同方面的不同规定，而每项规定都有
一个满足需要的拉速范围。Speed Expert 首先确定这些合适
拉速范围的交集，然后按照预设的原则进行选择。这些原则可
能是“最高拉速”( 交集的最高速度 )、“目标拉速”( 交集内
某个特定工艺制度的目标速度 ) 或者“保持稳定”( 只要实际
拉速处于可接受水平就避免作出改变 )。

客户经常采用自己的软件方案根据各种因素来计算理想拉
速。Speed Expert 涵盖了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并且集成到
MSS 工具中，能够针对各项要求调整相应的设定。通过在线
HMI( 人机界面 )，操作人员能够浏览所有规定对应的速度范围
( 绿条 ) 和由此得出的理想值 ( 图 6)。操作人员可以更改不同
规定的优先次序，而拉速设定值被自动发送给 1 级自动化系统。

在采用轻压下的连铸机中，铸流末端 ( 铸流最终凝固点之前 )
安装了一系列移动式扇形段。Speed Expert 根据当前的浇铸

条件 ( 过热度，结晶器设置，冷却制度 ) 确定最佳拉速，以保
证在特定扇形段末端准确地完成轻压下操作。Speed Expert
的出众之处在于，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拉速能够在浇铸过程
中在线确定。

业绩数量：5( 自 2015 年该工艺模型推出以来 )；2017 年还将
完成另外 3 个项目

结语
普锐特冶金技术拥有冶金行业规模最大的自动化和机电一体化
专家团队，在连铸技术领域提供种类齐全的自动化方案和工艺
优化模型，以帮助客户优化生产性能和提高产品质量。本文归
纳了二冷和轻压下模型套件中的先进工艺模型的特点。●

Kurt Dittenberger博士，连铸自动化高级专家
Reinhold Leitner，连铸自动化产品经理
Wolfgang Oberaigner，连铸工艺自动化主管
(均来自普锐特冶金技术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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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经济和钢铁工业正在面临着市场饱和的局面，但位于华东地区的钢铁生
产企业日照钢铁公司采用阿维迪无头带钢生产 (ESP) 技术转向优质薄规格热轧带钢
的生产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在意大利 Cremona 亲眼目睹了阿维迪 ESP 技术的优点后，
中国的日照钢铁公司决定投资建设 5 条阿维迪 ESP 生产线，
总年产能力为 1,100 万吨最薄只有 0.8 毫米的带钢。普锐特冶
金技术承担了所有生产线系统和设备的供货。

22个月后通过最终验收
对于所有已投产的 3 条线，从项目开工到签发最终验收证书的
时间只有短短的 22 个月，令人印象深刻。在包括了调试阶段
的前两年运行中，前 3 条线共生产了 800 万吨深受市场欢迎
的超薄优质带钢。

质量一流的产品
依靠新建阿维迪 ESP 线，日照钢铁公司能够面向许多不同的
行业领域生产大量质量一流的钢种。从质量角度来说，最终产
品都达到了极为出色的板形和平直度指标。欧洲一家大型汽车
制造商在自己的冷轧机上进行了 ESP 材料的轧制试验，确认
了产品具有优异的表面质量。带钢沿整个长度方向的质量高度
一致，也反复得到验证。这是因为，连续生产保证了生产线中
没有带头和带尾通过。

图1：日照钢铁公司已投产的
3条阿维迪ESP线

1号ESP线2号ESP线
3号ESP线

日照钢铁公司新建的阿维迪ESP线性能水平不断提高，创下多项生产纪录，
确保公司坚定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战略

依靠阿维迪ESP
满足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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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纪录
即使在投产初期，就已经创下了多项生产纪录：在迄今为止的
最短时间内成功轧制出厚度仅为 0.8 mm 的带钢；实现 3,000
吨以上的超长连轧操作；工作辊使用寿命超过 170 km；直接
以无头模式开始生产运行，确保了高收得率。

仅仅投入运行 4 个月后，第一批成品就已上市。随后，几乎立
刻就获得了一份超过 100,000 吨 1 mm 带钢的大订单。为了
满足中国和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0.8 mm 超薄规格的生产比
例很快就大幅度提高。完全采用阿维迪 ESP 技术、没有经过
任何冷轧的厚度 1.2 mm 以下产品占到了总产量的 57%( 见图
2)。

满足市场需求的战略
尽管投产时间还不长，但阿维迪 ESP 技术已经证明是日照钢
铁公司的绝佳选择，尤其是在当前面临着严峻市场形势的情况
下。厚度 1.2 mm 以下的带卷同厚规格相比，价格优势占到了
40% 之多。这样，日照钢铁公司即使在最低的价格水平下也
能够保持盈利。这些新建生产线为公司成为东亚地区先进热轧
卷生产龙头和在钢铁生产中占据优势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是在质量、稳定性和全面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方面。

Andreas Jungbauer，连续带钢生产销售总经理
Bernd Linzer，连续带钢生产技术主管
(两人均来自普锐特冶金技术奥地利) 图2：日照钢铁公司生产的厚度1.2 MM以下带钢占到了总产量的57%。

57% ≤ 1.2 mm

世界纪录

生产高度稳定
这里给出的典型记录图展示了生产 1 mm 以下厚度
4 个小时的效果。在此期间，精轧机出口温度的标准
偏差只有 2.5° C( 见图示 )。板形和凸度都很稳定，
因而能够大量生产薄和超薄规格。由于日照钢铁公
司重点生产超薄规格，大多数连轧工艺都不是从轧
制较厚带卷开始，而是直接以无头模式从 4 mm 以
下厚度开始。在生产一年后，从钢水到带卷的总收
得率平均能够达到 98%。

1.5–3 mm
22%

≤ 1.0 mm
36%

1–1.2 mm
21%

1.2–1.5 mm
15%

> 3 mm
6%

0.8 mm x 1,500 mm

精轧机出口厚度

精轧机出口温度

0.8 mm x 1,500 mm

标准偏差：2.53°C(运行4小时后)

凸度形状可调
阿维迪 ESP 线在早期阶段就对凸度和楔形进行控
制――从连铸机之后的大压下量轧机开始，此时铸
坯中心的温度高于表面。这种作法与传统的热轧工
艺大不相同，因为铸坯是在更容易成形的条件下得
到轧制。它给操作人员提供了更大的调节带钢最终
形状的自由度，使其能够完全平直或带有 1% 甚至更
大的凸度。这样能够将最终的带钢纵切成冷轧带的
窄规格替代产品，同时保持良好的对称凸度，避免
在下游设备中产生楔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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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钢铁公司选择普锐特冶金技术作为主要合作伙伴的原因是
什么？
孟令学：近年来，日照钢铁发展迅速，新建了很多项目。对这
些新项目来说，我们需要采用先进的技术，包括炼钢、热连轧
和冷轧等。普锐特冶金技术拥有成熟和独特的工艺方案，在国
际冶金行业享有良好口碑，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这就理所当
然成为了我们的首选合作伙伴。

日照钢铁公司在2013和2014年共订购了5条阿维迪无头带钢
生产(ESP)新线。这一决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孟令学：日照钢铁是一家相对年轻的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年产能力已经超过 1,000 万吨。日钢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恰恰
应对了中国国内钢铁行业的上升期。然而，近年来冶金行业
形势急转直下，产能出现严重过剩。尤其在 2008 年金融危
机后，中国钢铁行业受到了很大冲击。面对这些危机，大型
国有企业相对沉着冷静，短时间即实现了发展模式的转变。
反观中小型企业，尤其是后发民企，在应对危机时就显得相
对“慌乱”：由于缺乏人才、技术储备，转型力不从心，只能
削减成本。日照钢铁对自身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虽然坐拥大
型企业的规模，产品却符合小企业的特征 ；人才方面与大型国
企相比存在劣势，成本方面与小型民企业相比又缺乏明显优势。
为了应对市场竞争，调结构、促转型，我们迫切需要找到符合
自身状况的产品与发展方向。2013 年至阿维迪考察后，我们
认为 ESP 技术具有生产薄规格、高强度带钢产品的优势，当
年便与普锐特签订了新建 2 条 ESP 生产线的商务合同意向书。
2014 年又签订了 3 条 ESP 生产线的商务合同。

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的ESP线在操作可靠性和灵活性方面是否
满足了日照钢铁的要求？
孟令学：日钢在订购设备的同时也购买了阿维迪的技术诀窍，
3 条 ESP 线于一年之内全部调试完成，其稳定性及可靠性均有
突出表现。

在ESP线的项目执行过程中，日照钢铁主要遇到过哪些挑战？
孟令学：我们的确遇到过不少挑战。一是项目周期非常紧张，
通常情况下需要 2 至 3 年，但我们的目标仅为 18 个月。虽然
任务艰巨，但大家紧密配合、共同努力，解决了多项难题，最
后按计划完成了任务。另外，在调试过程中，曾出现过板形质
量、设备故障等问题。ESP 线作为全新项目，缺乏可参考的案
例经验，因此比较棘手。所幸普锐特冶金技术与阿维迪的专家
都在现场，给予我们很大支持。他们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起分
析、摸索，调整温度、能源技术参数和二级模型等，最终在短
期内即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孟令学于 2006 年加入公司。他在冶金行业
已经工作了 30 多年。在此次采访中，他坦率地谈到了当前的行业形势、业界面临
的挑战和需要采取的对策。

日照钢铁公司副总经理孟令学访谈录

促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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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业面临冲击的当下，日照钢铁将采取哪些策略来应对挑
战？
孟令学 ：市场竞争无法回避，企业要生存，就必须面对竞争。
日照钢铁将充分发挥 ESP 线的优势，加大品种开发力度。同时，
企业竞争实则人才竞争 ；日钢也将积极引进高端技术人才。日
钢将把短期的市场需求与长远的产品开发相结合，为应对市场
波动做好准备。

日照钢铁今后将主要针对哪些领域进行研发，以改善生产经
营、降低成本并获得更多商机？
孟令学 ：目前在国内外，汽车结构用钢的效益比较突出。这也
恰恰适合于 ESP 线，它本身的规格即在汽车结构用钢的规格
范围之内，且 ESP 线特别适合生产高强钢，所以这部分将是
我们的研发重点。另外，在小型机电产品用钢方面，我们与普
锐特冶金技术也进行过交流，它也将成为日钢今后的关注重点。

日照钢铁是如何应对日益严苛的环保要求的？
孟令学 ：ESP 生产线较短，能耗也相对较低，可大幅减少污
染排放。日照钢铁于 2014 年即制定了一套环境治理的两年规
划，主要用于解决烟尘、水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我们
已经建设了一座大型污水处理厂和两套专门处理固体废弃物的
装置，烟气脱硫和脱硝装置也将陆续投入使用。预计于今年年
底或明年上半年，日照钢铁在环境优化方面将有很大的改善。

孟令学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他在冶金行
业已经工作了30多年。

在选择技术供应商时，日照钢铁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什么？在与
商业伙伴的合作关系中最看重哪些方面？
孟令学：首要考量的是供应商的业绩是否具有说服力，是否具
备让人认可的技术。当然，合作精神也是我们极其重视的标准。
供应商提供的不仅是设备和技术，还需要为我们的生产线能够
正常运转、产品进入市场、创造效益等提供保障。普锐特拥有
成熟的技术与优秀的团队，自 2013 年签订合同至今，我们沟
通融洽，配合紧密，合作十分愉快。

王时倚，公共关系专员，普锐特冶金技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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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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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冷却是面向新建和现有热带钢轧机的一种创新性冷却方案，是普锐
特冶金技术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它使客户能够生产以前无法生产的钢
种，比如管线钢和高强度低合金钢；它还能大幅度降低成本，因为减少
了生产工艺中的合金用量。强力冷却系统通常安装在冷却线开始处。在
对现有轧机进行改造安装时，只需要很短的停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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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武汉钢铁公司联系普锐特冶金技术，希望成为强力冷
却的一家示范企业时，这家钢铁企业的目标十分明确：对其
2,250 mm 热带钢轧机的现有层流冷却线进行升级改造，以使
产品大纲朝着更接近于高端钢种的方向转变，比如高强度低合
金钢、双相钢和管线钢。这一改造的重要性在于，设备在冷却
前期和后期的冷却强度都将大幅度提高。

定制化系统
在计划阶段，普锐特冶金技术建议在冷却线的后段增加安装大
能力的“增压层流冷却”集管，这样能够低成本生产热轧态的
多相钢种。另外，还应在冷却线上增加一台激光测速仪，以提
高速度控制的精度。这项措施尤其对那些长度短于最后精轧机
架和卷取机之间距离的带钢提高温度精度有非常好的作用。

为了帮助精确地调试新的冷却工艺模型，必须立刻得到温度测
量值，特别是在轧机采用间断式冷却制度生产带钢的情况下。
普锐特冶金技术项目团队和客户共同决定，拆掉现有上集管中
的 8 根和下集管中的 24 根，为采取上述措施腾出空间。

强力冷却发挥作用
最前面的 16 组层流冷却集管 ( 每组包括 1 根上集管和 3 根下集
管 ) 被替换成 18 组性能大大提高的强力冷却集管。这些集管中
的每一组都包括了 2 根上集管和 2 根下集管。改造后，整个强
力冷却区的最大水流量达到 14,000 m3/h 左右。这就使早期
冷却能够达到极高的冷却速度，从而满足大多数先进高强钢种
生产工艺的苛刻要求。

新强力冷却集管的水流量可以大范围调节，能够使期望钢种的
生产达到需要的冷却速度。根据钢种规范及质量和厚度参数的
不同，冷却速度可以在弱冷和强冷之间转换。对于一些需要特
殊冷却制度的标准产品，保留的原有层流冷却集管可以同新的
强力冷却系统并行使用。

新建高位水箱

这个新的高位水箱建在轧钢厂房外面靠近冷却段的位置。
高位水箱旁边建了一个新泵站，里面装有为强力冷却段配
备的增压泵以及用于强力冷却交叉喷吹和水刀 ( 用于吹除
带钢上多余的水 ) 的泵。新装的和保留的层流冷却集管都
由水箱直接供水。重要的是，新的强力冷却集管也由水箱
供水。在水箱的水位达不到压力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关闭
供水管路上的一个阀门，让水通过泵站里的泵流到强力冷
却段。

预组装的新设备

由于采用了将新部件预组装成大件，然后用天车快速而轻
松地移动就位的方式，强力冷却设备的安装十分方便。这
种作法使安装时间大幅度缩短到 15 天，而将来的项目甚至
还可能进一步缩短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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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升级
作为升级内容的一部分，新建了一个高位水箱。它的设计是为
了向强力冷却集管供水，其运行方式与依靠重力获得必要压力
的标准层流冷却集管类似。当需要大流量时，水由变频控制增
压泵加压。这一操作理念使先进的大能力冷却技术和成本低廉
的经济型生产结合在了一起。为了保证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达到
最高冷却效率，冷却系统还额外提供了一种称为“准层流”冷
却的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水泵以很低的速度运行，因而
能够在不到一秒钟内切换到“压力冷却模式”。

为了在“热轧态多相钢种”冷却的第二阶段达到最高冷却速度。
在现有切边区之前安装了许多增压层流冷却集管。这些集管像
标准的层流冷却集管一样使用，也由新的高位水箱供水，但由
于采用了特殊设计而能够显著增大流量。为了最大限度增加冷
却速度的灵活性以满足不同产品的需要，所有上集管和相应的
每组 3 根下集管都采用流量控制。

对新老钢厂都适合

强力冷却方案可以利用已有的水处理设备、管道设施和足
够大的水箱直接在现有轧机上实施。这时，强力冷却设备
通过增压泵供水以达到工作压力的要求。或者也可以绕过
水泵，这时，强力冷却集管直接由高位水箱供水，并以层
流冷却模式运行。因此，在安装强力冷却系统后能够获得
所有的运行模式，甚至包括需要冷却线全线保持一种“准
层流”冷却水平的应用。

其他业绩

除了本文介绍的武汉钢铁公司，强力冷却技术如今又有了
另外两个业绩。它们都来自蒂森克虏伯集团，分别是其德
国 Bruckhausen 厂和 Beeckerwerth 厂 ( 上方照片 )。它
们的生产能力分别为每年大约 300 和 500 万吨钢。

优化安装
为了尽可能缩短安装所需停产时间，所有新设备都在现场预组
装成大件，然后用天车吊运到位，在现有设备拆除后直接进行
安装。改造也包括了更换强力冷却区域的辊道，以确保带钢上、
下表面都能顺畅地排水。强力冷却集管在制造厂经过预测试，
保证了所有要求都能够在冷却线投入使用后立刻得到满足。由
于计划周密，而且普锐特冶金技术在整个安装期间严格地执行
计划，整个轧机的停产时间被控制在短短的 15 天。预计将来的
强力冷却项目甚至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设备安装。●

Lukas Pichler博士，热轧产品寿命周期经理
Alois Seilinger，热轧高级专家
Erich Opitz，热轧工艺专家
(均来自普锐特冶金技术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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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热轧业务部全球主管兼日本公司
高级副总裁Yoichi Kira访谈录

持续改进

热轧领域如今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哪些技术进步可以期待？普锐特冶金技术将如何
打造遍布世界各地的跨国组织结构？在本次采访中，普锐特冶金技术热轧业务部全
球主管兼日本公司高级副总裁 Yoichi Kira 回答了这些问题，让我们了解了公司日
本机构的宏伟计划。

仅仅在过去10年间，普锐特冶金技术就能将新建扁平材热轧机
的投产业绩增加40多个，其中包括了16套热带钢轧机、18套
中厚板和板卷轧机以及10套铝轧机。是什么让如此多的客户信
服并选择我们公司？将采取哪些步骤来确保将来的运营继续保
持成功？
Yoichi Kira：我们的前身公司都有成功执行项目的长期经验，
包括几十年来坚持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方案。我们拥有雄厚的实
力和广泛的业务，涵盖了工程、设计和制造，依靠大量的创意
和创新满足客户的需要。我们和合作伙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包括我们的供应商和联合体合作方。最后，当我们为我们的客
户调试提供的设备时，我们确保以最佳的状态把客户订购的产
品交到它们手中，从而让客户在复杂的项目执行过程中始终感
受到有力的支持。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循环：一个订单完成后，
一个新的循环开始，而客户在整个过程中都能依靠我们这个可
信的合作伙伴。

普锐特冶金技术的技术能力和诀窍与这个领域的竞争对手有哪
些不同？
Yoichi Kira：我们普锐特冶金技术是一家全面的方案供应商。
从产品类型的角度来说，我的部门提供机械设备，我们自己的
高水平的电气和自动化业务部门提供相应的方案，使我们能够
理想地满足客户的需要。我们能够提供“跨工艺技术诀窍”，
这意味着，我们对从起点直到末端的完整生产工艺有着非同一
般的深入了解。我们公司在这三个方面的雄厚实力独特地组合
在一起，这对我们的客户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优点，让我们
在市场上有别于他人。我们的另一个特点是，设备的设计和制
造紧密结合。这不仅让我们有机会把制造团队的经验诀窍反馈
给我们的设计团队，以帮助改进设计，而且能够在我们自己的
制造厂检验新的设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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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领域的技术将朝哪个方向发展？这些发展更可能是渐进性
的还是革命性的？
Kira：在技术发展方面，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客户实现它们的目
标和愿景。简单地说，这里有两种情况：第一，如果一家客户
想要进入扁平材轧制市场，我们能够为它提供必要的技术；第
二，如果一家客户已经拥有了扁平材轧制设备，我们能够为它
提供各种可选方案，帮助它升级设备和从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
普锐特冶金技术要想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就必须不断增加我
们的产品种类。这样，能够让我们为客户提供坚固耐用、性能

»

我们普锐特冶
金技术是一家
全面的方案供
应商。”

YOICHI KIRA
普锐特冶金技术热轧业
务部全球主管兼日本公
司高级副总裁

可靠、操作简单、维修方便的设备。就连我们的部件也都已经
高度定制化，非常先进，当然今后还会继续改进。核心技术的
改进真的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总的来说，技术发展可能既
有渐进性的也有革命性的。即使我认为热轧技术在不久以后出
现的某些进步属于渐进性的，但在过了几十年后再回头看的话，
它们其实很可能是革命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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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会有这样的主要目标：满足严格的产品公差，达到规
定的机械性能，确保出色的表面质量，同时扩大产品的范围。”“

轧制技术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是更严格的公差还是更平直
的带钢？技术现在都已经很成熟了，您认为还会有任何重大进
步吗？
Kira：在热轧领域，客户总是希望设法生产出更薄和强度更高
的钢产品，以满足像汽车制造这样的高端应用的需要。另外，
也有一些客户希望生产更厚的钢板，比如用于管线生产。铝生
产商是又一个不断扩大的客户群。这些都是我期待着今后会有
改进的方面。我们的客户会有这样的主要目标：满足严格的产
品公差，达到规定的机械性能，确保出色的表面质量，同时扩
大产品的范围。这将使持续改进变得很有必要。

您认为热轧业务部会在世界上的哪些地区市场有增长潜力？
Kira：只要有金属消费的地方，就会是我们的市场。我们认为，
新建项目的机会比较有限，但各地的改造项目会有更多。到
2016 年为止，全世界已经建成了大约 400 套热轧机，而我们
已经作好准备，只要这些客户需要就为它们提供升级改造。

公司的主要机构在哪里，它们怎样为全球市场提供服务，怎样
进行协调？
Kira：我们在日本和欧洲的机构都在热轧领域拥有雄厚的实力。
每个新项目会分派给最适合为相关客户提供服务的机构。有多
方面因素影响着哪个机构来执行项目的决定。有时，客户已经
和一个特定机构建立了长期友好关系，那么，这种关系绝对要
保持下去。另外，地理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在向我们的各
处机构分派项目时，总是全面考虑这些方面。我们的客户完全
可以放心，它们无论位于世界何处，都将得到普锐特冶金技术
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方案。我们新成立的销售和市场开发部已经
和我的部门开始了密切合作，目的是在向客户宣传介绍我们能
够为它们提供的先进技术时提高效率。

普锐特冶金技术日本机构有哪些独特之处？您能举出任何在技
术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特质吗？
Kira：在日本，我们公司一直拥有依靠设计部门和制造团队的
共同努力改进产品的传统。我们总是通过这种努力来确保产品
质量和按期交付，确保技术改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实际上
把广岛制造厂称为我们的“母亲工厂”。

您认为客户在选择采用普锐特冶金技术的方案时日本和日本公
司的“集体性格特征”是否会有积极的作用？
Kira：不，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公司中没有哪种单一文化背景
会在我们的客户作决定时起到很大的作用。相反，我们的强项
在于不同国家和多种文化的独特组合。我们一起依靠种类繁多
的产品为客户提供服务。我们的客户应当完全是根据我们的技
术，而不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作出选择，尽管它显然让我们的公
司变得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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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6年为止，全世界已经
建成了大约400套热轧机，而
我们已经作好准备，只要这些
客户需要就为它们提供升级改
造。”

YOICHI KIRA
长期活跃在冶金业务领域

Yoichi Kira 对自己长期工作的冶金行业满怀感情，
尤其是对热轧技术。“在毕业前不久，我参观了日本
的四家工厂：一家造船厂，一家相机制造厂，一家化
工厂，还有一家真的让我印象深刻――热轧厂。从那
以后，我一直在钢铁行业从事轧钢领域的工作。”1983
年，Kira 在获得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工程硕士学位后
加入了株式会社 IHI，普锐特冶金技术的前身公司之
一。他先是担任一名轧制技术 ( 钢和铝 ) 设计工程师，
负责自动化编程和客户现场设备调试等许多工作。在
2013 年 10 月，当 IHI 的子公司 IHI Metaltech 并入
三菱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 (MHMM) 时，Kira 被任
命为 MHMM 执行董事。到 MHMM 于 2015 年 1 月
成为普锐特冶金技术的一部分后，他继续担任该职务。

目前，Kira 在公司中担任着两个重要的职务：普锐
特冶金技术热轧业务部全球主管和日本公司高级副
总裁。他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既
从技术专家角度考虑，也从管理大局出发，从而能够
在细节定位和实用性之间取得平衡。Yoichi Kira 本
人非常喜爱古典音乐，会弹钢琴。只要有机会和时间
允许，他就去听古典音乐会。

是哪些协同作用让热轧技术在这个产品种类如此丰富和文化背
景如此丰富的公司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Kira：我们的产品种类众多，意味着我们要完成各种各样的工
作，从而能够获取大量诀窍。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热轧业务
部门将同电气和自动化部门以及跨工艺诀窍部门一道，为我们
的客户提供先进的方案。我们的全球冶金服务部门分布在多个
大陆，我对这一点非常满意。了解他们的活动将有助于我们了
解客户目前的处境。我们希望知道我们的客户正在尽力应对怎
样的局势，而冶金服务部门能让我们在这方面掌握很多情况。
利用这些信息，我们热轧业务部能够为客户提供针对性方案。
通过与我们的全球销售和市场开发部门及地方机构合作，比如
美国、中国和印度公司，我们能够非常有效地贴近客户，真正
成为它们的全周期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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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X-HI冷轧机的背景和优点

生产不锈钢带钢
的更好方法

图1：普锐特冶金技术法国
制 造 厂 组 装 的 POWER 

X-HI轧机机架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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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是连续式不锈钢冷轧机的一家重要供应商。
早在 1999 年，公司就为 Ugine S.A.( 法国钢铁巨头 Usinor 
S.A. 的不锈钢和特殊钢子公司 ) 的法国 Isbergues 不锈钢生
产线提供了轧机设备。后来，公司又为奥托昆普不锈钢公司芬
兰 Tornio 厂的不锈钢生产线提供了自动化和传动系统。其他
业绩还包括为中国广东省的联众不锈钢公司提供直接轧制退火
酸洗线 (DRAP) 主体设备以及 2015 年 2 月为中国福建省的
宝钢德盛不锈钢有限公司冷轧退火酸洗线投产 4 机架 Power 
X-HI 轧机。

在最近执行的不锈钢项目中，普锐特冶金技术为中国广西的
北海诚德不锈钢有限公司提供了一套 5 机架 Power X-HI 冷
连轧机。当设备安装完毕后，冷调试只用了 17 天，然后过了
不到三个月，就在 2015 年 12 月晚些时候成功轧制出第一个
带卷。这套轧机的轧制速度为 400 m/min，轧制能力为每年
600,000 吨，是中国轧制速度最快的不锈钢轧机。轧机总图
如图 2 所示，图 3 则展示了这套 Power X-HI 串列式冷轧机的
全貌。为北海诚德提供设备的其他技术细节和工艺参数列于后
面的表格中。

价格因素是不锈钢市场的一个重要挑战。采用大能力 Power X-HI 轧机机架 ( 图 1)
进行不锈钢的连续轧制，同 20 辊可逆轧制工艺相比轧制时间能够大幅度缩短，产量
明显增加，效益也将明显改善。除了 Power X-HI 轧制方案，本文还介绍了普锐特
冶金技术最近在中国执行的不锈钢项目业绩。

»

检验段

地下卷取机

出口张力辊

卧式活套

焊机

开卷机

干燥器
脱脂段

5机架串列式冷轧机
入口张力辊

3. 出口段

1 .入口段

2. 轧机段

图2：中国北海诚德不锈钢有限公
司5机架连续式不锈钢冷轧机总图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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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X-HI轧制工艺的开发
在标准的不锈钢生产流程中，热轧材料首先经过退火和酸洗，
再用 20 辊可逆式冷轧机轧到期望的厚度，然后进行最终的退
火、酸洗和光整。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对于极薄的带钢，还
需要进行中间退火和酸洗。这意味着带钢必须再次通过轧机。
虽然技术已经成熟，但传统的 20 辊可逆式轧机仍然有许多缺
点，包括带头和带尾不进行轧制而造成较大的收得率损失，带
钢向辊缝处穿带耗时较长，可逆式工艺固有的局限性制约了产
量，冷却效率不高，等等。

因此，普锐特冶金技术开发了 Power X-HI 轧机方案以解决这
些问题，并且提高轧机的性能和不锈钢轧制的效率。开发的重
点目标是提高产品收得率，提高操作效率和能源效率，采取措
施方便现场维修。由于北海诚德要求酸洗和退火工序能够分开
进行以灵活地满足不同产品的轧制需要，因此不能建造一条完
全集成的不锈钢生产线。

生产线的设备组成

1. 入口段
为了保证能够向 Power X-HI 轧机连续送入带钢，入口段配备
了两台开卷机、一台厚规格激光焊机和一台 6 层活套。北海诚
德 Power X-HI 轧制线上安装的 LW21H 厚规格激光焊机由普
锐特冶金技术法国制造厂设计并制造 ( 图 4)，激光源功率为 8 
kW，能够焊接厚度在 1 mm 和 5 mm 之间的带钢，还包括了
在线焊缝退火和质量控制系统。进入轧机前的带钢张力由一套
4 辊张紧装置控制。

2. 轧机段
18 辊机架的标准设计被修改为 Power X-HI 机架的专利设计。
这种新型轧机机架的主要特点如下所述：

• 中间辊安装在坚固的窜动机构上，侧支承稳定辊采用了模块
化结构并配备了重现性和精确性出色的定位系统。

• 辊系进行了优化，略微增加了工作辊直径范围。这意味着增
大了工作辊表面积，减少了辊缝处产生的热量，减轻了轧辊
磨损，从而延长了工作辊使用寿命和减少了工作辊更换。

• 各种辊 ( 工作辊、中间辊和侧支承辊 ) 均可单独全自动进行
更换，提高了轧辊修磨效率。轧机机架的设计也能够在轧制
过程中进行动态换辊，从而不会因为换辊而中断生产。这就
提高了产能，减少了生产损失。

图3：北海诚德不锈钢公司安装的POWER X-HI冷轧机 图4：普锐特冶金技术法国制造厂制造的LW21H厚规格激光焊机

这套轧机的轧制速度为400 m/min，轧制能力为每年
600,000吨，是中国轧制速度最快的不锈钢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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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诚德不锈钢 POWER X-HI轧机的主要数据

机架数量 5

装机功率 22,000KW

轧制材料 热轧退火酸洗不锈钢
产品钢种 AISI 200和300系列
年产能力 600,000t/a

焊机类型 LW21H激光焊机(普锐特冶金技术)

入口段速度 最大400 m/min

轧机段出口速度 最大400 m/min 

出口段速度 550m/min

入口带钢厚度 1.0 mm – 5.0 mm

出口带钢厚度 0.3 mm – 3.0 mm

带钢宽度 800 mm – 1,300 mm

表1: 

Power X-HI 轧机选择了乳化液型轧辊冷却剂。这同使用纯矿
物油相比明显提高了冷却效率，还有一个优点是将火灾的风险
降低到了接近于零。乳化液喷淋系统采用了内置在侧面稳定辊
中的特殊设计 ( 已获得专利 )，使得乳化液能够直接喷淋在辊
缝处，因而改善了冷却和润滑效果。

紧靠轧机之后布置了一个清洗段，它结合使用高压热水、蒸汽
和刷洗器将残油从带钢上去除。这种设计不再需要使用碱液进
行清洗。清洗段之后安装了一台 6 辊张紧装置和一台出口活套，
以在轧制 - 清洗段出口和卷取机之间提供带钢缓冲。这也使带
钢表面能够在连续轧制过程中立刻得到检验，从而减少了带钢
损失。

3. 出口段
出口段包括了出口张力辊、检验站、旋转剪、废料和样品切剪、
两台卷取机、皮带助卷器、垫纸机、卸卷车及配套带卷打捆和
存放设备。轧机段和出口段之间的带钢活套将轧制工艺同下游
工序隔开，使带钢表面能够在连续轧制过程中立刻得到检验。
这些措施保证了轧机产能不再受到限制因素的影响

高效和成熟的方案
迄今为止，普锐特冶金技术已经向中国客户提供了两套 Power 
X-HI 轧机。与可逆式冷轧机相比，它们以高可靠性、高收得率、
高产能和低运行成本为特色。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在如今竞争激
烈的不锈钢扁平材市场获得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邓伟健(音译)，总经理1)

章诗军(音译)，副总经理，冷轧厂厂长1)

Gaël Imbert，冷轧线技术报价主管2)

Olivier Lietar，项目经理2)

1) 北海诚德不锈钢公司
2) 普锐特冶金技术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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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锡板的冷轧对轧制速度和压下量有特殊的要求。不过，高速轧制和薄规格的要求
经常会引起穿带不稳定、带钢板形差和热划伤等问题，必须加以避免或最大限度减少。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普锐特冶金技术推出了一种创新性的酸洗冷轧联合机组方案，
并已在两家中国客户的钢厂投入运行，取得的结果令人非常满意。

中国两套镀锡板带钢酸洗冷轧联合机组的设计亮点

不可思议的
带钢质量

图1：串列式冷轧机；左：中国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右：中国武钢新日铁镀锡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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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中国对制罐材料迅速增长的需求，普锐特冶金技术向
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 首钢京唐 ) 和武钢新日铁镀
锡板有限公司 ( 武钢新日铁 ) 分别提供了一套用于镀锡板生产
的先进的酸洗冷轧联合机组 (PL-TCM)――图 1。采用最先进的
轧制技术能够更快和更稳定地轧制更硬和更薄的带钢，并且满
足产品对于出色板形、精确厚度控制和热凸度补偿的要求。5
机架串列式冷轧机采用了 6 辊万能凸度控制轧机 (UCM-Mill)

技术，酸洗线采用了普锐特冶金技术新设计的喷淋酸洗槽技术。
带钢以超过 1,800 m/min 的速度被轧制到最薄 0.15 mm 的规
格。

PL-TCM线总图
图 2 示意了 PL-TCM 直接串接线的总体布置，表 1 列出了生产
线的主要技术规格。

图2：PL-TCM线的总体布置

酸洗冷轧联合机组的主要技术规格

项目 典型规格

材料

T1 – T5 T1 to T5

入口厚度 1.5 mm – 4.0 mm

出口厚度 0.15 mm – 1.0 mm

宽度 700 mm – 1,300 mm

卷重 28吨
年产能力 850,000 t/a

酸洗速度
200 m/min

轧制速度 1,800 m/min – 2,000 m/min

带钢剪切速度
焊机类型 激光式
酸洗类型 喷淋式
轧机类型 6辊UCM轧机

表2: 

采用最先进的轧制技术能够更快和更稳定地轧制更硬和更
薄的带钢，并且满足产品对于出色板形、精确厚度控制和
热凸度补偿的要求。

»

开卷机

焊机

张力矫直机

活套

酸洗槽

切边剪

飞剪

串列式冷轧机
(5机架UCM-Mill)

卡罗塞尔卷取机活套

活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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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和酸洗段
酸洗线入口段安装了一套双开卷机系统，以保证酸洗和轧制操
作的连续性。考虑到冷轧机轧制的带钢厚度很薄，带卷输送装
置 ( 包括带卷打开和向焊机穿带 ) 以一种可靠和可控的方式将
带钢送入生产线，确保达到极高的对中精度。然后在高速度下
进行喷淋酸洗，避免了过酸洗或欠酸洗。在准确的切边操作后，
带钢以规定的速度和极高的对中精度被送入冷轧机。

串列式冷轧机段
5 机架串列式冷轧机 (TCM) 采用了 6 辊 UCM 轧机技术，能
够满足更快和更稳定地轧制更硬和更薄的带钢的要求。在生产
T2.5 – T5 镀锡板时，宽达 1,300 mm 的带钢能够被轧制到 0.15 
mm 的最小厚度。最高轧制速度超过了 1,800 m/min，使其
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轧机之一。采用 UCM 轧机技术，优化轧机
导辊布置，优化辊冷系统设计，等等，都是防止导辊表面热划
伤的决定性因素――即使在如此高的轧制速度下。

镀锡板轧制需要的技术
大压下量高速轧制并达到出色的厚度精度，是以高产能水平生
产薄规格镀锡板的要求。如果轧辊冷却不充分，会由于热凸度
增大而导致带钢板形偏差和热划伤，从而严重影响带钢表面质
量，还可能使轧制速度受限。另外，带钢板形差还增大了带钢
宽度改变时断带的几率，还有可能使剪断后的带钢在卡罗塞尔
卷取机上的卷取变得不稳定。图 3 列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
对策。

万能凸度控制轧机
UCM 轧机具有出色带钢板形控制能力和带钢板形自动稳定的
优点。图 4 示意了 UCM 轧机机架的功能原理。这种轧机的特
点是，插在工作辊和支承辊之间的中间辊能够轴向窜动。中间
辊随带钢宽度变化而移动，消除了有害接触区。另外，这种轧
辊布置方案还能使用小直径的平直工作辊 ( 没有初始凸度 ) 轧
制所有钢种。轧机机架还具备工作辊和中间辊弯辊功能。

轧机导辊系统
润滑和冷却不充分引起的热划伤使轧机能力受到限制，影响轧
制速度和带钢压下量，而高轧制速度和大压下量是镀锡板生产
的前提条件。薄规格轧制还增大了断带的几率。通过优化每个
机架和每个带钢冷却区的轧辊冷却液流量，能够达到高速、稳
定、优质轧制的效果。为了减小轧机导辊轴承的摩擦力，还采
用油雾润滑代替干油填充润滑。另外，在轧机提速和降速时，
可靠和稳定的轧辊旋转加上带钢张力减小，能够防止轧辊和带
钢表面之间产生划伤。还安装了升降式轧机导辊，以在发生断
带时缩短处理时间。

图3：镀锡板轧制的要求和技术方案

要求 问题 技术方案

高速轧制

薄带钢轧制

热凸度 • 万能凸度控制轧机(UCM-Mill)

• 低摩擦导辊采用油雾润滑
• 优化冷却液喷淋
• 采用升降式导辊以方便维修

• 优化导辊布置
• 优化冷却液喷淋

• 减小穿带导板表面摩擦
• 采用电磁式穿带导板

• 支承辊圆柱滚子轴承采用强制稀油润滑

断带

热划伤

穿带和卷取
不稳定

厚度精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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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带钢的穿带
连续轧制要求带钢稳定地穿带和卷取在卡罗塞尔卷取机 ( 图 5)
上。不过，在轧制薄规格时，带钢的板形可能会在带钢宽度改
变时变差。对于厚度小于 0.2 mm 的带钢，飞剪切断后的带钢
经常由于翘曲而使在卡罗塞尔卷取机上的穿带和卷取变得不稳
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安装了一套低摩擦穿带导板结构，并
且采用空气喷吹，以减小导板和带钢表面之间的摩擦。这些改
进措施保证了带钢穿带和卷取的稳定性。另外，还采用了一种
电磁式穿带导板，以防止带钢剪断后和卷取速度降低时带尾翘
曲。这种穿带导板由 4 个磁性段组成，它们根据带尾的位置而
分别启动，以将带钢吸向上方。

成功的投产和商业化运行
本文所述为下游镀锡板应用轧制带钢的酸洗冷轧联合机组分别
于 2013 和 2014 年在首钢京唐和武钢新日铁投入商业化运行。
通过采用 UCM 轧机技术和优化轧机导辊及辊冷系统，以超过
1,800 m/min 的速度轧制厚度只有 0.15 mm 的优质带钢成为
了现实。●

Eiji Ishikawa，项目管理部冷轧项目分部总经理1)

Hiroki Masui，项目管理部处理线项目分部高级工程师1)

Akihisa Fukumura，电气控制系统工程部控制系统平台分部工程师2)

Keiki Takata，电气控制系统工程部控制系统平台分部工程师2)

1) 普锐特冶金技术日本
2) 日立服务和平台业务集团

图5：配有电磁式穿带导板的卡罗
塞尔卷取机

最高轧制速度超过了
1,800 m/min，使其
成为世界上最快的轧
机之一。

UCM轧机机架
轧制力 轧制力

中间辊弯辊

工作辊弯辊

工作辊弯辊

支承辊

中间辊

UCM方案

图4：UCM轧机机架的功能原理

中间辊窜辊

消除了有害
接触区

工作辊



冶金杂志 1/2017 | 访谈录

88

中国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文振访谈录

优化的理由

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谭文振先生 1988 年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加
入唐钢至今已将近三十年。他对冷轧技术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入的见解，对普锐特
冶金技术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

贵公司选择技术供应商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什么？您如何评价唐
钢与普锐特冶金技术之间的合作？
谭文振：对于供应商的选择，我们首先考察的是其技术水平，
其次是服务以及价格。与普锐特冶金技术的合作无疑为唐钢带
来了全新的发展。不论在技术方面，还是设备供应方面，普锐
特冶金技术始终能为用户着想。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专为唐钢
设立的技术诀窍团队为我方提供了全方位支持。一旦新项目上
线，能够及时跟进并回应我方需求。尤其是来自普锐特冶金技
术内部以及外聘的专家们，工于细节、专业突出，带给我们的
不仅有激励与启迪，更有信心与支撑。另外，普锐特冶金技术
提供的报价也很合理，是唐钢非常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基于
目前的合作关系，我相信在未来，双方可期待有进一步的合作。

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的设备与技术方案是否能满足唐钢的要
求？
谭文振：安装新设备后，我们的产品开发过程已经引起了国内
同行的注意，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预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双方团队的共同努力下，酸洗冷连轧机组和连续退火线仅用
21 个月就成功投产，可以说打破了世界纪录。并且，连续退火
线已成功生产出抗拉强度为 980MPa 的高强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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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要求日益严格，贵公司已经或即将采取的应对措施有哪
些？
谭文振：唐钢非常注重环境保护，作为中国“绿色智造”的样
板企业，在节能环保方面向来做得比较规范。如有机会，希望
能与普锐特冶金技术有更多的交流合作。

面对冶金行业目前的形势，尤其是国内产能过剩、竞争激烈，
您如何看待贵公司、尤其是冷轧处理线技术未来的发展？
谭文振：目前钢铁行业产能大于需求，形势的确比较严峻，但
我个人认为它绝非是所谓的“夕阳产业”。从行业过去二十多
年的发展历史来看，已经历过两次高峰，只是目前又回到了低
谷状态。我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钢铁行业的发展速度已

经大幅超越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待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钢铁行业仍会迎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它不一定是量的
发展期，也可能是质的提升期。因此，我个人对钢铁市场仍有
信心，相信钢铁行业目前的低迷只是暂时，未来的形势一定会
越来越好。●

王时倚，公共关系专员，普锐特冶金技术中国

  89  

可靠的关系
多年来，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唐钢 ) 和普锐
特冶金技术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 2013 年，双
方签订了新建一个冷轧厂的合同，包括一套酸洗冷
轧联合机组、一条连续退火线和一条连续镀锌线。
2015 年，双方又签订了再提供两条连续镀锌线 (5 号
和 6 号线 ) 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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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固态激光焊接方案已在许多项目中和许多不同生产条件下证明了自
己的先进性。通过对 6 年来的业界反馈进行分析发现，在各种高端钢种的生产中，
比如硅钢、高强钢、双相钢和高强度相变诱发塑性钢，对于焊接性能和可靠性的要
求不断提高。

光的驱动力

客户的良好反馈有力地证实了
普锐特冶金技术激光焊接方案的先进性

LW21高效焊接技术同
其他激光焊机相比节能
幅度高达 50%。

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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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效果极佳

采用普锐特冶金技术固态激光技术能够达到极佳的切割效果，
避免了机械剪切引起的带钢变形，而且切割能力不受钢种强度

焊接质量优异

固态激光技术得到的优异焊接质量已在许多类型的产品上得到验
证，包括碳钢、高强钢、硅钢和不锈钢等。普锐特冶金技术进行了各

冲压试验

2 mm切割面

拉伸试验

6 mm切割面

金相试验

0.5 mm切割边缘 2 mm切割边缘

的限制。在LW21L(连续镀锌线，连续退火线，重卷线，检验线)和
LW21H(酸洗线，酸洗冷轧联合机组)两种类型的应用中，整个带钢
厚度范围内切割的质量和可靠性都已得到验证。

种测试以确认焊接参数，比如冲压试验(顶球试验)、拉伸试验(对于
高强钢)和金相试验。所有试验结果都证实了这种创新性焊接方案
的出色性能。

调试时间短

在初步验收后，重焊率和断带率通常都能在
较短时间内下降到最低值。在采用固态 ( 基
于光纤 ) 激光时，由于带卷切割质量高和焊
接工艺可靠，这些指标都能达到令人相当满
意的水平。另外，先进的质量控制系统和严
密的监测保证了焊接工艺 100% 操作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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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
当用于切割时，高质量
的激光束在损耗极小的
情况下使切割速度显著
提高。

近年来钢种发展迅速，目前的特点都是屈服强度和延伸率水平
显著提高。钢种中添加的元素也越来越多，比如硅、锰、铝等
等。在生产双相钢、相变诱发塑性钢、孪晶诱发塑性钢、硼钢、
硅钢、不锈钢和特殊钢时，生产线处理钢种的抗拉强度达到了
1,000/1,400 MPa，最高甚至能够达到 2,000 MPa。

在焊接能力方面，厚度范围不断扩大，焊接的规格越来越薄。
现在，酸洗线和串列式冷轧机对于焊接厚度的要求是小于
1.00 mm，而镀锌线、连续退火线和精整线则要求小于 0.30 
mm。

与此同时，对于焊机性能水平的要求也大幅度提高。作业率，
焊接质量，焊缝超厚指标，周期时间，等等，如今已经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自动焊接质量控制系统如今成为了客户的
强制要求，目的是避免人为影响，确保按照客户要求完整记录
焊接质量。

固态激光技术的优点
全激光焊接方案的激光源采用固态部件取代了 CO2 谐振器。固
态技术已经在一些领域得到应用，比如汽车行业和拼焊板，同
CO2 方案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优点。它能够通过光纤而不是使
用激光镜将光束从激光源引至焊机 ( 切割头和焊头 )，从而无
需使用光束开关。

效率更高，维护更少
这项技术为钢铁企业带来了许多优点，包括效率更高、能耗更
低、切割和焊接工艺速度更快等。举例来说，在激光功率水平
相同的情况下，使用固态方案与传统激光焊接方法相比冷却器
和激光源所需电力能够减少 50%。另外，由于没有激光镜，不
需要高压系统，不使用必须定期检查的内部部件，维护工作也
更容易，且无需频繁进行。该技术采用非接触式操作，主要优
点是切割工具的损耗几乎为零，这一点与需要大量维护 ( 包括
更换剪刃和定期修磨 ) 的机械剪完全不同。激光焊机在维护之
间始终能够保持稳定的焊接质量。总的来说，在激光功率水平
相同的情况下，固态技术需要的维护工作量能够比 CO2 技术减
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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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机性能优异
高性能的激光焊机使焊接速度能够加快 20 – 50%，切割速度
能够加快 20 – 100%( 具体同厚度有关 )。使用激光焊机不仅
可靠地消除了切割工具的损耗，而且避免了带钢变形影响随后
的焊接操作，还能确保客户在生产期间降低断带率。

安装简单可靠
激光切割头和激光源的连接非常简单，每个激光源只需要一根
接线。管路和电缆连接减少到最低程度，使焊机能够快速安装。
在客户现场组装前，新焊机及所有配套设施都在普锐特冶金技
术制造厂经过全面测试，以确保在苛刻的生产条件下最大限度
提高可靠性和缩短生产线停产时间。因此，该技术适合于任何
应用，尤其是改造项目。

为客户提升价值
普锐特冶金技术致力于在深入研发基础上为客户提供先进方
案。在项目的所有阶段都同客户密切合作，是确保焊机成功安
装和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激光焊机的设计不断得到改进，其
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为了保证焊机长期处于最佳性能，还可
以签订长期服务协议。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的所有设备，包括
激光焊机在内，都以为客户提升价值为重点目标。●

Thomas Vallée，焊机产品经理
Stanislas Mauuary，冷轧产品技术报价主管
(两人均来自普锐特冶金技术法国)

出色的工业应用结果

至今已有8台这种焊机在工业生产中可靠使用了3年多。结果表明，所有激光焊机都展示出了坚固耐用和容易操作的特
点，即使是在最复杂的工艺条件下(比如硅含量高达3.5%的电工钢生产，1,200 MPa双相钢的连续镀锌生产线)。

对于中国新安装的激光焊机，在热试后只用了不到3个月就在断带率、重焊率和周期时间等方面达到了性能验收水平。
最近的激光焊机项目已在韩国执行完毕(作为一个改造项目的组成部分)，比合同规定的进度提前进入了增产阶段。下面
给出的这些例子都是采用了LW21L固态激光技术的高端处理线。

类型 例1
连续退火线

例2
连续镀锌线

例3
连续镀锌线

地点 中国 中国 韩国

处理线供应商 其他 普锐特冶金技术 其他(改造)

厚度(mm) 0.5 – 2.5 0.5 – 3.0 0.4 – 2.5

宽度(mm) 1,875 1,650 1,610 

产能(t/a) 900,000 450,000 936,000

产品 普通钢到超深冲钢，高强钢，硼钢 
深冲钢，超深冲钢，热成形钢，
高强钢，双相钢，相变诱发塑性
钢，孪晶诱发塑性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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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冷轧和处理线业务部全球主管兼日本
公司执行副总裁SHUNSAKU KASAI访谈录

综合实力

寻找新的市场机会，制定发展战略让已经非常成功的普锐特冶金技术冷轧和处理线
业务更进一步，只是 Shunsaku Kasai 的工作职责的一部分。他还担任着公司日
本机构执行副总裁的职务。Thomas Widter 博士向 Kasai 先生提出了钢铁行业将
朝哪个方向发展、冷轧技术将会有哪些进步和公司的全球机构将怎样帮助客户获得
决定性优势等问题。

普锐特冶金技术及其前身公司长期以来已经取得了众多业绩，
令人印象深刻。仅仅串列式冷轧机这一项，公司目前的业绩数
量就有55个。您认为，是什么让如此多的客户信服并选择我们
公司的技术方案？
Kasai：这和我们产品的创新性分不开，我们的许多客户无法
从别处得到同样的性能水平。举例来说，我们率先开发了 6 辊
轧制技术。6 根轧辊上下排列布置，能够对带钢施加更大的压
下量，并且让我们的客户能够生产出质量很高的平直带钢。对
于串列式冷轧机，我们在目前世界各地已经建成的新项目中占
到了总数的大约 70% 的份额。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证明了我们用出色的方案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雄厚实力。我们还
通过应用深度研发的新成果而持续改进我们的产品，以帮助我
们的客户为迎接将来的市场挑战而作好准备。我们之所以成功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是一家能够同时提供机械和电气设
备的一站式供应商。

普锐特冶金技术在下游技术方面的能力和诀窍与竞争对手有哪
些不同？
Kasai：我们的研发部门实力非常雄厚。我们始终和客户保持
密切联系，积极寻找新的方案。在把最终的产品提供给客户之
前，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广岛制造厂对我们的新方案和新部件
进行测试。这就保证了所有设备在交付后都能够达到预期的性
能指标。我们的跨国组织结构中设有许多技术中心，它们真的
让我们接到的一些非常复杂的合同受益匪浅。我们能够把完全
满足客户需要的技术汇集起来，使公司全球机构的资源和能力
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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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及其前身公司长期以来已经取得了众多业绩，
令人印象深刻。仅仅串列式冷轧机这一项，公司目前的业绩数
量就有55个。您认为，是什么让如此多的客户信服并选择我们
公司的技术方案？
Kasai：这和我们产品的创新性分不开，我们的许多客户无法
从别处得到同样的性能水平。举例来说，我们率先开发了 6 辊
轧制技术。6 根轧辊上下排列布置，能够对带钢施加更大的压
下量，并且让我们的客户能够生产出质量很高的平直带钢。对
于串列式冷轧机，我们在目前世界各地已经建成的新项目中占
到了总数的大约 70% 的份额。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
证明了我们用出色的方案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雄厚实力。我们还
通过应用深度研发的新成果而持续改进我们的产品，以帮助我
们的客户为迎接将来的市场挑战而作好准备。我们之所以成功
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是一家能够同时提供机械和电气设
备的一站式供应商。

普锐特冶金技术在下游技术方面的能力和诀窍与竞争对手有哪
些不同？
Kasai：我们的研发部门实力非常雄厚。我们始终和客户保持
密切联系，积极寻找新的方案。在把最终的产品提供给客户之
前，我们有机会在我们的广岛制造厂对我们的新方案和新部件
进行测试。这就保证了所有设备在交付后都能够达到预期的性
能指标。我们的跨国组织结构中设有许多技术中心，它们真的
让我们接到的一些非常复杂的合同受益匪浅。我们能够把完全
满足客户需要的技术汇集起来，使公司全球机构的资源和能力
得到充分发挥。

»

提高效率是一个始终都
在为之努力的目标。”

SHUNSAKU KASAI 
普锐特冶金技术冷轧和处
理线业务部全球主管兼日
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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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NSAKU KASAI 
一位冶金专家

Shunsaku Kasai 就读于大阪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并于
1980 年毕业。大阪大学是日本最高水平的教育机构之
一，也是以金属和冶金技术实力最强而著称的大学之一。
毕业后，Kasai 加入了普锐特冶金技术的前身公司之一
日立，在冷轧机的设计和技术改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1989 – 2001 年间，他担任冷轧项目经理，此后担任
了冷轧部总经理。三年后，日立和三菱合并组成了三菱
日立制铁机械株式会社，Kasai 升任处理线分公司总经
理。从 2011 到 2014 年，他工作和生活在美国，担任三
菱日立制铁机械美国公司总裁。自 2016 年起，他担任
了两个职务：普锐特冶金技术日本公司执行副总裁及冷
轧和处理线业务部全球主管。

公司的各个主要机构怎样为全球市场提供服务，怎样进行协
调？
Kasai：总的来说，我们都有特定的主要客户，哪处机构负责
哪些客户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我们的所有机构之间都保持着
密切的联系，如果一家客户需要某项新技术，我们会尽力找到
最合适的机构来满足这家客户的特殊要求。我们在全球范围内
收集关于客户需要的信息，深入讨论最佳方案，确保选出最适
合为特定客户提供服务的机构来主导项目的执行。因为我们的
各处机构都有自己的强项，我们能够把这些能力结合在一起，
打造出高度定制化的完整方案包。

普锐特冶金技术日本机构有哪些独特之处？您能举出任何在技
术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化特质吗？
Kasai：没有。当一家客户告诉我们它的需要时，每项技术都
得到分析，然后选出普锐特冶金技术的一处机构来领导这个具
体的项目。

您认为客户在选择采用普锐特冶金技术的方案时日本和日本公
司的“集体性格特征”是否会有积极的作用？
Kasai：也许，有时会是这样。举一个例子，有些客户可能更
希望得到典型的日本式的认真，它体现了我们在面对挑战时的
态度。基本上可以相信，日本团队能够确保以前制定的进度表
和可靠达到性能要求。不过，“日本式”的做事风格也有一个

缺点：我们可能不像其他国家的人那样总是交流。所以，像每
一种文化一样，日本文化既有长处也有短处。但是，在客户因
信任而把订单交给我们之前，我不认为这些会对客户的决策过
程产生重大影响。

是哪些协同作用让您负责的业务领域在这个产品种类如此丰富
和文化背景如此丰富的公司中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Kasai：我们的机构相互补充，各个技术中心之间有着大量的
技术交流。所以，我们有能力承担你能想到的任何冷轧项目，
无论它有多么复杂。我们有专门的团队来讨论他们的最新技术
成果、项目进展和未来计划。比如，我们的激光焊机技术就是
我们的法国和日本机构共同开发的成果。我们的法国同事是激
光焊机技术领域的专家，而我们的日本专家则是高精度切割技
术的领军者。作为普锐特冶金技术，我们总是确保依靠我们遍
布全球的雄厚实力让我们的客户充分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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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串列式冷轧机，我们在目前世界各地已经建成的新项目中占
到了总数的大约70%的份额。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证明
了我们用出色的方案为客户提供服务的雄厚实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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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锐特冶金技术为在目前的钢铁生产中实施面向未来的“工业4.0”
战略而探索专门的方案

把您的钢厂想象成一个管弦乐队，所有设备协同运转，生产出最高质量的产品。未
来的“智能化”钢厂将由相互连接的设备组成，它们协调一致，轻松达到无与伦比
的效率和可靠性。

演奏冶金协奏曲
未来的“智能化”钢厂将由彼此沟通的设备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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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钢铁的数字化时代”是普锐特冶金技术提出的口号，它
体现了公司开发面向未来的新型设备集成方案所秉承的理念。
这一理念的基本原则是，所有部件都需要为迎接未来挑战作好
准备。它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钢厂的生产质量应当尽可能
稳定可靠；第二，生产链应当能够灵活调整以适应客户的具体
要求、原料条件的变化和其他因素；第三，世界上的任何钢铁
企业都希望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量。

您如何迎接未来挑战？
这个方面涉及的具体问题包括：一家冶金企业的各种设备性能
如何？它们是否需要改造或更换以适应即将到来的产品需求变
化？它们在整个生产链中是否得到很好的控制和协调？“冶金
协奏曲”的概念同所有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为简明扼要地回
答它们给出了独特的方案。

管弦乐队的演奏员……
所有的设备部件都可以被看成“管弦乐队的演奏员”，它们需
要以多种方式相互配合。“智能型”传感器连续提供必要的信息；
先进的工艺优化系统对所有局部工艺进行自适应控制；自动操
作功能显著减轻工作负担；状态监测系统保证了透明度并减少
了维护工作量；全面互通性让单体设备的信息得到最有效的利
用。所有这些技术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冶金协奏曲系统，使生
产人员的生活变得更轻松，日常工作变得“更智能”。

……和指挥
设备部件组成的管弦乐队有三个“指挥”，它们组成一个相互
依赖的团体：一套生产管理系统，一套计算机化维护管理系统，
一套普锐特冶金技术称之为“跨工艺优化”的工艺质量优化方
案包。后者拥有沿整个生产链基于工艺诀窍发现质量偏差，确
定根源，并且给出纠正和补偿措施的独特能力。这些“指挥”
保证了所有设备协调一致，充分发挥出它们的潜力。

更多成果即将推出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普锐特冶金技术将发布更多关于冶金
协奏曲方案的信息。虽然整个系统足够复杂，但核心思想十分
简单：普锐特冶金技术提供的任何贴有“冶金协奏曲”标签的
设备都能够集成到将来的系统中，从而成为一支拥有高水平指
挥的“钢铁乐队”中的一名“演奏员”。这样，作为客户的您
就能够得到一种保证，即您所投资的新设备将能在相当长的时
期内为您创造效益，因为它们具有面向未来的属性。●

Kurt Herzog，电气和自动化部工业4.0主管
Thomas Widter博士，《冶金杂志》副主编
(两人均来自普锐特冶金技术奥地利)

跨工艺优化

最近，中国的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安装了一套符合冶
金协奏曲概念的样板性系统：普锐特冶金技术推出
的跨工艺优化 (TPO) 软件方案包，它能够处理钢厂
内的大量复杂问题。

TPO 增加了两项新功能：基于规则的表面质量判定
和统计过程控制 (SPC)。这两项新功能中的第一个
自动分析新发现的带钢表面缺陷，并确定相应带卷
整体表面质量的等级。这就减轻了质量工程师和检
验人员的工作负担。第二项 SPC 被用来监测工艺
数据，以确保在没有工艺质量问题的情况下稳定生
产。同以前的 SPC 方案相比。TPO 的相关功能是
SPC 分析的一个可靠和连续的信息源，无需从不同
地点采集所需要的工艺数据。这大大减少了整体工
作量。

这些新功能既展示了 TPO 方案的作用，又体现了
冶金协奏曲的思想，即所有钢厂设备完美地协同运
行。

图1：跨工艺优化帮助稳定保持最终产品的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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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22 和 24 日，普锐特冶金技术分别在 Cliegon 和
Surabaya 为来自印尼钢铁行业的将近 200 名代表举办了两场
会议，介绍了一系列提高设备性能、降低成本和保护环境的先
进技术。

一些重要来宾和知名人士的出席体现了会议对该国钢铁行业的
重要性。普锐特冶金技术 Krakatau 钢铁公司 (Persero) 生产
和技术主管 Hilman Hasyim 指出：“印尼钢铁行业面临的挑
战是采用新技术，增强竞争力，转向高附加值产品，以及最大
限度利用本地资源。”印尼钢铁工业协会战略和技术委员会主
席 Setiawan Surakusumah 预测说，在今后若干年内，印尼
的钢材消费量将会增加，需要采用先进技术来满足增长的钢产
品需求。与会者在会议期间展开了深入的技术探讨，还通过一
对一会谈讨论了不同项目的执行情况。●

普锐特冶金技术在 2016 年 12 月 12 – 14 日迪拜中东钢铁大会
前举办了为期半天的研讨会。大约 100 名代表参加了研讨会，
听取了普锐特冶金技术在冷压块、炼钢、长材轧制和服务方面
的技术方案介绍。普锐特冶金技术员工还在大会展台上回答了
参观者的提问，主持了一场以中东和北非地区为重点的技术小
组会，介绍了创新性的生态环保方案。●

展会活动

2016年11月22日，参加Cliegon会议的代表合影留念

Felice Galati介绍普锐特冶金技术在大会上的主要发言人

中东钢铁大会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特色技术

• 扁平材轧制技术
• 长材轧制技术
• EAF Quantum炼钢(竖炉式废钢预热电弧炉)

• 阿维迪ESP(从钢水到热轧卷连续带钢生产)

• WinLink(连续长材生产)

• 改造和升级措施
• 自动化和机电一体化方案包

普锐特冶金技术2016年冶金会议
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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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者沉浸在创新性的Mill360°虚拟现实环境中 普锐特冶金技术员工向参观者介绍阿维迪ESP技术的最新成就

来自18家公司的30多名客户代表参加了Savigneux客户日活动

2016年ABM周
巴西

普锐特冶金技术客户日
法国

钢铁大会
伊朗

一 年 一 度 的 ABM 周 是 由 巴 西 冶 金、 材 料 与 矿 业 协 会
(ABM) 举办的拉丁美洲钢铁行业最重要的活动。2016 年
9 月 26 – 30 日，第二届 ABM 周在里约热内卢举办，共
有 1,200 人参加。

ABM 周安排了主题报告，讨论了行业的重要议题；还有
大量技术讲座让与会者深入了解了冶金行业的近期研发成
果和最新趋势。普锐特冶金技术展台的 Mill360°虚拟现实
体验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它让参观者能够 360 度全景
浏览 EAF Quantum 电弧炉、棒线材组合轧机和其他多
项技术。高处的大屏幕显示出 Mill360°用户正在体验的场
景，甚至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2016 年 12 月 8 日， 普 锐 特 冶 金 技 术 法 国 在 法 国
Savigneux 制造厂举办了客户日活动。来自 8 个国家 18
家公司的 30 多名客户代表参加了活动，同现场专家讨论
了广泛的话题。主题发言重点介绍了碳钢和不锈钢处理线
技术和工艺改造方案包、最新机电一体化产品的优点以及
提高钢铁生产效率的新措施。4 个展台提供的大量资料体
现了普锐特冶金技术法国的雄厚技术实力。●

普锐特冶金技术在 2016 年 9 月 26 – 28 日举办的第二届
伊朗钢铁大会上成为了一家银牌赞助商。与会者在一个专
门的信息台接受了专家咨询服务。普锐特冶金技术员工就
先进造块技术和阿维迪连续带钢生产技术的最新成就作了
两场深受欢迎的报告。●

大量技术讲座让与会者深入了解
了冶金行业的近期研发成果和最
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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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

我们的 LINKEDIN地址 我们的 FACEBOOK地址 我们的 TWITTER地址
www.linkedin.com/company/
primetals

www.facebook.com/Primetals twitter.com/primetals

普锐特冶金技术
APP和社交媒体

PRIMETALS”APP 

这 是 公 司 新 推 出 的 iOS 和 安 卓 app，
它将在 2017 年第一季度取代“Metals 
Magazine” 和“Metals Technolo-
gies”app。这款 app 将包括最新版的客
户杂志和创新性技术的互动演示。

环形球团技术

有 iOS 和安卓版本。请扫描二维码或在
您的 App 商店里搜索 app 名称。蓝图
下载地址：bit.ly/cpt-blueprint。

QUANTUM短流程钢厂

只有 iOS 版本。请扫描二维码或在您的
App 商店里搜索 app 名称。蓝图下载地
址：bit.ly/quantum-blueprint。

虚拟现实 APP

这些 app 利用虚拟现实展示了普锐特
冶金技术独有的两项创新技术。每个
app 扫描相关设备的二维蓝图，为其加
上三维效果。这样能够看到设备结构的
细节，甚至能够显示出各个部件的细微
之处。需要的蓝图均可免费下载。

请在您的App商店里搜索
到“Primetals”，即可下载新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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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

在东亚，许多钢铁工人都赞同，知识应当在日常工作中
代代相传，而每一种工艺都应当不断完善，直至达到最
高效率。这就产生了一个在世界其他地区没有的“工匠”
概念。因此，“工匠精神”就是本期《冶金杂志》希望深入
探讨的主题。

东亚的钢铁工业

primetals.com

普锐特冶金技术
共创冶金行业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