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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现状与节能环保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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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全球粗钢产量为16.285亿吨，同比增长0.6%，从2013年开始连续4年处于16亿吨

以上的水平，呈现出高位小幅波动。

 2016年，中国粗钢产量为8.084亿吨，同比提高1.2%，中国占全球粗钢总产量的份额由

2015年的49.4%提高至2016年的49.6%；

 2017年1-10月，全球66个主要国家粗钢产量为14.105亿吨，同比提高了5.6%。中国粗钢产

量为7.095亿吨，同比增长6.1%，占主要产钢国粗钢产量的50.3%。

1.1 中国在世界钢铁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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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钢铁消费与生产发展历程

从建国至今，中国钢铁消费与生产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探索阶段，波动发展；

 第二阶段：起步阶段，稳定发展；

 第三阶段：加速阶段，跨越发展；

 第四阶段：减量阶段，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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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第一钢铁生产消费大国，中国

钢铁产业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面

对钢铁产能过剩这一全球性问题，中国在世

界工业史上前所未有地推动了以亿吨计的过

剩钢铁产能稳定退出，提出并参与创建了

G20钢铁过剩产能全球论坛，为全球化解钢

铁产能过剩矛盾做出了表率。

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钢铁

“去产能”，在国际上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

又促使行业效益企稳回升，同时推动钢铁企

业树立新的发展理念，依靠创新驱动提升有

效供给。

1.3 中国为解决钢铁产能过剩这一全球性问题做出突出贡献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仅以2016年为例，全球粗钢产量16.285亿吨，产能利用率69.3%，中国压减过剩钢铁

产能6500万吨以上，对提高全球钢铁产能利用率的贡献是1.9个百分点，而除中国以外其

他地区的贡献是-2.3个百分点。2017年又压减产能超过5000万吨，对缓解全球产能过剩作

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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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钢铁产业拥有全球最大、

最活跃的内需市场，2016年中

国钢材实际消费量约6.7亿吨，

占全球钢材消费量的45%左右；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最活跃钢

材市场的格局在相当长的时间

内不会改变，这是中国钢铁产

业继续保持、提高竞争力的最

强基础。

1.4 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分析

 最大、最活跃的内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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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产业体系，成就中国钢铁行业的
航母旗舰！

宝钢、河钢、沙钢
等有较强竞争力的

钢铁企业

冶金规划院等第三

方专业咨询机构

铁矿、煤炭、电力等
上游支撑产业

建筑、机械、汽车等
下游用钢产业

北科大、东大、
钢研总院等冶金人才培养

、科研基地

设计

装备

施工

贸易

辅料

中介

1.4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分析

 最全、最完整的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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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机构创新平台

高校、院所

全行业已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
16个，工程实验室5个，工程技
术中心12个，工程研究中心10
个，企业技术中心33个，创新
型企业17个。

专业院校：北科大、东北大学

专业科研机构：钢研院、过程所

企业研究院：宝钢研究院、武钢研究院

专业咨询机构：冶金规划院

专业贸易机构：五矿集团

专业设计施工机构：中冶集团

专业技术人员

专业管理人员

专业研发人员

专业咨询团队

专业培训团队

专业设计团队

专业施工团队

专业技术攻关人员

专业技术转化人员

专业工程应用人员

1.4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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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工艺技术装备，以及系统集成化的思维理念，为中国钢铁工
业的日趋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工艺技
术装备

绿色化：节能环保技术
及设施的广泛普及。

系统化：全面系统的优化提
升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
视。

连续化：连铸连轧工
艺技术不断优化，工
序完整度不断提升。

智能化：两化融合水平明
显提升，智能装备应用逐
渐普及，智能制造示范成
果初显

精密化：产品尺寸控制
技术、控轧控冷技术等
先进技术推广加快。

大型化：焦化、烧结、炼铁
、炼钢、轧钢等先进产能占
比不断提高。

 最新、最先进的技术装备

1.4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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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竞争加剧促使钢铁企业提高服务意识，谋求通过服务差异化占领
市场。钢铁企业服务意识普遍增强，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所提升。

先期介入

加工配送

联合研发
电子商务

缩短交货
周期

物流运输
服务

技术支持

质量异议
处理

快速响应

客户需求
信息反馈

售前 + 售中 售后+
用户满意度提升

1.4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分析

 最快、最及时的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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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国钢铁产业竞争力分析

纵观世界钢铁工业发展历

程，有3个国家曾占据世界

粗钢产量的一半并长期保

持世界钢铁产业的领先优

势，先后分别是西欧的英

国、北美的美国和东亚的

中国，这也是世界钢铁工

业重心转移的主轴线。

 中国成为世界钢铁工业重心，是10亿量级（109）人口规模的国家快速工业化、
城镇化的结果。

 展望未来，不会有更高量级（百亿量级，1010）人口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出现，即
使是再一个10亿量级（109）人口规模的国家或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也很
难出现。

 总体判断，中国钢铁领先世界的时间跨度将超过曾经的英国、美国，可能达到百
年之久。

 中国钢铁有望引领世界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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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一）节能 1.节能减排工作持续推进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合计

炼铁
（万吨）

3192 1078 618 2823 1378 9089

炼钢
（万吨）

2846 937 884 3113 1706 9486

具有扎实的节能降耗工作基础，且成效显著：

 总量方面：2007-2016近十年间，中国钢铁工业粗钢

产量增长了108%，年均增长7.6%；钢铁企业总用能量

仅增加了93%，年均增长6.8%；十年间按照产品节能率

计算，节约能源3440万吨标煤；

 强度方面：近年来，焦化、烧结、炼铁、转炉等主要

生产工序能耗达标率逐年提升。

 结构调整方面：2011-2015年五年间，累计淘汰落后

炼铁产能9089万吨、炼钢产能9486万吨，分别超出目

标任务的44.3%、50.6%。2016-2017年压减了超过1.15

亿吨产能，进一步优化了产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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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2.工艺装备水平不断提升

重点大中型企业主体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重点统计钢铁企业5m以上焦炉

产能占炼焦总产能50%左右，1000m3及以上高炉占炼铁总产能60%以上，100t及
以上转炉和75 t及以上电炉占炼钢总产能60%以上。

干熄焦处理能力占世界70%以上；烧结机余热发电机组约160套，1000立方

米以上高炉TRT配备率接近100%，干熄焦装置、烧结余热发电机组、 TRT装置

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全燃煤气高温超高压发电机组在行业内迅速普及，自发

电效率大幅提高。

低品位余热利用技术取得较大进展，高炉冲渣水、焦化初冷器冷却水、乏

汽等各种低温余热资源逐渐被利用。

在前沿技术方面，钢渣和高炉渣余热回收及利用、烧结烟气循环利用、烧

结矿竖罐式余热回收、焦炉荒煤气显热回收、转炉煤气显热全余热回收等技术

应用取得了较大突破。

3.先进节能技术广泛应用



Metallurgical Industry Plan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15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中国钢铁工业的能源管理方式经历了从经验管理向现代化管理的

转变，节能管理体系经历了从单一节能部门向整个企业管理体系综合

管理的转变，整体能源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规范能源统计 能源管理中心建设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4.能源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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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保

 2005-2016十余年间，通过全面实

施烧结烟气脱硫以及回收富余煤气，

推进油改气、煤改气等改造项目，实

现二氧化硫排放绩效大幅下降。十余

年间，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由近3kg降

为0.69kg，完成了约三分之二的废气

污染排放削减。

 经过持续除尘技术升级，采用多

电场高压静电除尘或布袋除尘等先进

工艺，十年间，吨钢烟粉尘排放量从

2kg降到2016年底的0.75kg，整个行业

的环保绩效明显改善。

（1）大气污染物

1.排放绩效明显改善

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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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废综合利用率由2005年的

94.8%提高至2015年的97.5%，

吨钢固废产生量由2005年的

628kg/t降至2015年的585kg/t。

 钢铁行业通过实施“三干”、

串接用水、分质用水，建设综合污

水处理厂，提高生产用水回用率，

吨钢废水排放量实现了75%左右的

降幅，钢铁行业废水排放总量也由

“十一五”初期的近12亿立方米降

至“十二五”末的4亿立方米左右。

（3）固体废弃物

 吨钢废水排放量由3.8立

方米下降至0.83立方米，许

多特别限值地区的企业实现

了废水“近零排放”。

（2）水污染物

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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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焦炉烟道气脱硫脱硝技术

 自2015年11月6日，宝钢湛江钢铁

焦化项目首套焦炉烟气净化设施投产，

国内钢铁联合企业焦炉脱硫脱硝项目

正在纷纷兴建，实现各项指标满足国

家《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规定的特别限值要求。

（1）有组织废气治理技术

2.先进成熟环保技术大量推广

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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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仅有广钢24平方米烧结机一套

烧结烟气脱硫设施，2015年底，全国重点

钢铁企业烧结机脱硫面积增加到13.8万平

方米，安装率由19%增至88%。工艺主要

包括石灰石/石灰-石膏法、旋转喷雾干燥

法、循环流化床法、活性炭（焦）吸附法、

氧化镁法、密相干塔法等。

2）烧结（球团）烟气脱硫脱硝技术

活性焦联合脱硫脱硝 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中温）

 活性焦联合脱硫脱硝工艺在喷氨条件

下该法兼具脱硝、脱汞、脱二噁英功能，

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工艺，目前已在太钢、

永钢、宝钢等多家钢企应用。

选择性催化还原脱硝（中温）技术在

宝钢投产以来运行稳定，实现NOX排放

浓度100mg/m3以内。

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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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炉煤气袋式除尘、转炉煤气LT

干法与干熄焦等“三干”技术在重点

统计钢铁企业中应用比例逐年增加。

3）高效除尘工艺

 烧结机头（球团）烟气除尘多采

用四电场或多电场高压静电除尘器；

烧结机尾、整粒筛分、成品、高炉出

铁场、矿槽、转炉二次除尘等为满足

特排限值要求，应用布袋或电袋复合

除尘工艺，并选用覆膜滤袋。
多电场静电或电袋复合除尘器 布袋除尘器

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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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全封闭原料场将彻底解决企业原料

场工序无组织排放问题；此外，可大幅缩

小料场面积，提高原料堆存高度与储量，

减少物料损失，节约成本。目前已在京津

冀地区开始应用并迅速推广。

1）原料场全封闭技术

（2）无组织废气治理技术

 高炉出铁场平坦化与封闭改造，可彻

底解决高炉出铁无组织排放问题，目前已

在全国钢铁企业中成功应用并迅速推广，

尤其针对1000m3以下小高炉可通过改造实

现对烟粉尘的大幅削减。

2）高炉出铁场平坦化与封闭

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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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6年，重点钢铁企业综合污水

处理厂配套建设比例达到75%以上，水

重复利用率超过97%。大部分钢铁企业

的新水耗量在逐年降低，污水处理回用

比例日益增加，实现污水“近零排放”

的企业数量也在逐渐上升。

1）综合污水处理技术

（3）废水处理技术

2）焦化废水深度处理技术

 采用生化处理工艺+膜法或生物滤池

处理焦化废水，出水指标中COD去除率

达99%以上，氨氮去除率达98%以上。

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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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排污许可制度为核心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正在建立

2017年底，完成钢铁等过剩产能行业的排污许可证发放工作。 新排污许可制度代替包

括“环境统计”、“排污收费”、“总量控制”、“环境监察”、“环境标准”等多项环

保功能及制度，实现“一证式管理”。

1.5中国钢铁节能环保发展现状与优势

3.建立新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

环境保护部于2016年发布《关于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的通知》，要求到

2017年底，完成钢铁、火电、水泥等8个行业超标问题整治任务，同时排放标准进一步收严，

到2020年底各类工业污染源持续保持达标排放。

（2）环保费改税即将实施

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境保护税法》，

这也是中国第一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将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届时，中国推

行多年的环保费改税将正式启动。

《环保税法》就是从税收杠杆入手，令企业多排污就多交税，少排污则能享受税收减

免，且收益全部归地方，中央不再参与分成，通过构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的

绿色税制体系，形成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奖优罚劣，倒逼企业减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

绿色发展。



二、新时代中国钢铁产业发展的趋势



(4)

钢铁产业要深
化去产能、加
快去杠杆… …

钢铁产业要强
化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模
式创新… …

钢铁产业要推动
国际产能合作，
不但走出去，更
要走进去、走下
去… …

钢铁产业要优化
产业布局，一带、
多点、网络
化… …

钢铁行业进一步推进
行业管理的优化、国
有企业的改革… …

钢铁产业要满足新
农村建设和农业现
代化的用钢需
求… …

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http://www.mpi1972.com

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钢铁产业的要求



http://www.mpi1972.com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26

转型升级的路径：推进“九化协同”，重塑价值链，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

钢铁行业

转型升级

“九化协同”

重塑价值链

1.92.3新时代背景下，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



三、深化创新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两国在钢铁的顶层设计、咨询、培训等方

面具有丰富成功的经验，两国还拥有世界

领先的钢铁企业，可以合作创建高水平的

服务平台，对有需求的第三方国家和地区

提供相关服务。
Metallurgical Industry Plan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28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进行双边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实现
互利双赢、多赢、共赢。

 中日两国作为钢铁大国，在钢铁产业的发

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成熟的发展经验，可

以共同推广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先进理念的

顶层设计与咨询服务。

 目前世界最先进的钢铁节能、环保技术在

中国均有应用，中日两国在钢铁方面均有

强大的创新、研发能力，通过发挥互补优

势、强强联合，可以研发出具有世界先进

水平的节能环保技术与装备，在有需求的

国家和地区推广。

传播钢铁行业先进成熟发展理念

推广先进成熟的节能环保技术

携手创建高水平服务平台

深化创新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



四、冶金规划院——值得信赖的伙伴



Metallurgical Industry Plan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30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

政府机构的参谋部

行业发展的引领者

企业规划的智囊团

权威资质：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成立于

1972年，是我国唯一专门从事钢铁工业发展

规划、咨询的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也是全

国首批甲级工程咨询机构。

出色业绩：完成5000多个项目，服务200

多家政府部门、行业协会，400余家国内冶金

企业，50多个国际企业。

人才雄厚：90%员工具有硕士、博士学位

，70%具备高级技术职称，50%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冶金规划院——值得信赖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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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金规划院——值得信赖的伙伴



谢谢各位朋友！

Address: http://www.mpi1972.com   
李新创:  lixinchuang@mpi197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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