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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钢铁

钢铁行业的重要地位评价
在世界钢铁协会最近开展的钢铁行业重要地位评价研究表明， 包括 “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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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在内的一些领域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宣传交流。

水源

空气
污染

本期刊主要介绍三个重点关注的钢铁应用领域： 汽车业、 建筑业和包

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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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业。
在这三个应用领域， 创新型高强度钢铁得到广泛应用。 下页的金字塔

供应链

信息图展示了钢铁行业在这三个应用领域的目标和举措， 同时还提供了一些
有趣的事实和信息。
产品应用

共生产品

钢铁市场和应用

建筑物和基础设施

钢铁在我们生活的日常

钢对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

生活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都极为重要， 因为没有任何一

用。 构成现代交通系统的铁

种材料能够像钢一样集强度、

路、 汽车和轮船都采用钢。

成形性和通用性于一身。

在我们工作、 学习和生活的

钢铁业不断开发新一代钢

建筑物里， 钢不仅提供了支

材， 促使钢铁用户可以采用

承结构， 还提供了连接件、

更耐久、 轻便、 安全和低碳

屋顶、 墙面、 门窗和栏杆。

的设计， 实现可持续发展。

钢为我们的日常饮食提供防护

钢铁的应用成果能够帮助

和供应。 钢是卫生医疗设备

我们应对气候变化、 贫困、

的理想材料， 也是能源生成

人口增长、 水资源分配和能

和传输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源可生成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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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思维是推动各方面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为了理解某种产品环境绩效， 须从全生命周期角度进
行评估。 钢铁产品生命周期评价主要对钢铁生产初期、 钢
铁生命终期直至回收过程中的资源、 能耗、 排放、 水源
和土地等主要指标进行分析。

比钢材和替代材料在建筑和汽车行业中的环保性能。
相关立法必须考虑生命周期评价， 确保钢铁产品带来的
真实环境影响得到正确的、 一致性的评估， 避免产生意外
后果。

世界钢铁协会提供包含全球和各地区的 17 种钢铁产品
的生命周期清单数据， 从热轧卷材到钢筋、 型材和涂层钢
板。 这些数据有助于产品设计者做出明智的选材决策。 世
界钢铁协会开发的 buildLCA 和 autoLCA 工具， 将有助于对

目前， 只有建筑、 汽车和包装行业的市场部门将生
命周期思维纳入法规和标准的制定， 更广泛的应用至关
重要。

LCI 数 据 把 钢 铁 产 品
“从摇篮到大门”的输
入 （ 资 源 利 用、 能
源） 和输出 （环境排
放） 方面的信息进行量

资源提取和材料的回收

化， 而这些输入和输出

利用

源自：

出厂前的钢铁产品生产

产品报废后钢铁的回收

产品生命结束和报废

和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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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汽车行业

我们的承诺
我们的行动

包装行业

目前世界上正在使用的
车辆达到 10 亿辆

到 2050 年， 全球将近
70% 的人在城市生活。

电 动 汽 车、 自 动 驾 驶
汽车和共享汽车是未来
发展的主要趋势

建筑物占最终能源消耗
量 的 30%， 占 全 球 电
力消耗量的 55% 以上。

人类在 200 年前发明了
第一辆电动汽车

2019 年， 超过 200 米
高的建筑物总数将达到
1603 座。

最常见的包装材料有
纸、 塑 料、 铝、 玻
璃和钢。

在 美 国， 通 过 LEED
认证的项目数量从
2006 年 的 296 个 激 增
至 2018 年的 67， 200
个以上。

今 天， 全 球 超 过 70%
的软饮都采用 PET 塑料
瓶进行销售。

平均每辆汽车包含 3 万
个以上的单独部件
一辆典型乘用车每年排
放的二氧化碳约为 4.6
公吨

全世界超过四分之一生
产出来的食品被损耗或
浪费。
集装箱和包装材料占全
球废弃物的三分之一。

提供可持续发展的、 对环境负

提供使更多建筑实现高能效

提供推动包装业及价值链更具

责的钢铁解决方案， 满足汽车

和碳中和的钢铁解决方案。

可持续发展和成本效益的钢铁

行业的需求和挑战。

解决方案。

开发高性能钢铁解决方案， 在
减轻重量的同时维持安全等级。

通过我们制定的零能耗建筑举
措， 推动对建筑用钢的重新思
考和创新。

针对汽车设计和制造需求的不断
发展， 延续钢铁创新传统。

与其他建筑材料协作， 提供最
佳解决方案。

通过钢铁创新应用， 证明钢铁
将成为未来建设可持续发展交通
的决定力量。

与建筑行业的价值链展开积极主
动沟通。

推广使用 autoLCA 工具

钢铁行业

建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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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开发更薄、 更强等级的
钢材。

深度技术开发， 满足用户对
灵活性和外型的设计需求。

通 过 明 确 且 吸 引 人 的 方 式，
证明钢铁在包装方案上所具备
的优势。

推广使用 buildLCA 工具

与传统钢材相比， 新开发的先进高强度钢能
够使整车重量降低 8-10%。

未来 15 年间， 全球建筑用钢需求量预计将每
年上升 2.1%。

钢是世界上回收率最高的材料。 目前， 欧洲地
区有 82.5% 的钢制包装材料得到回收。

今天， 车身结构包含超过 50% 的先进高强
度钢。

在所有建筑材料中， 钢材提供的强度 / 重量比
最高。

60 天内， 回收后的钢材就能以新钢罐的身份，
重新被摆上货架。

电工钢是打造电动汽车发电机和马达的核心
材料。

通过使用先进高强度钢， 高层建筑的用钢量可
以节省 50%。

每只被回收的钢罐能够节约其 1.5 倍重量的二氧
化碳。

由于钢具有重量轻、 安全性高、 蓄电池保护
力强和成本较低的优势， 汽车制造企业都选
择钢材打造电动汽车的车身。

钢制建筑的设计越来越关注可重复利用性。 建
筑物节约的二氧化碳量预计为 1 至 1.5 千克 /
每千克钢材。

在过去 20 年间， 钢罐重量平均减少 33%。

未来钢将材实现更轻更强的汽车结构设计，
并且从生命周期的视角进一步降低汽车的碳
足迹。

对于保存期限、 运输、 存储、 使用和回收而
言， 钢制包装材料是无与伦比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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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指标
2004 年以来， 钢铁行业一直通过全行业范围的可持续

2020 年， 共有 104 家钢铁企业贡献了 2019 财政年度

发展指标数据收集活动收集指标数据， 编制成可持续发展

的数据， 提供一项或多项指标报告的企业的粗钢产量共计

报告。 每年全球钢铁企业通过世界钢铁协会可持续发展指

达到 11 亿吨， 占全球粗钢产量的 59%。

标数据收集项目自愿公布多达 8 项可持续发展指标。

单位

2017

2018

2019

1

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 / 吨粗钢

1.84

1.81

1.83

2

能源强度

吉焦 / 吨粗钢

19.85

19.54

19.84

3

原料效率

原料转化为产品和共生产品的比例 （%）

96.49

96.33

97.49

4

环境管理体系

在经过认证的生产设施内工作的雇员与协议工比例 （%）

96.55

97.08

97.15

社会绩效

5

误工工伤率

工伤数 / 百万工时

0.97

0.84

0.83

6

雇员培训

培训天数 / 雇员

6.26

6.36

6.89

经济绩效

5

新工艺和新产品投资

占营业收入比例 （%）

5.76

6.10

7.07

6

分配的经济价值

占营业收入比例 （%）

95.36

93.84

98.02

环境绩效

指标

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优胜者企业
可持续发展是核心业务发展的需要， 对公司持续经营
发挥至关重要作用。 有社会道德和责任心将是具有前瞻性
钢铁公司的竞争优势。

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承诺的会员企业，
将会获得年度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优胜者企业称号。
2019 年获得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优胜者企业：

那些引领创建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钢铁行业和社会，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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