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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钢铁协会对标系统

世界钢铁协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活跃度最高的行业协会之一，代表了大约160家钢铁生产企业（其中
包括世界上10家最大型钢铁企业其中的9家），以及各国和各地区的钢铁行业协会和钢铁研究机构，会
员企业粗钢产量占世界粗钢产量的大约85%。世界钢铁协会的使命是在全球钢铁行业事务中发挥核心作
用，在事关全球钢铁行业发展的主要战略性问题，尤其是技术工艺研发、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方面，世界钢铁协会起领导作用。

对标系统

世
界钢铁协会通过开发对标系统（请参见

图一&二）和定期举办研讨会，促进会

员企业在技术、生产工艺及运营管理等

方面的积极交流,在不断积极引导会员企业对标各

种最佳技术实践和帮助会员企业开拓市场提升钢

铁行业的业绩的同时，与会员企业一起致力于将

钢铁业建设成为一个更安全、更健康、绿色环保

型的行业。

世 界 钢 铁 协 会 将 所 有 对 标 系 统 搭 建 在 由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服务器上，确

保所有参与会员企业提交的信息得以加密保护。

每个厂区有指定的代码，提交信息时采用匿名方

式，不显示具体国家或地区等信息，每家会员企

业指派一名代表监督分析所提交的信息，登录系

统时，须键入由世界钢铁协会授权的用户名和密

码。

会员公司可以对本公司不同厂区进行对标，或

与同类厂区、代表性参照厂区进行对标，还可以

与绩效较高的企业或厂区进行对标，以识别有待

改进的装备及工艺, 其中有些对标系统还可以实现

对额外采取的技术可能产生的作用及其对工厂的

影响进行预测。

二氧化碳排放对标

会员公司可以在二氧化碳排放对标系统上对逐个

厂区的数据进行提交，以评估所汇报厂区的整体

排放强度（对标侧重关注主要生产工艺对环境产

生的影响，而最终成品、所在区域或国家等因素

不列入考虑）。

钢铁制造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计算方法

已被纳为国际标准--ISO14404:2013，分为两个部

分，其一适用于高炉路径的钢铁厂，其二适用于

采用电弧炉路径的钢铁厂。世界钢铁协会开展二

氧化碳排放对标项目不局限于世界钢铁协会的会

员企业，因此覆盖范围较大。

世界钢铁协会开展二氧化碳排放对标项目主要

目的是了解钢铁行业两大主要炼钢路径的排放水

平，在数据采集上制定了相关的方法及标准，以

确保参与企业使用相同的参数及限值，对对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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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图 1 世界钢铁协会的对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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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上的数据加密保护，仅向参与提交数据的钢

铁企业汇报，对外仅发布整个行业或主要炼钢路

径的全球排放平均值，一旦参与企业收到对标

结果，即可制定企业自身的减排计划，向全球最

佳水平迈进。世界钢铁协会在推动行业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及温室气体排放发挥重要作用。国际能

源署发布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的有关报告主要

用以确立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上升水

平。

能耗对标

在钢铁制造过程中，能源占生产成本（请参见图

三）比重较大，比例可达到20%-40%。提高能耗

效率不仅可以降低钢铁生产企业的成本，而且能

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当前，钢铁行业采用最佳

炼钢工艺已优化了能耗效率，然而，整个行业要

达到最高能耗绩效水平，仍有很大改进的空间。

能耗对标系统对不同厂区及工艺水平的能耗效

率提供成熟可靠的评估体系，参与对标的会员公

司通过提交数据，与每个炼钢工艺前25%的能耗

及能源使用强度值对标，识别哪些工艺低于对标

值，以系统性了解可提高能耗效率的领域有哪

些？

参与公司可以：

`  计算本单位的能耗绩效，并按厂区和装备水平

（例如烧结厂或带钢热轧厂）与参考数据进行

对标

`  按厂区和装备水平与同行公司进行比较，所有

厂区有编码，以匿名形式显示

`  计算能耗效率可提高的潜力，对未来实施工艺

技术及实践方法改进做情景分析提供参考

`  分析绩效差距，以了解原料质量、采用最佳实

践及引进高能耗效率的技术对绩效的影响程度

`  按照工艺流程分析绩效差距（从原料到热轧）

，根据对标工厂数值确定每个工艺改进的潜力

和程度

`  检测已安装节能技术工艺的能耗效率是否达到

预期，与同类厂区进行对标

`  使用不同原料来检测、预测和证明（例如：

能源强度效益/吨粗钢），更新或实施最佳实

践，提升设备可靠性，或根据实际绩效来利用

各种技术

设备维护和可靠性对标

在钢铁制造过程中，60%的生产成本直接或间接

受现场作业及设备维护作业效率所影响，其中包

括时间计划、缓冲库存、质量废损、能源、产品

损坏、安全管理等。

多年来，世界钢铁协会一直致力于全球钢铁

行业设备维护领域的工作，并分别于1993[2]

、2008[3]和2014[4]年发布了相关报告。最新发

布的报告[4]显示，有超过50%的会员公司可通过

削减非计划损失获得更高效益的潜力，绩效最高

r 图 2 世界钢铁协会的对标系统及其涵盖的钢铁生产工艺

r 图 3 钢铁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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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艺

与绩效平平的生产企业之间差距表明后者有极大

的改进空间，开展设备可靠性对标可降低非计划

的延迟及过渡期、质量损失和速度损失，通过将

有效作业时间提高15-20%，将有助于减少设备投

资需求或提高设备运行的寿命，可带来数百万美

元的间接收益。

设备维护和可靠性对标系统使用预先定义的绩

效参数，评估各种损失、设备综合效率、维护成

本指数及人力，以寻求降低设备维护的时间与成

本的解决方案，提高各工序设备的可靠性，最后

实现高效生产。

会员企业使用各绩效参数对标相应的生产装备

如连铸机、热轧机、涂装线，识别如何降低非计

划损失，及在不增加额外成本情况下，提高设备

额外高速运行时间、提升产品品质及产出率下产

生的效益。该对标系统的模型是基于某一工艺在

某一运行周期及时识别的所有损失，用于计算设

备综合效率及了解不损失质量的情况下，降低速

度损失的潜力。

该系统由行业专家定期进行审核，每年对报告

功能做出局部添加和改进。

工艺收得率对标

工艺收得率的提高体现在相同的产出情况下，使

用更少能源、更少制造时间，却带来更高的效

益。

世界钢铁协会工艺收得率对标系统可用于不同

厂区之间的对标，如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

精加工厂等。该系统可识别收得率提升的潜力，

衡量收得率如何影响其他绩效指标，如工艺控

制、质量控制及整体规划等。追求工艺收得率的

提升，须在结合能耗、设备可靠性及安全管理等

多方面工作下开展。

安全管理对标

世界钢铁协会的安全与健康管理政策旨在帮助所

有会员公司实现零事故的工作环境的目标。安全

与健康对标系统是指导安全生产工作的工具，我

们从会员企业收集安全与健康管理工作各项指标

数据，每年制作安全报告，以帮助会员企业对标

安全绩效，识别可改进的领域。

该系统中最为重要的指标是误工工伤率。误工

工伤指的是导致本公司员工、协议工或第三方协

议工不能在下一个规定工作日返回工作岗位的任

何与工作相关的伤害，误工工伤率是指每百万工

时的误工工伤数量。此外，数据收集将对导致误

工的损伤进行了分类，病假率属于健康对标系统

的指标。

世界钢铁协会对安全与健康数据对标系统进行

加密保护，对会员企业汇报各区域或全球的汇总

值，不针对具体公司或国家的数据进行发布，对

外仅发布钢铁行业的平均值。

可持续发展对标

可持续发展对标项目与二氧化碳排放、能耗与安

全管理对标项目并行开展，旨在汇报钢铁行业在

可持续发展取得的绩效及进步，世界钢铁协会在

2003年根据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环境、经济及社会

三项指标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指标报告，

该项目不局限于世界钢铁协会的会员企业参

与，因此非会员企业也可以参会进来以扩大可持

续发展指标数据的覆盖范围，提供更为准确的对

标结果。

每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仅提供整个行业的

平均指标数据。汇总的数据按地区或国家范围汇

报给各会员企业，不汇报具体公司或国家的数

据。

使用该系统的用户可以：

`  针对不同厂区及装备与同行企业对标，所有工

厂均有特定的代码，以匿名形式显示。

`  对同一厂区、同一工艺的各个指标年度及历史

绩效趋势做情景分析

`    使用数据用于公司内部的可持续发展宣传工作

有关对标系统的更多信息可在worldsteel.org

查询 MS

亨克∙雷明克（Henk Reimink）是行业提效部部
长，瑞兹万.扬尤亚（Rizwan Janjua）是技术
项目主管，均任职于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钢铁协
会。

联系：reimink@worldste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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