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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NSTL 一带一路冶金重点领域门户 2020 年 10-12 月资源关注度榜单》主
要对 2020 年第四季度 NSTL 一带一路冶金门户编译报导和监测资源，按照用户
浏览量的多少从多到少统计。通过分析发现，用户主要点击量集中在国内外的钢
铁行业整体形势、冶金行业绿色化智能化相关政策规划、重大技术进展和行业创
新设计风向标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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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12 月一带一路冶金门户重点关注了中国一带一路网、新华丝路
等政府官方的信息源，AISI（美国钢铁学会）、东南亚钢铁协会等学协会网站，
从以上渠道重点监测相关政策和规划文件的发布。同时重点关注新日铁住金、俄
马钢(MMK)等企业信息源，从上述信息源重点关注相关技术进展。

1、2020 年 10-12 月编译报道资源分析
2020 年 10-12 月一带一路冶金门户通过对已有数据源进行监测，对重点信
息进行编译报导。对点击浏览量超过 200 的编译报导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见表 1。
点击量排名第一的是来自 AISI（美国钢铁协会）的编译报导，标题为《截至
10 月，钢铁进口同比下降 22.8%》。主要内容是美国钢铁协会（AISI）报告，美
国在 2020 年 10 月总共进口了 150.2 万净吨（NT）的钢材，包括 124.4 万净吨
（NT）的成品钢（与 9 月的最终数据相比，分别增长了 19.6%和 6.6%）。截至
2020 年前 10 个月，钢材进口总量和成品钢净进口量分别为 1914.9 万吨和 1361.2
万吨，分别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22.8%和 25.9%。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钢铁及上下游相关企业自年初以来屡次
减产停产，需求萎缩、供应受阻，面临高昂的关停成本和较大的现金压力。美国
钢铁工业后续从战略和生产层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抗疫保产，例如 12 月 9 日，
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Mittool）发布消息称，其已将价值 14 亿美元的安赛乐米
塔尔美国公司以现金和股票组合的形式出售给北美最大的铁矿石公司——克利
夫兰-克利夫斯公司（Cleveland-Cliffs）。12 月 8 日，美国钢铁公司宣布将收购美
国电炉钢厂——大河钢铁的剩余的 50.1%股份，从而获得这家北美最先进板材生
产企业的全部股份。该交易预计将于 2021 年第一季度完成。美国钢铁工业在一
定程度上有所复苏，但是国内整体经济形势的放缓、汽车工业、传统基建与新基
建等行业对于钢材需求的萎缩，导致了美国钢铁进口量同比下降了 22.8%。
另外，在 10-12 月的其他高浏览量的编译报道还有冶金智能化方面的信息。
例如《MMK 启动了第三阶段的项目，以实现基于 oracler12 的统一企业信息系
统》和《TMK 和 MMK Informservice 启动 RPA 软件机器人》，都是关于钢铁企
业在生产信息化、智能化的具体实践。
在实现工业绿色化、智能化方面，欧盟在 2020 年发布了许多战略规划。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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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欧盟发布《欧洲工业新战略》，明确了未来愿景：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和
世界领先地位的工业，为气候中性铺平道路的工业，塑造欧洲数字未来的工业。
为实现欧盟委员会于 2019 年底发布的《欧洲绿色新政》到 2050 年温室气体排放
量较 1990 年减少 80%~95%的承诺，2020 年下半年，欧钢联围绕《欧洲绿色新
政》确定了 2 条主要的技术路线，即“智能碳使用”和“碳直接避免”技术路线，致
力于推进低碳冶金技术革命。
9 月 17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对 2021 年~2030 年欧盟成员国能源和气候计
划（National Energy and Climate Plans，NECPs）在欧盟范围内影响的评估。评估
显示，目前欧盟已经有望超预期实现此前设定的“到 2030 年减少 40%温室气体排
放量”的目标。据此，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计划提案，旨
在到 2030 年将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1990 年的排放量水平相比减少 55%（此
前的目标是 40%）。
9 月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指出，必须推动“欧
洲的数字化十年”转型变革，制订《欧洲数字化共同计划》，并明确 2030 年的发
展目标。
值得关注的是，欧洲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低碳冶金技术革命”两个主
旋律是交织并存的。在碳减排领域，数字技术也将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氢基
直接还原铁工艺技术”的领先者意大利特诺恩集团（Tenova）和微软在工业 4.0 领
域展开合作，借助微软的 Azure 平台针对钢铁行业低碳冶金技术研发提供创新解
决方案。
表 1 2020 年 10-12 月编译报道 TOP 12
序号

资源标题

资源总点击量

类型

1

截至 10 月，钢铁进口同比下降 22.8%

9437

进出口数据

2

翻修的 2500 热轧厂

9269

行业动态

3

ICDAS CELIK 从达涅利订购新的线材轧机

9177

设备信息

4

MMK 启动了第三阶段的项目，以实现基于 oracler12

冶金智能化

的统一企业信息系统

9125

5

MMK 获得国家奖“

8969

行业动态

6

在 Acciaierie di Verona 开发钢坯温度

914

工艺科技

7

达涅利 H3 线材轧机技术

763

工艺科技

8

为新的 120 万 shtpy 完成中厚板轧机和熔化车间

754

行业动态

9

TMK 和 MMK Informservice 启动 RPA 软件机器人

750

冶金智能化

10

提高产能和质量的电工钢片

742

工艺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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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特罗斯特尔连续退火生产线改造

245

工艺科技

12

MMK 开发创新的新产品

206

行业动态

2、2020 年 10-12 月监测资源分析
2020 年 10-12 月监测信息源点击量最高的资源为来自日本钢铁公司新日铁
住金的《Our new product “FeLuceTM” (hairline-finished electroplated steel sheet)
wins the Good Design Award 2020 ～Our first steel sheet to win the Good Design
Award～》。点击量达到了 33231 次，创造了目前监测资源浏览次数的新高。
信息大致内容为新日铁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新日铁”）因其新产品 FeLuceTM
（发纹成品电镀钢板）而被日本设计振兴会（JDP）授予“2020 年良好设计奖” 。
FeLuce 是一种新型钢板，采用开创性的生产方法，在镀层上添加设计，以实现耐
腐蚀性，采用了一种简单的生产方法，而不是传统的在板材表面上漆和镀膜的方
法，这种方法在保持钢材的自然美观的同时，也达到了高水平的功能性。FeLuce
能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工业设备、钢制家具和室内建筑材料等领域。
日本优良设计大奖/Good Design Award，有「东方设计奥斯卡奖」之誉，1957
年创设，是日本设计振兴会针对优良设计产品所颁发的奖项，是亚洲、也是全世
界最具权威性的设计奖项，被认为是世界四大设计奖之一。
新日铁住金的 FeLuce 钢板是第一块获此殊荣的钢板，作为传统基础材料行
业，能参与该奖项的角逐并且获奖，引发了行业的关注。也为将来钢铁工业发展
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更高的目标。钢铁材料主要是作为基础材料发挥其物理化
学性能，在满足传统制造业使用需求的同时，也要满足在工业设计学、智能化工
业方面日益增加的需求。
表 2 2020 年 10-12 月资源详情 TOP 1
序
号

资源标题

资源总

资源来

资源来源机

来源机构

来源机构

点击量

源目录

构

所在国家

性质

33231

news

新日铁住金

日本

科技企业

Our new product
“FeLuceTM” (hairline1

finished electroplated
steel sheet) wins the Good
Design Award 2020 ～
Our first steel sheet to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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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od Design
Award～

3、小结
通过 NSTL 一带一路冶金门户网站 2020 年第四季度的监测，我们能发现，
用户对于国内外的钢铁行业整体形势、冶金行业绿色化智能化相关政策规划、重
大技术进展和行业创新设计风向标都比较关注。
NSTL 一带一路冶金门户会一如既往的为用户做好信息监测与相关推荐工
作。对于国内外的钢铁行业整体形势、冶金行业绿色化智能化相关政策规划、重
大技术进展和行业创新设计风向标等内容有需求的用户，可以关注 NSTL 一带一
路冶金门户，网址：http://portal.nstl.gov.cn/STMonitor/。用户也可以自行关注其他
网 站 ， 例 如 ： 中 国 一 带 一 路 网 ： https://www.yidaiyilu.gov.cn/ 、 新 华 丝 路 网
https://www.imsilkroad.com/、世界钢协 https://www.worldsteel.org、东南亚钢协
http://www.seaisi.org 、 新 日 铁 住 金 https://www.nipponsteel.com/ 、 俄 马 钢
http://eng.mmk.ru/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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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TL 一带一路冶金门户重点关注全球各国政府网站、学协会组织、钢铁企
业等信息源进行监测，从中精选高价值的信息资源进行编译发布，将前沿信息及
时推荐给科研人员。NSTL 一带一路冶金信息服务团队选取点击量排名靠前的编
译报道与监测资源，从类型、来源机构等维度进行分析，旨在揭示资源特征，方
便用户快速了解本领域的热点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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