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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日双边钢铁技术研讨会”在重庆成功召开
              发布时间：2019-11-04

 
 

     2019年10月31日，由中国金属学会和日本铁钢协会共同主办，重庆大学承办的

“第十五届中日双边钢铁技术研讨会”在魅力之都山城重庆成功召开。中日双边钢铁技

术研讨会自1981年起，每三年在中国和日本各轮流交流一次。

    本次会议紧紧围绕钢铁冶金新技术、新进展及基础研究工作等方面展开探讨。中

国金属学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沛、首钢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新华、北京科技大学张立峰、宝

钢研究院刘颖昊、重庆大学白晨光、中南大学王万林、中冶长天李继淦、日本九州大学

Kazuya Kunitomo、日本东北大学Kazuhiko Iwai、日本东京大学Kazuki Morita等来自

中日两国的140余名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及高校师生齐聚重庆，参加了本次钢铁技

术研讨会。

    大会在中国金属学会常务副理事长赵沛的致辞中拉开帷幕。赵沛副理事长首先详

细介绍了中日双边钢铁技术研讨会的发展历程，并对参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最热烈的

欢迎，以及对承办方重庆大学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最后对大会的圆满成功给予了最真诚

的祝福。

图1 “第十五届中日双边钢铁技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合影
    31日上午，大会特邀多名专家就钢铁行业节能减排、冶金新工艺及基础研究进展

作了专题报告。
    日本九州大学Kazuya Kunitomo教授作了题为《Possibility of Future Ironmaki

ng Process considering from Energy and Mass Balance》的报告，从能量平衡、物

料平衡、气体利用及生产效率等诸多方面深入探讨了高活性焦、氢还原、余热回收、铁

电共产等未来炼铁新工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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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Kazuya Kunitomo教授作大会报告

    宝钢集团中央研究院刘颖昊教授作了题为《Analysis of Energy Saving and Emi

ssion Reduction in the Steel Industry from the Life Cycle Perspective》的报告，从

钢铁材料的生命周期、循环利用等方面对钢铁工业节能减排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分析。

图3 刘颖昊教授作报告

    日本制铁株式会社Yutaka Ujisawa作了题为《COURSE50: Innovative ironmaki

ng process project utilizing hydrogen》的报告，详细介绍了日本在COURSE50方面

做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就。日本将COURSE50的实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基础技

术的研发，第二阶段综合技术的应用。在第一阶段（2008-2017年）已完成了主要包括

以焦炉煤气中氢气的利用技术和高炉煤气中CO 的捕集技术的研发，第二阶段已于2018

年开始进行，有望于2030年实现CO 减排3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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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Yutaka Ujisawa作报告

    重庆大学白晨光教授作了题为《Computational Approach towards Structural

Properties Relationship of Molten Slag: Comparison between Binary Blast Furnac

e Slag (BFS) Systems》的报告，通过采用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了二元炉渣体系的结构

与性质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入了解炼铁工艺中炉渣的性质和作用。

    日本东北大学Hiroyuki Shibata教授作了题为《Effect of Silicate Structure on E

lution Behavior of Calcium and Silicon from Calcium-Silicate Based Minerals in A

queous Solution》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在浸出工艺中硅酸盐微观结构对浸出的行为的

影响。

图5 白晨光教授作报告

    31日下午，Takahiro Miki、肖永力等七位专家从渣铁反应、清洁生产技术、工艺

优化等多方面作了专题报告。日本东北大学的Takahiro Miki作了题为《Reaction betw

een Iron Oxide and Gangue Minerals》的报告，宝钢中央研究院的肖永力作了题为

《Clean Treatment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of Steel Slag》的报告，

日本九州大学的Ko-ichiro Ohno教授作了题为《Effect of Carbon Dissolution Reacti

on on Wetting Behavior between Carbon-unsaturated Liquid Iron and Carbonac

eous Material Substrate》的报告，北京科技大学的侯新梅教授作了题为《Preparatio

n of New Refractory for Clean Ste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olten Steel Purificati

on》的报告，钢铁研究总院的杨利彬作了题为《Research of Highly Efficiency Steel

making Technology of Big Converter》的报告，日本神户制铁Arisa Nakamura作了

题为《Improvement of Blowing Method for High Carbon Low Phosphorus Steel i

n BOF》的报告，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的贾吉祥作了题为《Research of Molten Steel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with DC electric field》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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