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的研究解释了
镍的去向
与镍有关的新环境数据

2014年3月号，第29卷第1期

普罗格雷索码头：
不锈钢钢筋的优点

专 注 于 镍 及 其 应 用 的 杂 志

镍的生命周期

废不锈钢以公共艺术的形式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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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船洲大桥桥塔
雄伟壮观的香港昂船洲大桥在一个环保要求严格的环境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商

桥塔的外层最多由32个不锈钢段组成，每
段由20毫米厚的热轧钢板组成。圆形桥
塔段的直径从10.9米递减至7.2米，而混凝

业通道。它也依靠含镍不锈钢在120年的设计使用寿命内抵御海水、工业污染

土壁的厚度从1.4米递减至0.8米。下方三

和频繁台风的侵袭，从而保证安全而连续的使用。

套拉索锚固在桥塔下段的钢筋混凝土段

这座桥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每一端的两座锥形单体桥塔，桥塔高度为海平面

中。上面有25个钢锚箱，其中安装了其余

以上295米，支撑着50米宽的桥面。桥塔下段由钢筋混凝土制成，而115米高的上
段是由不锈钢外层和钢筋混凝土芯层组成的复合段。
夜晚照片：香港昂船洲大桥©MARCEL LAM摄，照片由ARUP公司提供

稳定而坚固

已知圆形桥塔容易受涡激振动影响。为了规避这种影响，桥塔的上部设计成不

25套拉索。桥塔上段的结构承载能力依
赖于不锈钢外层、混凝土芯层和锚箱之间

锈钢外层包裹着环绕钢索锚箱的钢筋混凝土环形芯层的复合结构。由于它的重

的相互作用。直径为16毫米、最大长度

量、刚度和阻尼强度更大，因此桥梁对涡流的响应性能有所改善。

300毫米的高强度双相不锈钢剪力连接件

另外，考虑到桥塔的高度以及下方巨大的车流量，必须尽可能地减少维护工作

在混凝土与外层或锚箱之间传递载荷。

量。之所以选择含镍不锈钢包裹桥塔的上部是因为其经久耐用而且外形美观。
替代材料碳钢必须在使用25-30年左右之后加以更换，从而在120年的使用寿命
内重复产生额外的费用并影响交通。由于屈服强度较高（460兆帕）而且耐腐蚀
性优良，双相不锈钢2205（S32205）成为首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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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本期《镍杂志》所述的那样，
“生命周期”和“可持续性”仍然是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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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商业领域的重要概念。

本杂志所含资料供读者一般参考之用，未取得专业意见之
前不应针对特定应用采用或作为依据。虽然本杂志所含资

凭借完整的生命周期思维，我们能够表明镍及含镍产品真实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因为

料据信在技术上是正确的，但国际镍协会及其会员、工作

它让我们在生产造成的影响与使用带来的效益（以及循环利用）之间找到平衡。

人员和顾问并不声明或保证其适合任何一般或特殊用途，
也概不承担与这些资料有关的任何责任。

请翻到第5页阅读一篇专门阐述镍的生命周期的专题报道。我们将从介绍新近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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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镍和镍铁合金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开始，它们都是很多等级不锈钢及镍合金中的主

在加拿大用再生纸印刷。
封面设计：Constructive Communications公司
封面照片：由布鲁斯·泰勒提供

要成分。这项清单分析对构成镍单位的所有物质和环境资源进行了最新、有代表性且
经过同行评议的鉴定。
凭借这些基准资料，可以拟定一份平衡表，其中表明了使用镍给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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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它还提供了相关资料，可以帮助镍价值链中政府、监管部门和业界的利益相关
方做出可持续的最佳决策。
我们将在墨西哥湾普罗格雷索码头的生命周期分析案例中继续考察净效益问题――
即某种物质的使用价值超出制造它所需的有形资源和环境资源的程度。这个采用含
镍不锈钢钢筋建造的简单混凝土码头，在恶劣的海洋环境中使用了70多年之后仍然
屹立不倒而且仍能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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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明这个旅程很长而且社会上正在持续使用的过程中为子孙后代积累着巨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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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钢筋
过去、现在和未来
ISTOCK图片库©STEVEN JOHNSON

不锈钢钢筋可以防
止钢筋腐蚀引起的
结构损坏
无论你生活在哪里，你肯定听到
过当地“破旧基础设施”的消息，
无论是在欧洲、北美、亚洲还是其
他地区。我们大多可以举出道路和
桥梁破旧的例子，甚至可以判断结
构即将发生损坏。然而资金匮乏意
味着修理一再拖延而且最终变得
更加棘手。

在城市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加拿大

ISTOCK图片库©WONGANAN

桥梁中混凝土退化的主要原因是
混凝土中碳钢钢筋（无论有没有涂
层）的腐蚀。最严重的腐蚀发生在
大量使用道路除冰盐或靠近海水
的地区，但不锈钢钢筋可以防止钢
筋腐蚀引起的结构损坏。在第7页

开始的“码头考察”案例中，对墨
西哥湾内1941年左右采用不锈钢钢
筋修建的一座码头进行了生命周期
评价。虽然当时可能被视为一个奇
怪的选择，但现在看来似乎是一个
非常明智的选择。如今，无论是在
北美还是全世界，不锈钢钢筋的使
用量都在不断增长。封面内页的昂
船洲大桥采用了2205型不锈钢钢筋
（UNS S32205）以及钢板。虽然不
锈钢比碳钢钢筋昂贵，但只要考虑
生命周期内的所有结构维护费用，
那么有选择性地使用在经济上是可
行的。

阿尔伯塔省省会埃德蒙顿，一条新
的环城公路即将竣工，其中东北方
的Anthony Henday快车道部分属
于27公里长的6或8车道公路。冬季
在埃德蒙顿的道路上行车尤其困
难 。每 年 一 月 的 日 平 均 气 温
为-10.4℃，年降雪量约为124厘米。
喷洒大量的盐分（包括钠盐和腐蚀
性更强的氯化钙）来尽可能避免道
路结冰。2011年，环城公路的一个
公路立交 桥 指定使用2 3 0 4型
（S32304）不锈钢进行试验。这次
尝试成功之后，这条新路段的主要
部分都指定采用2304型钢筋，据称
实际使用量为6,000吨。或许再过
75年左右会对埃德蒙顿的某一座桥
梁进行一次生命周期评价，不过可
以肯定的是工程师们做出了正确的
决定。

4 镍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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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的一生
关于镍生命周期的专题报道

生命周期解构
生命周期是一个常用词组，但经
济方面（生命周期成本分析）与环境
方面的生命周期之间有着重要的区
别。
近几十年来，产品和工艺生命周期
的环境方面受到了学术界、政府部
门、营销机构和监管机构最大程度
的关注。其中涉及到生命周期思维、
生命周期管理和一系列生命周期评
价（LCA）缩略语等术语：LCA本
身外加生命周期清单分析（LCI）和
生命周期影响评价（LCIA）这两个
要素。这些术语都已被广泛应用的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14040系列
标准正式采用。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数据的存在是任何LCA活动的基
础。这就是生命周期清单分析。它表
示生产一个单位的某种物质所需投
入的能源、材料和环境资源。
LCI的存在使得生命周期影响评
价的进行成为可能。正如标题所示
的那样，LCIA对LCI进行衡量并尝
试计算臭氧消耗、富营养化潜势（对
加入水生体系中的人工或自然物质
的生态系统反应）和全球变暖潜势
等环境影响。与量度来自实际测量
的LCI不同，LCIA计算结果来自模
型。
生命周期评价
结合LCI量度和LCIA模型对两种
相似的产品进行比较时，其结果就
是产品生命周期评价。
在第7页普罗格雷索码头的LCA实
例中，虽然没有可与之比较的类似
建筑，但利用不同参数构建一个“假
设的”情景是可行且合理的。这个案
例中构建了这样一个情景，而唯一不
同的参数就是模拟用碳钢钢筋取代
了码头建造中实际采用的不锈钢钢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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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的镍－
对镍认识的更新和改进
每一期《镍杂志》都举例说明了镍的使用是怎样通过电气、磁性、形状
记忆、催化及其他仍在探索的特性，提高材料的强度、耐用性、延展性和
耐腐蚀性的。在每一个例子中，镍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减少排放、提
高能效、延长产品寿命以及在不丢失基本特性的情况下循环利用。
但政府和消费者正日益要求业界说明其产品和服务的完整环境影响状
况。虽然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优点得到了充分传达，但受其生产、使用和最
终处置影响的环境资源――包括土地、水、空气和生物多样性――又如
何呢？

政 府 和 消费 者
正日益 要 求 业
界说 明 其 产 品
和服务的完整
环境影响状况

虽然镍工业不断追求减少排放和提
高能效，但金属生产的透明度很高，
而且吸引了政界和社会人士的关注。
为了应对这种关注并在相互竞争的
材料或产品之间做出最佳选择，需要
对整个过程中的所有投入进行考虑和
衡 量 。这 就 是 生 命 周 期 清 单 分 析
（LCI）的任务，而关于金属镍和镍铁
合金生产的这些资料近年来进行了更
新和改善。

镍的第二次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国 际 镍协 会 于2 0 0 0 年完 成了 首次 综 合 性 生命周 期 清单分
析。PwC／Ecobilan进行的这项研究，对镍从开采到以各种形态应用于其
他生产工艺的过程中的物料流动以及环境和能源要求进行了考察。与目
前一样，当时镍主要作为不锈钢制造中的一种合金元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镍的开采和加工方式发生
了变化。
（工艺路线详见第6页。）PE国际咨询有限公司刚刚完成的研究
表明，就与元素镍及镍铁合金这两种主要的镍产品有关的环境影响而言，
这种变化是有利的。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是一项复杂而有挑战性的工程。与大多数其他金属
不同的是，镍矿石以不同的矿物学形态、不同的深度、不同的百分比含量
赋存于多种多样的地质构造中，而且往往与不同金属共生。针对这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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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需要采用不同的工艺技术，从而
形成不同的金属回收率。水的充足或

Cradle-to-Gate

Resources

匮乏可能会造成影响。必须考虑副
产物（例如硫酸和化肥）的存在或缺

Process Chain

失情况。而实现这些所需的能量则

Ore Mining

将LCI付诸实施
现在对生产镍所需的投入有了坚
实可靠的最新认识。这种认识让镍
生产商在不断追求减少排放、提高

Upstream Supplies

水力。

Surface
Underground

Electricity • Fuels • Materials

有着不同的来源，例如热能、核能及

回收率和能效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些

Sulphidic Ore

Oxidic Ore

Beneficiation

Ore preparation

Primary Extraction

Primary Extraction

深入的见解。下游用户可以在含镍材
料的基本数据中以更高的置信度进

Refining

行自己的LCA。政府和所有利益相关
方可以对社会上含镍材料和产品的

Class 1 nickel

LCI已经通过了同行评议，与之有

Co-products

关的更多资料以及完整报告的访问

By-products

Emissions
Ferronickel
Waste

路径详见国际镍协会网站。
为什么生命周期思维非常重要

为什么如此复杂

对于政府和民间社会而言，原料
供应与生活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
联并不明晰。了解生产活动造成
的影响是很容易的，但要了解生
产所做出的贡 献 就不那 么容易
了。

镍 矿石 可能 是氧化性 或硫化性
的。它们可能来自地下或者露天
矿场。有多种湿法冶金和火法冶
金工艺路线可供选择和调整，从
而优化从不同矿石提取的冶金学
和经济效益。

生命周期思维通过扩展、认识和
提供相关背景发挥了辅助作用。
它保证了对全局的考虑，而且可
以帮助政府、业界和消费者在监
管、材料选择和设计方面做出最
有利于可持续性的选择。

初步提取
DON闪速（镍直接闪熔）熔炼
EAF（电弧炉）
HPAL（高压酸浸出）
闪熔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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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炼
氨HPAL还原
氯化物和硫化物电解沉积
硫氢化精炼
火法精炼
天然气重整
挥发
浸滤（生物法或酸法）

PE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优点更有信心。

测量指标
（仅限于分组标题）
含镍矿石
能量（电能）
能量（燃料能）
镍精矿
大气金属排放量
大气无机物排放量
大气有机物排放量
大气颗粒排放量
水体金属排放量
水体无机物排放量
计算指标
全球变暖潜势
酸化
富营养化
光化学臭氧形成
一次能源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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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
考察

一项符合ISO标准、经过同行评议的新LCA将由
不锈钢钢筋建成现有普罗格雷索码头与一种模
拟的替代设计方案进行了比较，替代方案中除
用碳钢钢筋取代外每个方面都完全相同。
两个码头的模拟和比较表明了在整个生命周期
中使用不锈钢钢筋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替代设计方案需要进行定期修复和重建，而普
罗格雷索码头只进行了少量维修但仍能正常使
用，而且预计能继续使用到2020年研究截止日
期之后很久。
根据所选择的折旧率，以相似或低得多的成本
实现了显著的环境效益。

上世纪30 年代 后期，用含镍不锈 钢钢筋（30 4型，U NS

比较法LCA

S30400）来建造海滨码头的决定极为罕见，结构尺寸和长

由于普罗格雷索码头是唯一的，因此没有另一个现有建筑

度也是不同寻常的。这个决定和码头本身都经受了时间的

结构能与之进行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对比。但将真实的普罗

考验。

格雷索码头与模拟的码头进行比较是合理的，其中唯一的

即使在当时，工程上的原因都相当明了。在这个环境中，整

区别是用碳钢钢筋取代了不锈钢钢筋。

个表面都与氯化物发生接触――通过浸没、
飞溅或风吹。
随着时间的推移，氯化物会渗入混凝土。碳钢钢筋会开始
腐蚀，而锈蚀会使混凝土开裂并增加氯化物的渗透深度和
腐蚀速度。另一方面，含镍不锈钢能在提高强度的同时极
大地减缓腐蚀速度。
考虑到结构的预计使用寿命――实际上并未规定，因为对
码头的需求是永久性的，设计师们清楚地感觉到选择不锈

这正是PE国际咨询有限公司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
很有把握地运用标准工程设计方案，因为所有主要结构参
数――包括使用年限、地点、使用情况和气候环境――都
完全相同，只是在一个结构构件中用一种材料进行了替
换。这样就消除了所有次要因素，可以对现状码头的效益
与很好理解的相似碳钢替代方案进行比较。

钢钢筋是合理的。现在经过73年使用后，可以对其经济和

该LCA本身符合施用于LCA的ISO 14040系列标准。完整

环境效益进行评价了。

报告见www.nickelinstitut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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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的重要性

而在LCA涉及的79年时期内（直至2020），
“廉价”替代结
构的生命周期成本为748,912美元，而真实的普罗格雷索
码头的生命周期成本为520,018美元― ―高出44％。现状
设计方案的经济优势已经确立，而且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断增强。
图1：相对于现状设计方案的影响
Impact Relative to As-built Design

而在LCA涉及的79年时期内（直至
2020），
“廉价”替代结构的生命周
期成本为748,912美元，而真实的
普罗格雷索码头的生命周期成本
为520,018美元――高出44％。

经济差异的图表绘制
如果用碳钢钢筋取代不锈钢，那么1941年建造普罗格雷索
码头的材料成本大约减少14％。但一旦考虑维修、翻新和
重建成本，那么优势的平衡就会发生变化。
表1：替代设计方案的生命周期成本

0
10
25
40
50
60
75
79

活动
1941年
1951年
1966年
1981年
1991年
2001年
2016年
2020年

成本净现值
（以1941年美元值计）

初始材料成本
第一次维修
第二次维修
第三次维修
重建
第一次维修
第二次维修
残值
合计

467,377美元
1,611美元
2,413美元
3,213美元
465,046美元
1,603美元
2,401美元
-194,754美元
748,912美元

150 %
100 %
50 %
AP

0
44
59
74
79

活动
1941年
1985年
2000年
2015年
2020年

初始材料成本
第一次维修
第二次维修
第三次维修
残值
合计

ODP

POCP

PED

EP＝富营养化潜势
ODP＝臭氧消耗潜势
PED＝一次能源需求

下面的图2表示全球变暖潜势的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水
泥／混凝土对于总体影响的绝对重要性；其次，不锈钢相
对于碳钢给总体影响造成的细小差异（约3％）。这种差异
因替代方案的建筑结构前10年的所需的维修而不存在，
之后效益将逐渐积累。
图2：全球变暖潜势
As-Built Design

成本净现值
（以1941年美元值计）
544,989美元
1,606美元
2,405美元
3,202美元
-32,185美元
520,018美元

环境差异的图表绘制
为环境影响设定指标比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更难。但相关方
法 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 不 断 发 展 ，而 生命 周 期 影 响 评 价
（LCIA）成为LCA方法当中常用的最终成果。

由维基共享资源网提供

GWP

Concrete | Rebar

r 维修时间要求和生命周期成本这两个方面强烈支持选
择不锈钢。
“残值”反映了“现状” 码头假设的保守性，而
替代设计方案追加的23年使用寿命（直至2041）建立在模
拟的1991年完全重建的基础上。上面所有美元金额均为
1941年金额，反映了通货膨胀调整和折现率。详见完整报
告。

对于现状普罗格雷索码头和替代设计方案而言，与含镍不
锈钢钢筋相关的环境效益更早显现，而且比经济效益也更
为显著。图1表示以现状普罗格雷索码头作为“100”，而替
代设计方案超出其环境影响的程度从18％（臭氧消耗）到
71％（一次能源需求）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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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

AP＝酸化潜势
GWP＝全球变暖潜势
POCP＝光化学臭氧形成潜势

表2：现状普罗格雷索码头的生命周期成本
年份

Alternative design

Concrete | Rebar

Alternative Design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PE国际咨询有限公司

年份

As-built design

200 %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Mg CO2-eq]

r 这两座码头均建造于1941年。随着替代结构前10年的
维修，这两个结构之间的GW P差距消失了。之后，
“现
状”普罗格雷索码头的效益将增强。
跨越时代的码头
对普罗格雷索码头的LCA表明，75年前做出的使用含镍不
锈钢的决定产生了非常显著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因这座码头而进行的石灰岩开采及进而为制作集料而粉
碎的石头数量，从其他用途改用于这座码 头的碳钢数
量，混凝土拌合物中用于保护碳钢钢筋不受不可避免的氯
化物侵袭的化学品，以及由于修理、翻新或更换需求而对
使用功能的中断都一直以来且将继续比替代方案更少。
使某个基础设施保持数十年使用所需的资金、人工和材
料被用于其他方面的国内经济和工业发展。
这个案例还没有完结，因为尽管经常用于工业目的而且存
在极端的气候和环境条件，但码头仍在使用。对于尤卡坦
半岛的居民而言，普罗格雷索码头是经济和环境上物超所
值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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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镍协会

r上
 图：1969年，沿着1941年建造的普罗格雷索码头（右）用碳钢钢筋建造了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码头（左）。1969年建造的码头未能经
受得住时间的考验。
r下
 图：虽然这两个码头相互紧邻、位置便利而且遭受同样海水、高湿度和极端温度的恶劣环境（有时还有飓风和海浪来袭），但设
计和功能上的差异使得这个较小的无名码头不适合与普罗格雷索码头比较。
“替代设计方案”方法实现了在只有一个但非常重要的
变量――是否采用含镍不锈钢――的情况下对形态和功能进行总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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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GDP）与效益
想象一下普罗格雷索码头用碳钢取代不锈钢钢筋会出现什么情况
在计算墨西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时，重复建造并修理碳钢钢筋码
头应当作为积极的经济活动记录下来。这类活动会伴随着额外的开
采、水泥和钢筋制造、运输、毛石填埋以及相关的就业和工资支出，这

完整

些都对墨西哥GDP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GDP将腐蚀损坏作为积极经济活动的这种独特做法，并不意味着1941
年出于经济和环境考虑选择不锈钢钢筋制约了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相
反，这意味着原本维持碳钢钢筋建造的码头所需的各类资源被用于其

卫星图像由谷歌地图提供

他工程了，例如上世纪80年代码头的4.4公里扩建工程。

s 废
 料有多种形态。工业
废料如是：从板材中冲
压出预定的形状后，剩
余材料重新制成新的板
材。废料的另一个主要
来源是寿命终结材料，
即采用从锅碗瓢盆到涡
轮机叶片任意形态的材
料生产新的不锈钢。

寻找普罗格雷索
普罗格雷索是墨西哥尤卡坦州的
港口城市，可从卫星轨道上看见
的普罗格雷索码头是世界上最长
的码头。其所需长度是根据地质
状况确定的。形成尤卡坦半岛的
石灰岩陆架从土地过渡到海洋，
而且倾角如此之小，以至于实际
上要到几公里之外水深才足以承
载货轮。
1941年，原先的建筑结构竣工，
长度为2.1公里。这个结构就是生

10 《镍杂志》专题报道

命周期评价的对象。
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包括大型
游船）以及货轮和集装箱船吃水
越来越深，上世纪80年代对码头
进行扩建，达到目前6.5公里的长
度。
r左
 图：坎佩切堤岸，普罗格雷
索码头正是因为它而建造。
r右
 图：如今的码头，其中圈出
了1941年最初建造的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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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轮回
镍 是 怎 样 循 环 利用 的
镍的循环利用方式有很多种。电池中的镍――过去的镍镉电池（NiCd）以及日益
普及的镍金属氢化物（NiMH）和含镍锂离子（Li-ion）电池――都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同样，废镍催化剂等一些含镍材料会回到镍冶炼厂重新熔炼。

r 为冶炼下一炉不锈钢而在现
场准备的材料。即以废钢为
主，但其中添加了各种成分以
使配料达到平衡并保证由此制
成的不锈钢符合要求。

但在镍的循环利用这一重要过程中占绝大部分的并非是以镍的形式来回收镍。从
环境和商业上考虑，使废不锈钢熔融来制造特性不变的新不锈钢是最常用也是

回收之路

绝对主导的镍回收利用方式。

从很小的城镇和村庄到很大的城

奥托昆普实例

市，金属材料的收集、分类、整合及

不锈钢生产是一个全球性产业。虽然生产方式各有不同，但在电弧炉中使配料熔

循环利用准备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

融是共同的起点。

当，全球从业人员有数百万之多。

芬兰奥托昆普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奥氏体（含镍）不锈钢制造商之一，在中国、芬
兰、德国、墨西哥、瑞典、英国和美国设立了生产基地。2012年，该集团年产量为
220万吨（约占全世界含镍不锈钢产量的10％），而这些钢材占该集团总产量的
80％以上。因此，该集团是镍循环利用的一个很好的实例。

含镍不锈钢很有价值而且受到高度
追捧：可供循环利用的不锈钢约有
90％得到了回收利用。
分类是实现价值的关键。大部分含
镍不锈钢都不是铁磁性的，因此很

任何不锈钢制造商对镍进行循环利用的能力取决于他们为电弧炉获取适当原料

容易与其他不锈钢和碳钢进行分

的便利性（和成本）。这个方面有着很大的地域差异。对于有着使用不锈钢的悠久

离。

传统的欧洲或北美的制造商而言，很容易获得寿命终结废料的供应。而对于奥托

行业中还有规模更大的公司对回收

昆普集团而言，这意味着送入电弧炉中熔融的原料中约有80％为废不锈钢和废碳

的小批量不锈钢进行整合，进一步

钢。

分类并出售给全球性企业。

循环利用成分

通过剪切和打包将大件或笨重的形

在没有同样多的废料存量的世界其他地方，这个数据可能会低很多。因此，全球平

状处理成容易运输的形态。废不锈

均循环利用成分的比率接近60％。

钢经过熔融和铸造后变成“新”不

必须认识到，循环利用率所受的制约是获取废料的便利性。铝制饮料罐的生命周
期或许只有6个月，而不锈钢制品的使用寿命可能达到60年。虽然材料会被回收，
但由于不锈钢制品正在使用，因此等待时间有可能以数十年计。同时，由于不锈钢
优良的材质和环境特性，对不锈钢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
预计不锈钢的循环利用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升高，但必须认识到制约因素既

锈钢。
“新”不锈钢中约有60％来自循环
利用的材料。
每吨不锈钢可以节省：
1100千克铁矿石
55千克石灰岩

非环境因素也非技术因素，而是供应不足。

100千克铬

耶鲁大学的“存量和流量”研究表明了对不锈钢的需求与获取废料的便利性之间

45千克镍

的相互影响（详见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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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用的材料、
未来的资源

十多年来，芭芭拉·瑞克博士作为主要的
镍研究者参与了耶鲁大学的存量和流量
研究。
《镍杂志》向她提出了一些关键问
题：

用知识来解析关于“未来资源”的争论
芭芭拉·瑞克博士

未来的资源在哪里？维系我们子孙后代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资在哪里？能否通过技术满足
一切需求并让我们再也不必为资源的约束而担忧？
这场争论的双方都存在臆测和夸大。就此而言，有效表达的生命周期综合数据可以对不
恰当的忧虑或自满情绪提出质疑。这样可以在相关数据的支持下对获取金属的便利性
以及可衡量金属回收指标的制定进行考察。当然，这样也可以在数据丰富的环境中吸引
人们注意这些质疑。
而且正在不断取得进展。

《镍杂志》：
“存量和流量”研究工作为什
么这么重要？
芭芭拉·瑞克：我们的研究是对大多数人
能够直观理解的事物进行量化：在产品寿

耶鲁大学工业生态学中心的“存量和流量”（STAF）计划对此做出了很大贡献。从2000

命终结时回收金属等有价值的材料是未

年起，STAF研究者在政府和业界（包括镍工业）的支持下设计、建立并改进了一些方

来金属供应的重要来源。

法，其中涉及到金属从地质资源基础（开采）到社会使用、寿命终结以及最终循环利用
之间的流动情况。

《镍杂志》：它对哪些群体最重要？
瑞克博士：政府、企业、社区都必须认识

最重要的是，STAF研究不仅衡量金属的流动而且衡量金属的流量、使用年限（即社会上

到他们采取行动的原因及其重要意义。你

的金属存量）和循环利用率（回收后重新利用）。同时，这项研究表明了金属损失且不可

们会对你们直观理解的某个事物采取什么

重新利用的程度。

行动？你们会怎样向社会传达其重要性？

关于镍的实例

如果你们是政府机关或监管机构，那么你

众所周知，在健康且有生产力的社会中，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有高强度、

们会怎样证明鼓励或强制节约金属的法

延展性（成形性）、韧性和耐腐蚀性等特性：高等级的不锈钢是最知名的含镍产品。镍催
化和电化学特性的重要性正在与日俱增。不同种类的电池（包括多种锂离子电池）都以
镍作为必要组分。
然而，镍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但并非在使用过程中消耗的，因此可用镍的总量不会
发生变化。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是镍的位置、形态、回收供未来使用的难易程度。
那么，这些镍都是从哪里来的？又会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可以对它进行回收和再加工？

规是合理的？重要的是，你们会怎样开发
一个商业模式来利用社会上巨量的存量金
属？这类问题都需要通过指标来解答，而
我们正在提供相关方法和数据来支持和
鼓励决策。

《镍杂志》：任务已经完成了吗？
瑞克博士：这项任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回收率和循环利用率有多高？STAF提供了一个框架，其中为解答这些疑问提出了相关

耶鲁大学之外的其他人也在吸取并运用我

原则和指标。

们的经验教训。虽然这项任务仍未完成，

对页的数据对镍从开采到循环利用的全球社会流动情况进行了量化。其中总结了全球主

但已经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实用

要经济体的基本镍循环过程，表明了有时非常显著的差异。例如，美国过去一直是一个

知识基础。

次要的镍开采国，但由于这个发达的经济体积累了大量的含镍材料，因此美国现在成为

《镍杂志》：为什么我们就镍的问题采访

每年全球镍需求量的主要贡献国。相比之下，中国才刚刚进入积累期。

您而不是其他人呢？

随着社会日益认识到效率的重要性和我们资源基础的有限性，镍的特性将日益受到追

瑞克博士：我只是运气好而已。国际镍协

捧。STAF提供的分析工具有助于衡量和跟踪未来镍的来源，从而满足这种需求。而社

会的资金承诺是在我来到耶鲁大学后不久

会上积累的存量将日益成为未来的“矿藏”。

做出的，而我刚好有空来从事这项工作。

STAF和所考察的全部金属详见：
http://cie.research.yale.edu/research/stocks-and-flows-project-st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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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是一条艰难的学习历程，但从个人
和专业两方面来看很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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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和流量”的解释
外圈确定了镍开采、精炼、制作、使用和循环利用体系的边
界。这个边界不包含未被主动开发（或许甚至还未发现）的
地下资源。
体系内始终在进行流动：镍的提取、交易、损失和循环利
用。箭头表示进入或离开体系的镍。箭头大小表示相对流
动规模。镍通常以合金的形式存在――主要是不锈钢，但

也包括催化剂、电池、电镀表面和多种次要（就数量而言）
制品中所含的镍。
在明确了解了镍的来源和去向后，剩下的挑战就是确定各
种流量的大小了。
对于决策者和企业而言，STAF研究让他们知道应当从哪
里开始寻找未来的镍资源。

所有图表的图例：
Mfg：制造
Min：开采和精选
U：使用
S：熔炼厂
W：废物管理和循环利用
R：精炼厂
F：制作
所有数字的单位均为京克（1京克＝1000吨） 箭头比例是近似的

镍的生产
制造和制作
使用
寿命终结／循环利用

Æ:
Æ:
Æ:
Æ:

镍的生命周期
耶鲁大学存量和流量方法基础上的镍生命
周期
loss

imp

ort/

全球镍流量：2010年
这里有很多数据，而在这些数据的

exp

背后则是非常艰辛的研究工作。但

lo

po

rt

ort

rt/

ex

ss

intermediate
nickel

ort/e

slag

rt

xpo

nickel
in final
goods

nickel
matte

即使只是简要的考察也能表明
imp

im

po

refined
nickel

stock

end
of life

ort

xp
ore
lith

tailings

osp

收率、降低损失率的机会）
和积累情况（可以从这里

CHATARRA

找到更多的未来镍资源）。

existencias

这张图仅表示总体情况，而
越来越多的技术资料对细节

rt/e

po

im

blended or
concentrated
nickel ore

镍的损失情况（也是提高回

he

re

进行了深入探索。可以根据这

nickel to
other scrap
markets

imp/exp

l

dfil

lan

些细节做出设计选择并制定回收
策略，从而保证更大比例的含镍材
料重新投入生产。

中国：2005年和2010年的镍流量
关于中国镍使用情况的（存在于不锈钢、
超级合金、催化剂等中）这两幅简图看
上去极为相似。考虑到5年时间内镍
使用量增长了43％（从472,000吨到
673,000吨），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发

CHATARRA

生的非凡转型。

existencias

CHATARRA

existencias

图中没有显示中国现有的镍存量。
但这个数据仍低于欧洲和北美。其中
用量的新近增长，因为中国公民越来越容
易买到含镍量更高的优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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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2010

耶鲁大学

反映了中国工业的发展进程和中国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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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 TAYLOR，VALBRUNA英国有限公司

BLACKPOOL COUNCIL

布莱克浦防波堤

在世界很多地方，海岸线需要进一步加固才能抵御恶劣
天气造成的破坏。一个实例就是Birse

Coastal公司在英格

兰西北海岸线上的旅游胜地、海滨小城布莱克浦建造的3
公里长的防波堤。

锈钢沿护坡建造了防波堤的720个单元，这些不锈钢块直
径从6毫米到32毫米不等。这些单元在现场附近预先浇铸
成型，然后送到海滩上装配。
在防波堤结构中与海水接触最多的区域选择使用不锈

防波堤由护坡组成，即为了抵消冲上堤岸的海浪而设计

钢，而嵌入较深的区域采用了常规的碳钢钢筋。这种设计

的一系列台阶。后面的一道特殊形状的防波堤将袭来的海

方案较为节省成本而且混凝土覆盖层较少，但仍能达到较

浪旋回到大海中。由于这里是一个人气很旺的海滩，因此必

长的预期结构使用寿命而且持续维护成本较低。采用了依

须采用方便进入、美观的设计，这样人们能在潮位较低时

照英国BS 6744标准制造的1.4301级（304型，UNS S30400）

坐在护坡上并利用防波堤挡风。混凝土中添加了一种染料

不锈钢。

形成暖色调，从而与海滨环境协调一致。

在保护布莱克浦不受洪水侵袭的同时，防波堤美化了整

在5年时间内用340,000件经过切割和弯曲的1000多吨不

个海滩的外观。

UNS详细资料 本期《镍杂志》中提到的镍合金和不锈钢的化学成分（按重量百分比计）。
UNS 编号.

C

Co

Cr

Cu

Fe

Mn

Mo

N

Nb

Ni

P

S

Si

V

S30400
p. 7, 14, 16

0.08
max.

-

18.0020.00

-

bal.

2.00
max.

-

-

-

8.0010.50

0.045
max.

0.030
max.

1.00
max.

-

S31600
p. 15

0.08
max.

-

16.0018.00

-

bal.

2.00
max.

2.003.00

-

-

10.0014.00

0.045
max.

0.030
max.

1.00
max.

-

S32205
p. 2, 4

0.030
max.

-

22.023.0

-

bal.

2.00
max.

3.003.50

0.140.20

-

4.506.50

0.030
max.

0.020
max.

1.00
max.

-

S32304
p. 4

0.03
max.

-

21.524.5

0.050.60

bal.

2.50
max.

0.050.60

0.050.20

-

3.05.5

0.040
max.

0.040
max.

1.00
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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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饮用水

ISTOCK图片库©PEETER VIISIMAA

采用适当的水管使供水损耗减少90％
必须花钱才能获得安全、洁净、可口的饮用水。管道泄漏会
产生额外的成本，因为必须收集并处理更多的水。处理泄漏
问题是所有城市面临的普遍难题，但没有哪一个城市比东京
更有效地加以应对。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东京都政府水道局开始在配水系统
中采用316型（UNS S31600）含镍不锈钢管从次干管向住宅、
办公场所和工厂供水。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总共用了24年才

r 容易弯曲的波纹不锈钢管是使东京配水系统漏水量减少90％
的关键部件。

最终完成，但经过20年使用后，现在可以对这项工程的效益
进行评价了。

统供水的50毫米或以下配水管路上进行的。

泄漏与成本

健康和经济效益

铅曾经是首选的水管材料，因为它具有柔软、可塑、容易加

更换不锈钢水管是东京都政府为保障市民身体健康进行的

工的优点，尤其是从次干管到办公场所和住宅的最后几米长

一次意义重大的投资。供水可靠性得到了提高，而且泄漏率从

度内。但一旦铅管埋入地下，它就会受到各种力的作用。在各种

20％降至2％（2012年），这也许是全世界所有都市区当中最低

人类活动（巨大的车流量和振动或施工）以及自然力量（例如

的了。

不均匀地面沉降和地震）的共同作用下，柔软的铅管可能会变
形、脱离甚至破裂。

对于东京而言，供水和配水始终是一个难题，因为东京的水
资源基础有限。配水系统泄漏的显著减少实现了对稀缺资源

正因为如此，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东京配水系统中全部人

极为高效的管理和使用，因为来自水库并经过净水厂处理的

类饮用水的20％因泄漏而损耗。供水短缺长期持续，因此有时

人均耗水量减少了。尽管这并非是旨在防泄漏的这一行动的正

需要对东京约100万家庭进行供水配给。

式目标，但客观上产生了降低潜在铅接触水平的额外收益。
通过长期规划和实施取得的这项成就赢得了多个工程和机

历史上水道局的泄漏修理作业量中有3％左右是在供水干管
上进行的，而其余97％是在从公共配水系统向建筑物内部系

全新

ISTOCK PHOTO © MONCHERIE , © PETAR CHERNAEV
ISTOCK PHOTO © HOCUS FOCUS STUDIO

构奖项，但最大的获益者是东京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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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回用、再生、新生
含镍不锈钢的新生
没什么比在废料场到处翻寻更让布鲁斯·泰勒兴奋的事情了。他正是从这里为独
特的回收不锈钢雕塑找到了创作灵感。
“我的工作定位是平易近人的公共艺术和户
外雕塑。我总是带一块磁铁，以便将非磁性的含镍不锈钢分离出来，从而保证我使用
的材料经受得住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
泰勒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目前居住在德克萨斯州。他刚出道时是一位画家，
后来才开始从事雕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接受委托为丹佛音乐厅安装一件雕塑之后
声名鹊起。
近年来，他主要从事不锈钢雕塑的创作。
“耐用性是我选择不锈钢的主要原因之
一。它很容易焊接而且经受得住恶劣的户外条件。不锈钢富有现代感――可以具有
高反光性，可以具有基本的轧制光洁度，有时也能进行涂覆。我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
分属于公共艺术，因此维护要求低是必要的。这也是一个美学上的决定――如果某
件作品持久耐用但并不美观，那么这对我作为艺术家的声誉没什么好处！”
在他的近期作品中，泰勒采用了回收不锈钢（首选304型）并将其制作成新的形
态。观众可以辨认出这位艺术家采用的有趣形状。
“我所采用的回收物品是猜谜游
戏的一部分——这些是什么物品？它们原来的用途是什么？”
2013年，布鲁斯·泰勒在德克萨斯州艾尔帕索五座铁路桥之一上面创作了一件雕
塑。这件都市原创艺术品的灵感来自回收材料。
“这件作品采用回收材料进行了环保
设计，我对此感觉很好。我希望借此传达材料的循环利用方式。虽然循环利用并不是
我创作的主要目标，但也是我美工设计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照片由布鲁斯·泰勒提供

rs 艾尔帕索巴坦大桥项目 http://brucetaylorsculpture.blogspot.be/
w 艺术家布鲁斯·泰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