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学品的世界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化学品可以说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工业利润来自于化学品的生产和应用，而
给消费者带来种种好处的产品，要么含有利用化学品制成的材料，要么根本就是
含有化学品本身。
制造业员工的工资收益也与化学品的生产和应用密切相关；如果一种安全的
化学品代替了有害的化学品，环境也同样受益。
同时，与化学品有接触的人——无论是通过职业途径、还是通过使用了消费
产品——都想知道这些接触是否低于规定的阈值，因为要是超过了阈值，那对他
们自己或他们生活的环境就可能造成相当大的风险。有足够的历史记载证明这种
担心是有道理的。
寻找所有成本和所有受益之间的平衡是一种持续的挑战。满足这种平衡就需
要对问题有深入的理解，而深入理解又需要数据和知识。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
本期和以后多期的镍杂志将更加关注镍化学品（虽然它们只代表不到 １０％的镍用
量）。我们将说明它们是什么，被用在哪里，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是如何被管理的，
又是如何受到法规规范的。
我们将开辟一个名为“了解镍”的新的特色专栏来展示这个新的方向。该专
栏的第一种特色化学品是氢氧化镍 Ｎｉ（ＯＨ２），它是多种电池化学反应里的一种基
础化学品，如果这个世界需要有可持续的运输工具，这些电池化学原理将会越来
越重要。此外，在本期你还将看到混合和电动车所用的电池（均含有氢氧化镍）
在其寿命期结束之后是如何进行管理的（见第 １４ 页）。
化学品的法规管理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行业。在过去的十年中，在欧盟（ＥＵ）
的领导下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对如何实施法规进行激进的修订。目前欧盟
的化学品注册、评估和授权（ＲＥＡＣＨ）法规已经就位，正在影响着世界各地政府不
断完善化学品管理的进程。在第 ９ 页你将会看到在 ＲＥＡＣＨ 背景下对镍化学品所做
工作的最新进展，在 １１ 页还有关于欧盟职业性接触标准（ＯＥＬ）的现状报告。
我们一直告诉大家含镍材料如何在建筑和工程领域建功立业的新消息，本期
当然还是继续这个传统。但是，现在是化学品的世界，所以镍杂志将扩大范围，
反映这方面的现实。
斯蒂芬尼•唐恩
《镍杂志》总编

循环再生量（Recycled Content A measure of environmental acceptability?)
是一个“环境可接受度”的衡量指标吗？
２００８ 年，不锈钢的平均循环再生量为 ４３％。许多人想知道它为什么不能更高？
人们已认识到以不锈钢新产品中的循环再生量来评价其是否为“绿色产品”是一
个不恰当的指标。例如，造纸工业自豪地声称，纸制品在寿命期终了后的再生量
在 ６３％以上，而其余的则运往垃圾填埋场或垃圾焚烧厂。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几乎所有的不锈钢都可再生——几乎没有送往垃圾填埋场的不锈钢。
虽然镍和镍合金的市场需求不断扩大，但由于不锈钢通常能使用许多年，所
以可获得的不锈钢废钢量总是有限。换句话说，２００８ 年达到的 ４３％的再生量相当
于当年的废钢供应量。不锈钢的耐久性、耐腐蚀性、韧性和其他良好的性能使得
它们能连续服役非常长的时间，但这使得它们不能进入循环再生的环节。因为这
些材料在几十年后才能逐渐回收，所以不锈钢的循环再生量不能作为一个有力的
指标用来说明其对可持续发展的真正贡献。

欧盟的职业暴露限值： (OCCUPATIONAL EXPOSURE LIMI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
镍工业如何对法规评审过程做出贡献
化学品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和被使用着。同时，也必须认清化学品的危险性，
必须把其对环境、工人和消费者的风险降低到一个可接受的容许水平。要在所有
暴露情景中确定存在哪些风险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往往要根据新数据重新解释。
在此背景下，２００９ 年 ５ 月欧盟职业暴露限值科学委员会（ＳＣＯＥＬ）对化学试剂
提出了一项建议：基于呼吸致癌性和毒性，镍和镍化合物的单一表征职业暴露限
３
值（ＩＯＥＬ）为 ０．０１ｍｇ Ｎｉ／ｍ （可吸入性悬浮尘粒分数） 。该值也被认为可避免对生

殖系统产生的影响。
目前在欧盟生效的镍 ＯＥＬｓ 值的范围下限为针对可溶镍化合物的 ０．０１ｍｇ
Ｎｉ／ｍ３，上限可达针对不可溶镍化合物的 １ｍｇ Ｎｉ／ｍ３。
虽然工业界同意 ＳＣＯＥＬ 采用的一般方法，但 ＳＣＯＥＬ 建议的上述限值没有考虑
到粒度之间的差异，也没有考虑到各种镍化合物之间的不同。考虑了这些因素，
就可以使某些化合物的 ＩＯＥＬｓ 放宽好几倍 （也就是放宽限制）但仍能使人类健康
得到充分的保护。
ＩＯＥＬ 值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它不是也不应该考虑社会－经济和技术可行性的
因素。但对任何化学品，只要已在欧盟层级上对其制定了 ＩＯＥＬ 值，欧盟成员国
就必须使用该 ＩＯＥＬ 值作为参考基值来制定本国的暴露限值。在这种情况下，就
要按照本国的法规框架来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尽可能使所制定的暴露限值既能充
分保护人类健康，又具备现实可行性并且负担得起。
镍协会的贡献
镍协会把技术层面和社会经济层面紧密结合起来，以确保在不同欧盟成员国
中新建议的和最终采用的对镍和镍化合物的 ＯＥＬｓ 值能够充分保护劳动者的健
康，而又不过于保守。镍生产商环境研究协会（ＮｉＰＥＲＡ）是镍协会的科学分支，在
科学的 ＯＥＬ 法规的初始起草阶段就积极参与意见。
此外，镍协会还启动了一项技术可行性研究，其后还将请第三方开展一项社
会经济分析。这项研究将评估 ＳＣＯＥＬ 建议的 ＩＯＥＬ 值对使用镍和镍化合物的工业
可能产生的商业影响。我们将与各国的 ＯＥＬ 制定机构分享最终研究成果。
目前正在收集欧盟镍生产商和使用领域的职业暴露数据。各类用镍行业的磋
商会议预计在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进行。影响评估研究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完成。最终研
究结果将通过镍协会组织的研讨会向镍工业界报告。

为化学品管理的新时代做好准备（Preparing for a New Era in Chemicals Management
R EACH)

ＲＥＡＣＨ
到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所有年产 １０００ 吨以上的镍化合物，包括镍金属，都
必须按照欧盟的化学品管理法律（通常叫做 ＲＥＡＣＨ）完成注册。ＲＥＡＣＨ 是化学品
注册、评估和授权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
为了对这个最后期限进行准备，镍协会和它的成员公司早在 ２００６ 年就宣布
了一个完整的工作计划，成功地组织了三个联合会。如下表所示，三个联合会分
别针对已经过风险评估的物质、其他镍化合物和复杂镍原料。
镍联合会
联合会 １
已经过风险评估材料

镍金属，氯化镍，硫酸镍，硝酸镍

联合会 ２
其他镍化合物

羟基碳酸镍，氧化镍，氢氧化亚镍，氨
基磺酸镍，醋酸镍，硫化镍，次硫化镍

联合会 ３
复杂镍原料

镍铁（特殊制备物），高冰镍（中间品）

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联合会正式启动之时，它们是处于 ＲＥＡＣＨ 过程的最前沿的。
从那时起一直在加紧工作，其工作特点是人时密度高（相当于 ５ 个人全时工作）、
费用不菲（预算 ６００ 万欧元）。
联合会的组织
ＲＥＡＣＨ 联合会的工作范围包括指导预注册、数据分享、镍和镍化合物的分类、
注册卷宗的准备并评估这些卷宗。
联合会包括两类会员。一类是正式会员，即欧盟生产商和出口到欧洲的非欧
盟生产商，以及镍和镍无机化合物的进口商。另一类被称为准会员，指的是欧盟
的下游用户的重要代表——这是由于意识到在准备注册卷宗时，在整个供应链上
信息共享和交流的重要性。目前一个联合会至少涉及有 ４９ 个公司。
２００６ 年制定的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 年期间的工作计划包括影响评估、暴露评估、风险
特征分析、分类、物理－化学性质、交流、程序管理和报告过程（特别是国际统一
化学信息数据库即 ＩＵＣＬＩＤ 和化学安全报告即 ＣＳＲ）。
提前注册策略

２００９ 年，镍 ＲＥＡＣＨ 联合会提出一项提前注册策略，快速推进镍金属和硫酸镍
的卷宗准备。由于在 ＲＥＡＣＨ 之前的风险评估中已有长达十年的投资，所以对这两
类化学品已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和丰富的科学文献及化学品安全报告。完成了这两
类化学品的提前注册，联合会就能迅速地进行缺乏这样详细历史基础的化学品的
集中注册。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镍金属和硫酸镍的卷宗成功注册——这对镍和含镍材料的所有
生产商、进口商和下游用户都是一项重要成果。
通过这次实践获得的经验证明对会员公司和下游用户如不锈钢、合金、电镀
和催化剂等行业都是有价值的。此外，提前登记使镍协会和所有会员都熟悉了强
制性的信息技术工具如 ＩＵＣＬＩＤ ５．２ 软件和 ＲＥＡＣＨ－ＩＴ（信息技术）系统。
管理进程：为了高效成功
完成登记卷宗是一项资源密集性的任务，是履行 ＲＥＡＣＨ 的数据分享义务。幸
运的是，镍 ＲＥＡＣＨ 联合会开发了各种工具来支持完成卷宗的联合提交，符合 ＲＥＡＣＨ
通过数据分享使动物试验进行最少的目标。
为了确保对动物试验的需要保持在最低限度，ＲＥＡＣＨ 当局建立了物质信息交
换论坛（ＳＩＥＦ）。ＳＩＥＦ 成员有不同的方法获得注册所需的数据：他们可以加入一
个合适的联合会，或获得一封准入信（Ｌｅｔｔｅｒ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或一份使用许可证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ｏ Ｕｓｅ），所有这些都是有偿的，因为原先开发这些数据必然是有成
本的。因此，产生数据的费用要由所有使用的人来分担。
此外，还编制了交流的工具，如镍 ＲＥＡＣＨ 联合会网站（见第 １９ 页表）和“ＳＩＥＦ
动画片”。这些与对镍金属和其他化合物作了预注册的约 ５０００ 家公司有关。到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这些公司中只有不到 １０％还在参与注册活动，希望当注册期限接近
时这个数目可能会显著改变。
我们邀请想要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注册物质的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前与镍
ＲＥＡＣＨ 联合会联系。在此日期之后，将难以保证及时获得信息。
注册不是结束
不难理解，镍工业的主要焦点已经是注册过程。然而，ＲＥＡＣＨ 是一个持续的
化学品管理体制，登记不是过程的结束，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也不是惟一的最后期限。
不同的化学品有不同的注册时间表（２０１３ 年或 ２０１８ 年），因此，与物质信息
分享有关的活动不会停止。此外，新的加入者（生产商和进口商）将不得不登记它
们的产品，并必须利用已有的数据。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署的卷宗材料中的信
息必须保持更新。每项新用途，新的研究，所有新的数据必须尽可能快地反映在

更新的注册卷宗中。
注册卷宗也为化学品分类提供新的信息。根据实际情况，欧盟成员国或行业
均可向欧洲化学品管理署（ＥＣＨＡ）提交有关统一分类和标签的建议。这就给镍协会
提供了一个对镍和镍化合物分类提出修订建议的途径。
评估
镍 ＲＥＡＣＨ 联合会的工作已经包括卷宗的评估。在 ＥＣＨＡ 的支持下，正在进行
两类评估：卷宗的评估（包括对试验建议的审查和一致性检查），和物质的评估。
一些镍物质的评估对镍工业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和挑战性的步骤，在这些情况下
就需要引起适当的关注，并需要投入资源。
镍工业和镍协会将继续履行他们对注册和注册后的责任。镍和含镍化学品的
安全和可靠的使用、再使用、循环再生和弃置均是题中之义。
资源
信息来源真是数不胜数。ＲＥＡＣＨ 是一个新的复杂过程，涉及成千上万种化学
品。工业界和监管机构两者的学习曲线都格外具有挑战性并是昂贵的。互联网上
有关于 ＲＥＡＣＨ 的丰富的信息和指南，这里提供几个与本文有关的基本链接：
关键链接
镍 ＲＥＡＣＨ 联合会

ｗｗｗ．ｎｉｃｋｅｌ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ａ．ｏｒｇ

ＲＥＡＣＨ－ＩＴ

ｈｔｔｐ：／／ｅｃｈ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ｒｅａｃｈ／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ａｃｈ－ｉｔ＿ｅｎ．ａｓｐ

ＳＩＥＦ

ｈｔｔｐ：／／ｅｃｈ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ｓｉｅｆ／ｐｒｅ－ＳＩＥＦ＿ｅｎ．ａｓｐ

ＥＣＨＡ

ｈｔｔｐ：／／ｅｃｈ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金属肌肉（Metal Muscles)
北卡罗莱那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使用镍－钛形状记忆合金设计一种新一代
的远程控制飞行器
不再仅仅是好奇，镍－钛形状记忆合金（ＳＭＡｓ）已经被用于工业用途，例如地
震易发区的桥梁（如我们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镍杂志所讨论过的），在研究深度方面，
科学家不断地探索它们在新的，有时是奇异的方面的潜力。
所论及的案例：北卡罗莱那州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使用镍－钛形状记忆合金

开发蝙蝠机器人 ，由于它们的可操纵性，应当能执行在倒塌的建筑物和其他封
闭的空间进行搜寻和营救工作。
至少计划如此。
被称为“蝙蝠机器人 ”的重量不到 ６ 克，很容易放在手心。骨架的接头用
一种超弹形状记忆合金 Ｎｉｔｉｎｏｌ（ＵＮＳ Ｎ０１５５５）制造，这种合金在应力下快速变形，
而当应力消除后无需热处理就可恢复到它的最初形状，同时，所谓的肌肉系统使
用了另一种镍－钛合金，它受电流的控制。
“这种形状记忆合金与电流产生的热有关，”监督项目的副教授 Ｓｔｅｆａｎ
Ｓｅｅｌｅｃｋｅ 解释。“热对像人的头发那么细的 金属丝产生影响，使它们像金属肌
肉那样收紧。在收紧过程中，强有力的金属丝肌肉的电阻也改变，电阻值很容易
测到。当灵敏的金属丝冷却时，它返回到它的原始形状。
研究人员希望这种微型机器人能够有机动性，理想情况是能飞行。在难以到
达的地方 ， 传递移动电话信号和完成其他与营救相关的功能。
“我们正在尽可能接近地模拟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是非常有效的，”Ｓｅｅｌｅｃｋｅ
说。“对微型飞行器来说，大自然告诉我们像蝙蝠那样振翅飞行是最有效的动作
方式 。”实际上，所设计的机器蝙蝠的接头、肌肉系统和翼膜像一个真正的蝙蝠
那样用同样有效的振翅运动飞行。
“这里的关键想法是利用了智能材料，”Ｓｅｅｌｅｃｋｅ 说。
“我们目前使用了一种
超弹性形状记忆合金制造接头。这种材料可提供全幅动作 ， 而总能回到它的原
始位置，真正的蝙蝠是由很多小的骨骼、软骨或韧带来完成这项功能。
除了作为实用的监测工具外，机器蝙蝠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空气动力学。
Ｓｅｅｌｅｃｋｅ 说：
“它使我们能够进行我们能控制所有变量的试验，最终给我们机会
了解振翅飞行的空气动力学。”
更多信息：
Ｓｔｅｆａｎ Ｓｅｅｌｅｃｋｅ
Ｄｅｐｔ．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２１１ 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ｎ Ｈａｌｌ
Ｒａｌｅｉｇｈ， ＮＣ ２７６９５－７９１０
Ｐｈｏｎｅ： １－９１９－５１５－５２８２
Ｅ－ｍａｉｌ： ｓｔｅｆａｎ．ｓｅｅｌｅｃｋｅ＠ｎｃｓｕ．ｅｄｕ
Ｕｒｌ：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ａｅ．ｎｃｓｕ．ｅｄｕ／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ｆａｃｕｌｔｙ／ｓｅｅｌｅｃｋｅ．ｈｔｍｌ

回收：混合动力汽车电池（Recycling: Batteries for Hybrid Cars)
使用汽油的传统汽车内燃发动机使用的是熟悉的铅酸蓄电池。电池的设计是
为发动引擎提供必要的电力，在发动机运转时可为电池进行充电；当发动机不运
转时，它可以用来为收音机、照明、车窗等提供电能。在美国铅酸蓄电池是

单

个消费品中回收程度最高的 ，近年来，９０％以上的铅已被回收。
混合动力车辆如丰田普瑞斯、本田思域和福特 Ｅｓｃａｐｅ 出于与内燃发动机轿
车同样原因使用了传统的铅酸蓄电池，但它们同时还配有电马达作为轿车的发动
机，以及一个深循环电池。这第二个电池为电马达提供驱动力，因此必须能存储
可观的电能。电力驱动装置辅助汽油发动机。 当发动机空转或在连续低速运转
时，电池可为汽车提供全部能源，降低油耗。驱动车辆管理系统对电池或内燃机
的使用或对二者一起进行持续优化为轿车提供动力。
目前混合动力车上使用最多的是可充电镍氢电池（ＮｉＭＨ），提供主要功用和环
境效益。这些包括更高的能源密度，比传统的铅酸蓄电池的寿命期更长。ＮｉＭＨ
电池也更小和更轻，提高了混合动力汽车的燃料效率。
从原材料的可持续性前景来看，ＮｉＭＨ 电池的尺寸相对较小带来了附加的经济
和环境效益。根据德国 Öｋｏ 学院（应用生态学院）的报道，丰田普瑞斯的 ＮｉＭＨ 电
池含有 ２３％的镍，３６％的钢，１８％的塑料，９％电解质，７％稀有金属，４％的钴和 ２％
其他金属，１％聚四氟乙烯（ＰＴＦＥ）。
Öｋｏ 学院评估了 ＮｉＭＨ 电池的寿命周期以及它们在混合电动车方面的应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ｃｈａｒｇｅ－
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ｏｒｇ／ＬＣＡ＿Ｎｉ－ＭＨ＿ｉｎ＿Ｔｏｙｏｔａ＿Ｐｒｉｕｓ＿＿－＿ＩＡＲＣ２０１０．ｐｄｆ）；除了主要节省
汽油的预期外，还有相当大的回收效益。研究报告的结论是：由于降低油耗，混
合动力电动车可能会使全球变暖降低 ２９．６％。
电池工业正在会同汽车工业乘上技术研究和发展的大潮，开发安全的可充电
锂离子电池用于汽车驱动。 出于成本、重量，耐用性和长寿命的原因，高压电池
是混合动力和全电动轿车成功的关键。对于全电动车辆，电池决定再充电前汽车
行驶的距离。电力需求的预期 启示出锂电池有可能以各种形式被越来越多地应
用于混合和全电动车上。锂电池有优良的能量－重量比，零记忆效应，在不用时
能量损耗低缓慢。在特定的电量下的 ，它们比其他类型的电池更小，更轻， 却
大大提高了动力。高强度壳体和其他各种措施例如适当的通风，保证电池在理想
温度下工作。锂电池的阴极也是一种镍－钴－铝混合或锰－镍－钴混合物。无论阴极
是哪种类型，镍含量是电池重量的约 ２％～６％。
ＮｉＭＨ 和锂电池都可回收。比利时的优美科电池回收（ＵＢＲ） 公司通过它的获

奖项目零废料和闭环电池回收工艺成为世界上领先的电池回收公司。公司的工艺
致力于安全回收镍氢和锂电池和电池组，将寿命期终了的电池转变成制造新电池
所用的二次材料。
ＵＢＥ 工艺的一些优点：
• ·充电电池、电池组和其他 注入料投入炉内，无需任何预处理，从而使工人
面临的风险减少到最小。
• · 设计的一种气体清洁操作可消除二恶英和呋喃的形成。
• · 良好控制熔化状况，以便产生一种清洁渣，适用于建设或作为混凝土的骨
料。
• · 一台钴和镍精炼设备，可生产纯钴和镍。然后将钴转化为二氧化锂钴 ＬｉＣｏＯ２，
用于生产新的锂电池。
该技术已吸引了全球的关注。２００４ 年，ＵＢＲ 获得由欧洲环境新闻（ＥＥＰ） 颁发
的金奖，表彰其创新环境技术。该奖项由 ＥＥＰ 组织，与 Ｐｏｌｌｕｔｅｃ 及欧盟的环境
专家协会合作。２００８ 年，ＵＢＲ 被道·琼斯（Ｄｏｗ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ＣｌｅａｎＴｅｃｈ
选为 １０ 大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之一，其环境成就受到法国非营利组织联盟的
承认。２００９ 年，ＵＢＲ 得到《工业技术和管理》和非营利组织 Ｓｉｒｒｉｓ 的最佳创新
奖提名。
ＵＢＲ 在比利时设有一个回收电池和处理设施中心，有一个全球电池回收投放
点网络。这个系统使得在高效回收的同时便于收集。欧洲电池指令规定所有的电
池必须回收，回收率必须至少达到材料含量重量的 ５０％（定义为合格的再生材料／
流出除以消耗的电池材料／流入）。欧盟的所有成员国将把欧盟电池指令转为国家
法规。
目前能回收的 ＮｉＭＨ 电池的供应量是有限的，因为使用这种电池的混合动力
车最近才引入市场，电池的使用寿命约 １０ 年。然而，ＵＢＲ 说，在 ６－１０ 年后，一
二百万个电池的寿命期将会达到，它准备满足日益增长的 ＮｉＭＨ 电池回收的需要。
在准备过程中，投资 ２５００ 万欧元建设年回收 ７０００ 吨的工厂。
ＵＢＲ 目前回收的所有锂电池都来源于手提电脑、移动电话和电动工具。一旦
混合和电动车辆上的锂电池开始流入，几个洲的回收处理设施就将扩大。现阶段，
谁也无法预测对下一代混合电动车辆需求增长速度有多快。
欧洲指令要求所有轿车生产商表明车辆中的每个组件如何被回收。ＵＢＲ 与大
多数汽车制造商联系考虑 ＮｉＭＨ 和锂电池的合理的回收效率，按照欧洲电池指令
的要求。有一点是肯定的：Ｕｍｉｃｏｒｅ 的回收工艺在未来的许多年将会推进混合电
动车的可持续发展。
更多信息：

Ｕｍｉｃｏｒｅ
Ｈｅａ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Ｂｒｏｅｋｓｔｒａａｔ ３１ ｒｕｅ ｄｕ Ｍａｒａｉｓ
Ｂ－１０００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ｅ－ｍａｉｌ ： ｉｎｆｏ＠ｕｍｉｃｏｒｅ．ｃｏｍ
Ｐｈｏｎｅ： ３２－２－２２７７１１１
ＩＮＭＥＴＣ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ＴＡＬＳ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Ｃ
Ｏｎｅ ＩＮＭＥＴＣＯ Ｄｒｉｖｅ
Ｅｌｌｗｏｏｄ Ｃｉｔｙ， ＰＡ １６１１７
ＵＳＡ
Ｐｈｏｎｅ： （７２４） ７５８－２８００
Ｆａｘ： （７２４） ７５８－２８４５
ｗｗｗ．ｉｎｍｅｔｃｏ．ｃｏｍ
ｓａｌｅｓ＠ｉｎｍｅｔｃｏ．ｃｏｍ

奥运会（OLYMPIC COVERAGE)
温哥华冬奥会－相聚在 含镍不锈钢制造的双穹形屋顶
在 ２０１０ 年温哥华奥运会一个引人注目的场馆并没有主办过一项体育活动，
而通用汽车广场的闪亮的不锈钢 穹顶成为重新设计的罗布森（Ｒｏｂｓｏｎ）广场露天
溜冰场的焦点，这个溜冰场成为最近冬奥会期间一个人们相聚的地方。
这一对穹顶被悬挂在溜冰场每端上方，由两个 １８ 米×１２ 米的椭圆形状的构
件组成，构件使用了管状、三角形的肋材，玻璃嵌入框架，表面像巨大的海龟壳
反射着太阳光，内置聚光灯装 则用于晚间活动。
“这真是一件艺术品，”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ｉｒｄ ＆ Ｓｏｎ 有限公司，一家有着百年历史
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公司的项目经理 Ｚｉｇｇｙ Ｗｅｌｓｃｈ 说， 该 公司建造了 穹形屋
顶。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ｉｒｄ 公司提供了一系列重型钢结构的方案，或者如 Ｗｅｌｓｃｈ 所说，
“从螺旋形楼梯到迪斯尼世界的跑马场的每样东西 ．”

造价 ３００ 万加币的穹顶用 ３０４（ＵＮＳ Ｓ３０４００）不锈钢制作，直径 ３０５ 毫米，壁
厚 １３ 毫米的钢管被用来建造屋顶的边。直径 １５０ 毫米，壁厚约 １０ 毫米的网络形
成带凹面的肋骨，使穹顶成形。
结构需要三维计算机模型完成肋骨复杂部件的切割。正如 Ｗｅｌｓｃｈ 所说，
“每
件多少都有不同，至少可以这样说有许多复杂的几何形状。”他补充道，将 ３０４
部件焊接到一起特别棘手：它往往比碳钢更容易变形，因此需要更加小心 。

每个圆形屋顶重约 ３２ 吨，必须分成四部分制作因此它要用平板卡车通过温
哥华闹市区运到目的地。为了保证在现场准确安装，圆形屋顶要在伯纳比市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ｉｒｄ ＆ Ｓｏｎ 的工厂预组装。

温哥华地区两家公司 Ｅｐｉｃ Ｍｅｔａｌｗｏｒｋｓ Ｉｎｃ．ａｎｄ Ｅｂｃｏ Ｍｅｔａｌ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ＬＰ
完成了表面加工。Ｅｐｒｉｃ 公司是建筑金属加工的专业公司，在组装前将对部件表
面采用刷光处理。这种表面使得施工人员更容易处理复杂的角度，减少了穹顶组
装完后去除划伤和使焊缝光亮所需的抛光处理。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溜冰场对溜冰者开放。在夏季将用于音乐会及其他活动。 穹
顶置于街面，暴露于城市的灰尘中，而广场的地板在周围街道以下。支撑 穹顶
的不锈钢结构维护量低，使得外观如 Ｗｅｌｓｃｈ 描述的那样“棒极了”。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ｉｒｄ ＆ Ｓｏｎ 公司在冬奥会比赛中还承担了另外两个比赛场馆，
一个是惠斯勒的跳台滑雪场，一个里士满的椭圆形速度滑冰场。但还是这两个穹
顶引最为引人注目。它们成为邻近的国际新闻中心进行电视报道时所喜爱的背
景。广场还是现场音乐和庆祝活动的中心。
“在冬奥会期间，每天晚上街上有数十万人，”Ｗｅｌｓｃｈ 说，
“广场成了人们聚
集的中心。”
更多信息：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ｈｉｒｄ ａｎｄ Ｓｏｎ
６０１０ Ｔｒａｐｐ Ａｖｅｎｕｅ
Ｂｕｒｎａｂ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Ｖ３Ｎ ２Ｖ４
Ｔｅｌ．： ６０４－５２６－２３３３
Ｆａｘ： ６０４－５２６－３７３３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ｗｗｗ．ｇｅｏｔｈｉｒｄ．ｃｏｍ
Ｅｐｉｃ Ｍｅｔａｌｗｏｒｋｓ Ｉｎｃ．
Ｕｎｉｔ １１０， ７４３４ Ｆｒａｓｅｒ Ｐａｒｋ Ｄｒｉｖｅ
Ｂｕｒｎａｂ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Ｖ５Ｊ ５Ｂ９
Ｔｅｌ．： ６０４－４３４－１７３７
Ｆａｘ： ６０４－４３４－１７５７
Ｅｍａｉｌ： ｅｐｉｃ＠ｔｅｌｕｓ．ｎｅｔ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ｗｗｗ．ｅｐｉｃｍｅｔａｌｗｏｒｋｓ．ｃｏｍ

‘开采’不锈钢（‘Mining’ Stainless Steel Exploring the Essential Role of Stainless Steel
Scrap)

探索不锈钢废钢的主要作用
不锈钢首先是一种产品；而且在常常以几十年计的有效寿命之后，，成为一
种资源。这对所有类型的不锈钢来说都是正确的，特别是占不锈钢总量 ５５％～６０％
的含镍不锈钢。
认为寿命期终了的不锈钢“仅仅”是废钢是错误的。生产新的含镍不锈钢产
品的最好方法是从含镍不锈钢开始，这样的产品具有成本效益，环境安全并且能
源效率高。这意味着不锈钢废钢是炼钢厂首选和最好的“资源”。
废钢的价值
废钢的令人满意之处反映在它的价格：根据经济条件和地理情况，不锈钢废
钢中的镍的价格可接近伦敦金属交易所的金属镍的价格。在 ２００９ 年，废钢中的
镍和金属镍之间的折扣不到 ５％，在美国，完全没有折扣：废钢中的镍和镍精炼
厂从镍矿石中加工的“原生”镍的价格相同。
没有最初的 生产就没有废钢。在最开始，所有不锈钢都是用原始的合金元
素生产的。这种情况大约在一个世纪前，在人们开始对材料的可再生成分产生兴
趣以前很久。然而，最近研究公司 ＳＭＲ 报道外加废钢比上升到了 ２００８ 年的世界
平均水平 ４３％（见图）。 （该比例只考虑了进入不锈钢厂的废钢，不包括任何内部
产生的废钢）。 此外，一流的不锈钢废钢加工公司，德国 Ｋａｒｌｓｒｕｈｅ 的 Ｃｒｏｎｉｍｅｔ
公司发展扩大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镍供应商镍。公司提供约 ８ 万吨的镍包含在
废钢中。
废钢的位置
像自然界中的资源一样，社会上积累的废钢资源分布是不均匀的。人们发现
含有不锈钢的寿命期已结束产品在年代更久的、发达经济体中更集中。在没有大
量使用不锈钢的历史而目前又正在生产不锈钢的经济体则相对缺乏。分布不均常
常导致对可使用废钢的竞争，在世界上不同地区之间含镍废钢有相当大的流动。
因此，在经济温和增长且有长期不锈钢使用史的地区，废钢中的镍和原生镍
的价格之间的差别将是最大的。如果折扣显著增大，它会对在可使用废钢有限的
地区不锈钢生产者变得更有吸引力，废钢向这些地区的流动将增加。
不锈钢废钢的贸易摘选（所有 种类） ２００８＊
１０００ 公吨
来源地

目的地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欧洲

亚洲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１５５

１５２

１１１７

欧洲

１．５

１８７７

５４８

亚洲

１．５

２３

６９５

＊数据得出依据国际不锈钢论坛（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ｉｎｌｅｓｓ．ｏｒｇ）提供的统计
数据；数据取整数。
上表说明不锈钢废钢大量流向亚洲，亚洲不锈钢的使用和生产都快速增加。
废钢的未来
含镍不锈钢价值在于它的性能。镍杂志每期都刊登一些期望或已实现的诸如
强度、提高耐腐蚀性、耐久性、韧性、美学等功用的实例。含镍不锈钢是为苛刻
使用环境而设计的，更典型的用途则是为获得长使用寿命。对这种材料的需求只
会增加，因此对废钢会有需求。
保守估计，不锈钢平均使用寿命从 １５ 到 ２０ 年，虽然一些不锈钢会较早变成
废钢 （例如用于制造排气催化器、电池和汽车废钢），而另一些则更迟些，例如，
纽约克莱斯勒大楼的不锈钢已经用了 ８０ 多年，还没有计划更换。这意味着 即使
在用数量增加时， 对“新”含镍不锈钢的需求将继续增长。含镍不锈钢成为废钢
的量也会增加，也就是说，来自废钢的“新”不锈钢的量也将增加。
来自矿石的镍永远都是需要的。从社会废弃物中“提取”镍在今天是不可缺
少的，只 会在相对重要性方面增加。

Fuel cells: A work in progress
燃料电池:工作在推进
燃料电池由于其对环境的影响小，能源效率有潜力，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
的关注。遗憾的是，技术问题及高成本阻碍其潜力的实现。有一些费用是与用铂
作为催化剂的传统用法直接相关的。在过去十年来，研究人员和企业家已大大降
低了燃料电池的成本，提高了可靠性。镍作为金属和氧化物的使用是这些努力的
重要部分。
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燃料电池，但它们都使用氢或富氢化合物作为燃料来发
电。一些燃料电池也产生热，这些热量也可以被高效利用。
镍和燃料电池之间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燃料电池”是 Ludwig Mond

(1839-1909)和他的助手 Charles Langer 在 19 世纪末创造出来的词，这种电池
自 1838 年以来一直在进行试验。Mond 的燃料电池使用工业煤气与空气，用铂
做催化剂。Mond 还继续开发出羰基镍作为中间化学品生产高纯镍的工艺。这个
工艺今天仍然用来精炼镍。他建立了 Mond 镍公司将该工艺工业化，Mond 镍公
司目前是淡水河谷集团的一部分。
燃料电池有许多种，它们大多数以某种方式使用镍。研究人员正在努力降低
总成本，同时保持或提高效率和可靠性。例如，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大学发现，对
于用甲醇作为氢来源的质子交换膜(PEM)燃料电池，铂-镍合金催化剂比纯铂催
化剂的效能提高了两倍。然而，必须找到更好的催化剂以便使 PEM 电池具有成
本效益。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s)可以采用多种类型的碳氢化合物燃料，但只能
在高温下运行。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进行的研究显示了如何使用镍来应对这个挑
战。如大学化学工程部副教授 Eric Croise 解释：“我们的研究包括开发中间温度
(600～750℃) 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特别感兴趣的是掺杂氧化铈基电解质的镍
基阳极，它们抗结焦，可直接使用碳氢化合物燃料。”
的确，这样的燃料可以在内部重整(即在 SOFC 内)因为电催化剂镍也是一种
用于重整反应的极好的催化剂，将甲烷这样的碳氢化合物燃料直接变成氢气和一
氧化碳。内部重整反映有可能使整个过程简化并使效率更高。
然而镍也容易积炭(结焦)，导致性能降低，甚至造成 SOFC 永久性的损坏。
滑铁卢的研究小组添加少量的镁来限制镍的结块，这不仅提高了电池的稳定性，
而且降低了结焦的倾向。研究是实验性质的，从小规模实验室 SOFCs 到这些电
池的试验和性能鉴定。模型试验工作也正在进行，特别是关于氢和一氧化碳在镍
基阳极上电化学氧化的动力学的确定。滑铁卢大学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加拿大
战略研究网络的一部分，该网络包括 7 所大学、两个政府研究协会和 12 家工业
界合作伙伴。如果 Ludwig Mond 活到今天，发现镍和燃料电池如此紧密的联系，
他将不会感到惊讶。
更多信息:
http://www.sofccanada.com/
http://www.wise.uwaterloo.ca/sofc.html

近乎一流(A Touch of Class Brushed nickel sheet brings elegance and warmth to The Champagne
Bar in London’s Westfield shopping district)
抛光镍板为伦敦 Westfield 商业区香槟酒吧带来了幽雅与温馨
镍可被用于无数的应用领域，从能源生产到移动电话，但吸引富有的顾客放
下他们的时装包，歇歇疲惫的腿，享受一杯香槟肯定是它较不寻常的用途之一。
香槟酒吧位于欧洲最大的室内购物中心伦敦西区著名的 Westfield 购物中
心，它在吸引顾客方面一直非常成功。开业第一年就售出了超过 10 万杯的香槟，
尽管它是在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英国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期间(2008 年 10 月)
开业的。漂亮的酒吧坐落在这个时髦购物中心的奢侈品集中地 The Village，古
奇、普拉达、蒂芙尼等奢华品牌，透过闪烁着镍表面光泽的玻璃吸引着顾客。
购物者禁不住为香槟酒吧柔和的金色外观和引人注目的雕刻般形状所吸引。
他们可能会很惊讶地发现整个酒吧前面都是由刷光的镍板制成的，同时顶部和较
低柜台的卷边收口以及酒吧周围 35 个凳子的大部分五金件都是镀镍的。
Billy Pither 是 Interba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同著名的建筑事务所
Hiscox Parladé.一起设计建造了这个酒吧。他解释为什么选择镍：“Westfield 设
计标准规定我们不能用不锈钢或经典的鸡尾酒吧铬来建造酒吧。他们坚持选择镍
是由于镍吸引人的外观和感觉。镍的色彩比不锈钢更温暖，更适合酒吧所希望的
气氛。
建筑师 Renshaw Hiscox 将高规格的酒吧设计成独特的椭圆形状，他喜欢用
镍来设计这个创意。“我们本来想在酒吧上用更多的镍，”他说。“它具有老式的外
观，是一种优质材料，品质对于香槟酒吧是第一位的，它永远闪光，对于高端表
面是完美的。”
Interbar 第一次采用镍来建造酒吧。“我们常常用铜、黄铜和不锈钢。选择刷
光的镍是由于它是半光泽的且受欢迎。“Pither 说。镍还有很好的韧性并耐腐蚀。
它外表美观漂亮，同时赋予酒吧好的功能性，因为它不需要大量的清洁和抛光(除
了用湿布擦拭)。“如果酒吧用铜，黄铜和青铜制造，它将需要定期抛光，”Pither
指出。
整个酒吧都用木材建造，然后镍板被剪切成一定尺寸并固定到木材上。吧台
夹层之间边部收口采用镀镍黄铜制成。“我们将这些黄铜件在酒吧的整个轮廓周
围弯曲成型，然后将它们镀镍，”Pither 解释。顶部和较低的吧台之间的层用皮
革覆盖，而柜台上是用 Pyrolave 制成的，Pyrolave 是法国的一种陶瓷釉琅熔岩。
在酒吧周围固定的相配的踏脚凳是标准意大利小凳，交付时是镀铬的底座。
“我们去掉铬，然后将底座、轴杆、搁脚板、底板上的螺栓及任何可见的金属部
件镀镍，”Pither 说。“这个工艺过程并不困难。”
然而，用镍制作香槟酒吧有几个障碍。“我们获得镍板费了周折，”Pither 承

认。最终通过镍协会从 Philip Cornes & Co 获得，它是英国的 TW 金属公司的一
部分。
加工镍板时要注意，因为它软，“几乎像铅”那样有弯曲的趋势，据 Pither 讲。
“为了将它切成合适的尺寸，我们的工匠要保持镍板水平，不能垂直加工，将它
夹在木板中间保持水平，如果工人们将它过度弯曲，它就会保持弯曲状态，因此
加工时必须小心。”
虽然与镍板接触有导致皮炎的可能，但在这种应用中不论是酒吧的建造还是
最终使用都不会有问题。在现场，镍上面有蓝色塑料保护以防止划伤，因此工人
与其接触显然是有限的。就酒吧的顾客而论，使用镍板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会与
皮肤有长时间的接触。
那么人们对香槟酒吧的反应怎么样呢?“它十分成功，人人都喜欢它，”Pither
说。人们走过 Westfield 区域时，发现酒吧就在前面，因此会坐下来喝上一杯香
槟。因为看上去很漂亮，所以吸引着人们。我们为香槟酒吧感到自豪——我对镍
抱有很大的兴趣，对再次使用它感到高兴。”
更多信息
Interbar Limited
+44 (0)845 271 3216
www.interbar.co.uk
Hiscox Parladé
+44 (0)208 749 8757
Nickel allergy:
http://www.nickelallergy.org/index.cfm?ci_id=99&la_id=1

了解镍：氢氧化镍 Knowing Nickel: Nickel(II) Hydroxide Ni(OH)2
实现基本的电池技术
现代社会正在努力争取更高的效率，较低的排放并减少材料的集中使用。同
时，工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依赖化学品。那么，说世界正在经历化学品管理的
变革也许并不感到奇怪。
被称为 REACH(化学注册、评估和授权)的欧盟法规已经对单个的国家和世
界各地产生了影响

消费者对这些化学品的绝大多数是陌生的。对于负责化学品的工作人员，他
们通常只了解化学品的成分和分类。人们知道这些化学品是什么，但是不知道为
什么要使用它们。为了填补这方面的知识空白，镍杂志正在出版一系列有关镍化
学品的文章，从介绍氢氧化镍 Ni(OH)2 和它的同类化学品开始。
能源除了对发展愿望是重要的以外，对可持续发展也是关键的。资本的最大
配置，对电网的贡献，对环境和健康的影响都与化石燃料、核能和水能有关。但
情况在发生变化：在较小的规模层面，工作的工具、通讯和娱乐需要将更多的能
量存储在更小的空间。
在能量存储和电池化学方面不断有投资、创新和竞争，开发出各类产品，使
电池最优化用于不同的应用：快速充电、快速放电、恒压、高压、容量能量密
度、化学稳定性、低自放电率，多次充电能力、可靠性和其他标准。而在许多
重要的情况下，一个基本的组合单元是氢氧化镍，它利用镍的电化学属性及其
与基于铂和相关金属的化学品相比数量丰富的特点。
欧洲和北美生产氢氧化镍，但多数是在亚洲生产，据报道亚洲的增长最大。
作为电池的一个基本成分，氢氧化镍是一种难溶解的绿色晶体(在被转变或掺杂
别的化学品达到了预期的电学及其他特性之前) 。其生产有几种途径，尽管都需
要高纯金属镍(通常为阴极镍)，主要的生产过程是利用碱性氢氧化物从镍盐溶液
中析出。成品装在安全的容器中运往电池生产商。
领先的电池技术
镍金属氢化物(NiMH)和镍锂(Ni-Li)：尽管竞争在加剧(“混合动力”技术按照
定义是过渡性的)，但现实是 NiMH 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电池技术，该项技术目前
的主要用户是丰田公司。这个日本汽车制造商已使 180 万辆普瑞斯轿车(目前为
第三代)上路；每辆车有一个电池组，使用约 10 千克镍，镍以氢氧化镍的形式被
利用。据报道这项技术非常可靠：普瑞斯电池无需售后市场，因为每个电池组预
期寿命和汽车一样。
该技术预期会有变化，目前就有替代方案。而许多仍然依靠氢氧化镍。例如，
由丰田和松下公司开发的镍-锂电池单位体积输出电能预计为原来的三倍。尽管
由于早期阶段的设计较复杂，大规模生产仍然是一个挑战，但化学成分已经确立。
镍铁(Ni-Fe)：自从美国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开发了镍铁充电电池以来已
有一百多年，这种电池用镍氧化物-氢氧化物作为阴极，铁作为阳极，氢氧化钾
作为电解质。无论怎么看，电池的化学成分都不是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虽然装置
很坚固耐用且容许误用如过量充电、过量放电、短路、热冲击和振动。其使用寿
命实际上可超过二十年。传统上电池一直在苛刻的矿山运行条件下使用，尽管目

前正在考虑用于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这些环境中，电池会在高充电和低需求期
间聚积能量，在低或零充电期间送入电网。
羟基氧化镍(NiOOH or NiOx)：这是一种新型的不可充电电池，以商标名
Duracell Power Pix 和 Panasonic Oxyride 出售。NiOx 电池适用于高功耗的应
用如数码相机，是碱性电池寿命的两倍。
镍氢(NiH2):2009 年 5 月，哈勃太空望远镜的原始 NiH2 电池在连续使用 19
年后被更换，是已知的任何镍氢电池充/放电循环数最高的。这种类型电池被视
为传统和燃料电池的一种混合，因为化学反应在压力容器(最高
8300kPa/1200psi)中发生。镍氢电池将不会成为普通常规的电池，而是在要求高
能量密度、极端可靠性和长寿命时，会用到它们。每个大型空间探测器和长寿命
空间计划(如国际空间站)都依靠以氢氧化镍为核心的镍氢电池。

近期会讯

(coming events)

中国研讨会 ( workshops in China)
今年下半年镍协会北京办事处将在中国举办两个重要的报告会。
2010 年 9 月：
镍协会食品工业报告会
由镍协会北京办事处介绍镍协会之后，镍协会顾问 Gary Coates 将深入介
绍与食品接触的表面最常用的材料——不锈钢。
所讨论的问题包括：
·介绍不锈钢
·避免腐蚀
·良好的设计和加工制作实践
·卫生和卫生标准
·食品和饮料生产应用不锈钢的实例
每部分报告之后和最后都有提问时间。研讨会适合于食品和饮料厂想要更多
地了解他们所用材料的人，食品加工设备系统的加工制作与设计人员，以及大专
院校科研院所的人员。
2010 年 11 月：镍协会建筑和结构报告会
该研讨会由镍协会顾问 Cathering Houska 作报告，内容包括：

·不锈钢和可持续设计
·不锈钢的选择、设计和维护
·表面加工
·不锈钢在建筑内部、外部和结构上的应用
关于会议地点和具体日期的更多信息请与镍协会北京办事处联系：
cli@ni-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