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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轧产品环境声明

声明单位

声明产品名称

声明编号

签发日期

生效

声明审核单位

签名

声明内容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www.baosteel.com

热轧产品

本声明为基于 ISO 14025 标准的产品环境声明，描述了宝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热轧产品的环境负荷。目的是促进绿色钢铁、低碳生活的

和谐发展。本声明生效后，将公开所有有关的环境数据。本声明依照产

品种类规则（PCR）“宝钢碳钢产品类别规则 ：2011 ：1.0”制定。

EPD-BSC-20110301-C

2011 年 5 月

本声明生效后，有权使用 Intertek 绿叶认证标志 , 使用期限自签发日期起

叁年。

Intertek Testing Services Ltd.

www.intertek.com

Director, Environmental Impact Solutions, Intertek CG

本声明结构完整，包含以下详细内容 ：

●  公司及产品描述

●  产品材料及化学物质描述

●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的产品环境绩效结果

●  产品最终处置及回收、循环使用相关信息

●  验证及审核相关信息

声明审核

产品环境声明

本声明及基本原则按照 ISO14025 已通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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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宝钢主动跟踪并高度关注未来环境的变化，宝钢产品的安全性和化学成分符合 RoHS(Directive 

2002/95/EC) 和 REACH 法规（Regulation (EC) No 1907/2006）。作为“绿色产业链的驱动者”，

宝钢在产业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要求供应商完全遵从 REACH 法规。宝钢严格控制高度关注

物质和其他限制性物质，保证产品满足法律法规要求和用户的绿色采购要求。

热轧产品环境声明

1.1 公司和产品描述

 宝钢是钢铁材料领域的专家，长期专注于钢铁产品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的研究。擅长于满足用户对

材料强度、耐久性和零件轻量化的要求。宝钢的热轧产品已广泛用于建筑、结构、重型机械、汽

车、船舶等行业。

 宝钢产品的供货范围可包括各种标准中规定的牌号，也可按照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特定的产品。

1.2 产品分类及规格

 宝钢的热轧产品厚度为 1.2~25.4mm。热轧产品包括高耐候集装箱用钢（B600GNQR）、铁路高

耐蚀型用钢（S450EW）、耐候花纹用钢（H-Q235P）、搪瓷用高强钢（BTC360R）、精冲用钢

（BIS20C）、工程机械用高强钢（B700MCK2）、汽车大梁用高强钢 (QStE700TM) 等产品。

1.3 宝钢热轧产品可作为各类冷轧产品的原料。

1.4 宝钢的热轧产品可以板、卷或分条卷交货。钢卷交货的最大重量为 43.6 吨，钢板交货重量通常

为 10 吨以下，也可以按照用户要求的重量交货 ；表面质量区分等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 http://

www.baosteel.net.cn/。

2.1 碳钢产品，其主要元素为铁和碳，加入少量其它合金元素，用以提高碳钢产品的理化性能。

2.2 宝钢热轧产品的表面处理方式为轧制表面或酸洗表面。酸洗表面的产品通常以涂油方式交货。热

轧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均对限制物质进行全程管控，不故意添加高度关注物质 [1] 及限制类物质。

宝钢油品的 MSDS[2] 报告及热轧产品有害物质的第三方检测报告，请见 http://www.baosteel.net.

cn/。

 注【1】：高度关注物质 (SVHC) 是指满足欧盟公布的 REACH 法规第 57 条规定的物质。通常指

1 类和 2 类致癌、致突变和致生殖毒性物质、持久性、生物累积性、毒性物质、高持久性、高生

物累积性等对人类和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物质。

 注【2】：化学品安全说明书（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国际上称作化学品安全信息卡，简

称 MSDS，是化学品生产商和进口商用来阐明化学品的理化特性（如 PH 值，闪点，易燃度，反

应活性等）以及对使用者的健康（如致癌，致畸等）可能产生的危害的一份文件。MSDS 包含了

化学品的燃、爆性能，毒性和环境危害，以及安全使用、泄漏应急救护处置、主要理化参数、法

律法规等方面信息，并提供如何安全搬运、贮存和使用该化学品的信息，使用户明了化学品的有

关危害，使用时能主动进行防护，起到减少职业危害和预防化学事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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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物理状态 ：固体 ；气味 ：无 ；颜色 ：金属灰 ； 熔点 ：1450℃ ~1520℃ ；密度 ：7850 kg/m3

 不同钢种和牌号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相关标准。如 ：中国国家标准（GB）、欧盟标准 (EN)、美国标准 (ASTM/
ASME)、日本工业标准（JIS）、宝钢企业标准（Q/BQB）的描述。

 除表 1 规定外，所有的钢铁产品均可能含有微量的其它元素。这些微量元素（质量百分比小于 0.1%) 可能是
故意添加的，也可能是由原材料本身带入的残余元素。残余元素可能包括锆、镁、钴、锑，硼，铜，镉，铌，铅，
锡，钼、砷、锌等。通常情况下，这些微量元素通过常规方法难以测量。

3.3 钢铁中含有极少量杂质，绝大部分来自天然原材料，宝钢在生产过程中不故意添加该类物质，且

对产品进行严格的管控。根据这些物质的毒性知识，他们不对环境或人类健康构成危害。宝钢承

诺，所有对外销售的热轧产品，其残余元素的含量均满足 RoHS 指令和 REACH 法规的相关含量

限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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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典型热轧产品的化学成分表

表 1 典型热轧产品的化学成分表

4.1 生产

 宝钢在热轧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充分实现材料的循环利用，在钢铁生产中高度关注并优化原材料

的使用和能源消耗 ；宝钢对生产中碳排放及三废（废气、废水及固废）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且

实现了现有技术条件下煤炭等自然资源的最少消耗；宝钢还积极研发新的工艺和技术来减少排放。

4.2 运输

 宝钢对运输商进行有关环境资质的评估和筛选，运输商须与宝钢有相同的环保目标，致力于降低

运输能源消耗、最大限度地减少产品的运输风险和损坏。

4.3 安全使用

 通常情况下，钢板及钢带作为整体，无危害性。但由于焊接、火焰和机械切割等，可产生金属粉

尘，当金属烟 / 粉尘浓度超过规定的极限，一旦被人体吸入，会危害人体呼吸系统。长期接触钢

板表面的防锈油，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

  ● 当皮肤和眼睛受到伤害时，请立即需求医生的帮助。

  ● 当长时间吸入大量含有金属粉尘的空气时，应将人移动到新鲜的空气中，如果情况严重，应请求

医生的帮助。

  ● 在焊接、切割等加工过程中，现场应具有良好的通风，保证空气中的烟尘浓度低于相关规定的值。

  ● 搬运过程中应穿戴保护性的工作服和手套。

  ● 常温下稳定。钢铁材料可与强碱和强酸产生反应。

  ● 长期、重复暴露在金属烟尘中会引起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

  ● 接触防锈油会刺激眼睛和上呼吸道系统。

  ● 长期接触含金属的烟尘会损害眼睛，皮肤，呼吸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肾和肝等器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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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系统边界定义及生命周期模型信息

	 声明单位 本声明以 1kg 热轧产品为参考单位

	 系统边界 热轧产品 LCA 分析包括以下阶段

  ● 能源、原材料的开采、生产、运输

  ● 热轧产品生产制造

  ● 废弃物回收与处置

  各阶段清单数据主要包括原材料、能源、辅助材料、水耗和大气排放、水体排放、

固体废弃物等。这些数据来自各生产单元。并且考虑这些数据的上游开采、生

产数据

	 取舍原则 ● 所有能源介质输入全部记录

     ● 至少包括 99.9% 质量输入

     ● 所有可监测的大气排放、水体排放全部包括

     ● 至少 99% 的固体废弃物记录

	 运输 生命周期模型包含了运输过程

	 数据时间范围 生命周期模型数据以宝钢 2005 年生产数据为基准，上游数据时间为 2002 年到

2008 年

	 上游数据 上游数据主要来自 GaBi 4 数据库 [3]

	 数据质量 生命周期模型基本数据均来自宝钢 2005 年生产实际数据

	 数据分配 根据国际钢协生命周期清单方法论，对中间产品和副产品采用扩展系统边界的

方法进行分配

	 最终处置 热轧产品不再使用时，可将其全部回收用于转炉或电炉炼钢。本声明中按回收

率 91%[4] 进行计算

	 循环环境收益 生命周期模型考虑了废钢循环环境收益。采用替代法计算其它副产品的环境收

益，如过程煤气、高炉渣、转炉渣等

 注【3】：GABI 4 数据库是德国 PE-INTERNATIONA 公司生命周期评价软件 Gabi4 软件中的数据库。

             【4】：热轧产品根据产品用途，采用国际钢协关于废钢产品回收的系数。

5.2 生命周期环境绩效

 表 2 显示了 1kg 热轧产品生命周期（从原材料生产到热轧产品生产完成运出厂门，从摇篮到厂门）

环境影响，影响类别包括资源消耗、能源消耗、全球变暖潜力、酸化潜力和富营养化潜力等。根

据国际钢协生命周期清单方法论，已包含钢材在使用完成后回收带来的环境收益。

  ● 按照 ISO 14025，计算钢铁产品生态信息时，考虑了废钢的循环使用环境收益。废钢回收率按

91% 计算。

  ● 废钢的循环使用环境收益是根据世界钢铁协会的 LCI 数据。

  ● 假设通过电炉途径，1.07 吨废钢可制造 1 吨钢。

产品生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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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热轧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95% 的资源消耗、77% 的能源消耗在钢铁制程产生。主要是钢

铁制程中对铁矿石资源、煤炭的消耗。

 80% 的温室气体在钢铁生产阶段产生，12% 在运输阶段产生，8% 则来自上游的原辅料及能源。

钢铁生产中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和还原剂是温室气体产生的最重要来源。

 对 AP 和 EP 的影响主要产生在运输阶段，铁矿石、煤炭等原材料、能源来自澳洲、南美洲，运

输量大，运输距离遥远，采用海轮运输，主要燃料为柴油，因此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硫氧化物、氮

氧化物导致对 AP、EP 的影响较大。而钢铁制程内部则专设有硫氧化物、氮氧化物的脱除装置，

最大限度的减小其环境影响。

6.1 循环

 所有的钢铁产品都是有价值的可回收材料，可以 100% 进行回收利用，宝钢通过回收利用的废钢

作为炼钢的原材料 ；所有的包装物均可回收利用，钢捆带、钢护角、盖板、内外周包板均可回收

作为炼钢的原料，木托架、防锈纸等均可循环利用。宝钢提供的钢铁产品环境影响已经包含了钢

材在使用完成后进行回收带来的环境利益。

6.2 最终处置

 钢铁产品可以 100% 回收，不需要进行任何废弃物处置（如焚烧、填埋等），钢铁产品加工过程

产生的废边和切屑也可以 100% 回收利用。

 图 1 显示了热轧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相应贡献，根据环境影响类别将热轧产品生命周期过程划分为钢铁制程、
运输、上游三个阶段。

  ● “钢铁制程”主要指在钢铁企业内部的生产过程 ；

  ● “运输”主要指铁矿石、煤炭、石灰石等大宗原材料、能源、辅助材料从产地运输到钢铁企业的过程 ；

  ● “上游”主要指钢铁企业生产用外购原材料、能源、辅助材料等在钢铁企业外部的开采、生产过程，并包含钢
铁副产品在企业外部产生的环境收益，如高炉渣用作水泥原材料等。

 图 1 1kg 热轧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对环境影响的相应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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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kg 热轧产品生命周期影响评价结果

循环利用和
最终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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