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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冶金机械的绿色设计与制造概述

与传统的设计与制造相比，绿色设计与制造具有更

大的优势，即可以延长冶金机械的使用寿命，使其在使

用年限内达到最大化，而且可以重复使用，减少资源的

浪费，提升对环境的保护。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冶金

机械的环保要求，提出了一种基于环境影响的冶金机械

环保设计与生产模式，其目标是通过对冶金机械污染程

度高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应的改

善。生产工艺也是绿色设计与生产的重点，在于如何降

低物料的浪费和物料的环境保护，乃至机械的维修、报

废及回收对社会的影响。

冶金行业是一个庞大的项目，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大

量的机器。因此噪声、废弃及辐射等问题都会造成很大

的环境污染，甚至会出现能量泄漏。这不但会造成工厂

的环境污染，而且会造成机械的无谓腐蚀和损伤，从而

造成工厂的停业。因此，相关企业要顺应时代潮流，合

理使用各种资源，做到绿色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充分

考虑到环保的影响。

2    冶金机械绿色设计与制造的必要性

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在机械产业的发展

方面都非常重视。同时，在 21 世纪冶金机械在我国的

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推动国民经济发

展方面。然而，传统的冶金机械在环保方面存在着很大

的问题，其性能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因此，在目

前的形势下，对绿色冶金机械的设计和制造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为了改善传统冶金机械本身的特点 ( 缺点 )，也就

是在生产中会产生大量的气体废弃物、固体废弃物、噪

声等。因此，要防止冶金机械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许多

不利因素，就需要进行绿色的设计与制造。随着社会经

浅析冶金机械的绿色设计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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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全球环境损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尽管近年来人们的环保意识日渐增强，但由于国土面积大、
人口多、经济发展速度快，对资源的需求依然居高不下。冶金机械工业是环境保护的重要产业，由于大部
分工业仍然采用传统的高耗能、多污染的方式，因此，冶金机械的绿色设计和制造水平还远远达不到环保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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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不断发展，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

冶金机械的绿色设计和制造也成为了必须坚持的方向。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环保已成为世界制造业和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将直接影响到国内外的竞争，如果

不能在短时间内改变自己的理念，让自己的产品更加环

保，那么就会被时代和世界所淘汰。

3    冶金机械绿色设计与制造的积极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采用绿色设计与制造技术，能

有效地提高冶金机械的利用率，改善机械的使用，为我

国的冶金机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绿色设计与制造

是冶金机械中的一个特殊角色，它直接关系到冶金机械

的质量。由于传统的冶金机械存在着环境污染、机械破

损等问题，为了促进冶金机械的发展和进步，需要从传

统的设计和生产模式中，引入绿色的设计和制造技术，

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促进经济的

发展和进步。冶金机械的绿色设计和制造具有其特殊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是冶金机械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近

几年来，随着国家与国际的交往日益密切，许多冶金机

械行业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国际间的竞争能力也在

日益增强，这就需要在冶金机械的设计和制造上做出相

应的改善，从而在国际上占有优势，提升冶金机械的国

际竞争力，从而达到与世界接轨的目的，达到适应新时

代经济发展和建设的需求，降低冶金机械发展对环境的

影响。冶金机械的绿色设计和制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解决目前我国冶金机械发展中遇到的某些问题，从

而可以很好地改善我国冶金机械的设计和制造水平。

3.1    促进经济良好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冶金工业在现代技术的帮助

下，获得了新的发展优势。冶金机械的绿色设计和制造

可以有效地解决以往冶金机械的高辐射、高噪声和高污

染问题，从而减少生产中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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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降低了冶金行业的生产成本。一方面，冶金行业的“绿

色化”将大大增强有关冶金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使其降

低生产成本，使其更有效地开展冶金机械的运行，使其

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另一

方面，利用剩余的成本，可以用来开发更加环保的机器

和技术，从而获得更多的客户，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从而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

3.2    推动产业进行转型升级
当前，绿色冶金机械的设计和制造可以推动整个行

业的转型和提升。在我国的传统冶金行业，由于冶炼机

械的使用，产生了大量的热辐射、噪声等噪声，这给有

关单位的经济利益和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带来了极大的

损害。另外，传统的冶金工艺设计和制造效率很低，需

要消耗大量的材料，但效果却很差，不仅无法保证产品

的质量，而且还会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这违背了我国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

术的进步，冶金机械的绿色设计和制造技术可以有效地

促进传统工业的转变。它将使冶金机械的设计和制造由

高消耗、低产出向高效率方向发展，并按照当前绿色发

展战略、循环发展、高效发展的方针，改变传统冶金工

业的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3.3    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效果
自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科技水平虽然得

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生态环境却是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人类的发展与环境的矛盾也是越来越大。为了实现人类

社会的持续发展，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解决目前的矛盾，

降低由于发展造成的污染，改善环境，从而改善人们的

生活。为此，我国钢铁企业要提高环保意识，加强对企

业职工的环保培训。同时，公司也在不断更新先进的生

产机械、工艺，以实现节能、高效的目标。同时，有关

部门要加强环保管理，切实保障环保企业的绿色生产，

降低了企业对环境的损害，提高了生态效益。

4    冶金机械绿色设计与制造的具体内容

4.1    选取生产冶金机械的绿色环保材料
绿色冶金装备的设计与制造尚属全新，尚无较为清

晰的体系与需求。在进行绿色设计时，材料的选取是影

响产品设计与制造的关键因素。在选择材料时，应遵循

易分解、可再生、可重复使用的原则，尽可能地降低对

环境的影响。冶金中的合金以铁和铜为主，但也有部分

非金属材料被应用于机械工程，起到辅助作用。所以，

为了降低环境影响，应选用或替换污染较小的环保材料。

绿色冶金机械设计技术的实施对金属的加工非常关键，

所以选择的原材料是否具有良好的环保性能，对于改善

产品的环保效果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在选用原材料时，

应注意材料性质，对环境的污染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充

分认识可再生资源的可分解性及可再生性，选用可生物

分解的、对环保的影响不大的可再生材料，如铁、铜等。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而且可以回收材料，增加

材料的利用率，最后达到产品的生态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4.2    严格控制各类污染物的排放
传统的冶金机械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废气、废

水和废液，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我国已在冶金工业

领域制订了相关的排放标准，并要求在未来的产品设计

和生产中实施。冶金机械的环保设计，要求在产品全寿

命周期中，既要保护环境，又要节省资源，还要保证产

品的基本性能达到经济和品质的要求，保证对环境的污

染降到最低。因此，在进行冶金机械的绿色设计时，应

从多个角度来考虑环境问题，并做好废气、废水和废液

的处理，并积极开展环保技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冶金机械在制造零件时，会产生较强的振动，其噪

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大，所以在原材料的选择上尽量

选用低噪声的材料，避免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或将厂

房设在市区附近。振动会导致粉尘的飞扬，冶金机械在

生产的时候，会有一些金属和固体粒子被抛出，比如，

在炼钢过程中，有些细小的金属粒子会从钢片上脱落，

与水中的活性物质等产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对周围环

境的污染。

4.3    冶金机械的减振除噪除尘
冶金机械在运行时，会产生很大的振动和噪声，并

伴随着强烈的粉尘和噪声，这些都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

很大的影响，因此，要想有效地解决这种问题，就需要

从冶金机械的设计和制造中，对其进行有效设计。噪声

污染是冶金机械工业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工

人及其周边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是目前冶金机械工

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技术上讲，要解决噪声污

染问题，必须寻找能引起噪声的机械装置，并对其进行

减震处理，从而达到消除噪声的效果。而要实现这一目

标，就需要采用现代科技，比如绿色冶金机械。绿色冶

金机械设计技术在噪声污染方面的应用，主要体现在：

它能有效地消除机器车间的噪声，使工厂周边的居民不

会受到噪声的影响，有利于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发

展，同时也能为冶金机械工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

4.4    提高油液密封技术
冶金机械的环保设计要求不能有任何泄漏。如果冶

金机械的原料在生产中出现了泄漏，不但会造成资源的

浪费，也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且还会引起金属部件的

直接摩擦，从而加重机器的磨损，降低机械的工作效率。

泄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通常发生泄漏的原因是气密性

不够，因此企业可以提高气密性。然而，目前国内还没

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技术系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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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因此，要避免液体泄漏，就需要改进密封技术。

同时，在冶炼过程中，为确保由于润滑油的过度使用而

泄漏，从而使冶炼过程中的液体滴落，使所生产的金属

纯度不够。在此条件下，可采用智能加油装置，避免因

人为因素引起的机油泄漏，也有可能是因为机器长时间

的使用，没有进行有效的检查和保养，导致了某个部件

的磨损，从而导致了机油的泄漏。

4.5    废弃物处理
冶金机械工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大量的废

气、废水，这些废水对大气、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

因此，必须引起广大的企业的关注。采用“绿色冶金”

的机械设计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废气和废水排放的

问题，增强环保意识。首先，采用环保工艺的机械设

计技术，可以对废弃物料进行回收和再利用，既可以

防止垃圾堆积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又可以提高材料的

利用率；其次，在绿色冶金机械的设计中，加入了污水

处理技术，使污水在经过过滤、纯化后能排出，从而

保证了水源的安全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再次，对无法回

收的废弃物，可以采取集中处置的办法，减少废弃物

对环境的损害；最后，采用绿色冶金工艺进行机械设计，

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尾气的排放量，降低环境污染。

4.6    故障和设计要点
在故障检测中，应用绿色冶金机械的设计技术，能

够实现自动化、智能化的检测，及时地检测故障并解决

故障，减少维修费用。同时，为了提高冶金机械的使用

寿命，还必须对其进行常规的维修。在设计过程中，要

对环保工艺技术进行全面的分析，从材料选择、工艺设

计、生产企业实际发展等几个角度来保证其经济效益和

环保效益。

4.7    控制污染源
冶金行业中的大型机械产生了大量的废料。无论是

气体还是液体固体，都会给环境带来很大的破坏。因此，

对污染源的治理至关重要。比如，在机械运行过程中，

会有较大的噪声，因此，在机械的早期设计中，应考虑

使用低噪声的引擎、减速器等。而对于粉尘等气体污染

问题，则必须采用吸尘或密封工艺来进行治理。也就是

说，在绿色冶炼过程中，做好垃圾的清理也是一项重要

的工作。

4.8    注重机械的维护模式
对被破坏的零件进行维护与再利用是绿色冶金技术

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冶金工业中，各种机械都有一定的

损伤，因此，对其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是十分有必要的。

但当前的维修方式仍存在许多有待完善之处。而且，任

何一种机器，都会有一段时间的磨合期，所以在机械维

护上，要选择最好的时机。

5    绿色冶金未来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被应用到

各个行业。各种新材料、新技术在冶金工业中涌现，极

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工作。然而，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

对冶金机械的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1    绿色设计管理体系
由于环境损害日益严重，因此，无论是企业或个

体，其环保意识已明显提高。传统的设计系统必将被更

为先进的环保系统所取代。然而，“绿色设计”这个概

念很广泛，而且并非一蹴而就。这既要求有大量的科

研工作和数据支撑，又有综合的设计和管理模式。因

此，在今后的发展中，要加强对绿色设计的管理，这既

是政府对产品的需求，也是今后环保社会发展的必然 
趋势。

5.2    提升绿色设计的意识
要使机械产品绿色环保化，必须使其具有充分的环

保意识，比如，可以加大对绿色机械设计技术的宣传力

度。绿色设计以资源与能量的合理配置为特征，并以

一系列的环保管理方法来提高其生态效益。同时，大

量的例子也表明，企业尽早推行“绿色设计”，能够在

技术上进行革新，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

6    结语

冶金机械的环保设计和制造，包括原材料的选择、

废弃物排放和除燥除尘等。要实现绿色发展，就必须加

强对绿色设计重要性的高度认识，以使其在绿色生产中

得到更好的应用，并在此基础上提高行业的共识，加强

行业支持，推动我国冶金机械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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