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转型白皮书

通向洁净土壤的
共 同基点
— 丹 麦 土 壤 测 绘 与 地 下 水 治理之道

本白皮书内容
• 丹麦贯穿价值链的核心竞争力
• 关键数据
• 公共管理机构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 参与土壤和地下水整治工作的企业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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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主要介绍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

除展示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部门现状

本报告内容基于对与丹麦土壤与地下水

部门以及参与该项事务的相关企业与机

之外，本报告还包括一系列姓名与专业

治理部门合作的200多家企业和机构的

构。报告旨在为以下人士提供参考和帮

领域相关信息以及与上述部门合作的企

调研（以下简称“DSP调研”）而成。

助：1) 希望了解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

业和机构规模。

此外，本报告还包括部分专家参访，以

工作概况，以及/或者寻求丹麦合作伙

提高问卷调查结果的质量，同时，讨论

伴的国际利益相关者；2) 希望进一步了

有关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工作的核心

解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水平的国内利

事宜。

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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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土壤是我们创造可持续发展未来的真正

欧洲境内的污染地区是200多年来工业

对社会产生的直接影响，高企的公共成

基础。它可为人类提供90%的食物、纤

化所造成的后果。而许多世界其他地区

本也不可忽略。

维以及燃料。它对水及生态系统的健康

的工业化步伐要远远领先欧洲。此外，

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它同时也可作

当前城市化压力不断增大，人口不断增

综上所述，利益相关方应掌握避免土壤

为碳汇，塑造我们的地形，并且支撑生

长，食品及货物进行集约生产且饮用水

污染以及治理已被污染地区及蓄水层的

物多样性。

匮乏，这使得提高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领

知识，因其是向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域的创新技术及能效也变得更加急迫。

转型的关键一步。丹麦企业和管理机构

尽管土壤具有诸多效用，它依然被污染

土壤污染作为全球性环境问题已愈发严

将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因

并过度开发，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级

峻，需要对其进行整治。

为它们已倾注数年心血致力于该领域

别下降的趋势。据欧洲环境署（EEA）

问题的解决，并且已积累广泛的相关技

估算，仅在欧洲就有多达250万处面临

被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不仅对环境有

能。本报告将提供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

污染风险的地区需要进行调研，其中七

害，而且也可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仅

理部门的工作概览。

分 之 一 ， 即 约 34万 处 地 区 将 被 污 染 并

在欧盟国家，因土壤污染造成的环境损

需要整治。而在这众多污染地区中，目

耗的社会经济价值可达约65亿欧元 1 。

前仅有一小部分已被治理（见图1）。

企业是这一成本的主要承担者，但因其
“必须有人来改正过去的错误，如此才能建

58

立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部门能够做到这点”

342
Maiken Faurbye
Krüger股份有限公司

2521

图1-2011年欧洲污染地区治理进度-地区数量（单位：1000）
（资料来源：欧洲环境署）

1     资料来源：欧洲环境署 http://www.eea.europa.eu/highlights/soil-contamination-widespread-in-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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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部门
丹麦有着解决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相关环

地下及地表水资源，丹麦公共部门有义

根据价值链图，接下来的一步是启动初

境问题的悠久传统。第一部丹麦土壤污

务发起治理工作并提供资金支持，而私

步调查，以确定土壤或地下水中是否出

染法可追溯至1983年，开创了世界上

人开发商从事这些工作的缘由在于其最

现污染物。由公共部门资助的初步调查

通过立法治理土壤污染的先河。2

新建设项目。

经常由私人咨询机构协同完成。这一步

在过去三十年中，丹麦企业及公共部门

价值链的第一步是测绘污染及污染风险

在此之后被调查区域将被标记为‘第一

在土壤与地下水整治领域积累了独特的

区域。通过对某一区域规划用途进行历

知识层级区’。

经验。这部分归功于丹麦政府严格的法

史调研，从而确定该地区是否存在被污

律规范在不断推动企业进步，同时还得

染的可能。在丹麦，此项工作由公共部

如果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该区域可能对人

益于该国公共管理部门、知识机构以及

门负责，其工作人员不断调研并测绘污

类健康或地下水构成威胁，价值链的第

私有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

染风险区域范围。自20世纪80年代初

三步即为对土壤开展深入调查，以确定

期以来，丹麦已有三万多处地产和区域

污染程度，评估其对人体健康机环境构

价值链

被鉴定为“污染区域”或“污染风险区

成的风险，并确定合适的治理方式。

图2展示了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整治工作

域” 4,5（详见第6页图3）。此外，某地

该步骤完成之后，被调研区域将被标记

的简明价值链。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

区的历史污染测定工作也可由私人建筑

为‘第二知识层级区’。

价值链中每一步所采用的衡量标准及技

商发起，为其最新建设项目奠定基础。

骤采集到的所有数据均被加入数据库，

3

术并不相同，这取决于发起治理工作并
为其提供资金支持的是公共部门还是私
人建筑开发商。为保障公共健康并保护
1.
污染风险潜
在地区测定

公共部门发起对影响公
共健康和环境的重要地
区的历史测绘工作
私人部门划定并测绘建
筑项目相关地籍

土壤取样
实验室分析
实地分析
第一层级知识

2.
初步调查

3.
深入调查与
风险评估
移除
抽取并处理
封装
氧化
植物修复
生物刺激
降解
剥离
热
消减
吸附
冲洗
通风

土壤取样
实验室分析
实地分析
第二层级知识

4.
治理措施

5.
异位处理土壤
再利用

海岸防护
地形塑造
土地复垦
噪音带建设

图2–丹麦土壤与地下水修复的一般价值链（资料来源：丹麦土壤合伙，DSP）

2

废弃物处置法案于1983年生效，是当前土壤污染法案的前身，
当前法律框架的英文版本见 www.mst.dk/media/mst/Attachments/Jordforureningsloven.pdf

3

一份全面概述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相关法规框架发展的报告正由丹麦环境保护署的名义起草。该报告将于2015年之前发布。

4

资料来源：Redegørelse om jordforurening. Depotrådet 2012.

5

丹麦被污染土壤的全部数据可见于丹麦环境门户网站 www.miljøportalen.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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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根据此前步骤调查结果，或有

公共管理部门发挥的关键作用

土壤与地下水资源治理所需的特殊方案

必要制定可予实施的整治方案。这一步

丹麦公共管理部门在解决土壤污染问题

为丹麦所独有；强而有力的公共管理系

骤可在污染地区现场实施（原位），或

时发挥着关键作用，其也负责治理本国

统是丹麦治理土壤与地下水的优势方式

通过挖掘被污染土壤并将其转移至外部

受污染最严重的地区，同时，它们也为

之一。例如，这一整套方案的特点包括

机构治理（异位）完成。如果治理过程

本国的绝大多数治理项目提供资金支

得力且负责任的公共机构（行政地区）

由公共部门资助，原位方式通常会被优

持。这些项目大多由公共和私有部门协

的参与与公私利益相关方以及知识机构

先采用，而如果治理过程由私人建筑商

作推进（见图4）。

的高水平协作，同时还配有一套高度系

资助，解决方式通常是将土壤挖掘并运

统化的方案用于治理丹麦境内所有受到

至异位修复，原因在于该方式有利于在

承担治理工作的主要责任的公共部门是

污染的区域，并将这些地区进行级别分

建造过程中节约时间和金钱。6

行政地区。 7 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消除或

类（参见“价值链”）。

控制土壤与地下水污染对饮用水供给及
最后，在土壤异位修复情形下，价值链

公共健康构成的威胁。丹麦对地下水资

“丹麦公共部门资金充足，可与私有部门及

的第五步为修复后土壤的再利用，用途

源尤为重视，因该国近一半的饮用水均

大学合作，共同推动项目创新。这样的治理

包括海岸防护、地形塑造、土地复垦及

取自地下资源。

部门构造是丹麦所独有的。”

公路与高速路隔音带的建造等。
Mads Terkelsen
丹麦首都大区

地区行政

27

市政府
国家
丹麦防御司令部

5

57

私人建筑商及
地产所有者

9
5
第一知识层级区（14,682）

饮用水重点关注区域

第一、二知识层级区（2008）

饮用水关注区域

第二知识层级区（12,683）

饮用水有限关注区域

图3-2012年丹麦第一、二知识层级区
6

Brancheanalyse for jordforureningssektoren. 丹麦环境保护署. 2013

7

丹麦共分五大行政地区，负责医药、精神病学、社会及区域发展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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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丹麦该地区土壤治理情况概览
约1.6万处被标记为第一知识层级区
约1.46万处被标记为第二知识层级区
丹麦约2万处区域存在污染风险，尚未标记
丹麦被污染地区总数约3.5万
约4500处地区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需要治理
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所需公共支出总额预估：约145亿丹麦克朗
完成修复任务所需时间预估：50年

此外，这一整套方案还可保证数据高度

企业能够充分了解领域内最新技术突破

方 面 ， 参 与 调 查 企 业 中 的 20% 称 其 营

透明，并将其整合至不同的软件系统。

和发展动态。

业额中的大部分直接来自土壤与地下水

丹麦所有的污染及污染风险潜在地区的

治理相关业务。这些公司主要是专业咨

测绘工作数据，连同多项实地调研、检

营业额及就业岗位数据

询商、技术供给商以及土壤异位修复公

验及测试项目以及实际整治项目信息都

相比风能、水或废弃物处理等丹麦其他

司。

被上传至名为‘DKjord’（字面意思：

传统清洁部门，土壤与地下水治理行

丹麦土壤）的中央开放数据库。另外，

业内的企业平均营业额较低，主要原因

在丹麦，参与调研企业的雇员数量介于

该系统还收集了地下水、地质土壤构造

在于丹麦市场的激烈竞争压低了服务收

1.9万和2.2万人之间。与营业额情况类

以及土地历史用途等方面的数据，供公

费，在咨询业务领域尤为如此。

似，其中60%的企业称直接负责土壤与

共部门和私人组织共同使用，使其能够

地下水治理工作的员工数占雇员总量不

就最新治理项目制定出最优方案。再

从图5中可以看出，参与本报告调研的

到四分之一，而20%的企业几乎是专门

者，各地区还开发出了多项信息技术及

82家企业大多提供土壤与地下水治理方

从事土壤与地下水治理工作。

评估工具，以便正确地划分任务的轻重

面的咨询服务，而仅有约三分之一可提

缓急。

供技术或承包服务。

最后，公共部门所发挥的中心角色可促

这 82家 企 业 的 总 营 业 额 超 过 10亿 欧

不现实。然而，由COWI和RGS90代表

进公共部门、私人组织以及知识机构之

元。每家公司在土壤与地下水治理方面

丹麦环境保护署针对土壤与地下水治

间的知识共享与合作，提高三者的合作

开展的业务不尽相同。一方面，近六成

理行业做过的一项分析显示，丹麦共约

水平。各地区因负责众多项目而获取的

公司表示他们在土壤与地下水治理方面

1000名私人组织雇员参与该行业的治

信息并不能为其带来商业利益，所以它

的营业额不及总体的四分之一，说明

理工作。8

们仅发挥向企业提供信息的功能，确保

此类业务只占其总业务的一部分。另一

根据本调查数据精确统计私人组织中参
与土壤与地下水治理工作的雇员总数并

其他
39%

60%

咨询
60%

实验
24%

50%
40%

分包
33%

30%

技术
35%

20%
10%
0%
西欧

东欧

东南亚

美国

大型企业（雇员人数大于250）

中国

印度

非洲

中型企业（雇员人数51-250）

俄罗斯

无出口业务

小型企业（雇员人数1-50）

图6-公司主要出口市场（资料来源：DSP调研报告，对象=75）
8

南美

图5-展示企业不同类型服务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DSP调研报告，对象=82）*
某些企业提供不止一类服务，因此百分
比总和超过100。

资料来源：Brancheanalyse for jordforureningssektoren. 丹麦环境保护署.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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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情况

较近，向此地区出口的企业仅占涉足出

测试与展示

丹麦在环保方案的开发和实施领域是全

口业务企业的10%。此外，调研还显示

在丹麦，公共部门、私人组织及知识机

球主要的出口国之一，环保方案出口占

企业并无明显的出口偏好地区，尽管更

构之间的协作营造出土壤与地下水治理

本国总出口额超过10%。与欧盟15国相

多公司开始在东南亚、中国以及印度等

技术及方案的理想研发环境。

比，丹麦专攻土壤与地下水管理领域解

地开展业务并致力于开发东方市场。

决方案的出口。这意味着丹麦所拥有的

为促进企业创新以及土壤与地下水治理

土壤与地下水治理相关的环保解决方案

大型企业是从事出口业务的主角，其主

新型治理方案的研发，丹麦不同地区决

所占比例较高。9

要业务为咨询服务。然而，超过一半涉

定设立一个国家级网络测试平台，用以

足出口的公司雇员人数不超过50，说明

试行创新理念及方法。同时，它们还共

丹麦尤其重视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领域的

规模大小并不一定是企业能否从事出口

同为一系列测试与展示活动提供资金支

出口的原因在于，丹麦在该领域的市场

的决定因素。

持，参与方包括知识机构及世界各地相

十分成熟，且该市场上大量企业及其他

关企业和机构在内的私人组织。当前研

相关方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也因此，国

参与本调研的企业被问及他们认为何种

际上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企业能做到可

技术或服务能主导未来的出口业务（见

与丹麦比拟的市场及发展潜力。 10 一方

图7）。调查结果显示，近60%的公司

• 喷射流注入冰泥至沉积物

面，这能驱动那些希望拓展业务的丹

认为与其他行业协作的系统解决方案将

• 同位素分馏

麦企业着眼国际市场并与当地相关方合

成为出口主体。此外，约半数公司表示

• 利用热带蕨类进行重金属的植物修复

作。另一方面，这也帮助该领域的大多

能力建设顾问业务将适于出口，而就技

• 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电动修复

企业开发出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技术和

术含量较低方案（如抽水、挖掘、植物

• 水平定向钻挖

服务。

修复、遏制等）与技术含量较高方案（

• 新型室内气候修复方法

发项目包括：

如剥离、热修复、削减、氧化、冲洗、
尽管重视出口，丹麦在该领域内的大多

吸附、通风等）比较而言，更多企业认

2012年，这些地区共参与60个研发项

企业并未做好出口准备，参与调研的公

为高科技解决方案更适于出口。

目，其中大多数都由丹麦国内外利益相

司中有54%表示他们未曾涉足任何出口
业务（见图6）。
西欧是调研中拥有出口业务的企业的主

关方采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完成。约三
综上所述，本调研结果显示，大多企业

分之一的项目研发出新型治理方法和技

认为提高出口业务量的最佳方式为注重

术，而其余还包括相关风险评估、修复

系统化、高科技及能力建设解决方案。

工艺优化及其他通用型项目。2012年这

要海外市场，其中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向

些地区在研发项目上的总投资额为220

这一地区提供服务。尽管距离东欧市场

万欧元。11

污染地区测绘
70%
产品、材料及
设备

60%
50%
40%

风险评估

30%

其他咨询

20%
10%
0%

主要技术含量
较低方案

主要技术含量
较高方案

能力建设顾问
系统方案

图7-何种方案、技术或能力更适合出口？（资料来源：DSP调研报告，对象=31）

9

资料来源：Grøn produktion i Danmark.丹麦环境部；丹麦商业与发展部；丹麦气候、能源与建筑部. 2012

10 资料来源：Brancheanalyse for jordforureningssektoren. 丹麦环境保护署. 2012
11 资料来源：Redegørelse om jordforurening. Depotrådet 2012

CN_SoG_WhitePaper_Soil_210x297_CN_V04.indd 10

05/11/2015 19.36

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部门

11

协作与合作

作伙伴。该部门的协调性角色已在土壤

对未来发展的担忧时，分别提到了经济

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部门规模较小。

与地下水治理领域培养出信息共享的环

情况或丹麦市场壁垒。这两类答复互相

一方面，很多人会认为该部门较为保

境。公共部门、私人组织以及知识机构

关联，其中包含对存在激烈价格竞争而

守，因为部门内部工作人员互相认识的

三螺旋模式下的利益相关方可在诸多平

又停滞不前的丹麦市场的担忧。

可能性很大，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通

台碰头商讨领域内的最新进展。主要平

过协同工作制定正确解决方案变得更为

台包括‘污染区域信息中心’以及‘丹

不同形式的监管壁垒是企业的另外一类

简单。

麦技术科学研究院(ATV)土壤与地下水

忧虑。这包括对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监管

基金会’等。

规定以及综合性欧盟共同框架缺位的担

调研描绘了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部门

忧。此外，部门企业指出，制造行业在

的概况，且该部门十分乐于与国外利益

“在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领域，各利益相

相关方达成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调研中

关方有着深厚的信息共享传统。”

超过半数企业对通过某种形式与国外利

最后，数家企业对其是否有能力或有意

益相关方合作表示兴趣（见图8）。此

Poul L. Bjerg

外，被问及何种类型的利益相关方会成

丹麦技术大学（DTU）

为未来合作相关性最强且最重要的对象
时，几乎一半受访丹麦企业表示答案是
国外商业合作伙伴。

在未来阶段公共部门将成为最重要的合

愿推进国际化表示担忧。部门公司表示
很难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来帮助
他们打入新的市场。此外，部分公司指
出有必要开始同其他利益相关方协作开

未来挑战及前景
作为调研的一部分，受访企业被要求就

除此之外，四分之三的丹麦企业认为，

推出新型化学产品时需面临监管挑战。

本领域未来10年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发表

发出一体化的全方位解决方案，从而达
成进军新市场的目的。

看法。它们的答复分为不同类别，详见
图9。如图所示，许多企业在表达自身

40%
35%

23%

是
53%

24%

否

30%
25%
20%
15%

不清楚

10%
5%
0%

图8-有意向与国外利益相关方合作的企

经济壁垒

丹麦市场壁垒

监管壁垒

研发壁垒

国际化壁垒

其他

业占比（资料来源：DSP调研报告，对

图9-企业所提到的壁垒类型分类（资料来源：DSP调研报告，对象=25）*因部分企

象=75）

业提到多种未来挑战，所以统计百分比超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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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COWI在印度项目的实地图片（资料来源：COWI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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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的潜在污染地区
进行统计与测绘
自2012年以来，丹麦企业COWI便负责

“在丹麦，我们对环境问题进行全局思考。

此统计项目已通过国际招标程序交付

起印度首个调研境内污染风险潜在地区

这表示我们习惯于从不同行业领域内寻求合

COWI联盟完成。COWI丹麦及COWI

的任务。COWI受印度环境和森林部之

适的解决方案。”

印度是该联盟的主导，其他几家分包咨

托进行该项工作。此项目开展的背景是

询商为印度咨询公司Kadam、两家荷兰

印度日益增长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对

Søren Viegand

现有土地及资源构成威胁并造成环境及

COWI

健康方面的问题。
该项目是印度政府“工业污染治理能力
建设”计划的一部分，后者的目的是为
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的污染地区
的治理提供全面投资框架。该计划还受
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目标是建立有形
的人力及技术能力，以供被选定的部分
政府机构对污染区域进行彻底的环境治
理，并且支持政策、机构及方法框架的
开发，最终建立起“国家污染地区修复
方案”。该计划由三个独立项目组成：
• 印 度污染风险潜在地区的统计及测绘
工作
• 国家修复计划的方法研发
• 国家污染地区修复方案的研发

“潜在污染地区统计与测绘计划”将为
进一步详尽统计工作确立方法、程序及
优先次序等。该计划包括以下任务：

咨询公司Tauw和Witteveen+Bos以及
丹麦软件供应商Geokon。该项目定于
2014年末完成，然而还可能存在技术人
员培训等后续工作。
www.COWI.com
www.geokon.dk

• 印 度环境与森林部从国内各州、非政
府机构及法院案例等来源收集污染风
险潜在地区信息。
• 为 确立及评估污染地区制定途径，包
括实地调研及印度污染物筛选及反馈
等级方案。
• 与GIS共建数据库用于数据管理。丹麦
软件开发商Geokon股份有限公司开
发的GeoEnviron系统将投入使用。
• 在 已被确立的几处地区进行实际调研
以及土壤与地下水取样及分析工作。
• 根 据污染潜在风险地区对人类健康及
环境构成的威胁，开发地区的优先排
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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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丹麦Skuldelev 的EK-BIO测试点（资料来源：NIRAS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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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治理粘土氯化溶剂污染
的电动力学强化生物修复法
受氯化溶剂污染的粘质土壤的修复工作

通常方式是在土壤中添加特定的细菌，

EK-BIO方法自首次在丹麦成功运用以

是一项非常大的挑战，到目前为止只有

以此来降低土壤中的污染物水平，并且

来，已得到国外专家的广泛认可，并且

极少数的解决方案。为数不多的成功方

通过添加基体提高其性能。对于具有极

在美国赢得最佳‘绿色创新’奖。此

法之一被称为电动力学强化生物修复法

低渗透性的粘性土壤，我们所面临的主

外，目前EK-BIO正在美国杰克逊维尔海

（EK-BIO），是由丹麦私人顾问工程公

要挑战是确保细菌、基体和污染物之间

军航空基地进行测试。如果该测试项目

司NIRAS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专科公司

能够相互反应。EK-BIO方法针对部分需

结果与丹麦测试项目同样出色，EK-BIO

Geosyntec Consultants及丹麦首都大

修复的土壤建立一个电场，如此可以无

将被用于治理美国国防部辖内被污染粘

区共同合作开发。

视土壤的水力特性，确保修复试剂可透

质土地区的治理。

入内部并触及污染物。配置集体置于两
2011年，该方法的第一场测试在丹麦小

级并通过离子迁移在土壤中移动。细菌

www.niras.dk

镇Skuldelev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这

借助电渗透方式运动，即在电场的作用

www.geosyntec.eu/projects/elec-

一解决方案后被全面应用于大型修复项

下与孔隙水一同移动。电极输送机制相

trokinetic-enhanced-bioremedia-

目。丹麦在2012年12月启动了一个全

对独立于水力渗透性，因此在渗透性差

tion-of-chlorinated-solvents-in-den-

面修复项目，预计项目运作时间为3-5

或混合型地质条件下，电动力学的采用

mark

年。项目方法被确立为电动力学强化生

可使基体和细菌在土壤中有效发散。

物修复法。生物修复法治理氯化溶剂的

位于丹麦Skuldelev的EK-BIO测试点（资料来源：NIRAS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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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及示范地区
国家网络
丹麦公共部门是本国污染地区的治理

密切合作，开发新型方法和技术。该网

该网络还为协同项目提供更加系统的框

者，也是这些地区的开发者，因此丹麦

络由地质、地下水以及污染等方面的多

架，涉及国内外的企业及知识机构。

各区对开发可用于未来治理工作的新

个不同测试地点构成。此举为不同类型

型、成本节约型方法具有本能的兴趣。

的治理过程及治理技术的大小规模测试

若有意了解测试地区网络的更多信息或

此外，地区也有义务支持所当地的商业

提供了可能。

参与测试项目，请联系：

从更普遍的层面来说，国家网络将有助

Christian Andersen

因此，这些地区成立了测试及示范地区

于丹麦达成开发更快、更节约以及更加

丹麦土壤合作协会

国家网络，借此与私人部门及知识机构

可持续的修复工艺的整体目标。同时，

can@regioner.dk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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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加油站
污染清理工作
在世界各地，废旧加油站都是土壤的主

鉴于上述情况，丹麦燃油部门主要公司

截至2012年初，丹麦境内仅余71处被

要污染源之一。二十年前的丹麦同样如

在1992年自愿与当局签署协议来治理

污染的废旧加油站旧址，它们将于2015

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能源危机

污染区域。两年后，“丹麦燃油部门环

年前被全部清理。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

之后，丹麦经过一系列组织重组及集中

保共同体”成立。相关企业根据各自燃

来，诸多治理项目由丹麦燃油部门环保

化进程重新构建加油站市场。至1990

油规模缴纳月费，年度缴费总额约达

共同体提供资金支持，这些项目造就了

年，本国共有8000座加油站关闭，遗

270万欧元，此后便被用于每年的污染

当前丹麦修复项目的系统性和高效性。

留下被汽油及其他被燃油衍生物污染的

区域治理工作。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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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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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核心竞争力
在污染治理项目中，修复方法及技术的

预防工作

意改善风险评估工具，从而在阻止地下

种类与污染物以及土壤构成物的种类一

土壤与地下水质量工作从本质来说是弥

水污染及保护公共健康方面使其工作得

样多。

补过往错误的善后工作。经常为人所忽

以最优化。

视的是制造业或已被污染土壤的运输过
丹麦不是任何具体修复技术的研发集中

程等原因所产生新污染的预防工作，这

除此之外，风险评估程序还根据最新的

地，但丹麦的优势在于其多年来积累的

对土壤与地下水整体管理工作尤为关

工具和知识进展紧密地同教育活动相结

深度知识和专业技能，以此使本国企业

键。多年来，丹麦已开发出遏制土壤污

合。丹麦技术大学每年都就风险评估主

将可用的方法和技术结合起来，后提出

染扩散的流程和方法，这意味着在丹

题举行教育课程，邀请30到40位来自

最具成本效益且最具可持续性的方案。

麦，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作确实属于旧

本领域的人员进行讲解。

事。然而在世界许多其他地区情况并非
从这一层面来说，丹麦土壤与地下水

如此，土壤与地下水污染仍在扩散。丹

原位修复

治理部门的特点在于，其在整个价值链

麦在污染预防领域积累了来之不易的经

参 加 调 研 中 56% 的 企 业 表 示 他 们 提 供

中，从地区测绘工作到初步调查，再到

验，这些经验被用于本国污染治理解决

污染土壤原位修复相关的技术和咨询服

全面推进修复项目等步骤均拥有较高技

方案及咨询服务并出口至世界各地。

务。原位修复的方式有很多，难题在于

能（见图10）。这主要得益于该部门多

如何根据地区及其周边环境状况，选用

年来在不断走向成熟，且成立了多家结

“考虑污染预防工作十分必要。该部门不应

最具成本效益及可持续性的组合方案。

构合理、专业性高的企业（详见附录A

只着眼于过往错误。阻止未来
新污染的工作呢？”

以下是对丹麦企业采用的部分最主要的

的丹麦企业及能力概览）。然而，该优

原位修复方式的简要介绍。

势同样得益于知识机构、国家不同行政
地区及私有部门之间的独特协作模式。

Charlotte E. Riis

在过去四十年间，丹麦技术大学、哥本

NIRAS股份有限公司

哈根大学等高校为该部门贡献了创新科
研成果并输送了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劳动力。

风险评估
任何成功的治理项目都基于全面的风险
评估工作，因其考虑到在污染源头的污

风险评估

其他

25%

污染地区测绘

34%

59%

实验室分析

风险评估的准备工作对丹麦本部门内的
各利益相关方来说都是一项核心能力。

实地分析

24%

技术及设备

10%

48%

丹麦土壤与
地下水治理

染浓度及蓄水层污染浓度之间的关系。

这也在本报告的调研中得以反应，59%
的企业表示它们提供土壤与地下水治理
项目相关的风险评估服务（见图10）。

原位化学氧化
原位化学氧化是移除多数有机氯溶剂、
轻重汽油及多种农药的有效方式。该方
法可用于治理多环芳烃污染。它使用臭
氧、高锰酸或过氧化氢等强氧化物来破
坏地表的任何有害物质。
这一方法的成功运用取决于污染物与氧
化物之间的反应水平以及对土壤化学特
性的深入了解。从这方面来说，该方式
已在近年来取得了诸多重要进展，且不
仅限于原位化学氧化被用于大规模治理
项目的丹麦。

运输

35%
原位修复

56%

异位修复

净化土壤再
利用

24%

36%

用以评估由具体地区污染引发的健康及
环境相关风险的工具和方法正不断被完
善。例证之一是丹麦首都大区、Orbicon咨询公司、丹麦环境保护署以及丹
麦技术大学的一个合作项目。该项目旨

图10-参与调研企业的能力范畴（资料

在开发一个可在不同污染地区普遍使用

来源：DSP调研报告，对象=82）*因企

的风险评估及基准工具，并且以此决定

业业务领域的多样性，统计百分比共计

哪些地区应被优先治理。类似项目正在

超过100

全国五大行政地区推行，这些地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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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原位化学氧化在整治列车
（treatment train）概念下最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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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气相抽提与爆气

截至目前，丹麦已将原位热解吸法用于

初步测试结果表明该方法适于难以到达

土壤气相抽提（SVE）技术并非丹麦使

六个大规模修复项目以及诸多示范项目

地区的小规模原位修复项目，如私人住

用最广泛的技术，因本国许多地区是粘

和试点测试中。这一受专利保护的技术

房下方土壤的治理。还有一种正在被测

土地质，限制了这一技术的有效性。然

有几处优势，包括操作时间短、适用不

试的是通过燃气炉加热土壤。丹麦企业

而，很多该领域的丹麦大型咨询企业（

同地质条件、无需挖掘土地以及修复效

Arkil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FORCE科 技 以 及

见附录A）经常将该方法与热修复、爆

率极高等。除此之外，热传导可大幅提

Orbicon股份有限公司已同丹麦首都大
区合作测试该方法并得到理想的结果。

气等其他原位修复方法共同使用。 此

高土壤温度并将印制电路板、二恶英以

技术主要适用于有机氯溶剂、汽油、石

及林丹杀虫剂等密度较大的污染物加热

油及松节油污染的治理。

至沸点的唯一方式。15

13

“通过我们的综合方法以及多年的尝试与摸
索，我们知道哪些方法可行，

土壤气相抽提技术通过装在污染地区的

使用流程是将电动加热器及气体抽取点

垂直或横向钻井，将真空泵置于土壤不

放入土地。土壤温度提高后，目标区域

饱和区域。这可修复土壤气体中的任何

的水和污染物被气化。用真空装置在气

抽提物，因此可改变土壤空隙的浓度。

体抽取点将气体抽离并将其运送至蒸汽

这一技术将污染物抽送至土壤空隙并从

处理装置，使其满足规定的排放标准。

中将其提取。该技术的另一好处是由于
空气的进入，污染物的微生物自然降解

原位热修复的另一项成功技术是电阻加

功能可得到改善。

热法（ERH），即利用土壤本身的电阻
来加热土壤，可使用电极使电流通过土

土壤气相抽提技术通常与爆气技术一同

壤。该方法在使用时产生的蒸汽被收集

使用，后者将空气注入饱和土壤区的表

并输送至原位后续处理设备。在丹麦，

层，以此将溶解烃转化为气体并将其从

使用电阻加热法的唯一公司是GEO股份

土壤中抽离。

有限公司。然而，这一方法并未受专利
保护，因此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使用。

“每一处污染地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因此
并不存在万能治理方式。成功取决于能够正

原位热修复还有一种方式被称为蒸汽强

确选用治理工具组合的专业知识。”

化提取法（SEE），即通过加热后的蒸
汽将土壤中污染物提取出来。该方法将

Charlotte E. Riis
NIRAS股份有限公司

蒸汽抽送至土壤深处后将其加热，蒸汽
受热扩散产生压力，从而将污染物挤至
土壤表层。蒸汽强化提取法对地下水位
之下可渗透底泥的治理尤为有效。该方

原位热修复
热修复方法分几项技术，其共同点在于
有时可达99.9%的高效清除率，以及短
暂的操作时间。然而这也需要一定的成
本，且这些技术通常会消耗大量能源。
数年来，丹麦Krüger股份有限公司 一
14

直使用原位热热解吸法，将热传导作为
修 复 技 术 。 Krüger是 美 国 热 修 复 公 司
TerraTherm所授权的公司。

法可与原位热解吸法同时使用。Arkil 股
份有限公司与Kruger股份有限公司已在
一项丹麦项目中将两者同时使用。
除上述普通方式之外，丹麦还在持续测
试其他多种原位热修复方式，其中之一
是射频加热法（RFH）。近期，丹麦首
都大区与私人咨询公司Orbicon股份有
限公司及建筑公司Frisesdahl等机构测
试了这一方法，且实验结果较为乐观。

而哪些方法行不通。”

Troels Wenzel
COWI

原位生物修复
多数丹麦企业在该技术的使用上表现优
异。它借助微生物来破坏土壤中的有机
污染物。总体而言，原位生物修复属自
然行为，可能需要较长治理时间。因
此，广泛运用方式是刺激修复流程（生
物刺激），将不同的营养物及其他物质
加入土壤作为自然降解过程的催化剂。
此外，部分污染物或场地条件或可需要
在土壤中加入其他特殊真菌以及/或者
细菌，以进一步加快修复过程（生物强
化）。16
近日，丹麦技术研究院、奥尔堡大学以
及私人公司bioREM有限公司和DGE集团
合作开发了一款决策工具，可根据被污
染土壤选择细菌自然降解的最佳刺激工
艺。该工具可用于评估使用生物强化方
式在某一具体地区是否有利，且如果有
利，何种细菌最适于修复流程。
原位生物修复相比其他治理技术拥有诸
多优势。首先，它对污染地区环境造
成的干扰最小，因其所需移动或替换的
土壤十分有限。这也使得原位生物修复
方式较之其他修复方式更为经济，因
为无需将被污染物运送至异位修复。

12 资料来源：Tsitonaki & Bjerg 2008 原位化学氧化-先进技术
13 资料来源：Vakuumventilering - erfaring med monitering og optimering af drift. 丹麦环境保护署. 2004年
14 Krüger是Veolia集团的一部分
15 资料来源：ATV Jord og Grundvand 2012. Afværgeteknikker-先进技术
16 资料来源：Anbefalinger til sagsforløb ved in-situ oprensning af jordforurening, bilag C. In-situ metoder. 丹麦环境保护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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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该方式仅适用于部分类型土壤的

经验表明，封闭建筑结构对污染物水平

到 重 约 100万 吨 的 土 壤 ， 后 用 其 22个

治理，且温度及天气等自然条件可对生

的限制系数为10，而当封闭过程与其他

国家级土壤修复设施之一来处理这些土

物治理方式产生较大影响，但它们十分

治理方式同时使用时，室内污染物密度

壤。RGS90主要使用生物修复技术来处

难以控制。在某些情况下，原位生物治

的下降系数可高达200。18

理土壤，并且将其投入最新建筑项目的

理方式可被其他更合适的方式替代。

循环使用当中。
异位修复
“修复工艺并不一定需要大型高科技设备。

植物修复

传统修复方式是将被污染的土壤挖掘后

植物修复，即使用绿色植物和树木修

在其地点处理。在丹麦，所有修复流程

重要的是在过去三十年中，我们

复污染土壤的方式在丹麦受到了一些关

中 约 80% 发 生 在 异 位 ， 这 意 味 着 被 污

在丹麦所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注。目前丹麦已开展了多项测试来验证

染的土壤被挖掘后被运离污染区域。 19

不同的植物修复方式。其中，丹麦首都

异位修复的主导地位在调查中也有所体

大区正与GEO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一个项

现，约四分之一的企业表示它们提供污

目，致力于确定某一热带蕨类植物对重

染土壤异位修复方面的技术和服务。

金属的吸收能力。尽管植物修复方式可
用于有机污染物及重金属的治理，该方

近年来，丹麦咨询企业已开发出一套所

式使用频率较为有限，因其修复过程较

谓的挖掘前预分类系统，用以优化异位

长且仅适于地表附近污染物的治理。 17

修复的成本。这意味着，需被挖掘的土

然而在适宜情况下，这一方式可作为其

壤在挖掘前，应在地上不同区域凿洞并

他 修 复 技 术 的 辅 助 。 丹 麦 企 业 Arresø

从不同深处进行土壤取样，根据污染物

Pil便是该方式的使用者之一。

级别将其进行分类。在挖掘过程中，土
壤根据取样结果进行分类。此举可避免

室内气候管理

将重度污染土壤与污染较轻土壤混合，

由于建筑下方自然存在相对压力，被污

且可根据污染程度选择最适合的异位修

染土壤中的气体可能渗透建筑结构，从

复方式。

RGS90

土壤再利用
每年，大量的清洁或污染土壤都会因为
建筑或修复活动而被从原处移除。年度
移除量并无官方估计数据，但丹麦环境
署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估计，从2007到
2010年间，丹麦三大土壤处理设施接
收土壤总量超过1000万吨。同期，丹
麦道路理事会在不同项目中重新利用
土壤约1800万吨。最后，调研估计超
过200万吨土壤被直接用于新的建筑项
目，如公路或机动车道噪音带、海岸防

而进入室内气候。土壤气体最有可能从
地板上的大小裂缝中通过，但近年来污

相比原位修复方式，异位修复经常被优

染物通过下水道等其他通道大量进入室

先使用，因其更加环保安全、更经济，

内的情况也常有发生。

从污染地区移除污染物所需时间也更
短。在建筑项目方面尤为如此，因为没

近期，与被污染土壤气体相关的室内气

Thomas Munksgaard

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完整的原位修复。

候管理在丹麦受到大量关注。丹麦已开
展多项研发项目，以确定土壤气体的进

RGS90是 丹 麦 市 场 上 异 位 土 壤 修 复 领

入通道以及封闭建筑结构的可能方式。

域最大的私有公司。该公司每年都会收

护、土地开垦或地形塑造等。
图11显示丹麦在2007-2010年期间土
壤再利用的不同类型。如图所示，大部
分土壤被用于地形塑造或道路噪音带建
设项目。参与调研的40%的企业表示参
与土壤再利用相关业务（见附录A）。

地形塑造
噪音带建设

24%

道路建设
建筑工程
采砾坑填充
土地复垦（如港湾工程）

31%

6%
6%
7%
14%

28%

其他

图11-丹麦土壤再利用项目类型概览（资料来源：MST Miljø
projekt 1378, p.18）
17 资料来源：Teknologiudvikling inden for afværgeforanstaltninger over for jord- og grundvandsforureninger i Danmark. 丹麦环境保护署. 2009年
18 资料来源：ATV Jord og Grundvand 2012. Afværgeteknikker–先进技术
19 资料来源：Brancheanalyse for jordforureningssektoren. 丹麦环境保护署. 2013年. 以土壤体积测算.
20 资料来源：Status for genanvendelse af jord. 丹麦环境保护署. 2011.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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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通量采样器图片 （资料来源：Sorbisense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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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R B I S E N S E通量采样器 —
使不同修复项目的优先排序
更为便捷
公共部门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按优

流速和流向等）相关信息。Sorbisense

样器。此项技术在丹麦首都大区所属的

先次序排列公共治理项目，从而首先处

通量采样器（Fluxsampler）是一种能

一处测验地区被开发出来，该地区是技

理那些对地下水构成最大威胁的污染地

使用户在一次实地测量工作中直接测得

术开发及新型方案使用的实验基地。因

区。截至目前，此类排序借助可显示土

流速和流向数据的新型测量技术。这将

此，上述新技术也是公私合作支撑并促

壤或地下水污染程度的测量结果进行，

成为公共部门在对土壤修复项目进行优

进创新的一个优秀范例。

然而如果污染仅在土壤中缓慢移动，高

先排序时的重要参考工具。此外，该方

等级污染并不一定会对地下水构成主要

法还十分适于当前修复项目的评估、污

威胁。同样道理，若污染朝地下水抽取

染测绘以及长期监测等。

www.sorbisense.com

处快速移动，那么即使等级较低的污染
也能产生威胁。因此，为了能在不同的

咨询公司Grontmij、丹麦首都大区以及

土壤修复项目进行优先排序方面做出正

私人技术公司Sorbisense通过建立公私

确决策，有必要采集地下水通量（例如

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开发出上述通量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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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岘港机场项目图片（资料来源：U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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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岘港机场二恶英污染
土壤治理
Krüger/Veolia参与了越南岘港机场的

内堆置热脱附法是一种使用热传导和真

二级处理系统可确保不会有二恶英或其

一个大规模修复项目。越南战争期间这

空提取方式修复被污染土壤和底泥的创

他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经过处理后

一地区被用于储藏橙剂（剧毒除草剂，

新技术。被挖掘的土壤和底泥被放置在

的土壤和底泥将被从反应堆外壳结构中

在越战期间被美国用作武器）。约7.3

地表之上一个完全封闭的堆形结构之

移除，后可安全地投入工业和商业用

万立方米的土壤和底泥因此受到二恶英

中。土壤和底泥堆宽70米、长100米。

途，安全标准符合越南政府二恶英相关

的污染。Krüger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美国

包括上下隔绝层在内的堆形结构总高约

标准以及美国政府在本国境内污染地区

TerraTherm Inc公司的分包商实施该项

80米。土壤和底泥被1254个竖直放置

的二恶英清理标准。

目，项目预计在2016年完成。

的加热元件升温至335摄氏度。加热元
件本身温度约为750到800摄氏度时，

www.kruger.dk/da/media/allerefer-

2010年，美国国际发展署发布了一份

可将整个反应堆的温度加热至超过335

encer/34664.htm

环境评定，以分析岘港机场状况并评估

摄氏度。在这一温度下，将二恶英化合

多种可能的二恶英污染修复技术。在仔

物聚合到一处的分子链破裂，二恶英化

细评估包括消极填埋和生物修复在内的

合物分解为其他可控物质，主要包括二

所有方式之后，美国和越南政府将内堆

氧化碳、水和氯气等。

置热脱附法（IPTD）确立为最有效且最
能被实践检验的修复方式。除此之外，

通过热脱附加热过程，95%的二恶英将

该技术被认为是机场在此特定情况下对

被分解。被气化的二恶英被真空抽离后

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潜在影响最小的。

送至二级处理系统，该系统专门用于处
理从反应堆中抽离的液体和气体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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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正在准备测试元件，Groyne 42 （资料来源： NorthPestCl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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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O RT H P E S TC L E A N —
新型农药修复方式
NorthPestClean是一个大型示范项目

当时，这一方法十分新颖，未曾用于

乙基对硫磷含量20-60%、甲基对硫磷

的名称，该项目旨在展现农药污染土壤

受农药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大型修复项

含量超过90%、马拉硫磷含量超过95%

的“原位碱性水解（ISAH）”修复方式

目。然而，丹麦通过实验及小范围实

、乙基硫特普含量超过70%。中间试验

的效用。

地试用表明该技术效果较为乐观。原位

结果若作为Groyne 42地区全面修复项

碱性水解的基本理念是，首先在土壤碱

目的设计参考，意味着氢氧化钠处理须

示范设施位于丹麦西部北海岸边一处废

性环境下通过水解使农药降解，其次借

重复8次才足以充分降解并移除乙基对

旧的化学物品垃圾场“Groyne 42”。

助抽离和处理过程移除污染物。示范实

硫磷。Groyne 42地区采用原位碱性水

在1953到1962年间，该区域是附近一

验设于受严重污染的化学物品垃圾场

解方式进行全面修复约需要10年时间。

个化学工厂的有毒生产废弃物处置地。

旧 址 的 三 个 测 试 室 （ 长 宽 均 为 10米 ）

此外，丹麦政府也曾在此地倾倒约40

中 进 行 。 COWI是 NorthPestClean项

NorthPestClean项目成功推出了受农药

吨化学废弃物，导致该地区土壤受到严

目的主要咨询商，Rambøll、Geosyn-

污染土壤治理的新“工具”，该工具可

重污染。此后该地区曾经过数次治理，

tec、Kogsgaard Miljø以及奥尔堡大学

用于世界各地类似Groyne 42地区农药

然 而 依 然 存 在 约 100吨 剧 毒 有 机 磷 农

是辅助咨询商。

污染土壤的治理。

来遏制污染，并且通过使用钢板桩围堰

示范实验的主要结论是，原位碱性水解

www.northpestclean.dk

阻止污染物进一步渗透至附近海域。于

法可作为新型技术，用于治理Groyne

此同时，几项可行性调研及实验室测试

42地区受农药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在

也被开展，以决定修复该地区的最佳方

经过两次氢氧化钠处理和两年半等待时

式，最终原位碱性水解方式被选定为后

间之后，如下治理成效显现：

药。2006年，相关部门做出广泛努力

续实验测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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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本地土壤再利用
推广框架

Arkil正在进行土壤稳固（资料来源： Arkil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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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土壤运输卡车为了将土壤从一处送

实现这一目标的动机之一是将于2014年

该项目的另一动机是开发出适用方式，

至别处，年行驶里程共约1.27亿公里，

末上线的网上“土壤配对门户“。该门

从而将更多的土壤取代碎石和砂砾作

建筑场

户可提供平台，牵线建筑项目等剩余土

为建筑项目（如公路、铁路等）的稳

地的多余土壤应被当作资源而非废弃

壤的拥有一方以及为建筑项目寻求低价

固剂。当前稳固土壤的方式有多种，如

物。如果新建设项目的规划过程能更早

土壤的一方。例如，丹麦铁路网和丹麦

加入粘合剂等。这一项目的整体目标是

地涵盖土壤再利用的更加系统的方法，

道路理事会等大型公共土地及建筑开发

通过促进土壤在当地的再利用和循环使

就有可能节约运输成本并减少非必要的

者每年都运输大量土壤，而他们并不知

用，并且在2016年前使丹麦土壤运输

碳排放，从而能够保护环境。这也是新

晓这些土壤实际可被用于附近的建筑项

总量减半。

研发项目“全面可持续土壤管理”的出

目。土壤配对平台是发现此类信息的有

发点，这一新项目旨在推进建筑项目剩

效途径。

占丹麦本国总运输量的15%。

21

余土壤的再利用。

www.bygherreforeningen.dk/english
www.niras.dk
www.grontmij.dk
www.regionh.dk/english

21 资料来源：www.e-dialog.dk/byggeri/send-din-jord-pa-date-og-spar-co2-og-p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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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净化土壤重新用于
土地复垦

位于克厄（Køge）的土地复垦项目（资料来源：Cleanfield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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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城市克厄（Køge）目前正在海边

每个反应堆内都配备智能传感器来检测

关 于 BioBox TM 系 统 的 另 外 一 个 重 要 方

开垦一片全新的城市用地。为了扩展工

堆内的修复过程。这些反应堆一般被放

面在于，它可根据各个反应堆内状况不

业及居住空间，该城市正从海域拓展面

入600到3000吨土壤，但从理论上来

断改变用于修复过程的生物混合物的成

积 超 过 10万 平 方 米 的 土 地 ， 以 用 于 城

说该系统中反应堆的大小和数量并无限

分。这一独特的动态配方型系统可优化

市发展。该项目所需的大量土壤购于全

制。Jordrens

Køge有限公司的处理设

分解过程，因其基于对每个反应堆全天

国各地，而后被送往位于项目开发处当

施共使用约50个反应堆。然而，可根据

候的实时信息采集。这意味着如果某个

地的Jordrens

Køge有限公司的土壤修

所需处理土壤的总量来确定系统规模。

反应堆的数据表明使用不同配方后可优

复设施进行治理。由于丹麦在土壤再利

这些反应堆与一个环形管道系统相连，

化修复过程，一种新的混合物将根据

用方面的标准和规章十分严格，土壤修

后者可将生物混合物运送至各个反应

该反应堆的具体情况特别配制。该系统

复过程中的净化级别必须达到尤其高

堆。该管道系统完全封闭，因此治理过

内的每个反应堆都可进行远程监控及操

的程度。借助丹麦技术公司Cleanfield

程中的水可被持续循环利用。生物混合

作，实现整套系统级别乃至更小范围内

Denmark有限公司所开发的BioBox TM系

物的混合过程以及修复过程的监测均在

的独特的在线图景呈现。配制新的生物

统，上述目标得以达成。

BioBox 系统内完成，该系统实际发挥

混合物约需20分钟，因此从理论来说这

着容器功能。BioBox TM系统配有电脑，

一过程几乎可被实时优化。

TM

BioBox 方法是一种使用生物混合物来

以便能够实现对整个过程的智能监测和

分解土壤污染的生物修复工艺。首先，

遥控。

TM

www.cleanfield.com

土壤被放置于数个狭长的梯形反应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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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土壤和地下水都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

此外，它还强调了丹麦整条价值链的高

最后，丹麦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已在本国

源，我们应为后代保护它们。因此，土

度技术性，从污染地区的确定到使用多

创造了独特的管理系统，该系统在处理

壤与地下水保护部门尤其重要，不仅在

种方法和技术来进行大规模修复，所有

土壤与地下水治理方面高度系统化和协

于弥补历史过失，更应努力防止新污染

环节无不如此。因此，公共部门作为技

调化。丹麦利益相关方视野开阔，愿意

的出现。丹麦的企业和公共部门拥有足

术提供方、投资方以及项目合作方发挥

通过这些知识与国外相关机构合作新的

够的能力和技术，可用于全世界的复杂

着关键作用。

项目，这使得丹麦成为清洁土壤的理想

修复项目。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他们

的共同基点。

已经将必要的完善且全面的方案整合到

丹麦也是测试和示范土壤与地下水修复

一起。

新方案的理想之地。国外企业和知识机

“丹麦方案出类拔萃，因其基于多年

构若有意同丹麦利益相关方合作，共同

经验积累而成。”

本报告展示了参与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

提出解决方案，它们即可利用丹麦的国

理部门工作的82家利益相关方。报告所

家级测试网络。公共部门愿意投资新的

展示的部门总体十分乐于与国外合作，

开发项目，而丹麦高校可提供尖端的知

也高度专注于将其解决方案应用到其他

识和技术。

Maiken Faurbye
Krüger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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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丹麦企业概览

下表包含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部门的82家企业的信息，列

雇员数量：

举了他们的规模、直接就职于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部门的雇员

○ = 1-10

数量以及他们在土壤与地下水修复工艺中提供的服务类型。

○○ = 11-50
○○○ = 51-100

下表企业信息来源于本报告所做调研，由调研对象企业提

○○○○ = 101-250

供，表中符号标识如下：

○○○○○ = 251-500
○○○○○○ = >500

产品类型：
✖ = 技术提供方

● = 从事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治理相关工作雇员

● = 咨询服务

○ = 无从事土壤与地下水污染治理相关工作雇员

▲ = 分包服务
■ = 实验服务

尚未被列入却有意加入本表的企业可联系jom@cleancluster.
dk将自身信息添加入在线pdf材料。

污染地区
测绘

3xBBB Rådgivende
Ingeniør ApS

◐
AKTOR innovation ApS

◐

✖●

ALcontrol AB

●○○○○○

原位修复

●

●

✖●

✖●

污染土壤
运输

异位修复

●

●

实验室分析

■

●

实地分析

土壤再利用

✖●

●■

◐
ALECTIA A/S

调查及风险
评估

●

✖●

●■

■

●○
Arkil A/S

✖▲

●●○
Bech-Bruun

●

●○○○○
●
Biorem ApS

●
Bjergegaard & Ottesen
ApS

●○

（法律建议）

▲

▲

✖

✖

✖● ▲

✖●▲

Boes Consult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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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Boregruppen A/S

其他

●

Analytech
Miljølaboratorium A/S

BHC Miljø ApS

材料设备
生产

●▲■

●

（土壤稳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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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地区
测绘

调查及风险
评估

原位修复

▲

▲

▲

▲

●

●

✖●

✖●

✖●

✖●

✖●

●

●

Borgen Kloakservice A/S

◐
Butler Boreteknik

◐
Central Denmark Region

●●○○○○

●

Cleanfield ApS

●●
COWI A/S

●●●●○○
Danish Technological
Institute

●○○○○○
Danish Water Solution A/S

污染土壤
运输

异位修复

实验室分析

实地分析

▲
●

（监管功能）

✖●

✖●

✖●

●

✖●

●

■

●

●●●○

●

●

●

✖●

✖●

✖●

✖●

✖●

DSV Transport A/S

✖

●○○
✖●▲■

✖●▲■

✖

✖●

✖●

●

●

●

●

Eurofins Miljø A/S

●

●

●

✖●

◐

（水质净化）

FMT A/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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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J Separation ApS

●○○

▲

（地下水建模）

■

●●○○○

Franck Geoteknik A/S

✖●

●■

✖●▲■

●▲■

◐○
●●○○

●

✖

✖●▲■

Ejvind Laursen A/S

EKJ rådgivende
ingeniører A/S

●

■

●○○○○

●●

●

（项目设计与监测）

●

DHI

Ejlskov A/S

✖●

✖

◐

DGE Miljø- og Ingeniørfirma A/S (DGE Group)

其他

▲

Dansk Affaldsforening

●●●

材料设备
生产

（污泥疏浚）

✖

●

Dansk Miljørådgivning A/S

土壤再利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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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地区
测绘

调查及风险
评估

原位修复

Genknus.dk

●●○○○

✖●▲■

Geo- og Miljøboringer ApS

●
Geokon A/S

●○
GeoMiljø Miljørådgivning

●

●

●

●

●

● ▲■

● ▲■

Geoscandic A/S

◐○
Grontmij A/S

●●○○○○
Hundsbæk & Henriksen
A/S

◐○

✖●▲■

实地分析

土壤再利用

■

✖▲■

✖▲■

■

✖●▲■

✖●▲■

材料设备
生产

其他

✖●▲■

●

(IT软件解决方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øjvang Laboratorier A/S

（严重污染调查）

■

●●●
IF Recycling A/S

✖●▲ ■ ✖●▲ ■ ✖●▲ ■

●○○○

■

✖●▲ ■ ✖●▲ ■

I-GIS A/S

✖

◐
Jacob Post

◐

（IT软件解决方案）

▲

John Hunderup
Import & Export

✖

（修复项目HDPE膜
供给）

◐
Jordrens Køge ApS

●

✖●

Jordrens Syd ApS

◐
Kingo Karlsen 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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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Jysk Jordstabilisering

● ▲■

（项目设计与监测）

✖ ●■

✖●■

●
Golder Associates

✖●▲■ ✖ ● ▲■ ✖●▲■

实验室分析

▲

●
Geo Solutions

异位修复

✖▲■

◐○
Geo A/S

污染土壤
运输

35

✖●

✖●

✖▲

✖●

✖●

✖▲

▲

✖▲

（土壤稳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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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地区
测绘

调查及风险
评估

原位修复

污染土壤
运输

异位修复

实验室分析

实地分析

土壤再利用

KMC Nordhavn

●

（土壤填充）

●

●

Krüger A/S

●

Marius Pedersen A/S

▲

●○○○○○

●
MOE A/S

●●○○○○
MT Højgaar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øller & Co. A/S

◐○
NCC

◐○
NIRAS A/S

●●●●●○

■

●

●▲

▲

■

▲

●

●

✖●

✖●

✖●

✖

◐
Nykøbing Mors dag og
industrirenovation

▲

◐○
Oliebranchens Miljøpulje

●●
●●●○○

●

Probing.dk (part of COWI)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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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Rambøll Danmark A/S

▲

✖●

Nomi4s

Orbicon A/S

●

▲

●●○○○○
Nielsen & Risager A/S

●

（操作及监测）

▲

●○○○○

Miljøtek ApS

●

▲

Meldgaard Miljø A/S

●○○○

●

●

●●○○○

Midtconsult

其他

✖

●●
Kogsgaard Miljø ApS

材料设备
生产

●
●■

●■

●

●

●

■

●

（Geoprobe土壤蒸汽
筛查及直贯采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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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 of Southern
Denmark

●●●○○○
Region Zealand

●●●○○○

污染地区
测绘

调查及风险
评估

原位修复

●

●

●

●

●

●

RGS90 A/S

Rotek A/S

✖

◐○

实验室分析

实地分析

材料设备
生产

其他

●

●

●

●

✖●▲

✖●▲

✖

✖

●

（监管功能）

✖●▲

✖
（使用直升机机载瞬
变电动法进行污染
测绘）

●

●○
Sorbisense A/S

◐
●

✖●

✖●

●

●

✖●

●

●

●

The Danish Nature Agency

✖●
●

（监管功能）

●

●○○○○○
The North Denmark
Region

土壤再利用

●

SkyTEM Surveys ApS

●●●○○○

异位修复

（监管功能）

✖●▲

●●○○

The Capital region of
Denmark

污染土壤
运输

（丹麦地下水测绘）

●

●

（监管功能）

●○○○○○
TJO A/S

◐○

▲

▲

■

▲

TREFOR Vand A/S

▲■

◐○

（饮用水生产）

VBM Laboratoriet

■

●○
ZenZors 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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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测量及采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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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组织及协会列表
名称

专注领域

土壤与地下水ATV基金会

该基金会积极地致力于土壤与地下水污染相关知识的传播和交流。它 www.atv-jord-grundvand.dk

网址

竭力促进并发起教学、研究、发展等活动，并加强学术讨论。
CLEAN

促进绿色产业增长及就业的丹麦国家级集群。该集群由来自企业、知 www.cleancluster.dk
识机构及公共部门三方的超过175个成员组成。

丹麦地理数据署

丹麦地理数据署确保陆地及海洋相关数据的收集、质量的检测并将

www.eng.gst.dk

其公布在网络。丹麦地理数据署是环境保护部空间信息技术中心所在
地，因此在组织共享公共数据的使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有助于为一
个更加高效现代的公共部门奠定基础。
丹麦土壤合作协会

丹麦土壤合作协会是土壤治理部门所有参与方的一个平台，这些参与 www.danishsoil.org
方包括环境保护署、地方政府、咨询商、分包商、技术开发商以及知
识机构等。丹麦土壤合作协会的目标是促进污染土壤治理方案的发展
并将丹麦治理方式在国际市场推广。丹麦土壤合作协会是丹麦环境保
护署、各大区、丹麦咨询工程协会、环保技术创新网络、丹麦环保技
术协会以及土壤与地下水ATV基金会之间的强大公私合作平台。

丹麦废弃物协会

丹麦废弃物协会是由市级废弃物管理团体组成的有政治背景的组织。 www.danskaffaldsforening.dk/eng它的使命是通过致力于开发环境、气候及资源相关改良的、透明的废 lish
弃物管理系统，为其成员机构创造价值。

丹麦土壤科学协会

丹麦土壤科学协会推进土壤科学发展、知识传播以及土壤及土壤功能 www.dansoil.dk

DANVA

DANVA是从事水及污水业务的丹麦企业团体。

www.danva.dk

地理论坛

丹麦地理论坛是丹麦地理信息协会，为非政府组织。

www.geoforum.dk

方面的教育。

其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为丹麦社会推进地理信息的有益之处。
Jordportalen

Jordportalen（意为“土壤门户网”）为丹麦用于出售或出租的地块提 www.jordportalen.dk
供全面概览。

Jordweb.dk

Jordweb是丹麦土壤运输的在线注册平台，面向市级政府、处理设施及

丹麦自然环境门户网

丹麦自然环境门户网是本国自然及自然环境的数据门户。DKjord（意

www.jordweb.dk

私人公司开放。
www.miljoeportal.dk/English

为“丹麦土壤”）是该数据库的一部分，包含丹麦土壤、污染及地下
水等方面的综合信息。
污染地区信息中心

污染地区信息中心就土壤与地下水政策方面维护丹麦各区利益。其任 www.jordforurening.info
务还包括收集、分析以及传播土壤与地下水污染信息。该中心是丹麦
五大行政地区研发并探讨最佳行政实践及最新技术的平台。

环保技术创新网络

该网络成员机构包括以中小企业为主的超过120家丹麦企业以及诸多高 www.inno-mt.dk
校，致力于在土壤、空气、废弃物以及水资源方面推进创新和知识共
享，并将丹麦解决方案推向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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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知识机构列表
名称

专注领域

网址

丹麦技术研究院

原位勘测污染物

www.teknologisk.dk

DHI

DHI对土壤与地下水中的化学物质活动有着全面的理论知识。DHI还在
土壤的分类和管理相关重要工具的开发和使用方面拥有充分的知识和技
术。

www.dhigroup.com

罗斯基勒大学：科学、系统与建模系 超临界溶剂技术。

www.ruc.dk/nsm

丹麦技术大学：土木工程、地理科
技与地质部门系

通过电渗析方式治理土壤中的重金属。

www.byg.dtu.dk

丹麦技术大学：环境工程系

土壤与地下水治理（如自然衰减监测、原位化学氧化、植物修复、,还原
脱氯、顺序修复技术、生命周期评价与可持续性），水资源风险评估。
该系同国家级利益相关方（咨询公司、地区政府、丹麦环境保护署）以
及合作伙伴研究机构共同参与数项创新科研项目。

www.env.dtu.dk
www.sara.env.dtu.dk
www.remtec.dk
www.geocon.env.dtu.dk

丹麦-格陵兰地质调查局：地球化学
系与水文系

土壤污染原位修复。多环芳烃的生物利用。

www.geus.dk

哥本哈根大学：环境与农业微生物
中心

环境与农业微生物中心从事土壤污染物降解、土壤污染物危害、土壤治
理以及地下水保护等相关具体工作。

www.cream.ku.dk

哥本哈根大学：水文中心

研发新方法和新技术，领域包括1）土壤修复；2）土壤重金属、 土壤活
化、土壤成分以及植物吸收（丹麦和北极地区）。

www.geo.dk

哥本哈根大学：化学系

化学物质的移动及其在土壤中的降解。污染物与不同土壤成分的化学反
应及其与土壤微生物的结合。

www.igm.life.ku.dk

哥本哈根大学：植物与环境科学系， 该团体十分擅长研究土壤中有机物、营养物质和污染物及其作为过滤机
植物与土壤科学分部
制对土壤功能的影响。

www.plen.ku.dk/english/
research/plant_soil

南丹麦大学：科学院，生物系

受有机氯溶剂污染的土壤和地下水的修复方法和技术。

www.sdu.dk/Om_SDU/
Institutter_centre/I_Biologi.aspx

南丹麦大学：科学院，物理、化学
和药学系

土壤与考古化学。

www.sdu.dk/Om_SDU/
Institutter_centre/lfk_
fysik_og_kemi.aspx

奥尔堡大学：生物科技、化学和工
程学系

将气态物质送达土壤；原位生物修复；土壤物理；使用先进的化学和电
动化学技术处理土壤和地下水。

www.bio.aau.dk

奥胡斯大学：丹麦环境与能源中
心，生物科学系

内分泌干扰效应的量化。

www.biology.au.dk/
index.jsp

奥胡斯大学：农业生态系

土壤运动过程的基础科学研究；专注液态及气态过程的运动以及可移动
粒子。

www.agro.au.dk/en

奥胡斯大学：环境科学系

环境经济学，环境化学。

www.envs.au.dk

奥胡斯大学：地球科学系

大型全球知名团队，研究、教授并传播蓄水层测绘的创新方式，该团队
参与重大国际合作项目。

www.geo.au.dk

奥胡斯大学: 分子生物和基因学系

植物生物技术。

www.agrsci.dk/g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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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了解丹麦土壤与地下水治理部门。
发现更多案例，以及联络丹麦专家，
请访问：
STATEOFGREEN.COM/SOIL-QUALITY

关于绿色国度

关于CLEAN

绿色国度是由丹麦政府、丹麦工业联合会、丹麦能源协会、

CLEAN是丹麦绿色集群机构，成员来自整个清洁技术生态系

丹麦农业和食品委员会及丹麦风能工业协会共同成立的公私

统的超过170个成员，包括企业、知识机构以及公共部门。

合作项目。

为达成丹麦绿色经济增长的目标，CLEAN促进合作、推动项
目、增强创新及企业家精神、支持国际化并从事其他诸多种

丹麦腓特烈王储殿下是绿色国度的赞助人。

类工作。

作为丹麦的官方绿色品牌，绿色国度聚集了在能源、气候、

CLEAN是在丹麦清洁技术领域寻求具体商业机遇的主要切入

水技术和环境领域的所有领先参与者，旨在促进有兴趣学习

口，为您提供丹麦清洁技术市场的概况、您可能感兴趣的项

丹麦经验的国际利益攸关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目以及同丹麦和国际关键利益相关方联系的途径。

联络：www.stateofgreen.com/cn

详见：www.cleancluster.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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