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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方：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 

IVL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成立于 1966 年,是瑞典一家致力于环境保护的国家级应用

型研究机构。目前，IVL 的业务范围涵盖整个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为瑞典政府、

企业以及国际机构提供研究和咨询服务。IVL 拥有大约 300 名员工，包括环保工程师、

地理科学家、生物科学家、农业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等。IVL 包括斯德哥尔摩总

部、哥德堡分部、马尔默分部，并在中国常设代表处（北京、武汉）。IVL 旗下还包括：

BASTA 公司（环境友好型建筑材料认证体系）、环境产品声明国际认证公司（负责国际

EPD 认证体系管理）、斯瓦利亚环境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瑞典绿色环保技术/智慧城

市平台与中国的对接合作）以及中瑞(天津)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等分支机构。 

除了欧洲之外，IVL 在国际市场也有庞大的网络。中国是 IVL 业务合作重点国家，此

外 IVL 还在印度、智利等国家有项目办公室，并且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南

非等地有合作项目。 

 

主要技术和服务 

IVL 专注的研究领域包括：大气、水、固废、化学品、气候和能源、环境数据、环境

工程和可持续生产、森林和土壤、资源有效性产品、可持续城市规划、绿色交通、工作

环境。IVL 拥有大气、水检测的专门实验室，也是瑞典部分环境质量数据库的支持单位

和运营单位，例如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等。 

IVL 组织社会各界主办培训和研讨会，为客户提供能力建设，并努力搭建由工业、

政府、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各界的网络平台。 

IVL 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共同持有哈马碧污水处理厂创新研发基地，这是瑞典围绕

水处理技术为中心的国家级环境保护技术研发基地。此基地以其未来水工厂的先进理念

和研究闻名遐迩（水处理+产能+资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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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集 

1.  Biomil 

BioMil 是一家生物能源、环境和废物回收领域的咨询公司，主要研究领域是沼气，

为沼气制备和环境发展提供可持续方案,至今已有 30 余年的沼气和环境问题处理经验。

在沼气生产和使用的系统方案研究设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BioMil 的业务以深入的知识和长远的思维为特色，目标是促进可持续发展。BioMil

为客户提供可持续性的建议，通过客户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BioMil 在实现环境承诺

的同时，为客户创造大量满足其需求和期望的附加价值。 

BioMil 的日常活动中，也努力做到节约自然资源、降低环境影响。所有员工都具有

资深的环境专业知识和环境问题应对能力。 

 

主要技术与服务 

1） 废弃物处理 

 

为保护环境、实现环境与气候目标，恰当的废物处理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应对垃

圾处理问题上， BioMil 主要关注的是有机垃圾。紧跟最先进的 BAT（最佳可用技

术），保证实现垃圾最好的资源化。 

 

2）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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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沼气一直是 BioMil 的主要关注领域和技术专长。如今，BioMil 依然在

处理很多沼气生产相关问题，涵盖沼气领域的整个价值创造链，从原料问题（通过发

酵技术和排放处理进行预处理）到沼气产品（沼气和生物肥料）使用等。 

 

3）环境 

 

BioMil 一直保持对环境的关注，处理大量沼气领域内外的环境问题。可以在能量

平衡、气候战略开发、不同环境研究方面提供帮助和指导，BioMil 也擅长环境和可持

续认证。 

 

4）污泥与生物肥料 

 

在很多沼气项目中，不难发现发酵和沼气使用的案例。BioMil 可以帮助有价值的

生物肥料进行市场营销，比如通过产品认证或肥料处理，实现营养回归土壤。 

 

5）服务 

BioMil 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研究、设计和采购。我们具有多年领域专业经验，可以

为客户提供从想法到沼气生产的整个价值链上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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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onseb 

Konseb 公司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是一家专注于污水处理、污泥处理、污泥和废

物再利用领域的公司。该公司的产品规格可以解决这些领域各种规模的项目，并且可以

根据客户的需求找到现代化和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主要技术和服务 

1) DABSUS 污泥堆肥技术 

DABSUS 是在污泥浓缩脱水技术的基础上开发的。DABSUS 将脱水后污泥与其他有机

化合物混合后进行堆肥，堆肥后变成有用的肥料。整个过程的特点如下： 

•易于安装，维护和维护，低能耗 

•投资成本低、早期清除污泥，所以运行成本低 

•提高环境卫生标准水平、显着降低疫情危害 

•大大减少对田野，森林，地下水和海水的污染 

•将废物转化为有用的肥料、生产全价值肥料 

•土壤改良剂的生产，可用于减少土壤侵蚀和/或加速破坏土地的恢复 

•在堆肥过程中可能利用其他有机废物，如绿色废物和食物 

•减少化肥用量、减少甲烷（温室气体）气体产生 

•增加人口的环境意识。考虑到 DABSUS 所有的优点，DABSUS 的出现是污泥利用的

非常有吸引力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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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OBOT 90 污泥提升机器人 

污泥通常是方形或圆形池中的沉淀物，由泵提升。由于池（坑）的面积有时仅为几

平方米，污泥必须转移到水泵。它通常是由不同的刮泥机完成。刮泥机通常是较大，造

价昂贵能源消耗多。当发生故障时，通常必须清空池（坑）来进行修补。 

如果沉淀池不那么大，底部形成圆锥体，来自于泵中的沉积物污泥滑到圆锥体的底

部。这种类型的池（坑）建造起来既困难又昂贵。 

该机器人排泥系统由铰接式管臂上的吸嘴组成，该喷嘴从固定在沉淀池适宜位置的

垂直支架延伸。喷嘴和管道连接到外部泵，污泥从池底吸出到外部容器进行进一步处理，

如浓缩或脱水。 

R-90 在圆形、矩形或不规则形状的储罐中同样表现良好。如果有障碍物，比如杆臂，

就会绕着它转。可编程控制单元控制手臂的运动。喷嘴扫过池底，在一段时间内停留在

若干程序点上，排出污泥。 

清扫模式可以编程，绕过障碍物，突出的管道等。R-90 可以清除障碍物后面或角落

周围的污泥。暂停点的数目，每站的持续时间和每次扫描之间的时间可以被控制的。 

R-90 安装十分简单。垂直立柱用四个螺栓固定在池底。其他固定方式也可以，例如

类似潜水泵的安装。手臂的长度可达 6 米，覆盖了 8.5×8.5。对于较大的池，两个或三

个单元可以串联安装，或者一个机器人 90 可以在池的不同部分之间移动。 

良好的灵活性使得 R-90 适合收集各种类型的污泥（有机的和无机的）。R-90 可用于

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养殖场以及包括造纸厂、酿酒厂、糖厂、油漆等工厂，无论污

泥如何沉积，都能够用它。 

 

3) DAB 污泥浓缩和脱水设备 

污泥脱水 DAB 系统是基于降低污泥利用率这个简单有效的设计，DAB 系统可以处置

所用类型的污泥,包括初沉池、二沉池、生化池甚至是油泥，这就是为什么 DAB 系统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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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用于污泥处理厂、制革厂、制糖厂、食品和纸加工厂等。 

从 DAB 系统分离出的水颗粒物质减少了 50-90％，BOD 降低 20-70％，磷减少 10-

30％。 

DAB 脱水器最小可以脱水 10 m3/ d，最大可以脱水达到 200 m3 / d。 当污泥粘稠

时，处理能力可达 500 m3 / d。 

使用重力机构实现高水平污泥脱水。城市污水处理厂要求 12-18％的干物质水平，

特别是如果脱水污泥要在农业中堆肥或使用其他方式，这是完全可以满足的。 

 

 

4) BIOBI 小型污水处理厂 

BIOBI 污水处理技术对于规模 5-1000m3/d 是非常高效并且节能的，尤其是日或者年

进水量和水质波动较大的情况。这种功能是通过控制回流利用低负荷的污泥床来实现的。 

BIOBI 污水处理能够高效的用于市政污水和工业污水，同时也能用于垃圾渗滤液。 

BIOBI 污水处理技术能够广泛的用于很多领域以满足特殊要求。如果进水流量大大

增加或者水质变化，需要改造和扩建，污水厂通过扩大和增加现有的污泥床，很容易进

行低造价的改造和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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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机械清洗能够促进生物反应，并且减少污泥床的尺寸，降低能源消耗。 

如果必要的话，化学处理需要增加。 

污泥在污水厂的 DAB 系统中被脱水，DAB 系统的容积超过 200m3/d。 

BIOBI 技术仅需要小的构筑物和池体，能够将投资降低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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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NNY NORMAN COMPANY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气体和液体颗粒物分离和分类技术的公司。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客

户改善任何形式的流体中颗粒物的分离和分类。我们相信利润在各行各业产生的同时，

利用更多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可以有效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主要技术和服务 

Particletrap 是由若干个模块组成的，每个模块之间都有一个反方向夹角。流体进入

模块后由于夹角会产生旋涡，从而将颗粒物分离。该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可适用于不同范围的工作压力 

 可以收集任何形状的颗粒，包括球型、椭圆形、扁圆型等 

 采矿业可用于分离、分类、浓缩矿物质，并且比其他旋风技术效率更高 

 改善工业、车间、医疗设备、牲畜生产等的入口/出口的空气质量 

 可用于发电厂排放物颗粒物回收和其他需要回收的燃烧过程 

 改进净水工艺、牲畜生产和各种废水的水质 

 用于制药行业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技术，维护工作量少、压降小、分离更精细、节能、

回收有价值的废料 



9 

 可以将颗粒物按照零点几微米的粒径分类，从来提高回收效率 

 可用于石油行业废气处理的回收 

 可用于海水淡化或水再利用中分离沙子、细菌和其他颗粒 

 可以将颗粒物按照 1µ, 2µ, 3µ, 4µ 及更高的级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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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altech AB 

Faltech 公司成立于 1996 年，公司一直致力于溢油、应急、油污的清洁、收集、转

运领域，公司研发的 sala 油污清洁系统已有将近 20 年的历史并在全球十几个国家都有

成功应用的案例。 

 

主要技术和服务 

Sala 油品化学品应急回收。 

一款专门为回收溢油、化学品和高粘度、被污染的液体而设计的专利系统。超强真

空，可泵送含有直径 40mm 的物质的高粘度液体。超强的排气压力实现了远距离输送。

可远距离操作。 

 

产品特点： 

 抽吸能力强，可最大抽吸粘度极限值为 4500000cSt 的介质； 

 采用自吸式方式抽吸,操作简单，适用范围广； 

 可空转； 

 可逆向泵送，有效解决输送过程中管路堵塞的问题； 

 适用于含＜40mm 固体颗粒物流体的输送。 

 安全性高，动力单元和泵体分开并采用液压连接，动力部分可放置在危险区域

以外。 



11 

 

应用领域： 

 储罐、槽沟中污泥的清除 

 溢油、海岸线清洁 

 水底清淤  

 除藻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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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tlab 

Metlab 公司创立于 1965 年，由 Bo Månsson 在 1965 年创建的美拉博是瑞典第一个

专门从事排放测量的咨询公司，也是当今瑞典能够提供最常见的测量参数并收到认证的

领先的空气咨询实验室之一，例如灰尘的烟道采样，微有机污染物（二恶英等），金属

（汞等），蒸汽（氯化氢、氟化氢、二氧化硫、三氧化硫、氨等），气体分析（氧气、二

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气体流量和温度。除此

之外，美拉博还提供有关环境领域当中的其他咨询服务。同时，美拉博也是斯堪的纳维

亚领先的烟囱采样仪制造商，包括皮托管和吸入［式］高温计。 

 

主要技术和服务 

1) STL 粉尘采样器 

STL 联合粉尘采样器根据 EN 13284-1, ISO 9096 以及其他国际标准通过人工重力进行

粉尘排放测量。 

 易于操作 – 便于运输 

 性能强大而可靠 

 可准确测定低尘浓度 

 提供低、中、高（原料气）三种粉尘浓度的过滤器支架 

 泵尺寸：3 立方米/小时、6 立方米/小时、 10 立方米/小时 

 控制器容量：0.1-10 立方米/小时 

 安全过滤磁带卡系统包括 47 毫米、90 毫米和 142 毫米平面过滤器 

 为烟道进出采样提供的探头设备 

 简单而准确的等动力控制的零压力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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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L 气体采样仪 

STL 气体采样仪用于符合欧洲标准方法的气态污染物的人工湿化学测定，例如氯化

氢、氟化氢、二氧化硫、三氧化硫、氮气、汞以及其他金属。完整的采样系统包含：（1）

加热气体采样探头（EVA 瓦斯探测器）；（2）一个或多个平行的吸收瓶采样串；（3）一个

或多个 CU-1-10 (或 CU-1-20)控制单元。 

 紧凑而强大的控制器 

 方便检查、保养和清洁 

 流量容量: 0-10 升／分钟(或 0-20 升／分钟) 

 2-3 升／分钟的吸收瓶或 10-15 升／分钟的高流量型吸收瓶 

 在机架上能够安全地处理吸收品 

 可以进行结合水分含量的测定 

 
 

3) EVA 气体探头 

EVA 气体探头是一个有 47 毫米平面过滤器的加热玻璃探头。探头符合大多数的流

动气体采样的国际标准，例如酸性气体（氯化氢，氟化氢，二氧化硫，三氧化硫），氨，

汞及其他金属，也用于有机微污染物（如二恶英，多环芳烃等）。 

 探头可选的标准长度为 1-1.5 米和 2 米 

 过滤器固定在一个加热的不锈钢罩上并连接到探头 

 与给高容量热风枪加热 

 可交换的喷嘴大小为 2、 3、 4、 5、 6、 8、 10 和 12 毫米 

 复杂的抽样通过用一个多功能的连接器再连接一个有五个软管连接的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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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VA 二恶英采样仪 

美拉博为二恶英 (PCDD/PCDF) 以及其他有机微污染物的采样提供一些完全符合欧

盟标准 EN-1948 的非传统设备。最常见的输出设备是 EVA 光二恶英采样仪。还有可用的

老式北欧二恶英采样仪，EVA 二恶英采样仪以及美拉博的冷探针二恶英采样仪。 

紧凑的 EVA 光探头部件-易于现场操作 

 样本流量最高可达 20 升/分钟 

 一个可以支撑 120 毫米平面过滤器的支架 

 包括一个放置在冷却器后的 XAD-2 容器 

 冷凝物穿过 XAD-2 并且不属于样本的一部分 

 包括过滤器的样本 + XAD-2 + 冲洗液 (丙酮+甲苯) 

 控制装置包括冷凝分离器和重达 2 公斤的硅胶干燥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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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吸入式高温计 

吸入式高溫计用于类似锅炉房的高温流动气体环境中进行精确的温度测量，其原理

是既通过辐射减少热传递，同时用对流增加热传递到温度传感器上，吸入管必须具有一

个能够测量平面的导线的长度。冷水的流速必须足够高以防止高温计吸入管的沸腾，吸

入装置必须有足够的能力在温度传感器周围创建一个高达 100 米/秒的气体流速。 

 管嘴的部分易于拆卸以便冲洗、检查或更换 

 管嘴的部分由高温合金或陶瓷制成 

 水冷吸引管由不锈钢制成 

 标准吸气管长度为 2 米，2.5 米，3 米， 3.5 米，4 米， 4.5 米 

 伸缩吸入式高温计可以叠加，例如：1.5 米+1.5 米+1.5 米=4.5 米 

 吸入管内径为 35 毫米，可延伸至 43 毫米 

 气压喷射器用于抽吸装置，还包括用于样本流量测量的节流孔 

 吸入装置的上游放置了一个保护冷凝液分离和过滤的部件 

 

 

6) 皮托管 

用以测量气体流速的 L 型或 S 型的皮托管符合 ISO 10780 标准，它将电子手持微压

力计所进行的导线测量或压力计压差与修订皮托管连续气体流量测量的静压一起递送。 

 可同时提供 L 型和 S 型的皮托管 

 皮托管的长度从 630 毫米至 4 米不等 

 配备用于舷窗的外螺纹可移动连接器 

 为连续测量和配备的专用 L 和 S 型皮托管 

 可伸缩的皮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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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型皮托管可以装备热电偶和吸管用于分析气体的速度、温度以及气体分析（测

量平面均匀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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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luxsense AB 

Flux Sense 隶属于查尔姆斯大学的三产公司，本公司开发了新的更加便捷的能够定

量的测量逃逸的气体的设备。我们成为红外掩日法。我们坚信气体的监测应该投入更多

的精力和钱是因为： 

 年均值的测量能够用于是否投入减排技术的基本决策是有成本效益的 

 气体的泄露存在潜在的危险 

 监测的推进能够促进维持好的公众关系 

 

主要技术和服务 

FluxSense 公司红外掩日法测量 VOC 逸散技术介绍。 

红外掩日通量(SOF)方法利用太阳光源和气体中的物质能够吸收太阳光谱中的红外

部分而测量的一个移动平台。利用车辆横切整个截面获得该列总数和排放气体排放速率。

方法通常是用来调查某些工厂 VOC 的排放量。 

常规典型的测量通常需要测量 10 天，同时测量外部和内部的设施，确定总排放量

和特定设施的具体区域内的排放特性。SOF 方法在阳光充足的条件下可以快速筛查工业

设施排放的污染源。 

该监测设备已经在中国石化，北京大学，中国环境科研究院等多个项目中进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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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nvac 

恩华特集团是瑞典顶尖的环保技术公司之一，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是全球真空自

动垃圾收集系统的发明者和领导者。 

从 1961 年发明第一套真空垃圾收集系统至今，恩华特已经拥有 50 多年的封闭式垃

圾自动收集系统的技术开发、安装和运营经验，在超过 30 个国家有 1000 多个安装项目,

在中国、丹麦、法国、德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挪威 、 荷兰 、葡萄牙、新加坡、

西班牙、瑞典 、台湾 、阿联酋 、美国等 22 个国家设有 35 个分公司，遍及亚洲、中

东和印度、北欧、南欧和美洲地区。广泛服务于住宅区、商业区、市中心、机场和医院

等场所。 

恩华特的真空垃圾收集系统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技术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

种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主要技术与设备 

真空垃圾收集系统 

餐厨垃圾自动收集系统 & 生活垃圾自动收集系统 

与传统垃圾处理方式相比，真空垃圾处理系统是一种合理、可靠、且可持续的解决

方式。空气取代人力作为运送垃圾的工具,显著降低内部的垃圾收集和输送成本，仅需一

个独立的管道便可完成所有垃圾的输送工作。不再需要移动式的垃圾桶或其他输送设备，

提高垃圾输送效率，系统运行和维护成本低。完全密封的系统消除食物与垃圾之间的交

叉污染，垃圾管道一直处于干净和清空的状态。利用安静、清洁和卫生的科技，完全满

足了 HACCP 标准和要求。同时，垃圾量减少达 20-30%，节约宝贵的地面空间，为灵活

高效的布局设计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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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cania 

斯堪尼亚公司汽车业务的开展可追溯到 1891 年。斯堪尼亚公司过去 30 年

所生产商用车均可使用现有的三种商用生物燃料：生物燃气、生物乙醇和生物柴

油。斯堪尼亚业务遍及约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生产工厂位于欧洲与拉丁美洲。

斯堪尼亚全球员工约 40,000 多名，约有 5,800 人在位于瑞典的总部工作。斯堪

尼亚的研发中心位于瑞典总部南泰利耶，大约有 3,300 人研发人员。 

瑞典的公交系统以沼气公交车全球闻名，以污水处理厂的污泥、秸秆、畜禽

养殖粪便、有机废水等原料生产的沼气经过提纯成为生物天然气用作汽车燃料，

是一种绿色的可再生能源，斯堪尼亚公司是瑞典沼气公交车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其生产的沼气公交车具有如下特征： 

 一次充气后行驶距离长，沼气公交车可连续行驶 500 公里 

 运行非常稳定，安全性极高 

 便于维修，沼气发动机大部分零件与普通柴油发动机一样 

 生物燃气发动机技术成熟，其热效率、动力与扭矩输出都与柴油发动机

处同一水平 

 使用寿命可达 16 年 

 原装进口，舒适性强 

 灵活的合作方式-购买、租赁 

 生物燃气可与天然气任意比例混合临时作为机动车燃料，解决了设备维

修时临时用气问题 

 真正的清洁能源汽车，远远超越欧六标准。整个生命周期碳排放仅为电

动车的三十分之一，氮氧化物排放水平只有欧六标准的 61%，颗粒物排

放只有欧六标准的 32%。 

斯堪尼亚公司联合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恩华特公司、马尔伯格沼气提纯等

公司形成联合体，为中国市场提供一体化可持续交通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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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Sweco 

今天，我们的建筑师正在努力规划和设计的是大约 15 年后会充满活力与创

新的新城。具有前瞻性是 SWECO 的工作要求。SWECO 集团是欧洲领先的工程咨

询与建筑公司。我们在建筑、工程与环境领域的专家总数达 14500 人，共同为城

市和社区的未来进行规划与设计。 

跨学科的企业平台使项目得到来自 SWECO 各方面专家的支持，因地制宜地

形成完整的规划设计理念和策略。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注重与各国本地公司的

合作与互补，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 

自 2000 年再次开展中国业务以来，SWECO 集团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城

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为重点，并结合能源、环境、交通等多种工程咨询经验，为中

国城乡建设提供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解决方案。这些综合多个专业领域的国

际项目通过 SWECO 国际有限公司统一管理。 

我们可提供的服务包括： 

 城市、区域规划与设计 

 建筑设计 

 景观建筑与设计 

 室内设计 

 医疗和养老护理 

 水和环境 

 能源 

 基础设施与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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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rc Aroma Pure AB 

Arc Aroma Pure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多年来专注于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

在瑞典股票交易所上市，拥有全球范围内的专利技术。 

 

主要技术和服务 

脉冲电场高压破壁技术。 

该技术是利用高压电场作用于细胞机体，达到破坏细胞膜的效果。当细胞膜

破裂后，细胞内的有机物质将更容易被产甲烷菌所利用。Arc Aroma Pure 公司已

经开发出一款新型有效的脉冲发生装置和脉冲电场处理腔，该系统设备将显著提

高脉冲电场技术工艺的处理效果和经济性。 

我们的技术利用利用短脉冲高电压，对细胞膜造成不可恢复的破坏，核心竞

争力在于对脉冲的精确控制。 

我们已经在如下领域取得良好效果： 

 在有机质制沼领域， CEPT®技术设备能够提升沼气产量 13%。 

 目前在橄榄油提取领域， CEPT®技术设备能提高产油量 10%，并有效改

善成品油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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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oving floor 

Moving Floor 公司是一家总部设在瑞典哥特兰岛的家族公司，在过去的 20 年

里，该公司始终致力于养殖场自动清洁地板和配套设备的发展。这项发明早在

1995 年研发用来养猪的自动清洁地板时就已经出现。 

为了确保未来食品供应量，全球家畜不仅要在数量上增产，也要减少对环境

带来的影响。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减少抗生素在动物饲养过程中的使用。活动地

板是其中的关键组成部分，能够带来以下帮助：减少抗生素的使用、降低 95%的

氨气排放、为农民增加利润。活动地板是结构调整的一部分，将有利于该行业的

健康发展，是现代畜棚的关键所在。 

 

 

主要技术和服务 

1) 养猪活动地板 

您知道通常用来清洗猪的水量是猪实际饮水量的 7 倍吗？活动地板不需要

一滴水就可以每天清洗 10-15 次。这种持续的清洗帮助减少 95%的氨气排放。这

种坚固的地板很柔软，但表面有弹性，防止猪肘或者猪蹄受伤。健康的动物不仅

长的好，且需要抗生素少。有了活动地板，您制造猪圈的成本比普通条缝地板猪

圈更低。 

特点：建造成本低、无需用水、无需人力、能源消耗低甚至无能源消耗、2

年的投资回报率、降低 95%氨气排放、低廉维修费用。 

 

 

2) 黄牛活动地板 

用于黄牛饲养的活动地板产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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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板草垫分配器：活动地板草垫分配器能够轻松地安装在新旧畜棚，使

草垫分发的工作更加现代化。草垫分配器可以设定需要的时间和草垫数量。它确

保新鲜草垫提供到小隔间，一天分发几次。如果草垫放在小隔间的前部，那么细

菌生长的危险就很高。从奶牛乳房健康来看，每天提供几次干草垫是非常理想的。

并且您不必亲自来做这些重活…… 

 

活动地板小隔间：一头奶牛不应躺在其他奶牛排泄和溢奶的地方，这是个常

识。卫生对奶牛的健康和生产力来说至关重要。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研发出一种

自动清洁小隔间，每当奶牛离开隔间就会自动清洁一次，只需用到奶牛的重量即

可。不仅可靠而且非常有益。这不仅来源于常识，也是智慧的成果。奶牛走上稍

微有些坡度的小隔间。 

 

活动地板小牛喂食器：小牛喂食器应简便、干净，而且应很好地顺应动物需

要。移动地板小牛喂食器是目前为止最简便的元件系统，能够自动给小牛喂食，

甚至还能给一小群小牛喂食。牛奶混合在装有压缩空气的塑胶袋里。每隔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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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袋子会换掉旧袋子。射频识别（RFID）显示出小牛需要的牛奶或浓缩饲料量是

多少，既简单又巧妙。 

 

活动地板组合箱：干净而健康的小牛长得更快，会成为更好的奶牛。活动地

板组合箱用来自动清洁并分配草垫，您想在什么时间内进行它都能满足您。它将

照料您团队中最重要的东西——您的新兵——您未来挣钱的奶牛！ 

 

活动地板单室箱：现在即使小牛在场也能对单室箱进行清洁。只需要拉下手

把，小牛身体下面的顶盖将会转动，然后刮掉脏物。顶端处的柔软气垫会给小牛

舒适的支撑。每日这样清理几次会增加牛棚的清洁度，也可以避免苍蝇飞来。单

室箱是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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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atty 

Watty 公司致力于利用最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来改变用户使用能源的方式，我

们正在利用尖端技术在硬件、算法、用户体验和商业模式上进行创新。 

Watty 的应用场景主要分两种：家庭和工业。 

1) 家庭：Watty 可以帮助您非常简单的跟踪家庭中电器的使用情况。系统

主要是通过智能盒子、云平台、手机 app 三者配合来工作的。 

 通过该技术您不必再担心烤箱引起的火灾， 

 它也会帮助您识别出家庭中的主要耗能电器，从而节省能源和资金， 

 帮助您养成好的用电习惯。 

 

2) 工业：watty 还可用于公用工程、电信工程、太阳能收集和电池等领域，

我们为客户提供数字化的能源路径，帮助客户收集和减少能源流失，增

加总利润，并提供长期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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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kanovo 

斯堪诺和源于瑞典，总部设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公司的产品一开始是为工业类客户设计，凭借多年与工业类客户的合作经验，我

们的空气净化方案是工业类客户的完美选择。我们的产品受专利保护，可消除各

类颗粒污染物如烟草烟雾、焊接烟尘、施工粉尘、石棉等，和各种气体污染物如

甲醛、VOC、 碳氢化合物、有机酸，为员工营造一个更健康的工作环境，使产品

更清洁，生产效率更高，机械设备更耐用。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商业环境空气净

化需要，除能提供工业领域的解决方案之外，公司推出了适合商业环境的净化产

品和新风系统，为商业用户提供全方位的信封和空气净化解决方案。 

斯堪诺和代表了斯堪迪纳维亚半岛的创新思想，代表了完美的空气净化技术。

我们的目标是让空气回归到几千年前的洁净程度。我们是空气洁净领域的先驱和

驱动者，使我们的环境更加适宜于生活。 

斯堪诺和产品包括：空气净化机、ac3000~18000、小型净化器、新风系统、

气体分子净化机、工业除尘设备、监测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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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bsolicon Solar Collector AB 

Absolicon Solar Collector 公司我们为各行业提供盈利的、易于安装的、安全

运行的太阳能。我们的使命是帮助行业实现从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到 

2050 年，一定要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实淘汰燃烧化石燃料。挑战极其严峻，但只

要按部就班就可以实现目标。 

最初的若干年中，依靠太阳能来完全供应全部能源并不现实。但随着技术不

断发展，我们将提供诸多能够代替工业化石燃料燃烧的新方式。使用太阳能代替

石油和天然气有诸多益处： 

• 降低能源成本，增加利润 

• 能源安全–不受成本增加以及全球危机影响 

• 减少对当地环境的颗粒物、氮氧化物以及硫氧化物排放 

• 减缓全球变暖 

 

太阳能收集器主要参数： 

 品牌名称： T160 

 收集器类型：带单轴跟踪装置的槽形抛物面集热器 

 长度： 5490 毫米 

 宽度： 1056 毫米 

 重量（不包括跟踪机件） ： 148 千克 

 导热流体（推荐） ：水，防冻剂 

 工作温度： 60-160°C 

 工作压力： 1-10 bar 

 

接收器数据 

 接收器材质：不锈钢 

 接收器吸收比： 0.95 

 接收器发射率： 0.15 

 

玻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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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滤光： 0.95 

 玻璃处理： AR 

 

太阳能跟踪系统 

 激励器： 线性 

 控制单元： 西门子分布式 I/O 系统 

 软件：西门子单轴太阳能跟踪 

 精度：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