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科技！

访问萨克森的环境专家
艾米莉亚是如何发现萨克森的发明精神是充满
活力的。

透过火车车窗，艾米莉亚看
着熟悉的红色陡坡屋顶一掠
而过。这里正是她30多年前
曾经居住、学习和结识朋友
的地方。后来，当她回到了
智利的家中，艾米莉亚经常
深挚地回忆起她在萨克森的
研究，包括她在贝卡加德米
的弗莱贝尔格矿业技术大学
的教授曾经告诉过她的采
矿、复垦和循环经济的影
响。并且她从远方了解了这
些理论如何被应用，萨克森
是如何逐步地移除受污染的
地点，并越来越多地关注可
再生能源。

终于，弗莱贝
尔格正在
迅速逼近！

欢迎来到一个环境友好型的萨克森州
萨克森是欧洲环境和能源技术最具活力和创新性的地点之一。在这里，充满活力
的研究环境将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根深蒂固的工程精神结合在一起。今天的焦点是
新的氢技术、高效燃料电池、高温电解槽和有机太阳能技术，以及受污染矿区的
修复、关键战略性原材料的回收、经济周期差距的缩小以及在物联网中相互关联
的能源系统。诸如弗莱贝尔格大学，弗莱贝尔格矿业技术大学和赫姆霍兹堡资源
技术学院等国际知名研究机构都活跃在萨克森州。分支机构的利益相关者在萨克
森州的可持续资源管理、环境保护和能源相关解决方案方面积累了许多世纪的经
验：800多年前，厄尔士山脉白银的发现引发了第一次采矿“热潮”。探矿者在
山上到处挖掘竖井和隧道，“偶然”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工程壮举和采矿技
术、原材料回收和力学方面的科学杰作。早在1713年，萨克森首席矿业管理员
汉斯·卡尔·冯·卡洛维茨就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可持续性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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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很久之前，萨克森人就努力寻找对于依靠银作为主要资源的解决方案。他们
支持并推动了在如今享有盛誉的格拉苏蒂豪华钟表的精密制造 – 这也是前矿区
结构转型成功的众多优秀范例之一。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总是克服并掌
握了类似的挑战：支柱资源由银变成褐煤和铀后-威斯穆特矿和莱比锡周围形成
的人工湖泊的修复措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改造旧露天矿和放射性垃圾场的
成功案例的代表。
今天，来自萨克森州的企业家和研究人员继续在环
境保护和能源技术方面开拓和发展新的道路。
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全球都梦寐以求。

在这里你可以收获环保的想法：
www.business-saxony.com/greentech
或者扫描一下二维码即可。

这是我们在家里也可以真正
使用的东西，”每次她经过破
旧的铜矿、肮脏的发电厂和城
镇边缘废弃的垃圾排土场时，
她都会这么想。这些过去的遗
留物摧毁了她的家乡，污染了
水源，破坏了周围的自然环
境，这也是艾米莉亚决定放弃
地质工程师职业而竞选市长的
原因。“我们的城市需要重新
开始，”她告诉她的选民。
“我们需要治愈和修复过去的
环境灾难，需要转向可再生能
源，转向可持续经济。”现在
是兑现这些承诺的时候了，”
艾米莉亚在穿过弗莱贝格去与
她以前的同学会面时沉思道。“他现在是贝加卡德米的教授，
肯定知道需要做什么。”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她配备了一张地
图、一份工业部门指南和准备了几个既定的约会。在仔细阅读
文献后，市长希望她能在萨克森州遇到值得关注的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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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SEE !

请查找
萨克森的“能源
创新”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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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吧，
我们去喝一杯可
塔朵咖啡。

一切都依赖于碳
迄今为止，欧洲经济一直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作为能源载体和碳来
源。物质利用性的褐煤、生物质、废物或废气中的二氧化碳在未来可
能会扮演这个角色。这是如何工作，以及这是如何影响能源和资源管
理的，是由来自贝卡加德米 弗莱贝尔格
能源过程工程和化学工程师研究所的
“陡碳运输”初级研究小组进行调查，
重点是减少碳吸收和建立循环经济的技
术体系。这个跨学科的团队正在开发一
个在线工具，它使波兰人和企业家更倾
向考虑使用替代碳源。

建设造就简便
在“C3 – 碳混凝土复合材
料”网络正在开发一种新的
碳混凝土建筑方法。

耳朵里嗡
从酒店到赫姆霍兹堡资源技术学院只有很近的一段路程，艾米莉亚的
息：浮
述的信
嗡作响，嗡的是亥姆霍兹研究联合会的资源技术员保拉为她讲
米莉亚迅
选、生物采矿、高光谱成像。但是她内心的工程师之魂是清醒的，艾
时，宝拉
场。这
速地意识到亥姆霍兹的研究员有办法解决家乡那个丑陋的垃圾
，我会逐
突然大笑起来，抓住她的胳膊说：“来吧，我们去喝一杯可塔朵咖啡
步向你解释一切，然后我将带你去找碳小组。”

当艾米莉亚在贝加卡德米的隔壁遇到初级研究小组的成员
时，她立即被 带回了她的学生时代。“你来对地方了，”
斯蒂芬说，他向她介绍了陡 碳运输小组。“我们想证明你
可以用煤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燃烧 它 — 甚至垃圾
场实际上也有用处。通过我们的平台，我们希望帮助像 您
这样的政治家更好地评估他们的决定的后果。”在告别之
前，他们通过NFC交换了智能手机的签名：“我们真的必
须保持联系，”艾米利亚说。“我想学习更多。”

在赫姆霍兹堡资源技术学院，科学家们正
以跨学科的方法，寻找具有战略意义的原
材料的新的和可持续的来源。重点是镓、
钴、锂、新氧化铵、钪和其他对于能量周
转、电动迁移率和数字化特别重要的材
料。从战略上讲，这些团队认为整个经济
周期是一个系统：从探索到开采和减少，
从有效利用再到循环利用。例如， 他们正
在开发生物创造的创新程序，使微生物从
废物中释放金属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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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HZDR / 3D Kosmos

寻找
稀土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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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Nickelhütte Aue GmbH

微电子工厂、废弃的太阳能模块和许多工业化学的废弃物都含有不属于垃圾的宝
贵原材料。位于弗莱贝尔格的乐克科技有限公司 (LuxChemtech GmbH) 从光伏
组件、晶片、靶材、设备和生产废料中回收银、铟、镓和碲以及其他材料，并对
其进行精炼。例如，该公司将回收的硅熔化，并将其转化为用于微电子行业的多
晶材料块和极重的组件。乐克科技还压碎和粉碎硅残留物，从中生产超纯颗粒以
及用于生产锂离子电池的粉末。

Photo: DAS Environmental Expert GmbH

旧太阳能模块是真正的瑰宝

高科技工厂的清洁记录
在许多高科技过程中会产生有害排放物。位于德累斯顿的DAS环境专家有限公司
专门研究用于处理此类工艺废气和保护环境安全的技术和设备。例如，德累斯顿
的专家开发了有助于去除半导体、太阳能和显示屏行业中出现的，难以过滤的细
小灰尘的静电除尘器。其他DAS 系统从工业废水中提取油、脂肪、有机化合
物、盐、重金属或微生物。该公司与弗劳恩霍夫协会合作，研究如何去除生活污
水中的药物残留。

旧电池的新机遇
这样, 对于每个人都足够了......
当今天的电动汽车最终进入明天的垃圾场时，全球需要处理或回收数十万甚至数
百万的锂离子电池。而回收这些电池是镍冶炼奥埃有限公司的专长。该公司从汽
车电池和大容量蓄电池中回收诸如镍、铜和钴等有价值的物质。可以用这些材料
生产新电池。镍冶炼厂还关闭了许多其他的材料循环。在冶炼和焙烧业务中，该
公司从有色金属废金属、电镀污泥和金属加工以及天然气和石油精炼过程中留下
的残留物中提取浓缩的镍、钴和 铜。该公司还对来自电气行业的化学品、使用
过的催化转化器、过滤粉尘和变压器进行再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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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人们对水、食物和能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联合国大学-弗洛雷斯 – 联合国大学材料通量和资源综合管理研究所，在德累
斯顿对这些资源的复杂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调查了农业和
林业废水的安全利用、干旱对非洲农业的重要性，以及新的城市废水和污水处理
系统。他们还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和门槛国家的水和食品的供应，以及废物处理的
跨学科战略。为此，联合国大学-弗洛雷斯采用连结法，将各种环境资源的复杂
关系都考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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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CON®-Großmann Ingenieur Consult GmbH 致力于为人类创造一
个基于生物的未来。德累斯顿专家的一项全球创新是用于微藻工业生产
的光生物反应器。这些微小 的单细胞生物通过光合作用产生氧气和生
物量，其效率实际上是传统作物的五到 十倍。由于其空间要求低，耗
水量低，该生物反应器能够以资源友好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可再生
原材料。其中收获的藻类可用作营养补充剂、饲料添加剂或 生物技术
产品的基本材料。GICON® 开发的其他创新包括用于海上风力涡轮机
以及带望远镜塔的风力涡轮机的特殊沼气程序、浮动子结构。

有大量热空气的地方
能源回收，可以说是位于奥尔伯恩豪的WätaS Wärmetauscher
Sachsen GmbH 公司的核心业务。该公司开发了该概念并生产了将废
热中回收的能量进行多 次使用的系统。有了这种能量，就可以加热或
冷却房间，更有效地运行空调和通风装置。热交换器还有助于利用废热
发电。WätaS 热交换器用于诸如自助洗衣店、油漆车间和干燥技术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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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German Biomass Research Center (DBFZ) (2)

Photo: GICON ® -Großmann Ingenieur Consult GmbH

可再生能源智囊团

真正的生物！
无论是油菜籽、木材、稻草、泥浆还是粪便，生物质中都可以获取能源。德国莱
比锡 生物质研究中心(DBFZ)研究生物质如何为当今和未来的可持续能源系统做
出宝贵贡 献。重点是沼气厂的厌氧过程、生物基产品和燃料技术、智能生物质
加热技术以及旨在减少燃烧和焚烧过程中排放的催化方法。DBFZ与来自研究和
行业的合作伙伴一起， 正在开发经济可行、高效、生态安全和社会可接受的生
物质利用概念。研究人员还在 研究生物质能源生产方面的潜在冲突领域和解决
方案。

“这个小镇真的发生了很大变
化，”艾米利亚在火车驶入莱比锡
时想。“这里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
的年轻人。”在生物质研究中心
（DBFZ）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该
团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组合。“每
个人都可以就如何在生物学的帮助
下提取能源和原材料、与自然和谐
相处提出自己的想法，”亚当在带
领她穿过DBFZ 时向她解释道。在一
个实验室，光线被压抑了；一个角
色的发光的液体泡泡正在房间中
央。艾米莉亚瞪大眼睛：“就像炼
金术士的坩埚！”实验室长凳上的
博士后笑着说：“这很吸引人，不
是吗？这是生物柴油的新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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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亚：我听说30年前，博尔纳完全依赖褐煤发电。但是今天，
该镇被认为是成功过渡到清洁能源的榜样。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安贾·科勒-达姆：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逐步将供热转换为天然气，在
三个地 点建立了热电联产电厂，其中一个完全使用沼气运行，从而满足客户
的区域供热要 求。热电联产产生的电力最初只是一种“副产品”。

艾米莉亚：发生了什么变化？
安贾·科勒-达姆：我们主要扩展光伏发电。在过去几年中，多个太阳能系统
被添加 到电网中，包含我们与住房协会共同实施的房东到租户电力项目。在
屋顶产生的绿 色电力被送入家庭电网，由租户直接消费。我们正在通过公共
电网补偿盈余和额外 需求。

艾米莉亚：该镇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吗？
安贾·科勒-达姆：我们希望 – 至少在数学上 – 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因
此，我们将 在2021年开始运营一座7兆瓦的大型太阳能发电厂，还计划将区
域性风力发电添加到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我们首先对该地区的可持续性和价值
创造感兴趣，因为作为 一家市政公司，应该对环境和子孙后代负责？

艾米莉亚：电力和天然气的流动性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吗？
安贾·科勒-达姆：随着电子充电站遍布整个城镇和我们的天然气加油站，我
们正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当然，在我们的动力池中还有几辆电动汽车和天
然气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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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绿色电力到氢
气回环往复
DBI 集团与其位于莱比锡的子公司DBI Gas- und Umwelttechnik GmbH 和DBI
- Gastechnologisches Institut gGmbH Freiberg一起涵盖了整个天然气供应价
值创造链，从生产到储存和电网运输一直到利用，其中还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源。
例如，DBI 优化了天然气动力燃料电池，它还开发了利用风能和太阳能生产氢气
的解决方案- 以及储存的能量的再转换（电力到天然气到电力），这种储氢系统
可以连接到天然气电网。DBI专家及其合作伙伴正
在创建“绿色氢经济”在德国中部，他们是
HYPOS 计划的参与者。他们的客户包括能源供应
商、城市公用事业公司、市政当局、化工行业和
其他企业。
位于莱比锡的ONTRAS Gastransport GmbH 运
营着德国第二大输气网络，管道长度约 7,000 公
里，连接点约 450 个。该公司现在还与合作伙伴
一起开发解决方案，旨在制造当今适用于氢技术
的天然气管道、测量技术、配件和阀门.例如，两个工业合作伙伴已经利用可再
生能源生产氢气和合成甲烷，并将这些能量载体输送到 ONTRAS 电网中。第三
个设施正处于规划阶段。ONTRAS 还建造和运营压缩天然气 (CNG) 和氢气的加
油站，以供应燃料电池汽车。

对博尔纳的游览确实激起了艾米
莉亚对于如何通过天然气管道输
送氢气的兴趣。“只需关闭天然
气并输入氢气– 不幸的是，事情
并没有那么简单，”莱比锡电网
运营商 ONTRAS 的阿曼达解释
说。“实际上有很多东西需要测
试：管道是否足够防漏？壳材料
会与氢反应吗？”他列举了一些
例子。DBI 的卢卡斯解释说：
“我们现在正在制定欧洲燃气管
网氢气耐受性标准。”毕竟，技
术先行者，掌握着新能源概念标
准化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Photo: ONTRAS Gastransport GmbH

艾米莉亚今天早上乘坐通勤列车抵达博
尔纳。博尔纳是萨克森州的一个小镇，
约有20,000名居民，位于莱比锡以南约
30公里处的一个以褐煤为主的地区的中
心地带，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在一家
咖啡馆里，她遇到了市政公用事业公
(Städtische Werke Borna GmbH) 的
董事总经理安贾·科勒-达姆。

Photo: Anja Köhler-Damm

能源转型

位于开姆尼茨的弗劳恩霍夫电子纳米系
统研究所（ENAS）为智能燃料电池和
其他智能系统开发微型和纳米技术。
在“HZwo – Drive for Saxony”范围
内，萨克森燃料电池和氢技术创新集
群，以及在“Hydrogen Campus
Chemnitz”范围内，ENAS 专家进行
优化，例如，燃料电池涡轮压缩机，在
智 能磁场传感器的帮助下驱动和动力系统。
这允许建造转速非常高的小型压缩机。另一个例
子：ENAS 工程师现在不再使用迄今为止采用的复
杂方法涂覆聚合物电解质膜(PEM)，而是根据高效
的卷对卷方法，用碳和铂打印和构建燃料电池膜。

Photo: Fraunhofer Institute ENAS, Chemnitz / Roman Forke

Photo: Department of Advanced Powertrains, TU Chemnitz (Chemnitz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Ronald Bartel

纳米技术
智能燃料电池

可持续理念
由萨克森州的众多研
发机构创建。

创新集群“HZwo – Drive for Saxony”汇集了萨克森在燃料电池技术、制造和
生产、特种机械和工厂建设、氢技术以及来自其总部开姆尼茨的驱动和推进技术
领域的行业和研究专业知识。合作伙伴正致力于能源供应中电力和热能的部门耦
合、航空二氧化碳中性燃料生产、农业企业能源供应的沼气使用以及燃料电池供
电区域的 基础设施火车。中长期来看，开姆尼茨市将成为拥有加氢站、燃料电
池巴士和繁荣的“氢园区”的“氢城”。

精力充沛”的网络工作者
将来自商业、科学和政治的利益相
关者的能源/环境专业知识汇集到萨
克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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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与
燃料电池动力
Fuel Cell Powertrain GmbH (FCP) 开发和
生产利用氢作为能量载体的应用。为此，该
公司正在建立欧洲最现代化的燃料测试和生
产设施之一，发展开姆尼茨的电池和电力驱
动和推进技术。德国 PTT 有限公司和中国金融投资者 HET 的合资企业将燃料
电池与智能电驱动系统相结合，用于公共汽车、火车和多功能车。与仅由电
池供电的驱动器相比，燃料电池系统具有更 长的行驶里程，同时缩短了加油
时间，并改善了整体 环境平衡。此外，该公司还以固定解决方案的形式提供
其技术。FCP是“Hydrogen Campus Chemnitz”工业和研究生态系统的
一部分。

Photo: FCP Fuel Cell Powertrain GmbH

氢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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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IEMENS AG

转型中的生产基地。多年来，位于格尔利茨的西门子
涡轮机制造厂一直在为传统发电和供热提供产品。
2018年，拥有800名员工的工厂正处于关闭的边缘。
格尔利茨周边地区—卢萨蒂亚—作为褐煤矿区也面临
能源转型的挑战。在一起，就有可能找 到一种方法。2019 年7月15日，西门子
股份公司、萨克森州和弗劳恩霍夫协会签署了“西门子格尔利茨未来公约”。
德累斯顿工业大学、齐陶格尔利茨应用科技大学以及初创孵化器、莱比锡管理学
院 (HHL) 很快就作为合作伙伴加入了该协议。其他技术公司、工业公司、初创企
业和研究机构也将在这里开展业务。重点是脱碳、数字化和新的生产技术，到
2025年，涡轮机工厂将转变为二氧化碳中和工厂。未来将与新西门子创新园区
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氢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并启动加速器也集成了。在弗劳恩
霍夫格利茨氢气实验室 (HLG)，研究人员调查氢气的生产、储存和使用。从长远
来看，格尔利茨和卢萨蒂亚将发展成为氢技术的能力中心。

一起
走向未来。

今天，艾米利亚与 Sunfire 的电解专家进行了约会。当她乘坐混合动力巴士抵达
Dresden-Reick 时，她立即着迷：在背景中是拥有大型电池、太阳能发电厂和蓄热
装置翻新后的储气罐，旁边是公用事业公司的创新园区。在这一切面前，一座看似
技术性很强的塔耸立在天空中：这个撒克逊工程专业技术的技术奇迹能够在高效高
温植物的帮助下从空气和太阳能生产合成生物燃料。“2015年，我们将试验工厂的
第一升油放入当时的联邦研究部长奥迪的油箱中，”帮助建造该塔的简说。

能源或者独立的梦想

便携式能源供应解决方案由海德瑙的 FAE Elektrotechnik GmbH & Co. KG 提
供。该公司的系统以氢燃料电池和电池为基础，随时为具有不同性能要求的所有
行业提供能源，且无任何有害排放。在“HZwo – Drive for Saxony”（萨克森
燃料电池和氢技术创新集群）的范围内，FAE 开发了一种由燃料电池和电池组成
的无排放、可扩展的混合动力系统，用于提供能源。由于其模块化结构，该系统
可用于各种移动和固定应用，无需任何额外的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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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unfire GmbH

无排放的能源供应

位于德累斯顿的 Sunfire GmbH 开发
了高效的高温燃料电池和电解槽，以环
保的方式提供分散的电力、热量、燃料
和绿色氢气。该系统实现了90% 以上
的效率，并且即使暴露在高温、风暴和
尘云中也能正常工作。在高温电解过程
中，Sunfire 系统在绿色电力的帮助下
产生绿色氢气，后者可以用二氧化碳进
一步提炼成合成原油或生物柴油，为船舶、飞机和汽车加油。在道达尔，
Sunfire 技术为燃料电池汽车提供燃料；在萨尔茨吉特，公司减少了钢铁生产中
的二氧化碳排放； 其他合作伙伴还有波音、奥迪和蒂森克虏伯船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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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天开始了。艾米莉亚透
过酒店的窗户凝视着易北河对
岸的德累斯顿老城区。“这是
一种特殊的视角，多么美妙的
地方，”她沉思着。但是随后
她又想起了她的家和她为什么
在这里。今天，她想参观两家
公司，他们有机智的想法，确
保太多能源不再被浪费。“用
电脑给家里供暖 – 真难以置
信居然有人想出了这个主
意。”艾米莉亚自言自语道，
她合上笔记本，以便她能赶上
将她带入德累斯顿高科技北区
的有轨电车。

数字化的一个缺点是计算机中心的能源消耗不断增加：数千个处理器需要大量
电力并需要大量冷却。Cloud&Heat Technologies GmbH 提出了一个突破
性的解决方案：高度安全的云中心，实际上用废热加热办公设施，而不是将这
些能量“卸载”到周围环境中。作为替代方案，精妙直接冷却的热水也可以将
热能输送到区域和地方供热网。这节省了冷却和加热成本，改善了计算机中心
的二氧化碳平衡，并有助于保护环境。Cloud&Heat 还创建了第一个装在集
装箱中的水冷移动计算机中心。目前，全球有1,000多台 Cloud&Heat 服务
器在运行。

Photo: Heliatek GmbH

多亏了有机光伏，太阳能技术比
以前更广泛地被使用 — 不再只是
在屋顶上，而且还可以用于外墙
和脆弱的建筑。为实现这一目
标，技术领先者 Heliatek GmbH
生产透明、毫米薄、柔性以及位
于德累斯顿工厂的超轻太阳能薄
膜。这些创新的“HeliaFilm”能
量收集器即使在传统硅技术无法再产生更多电力的低光照条件下也能供电。萨克
森州制造的有机太阳能薄膜已在德国、中国、法国、比利时和埃及被使用多年。
Heliatek 采用高效的卷对卷程序生产这些薄膜，每平方米太阳能薄膜仅需要1克
有机原材料。

Photo: Cloud&Heat Technologies GmbH

当云为房屋供暖时

超轻有机
太阳能薄

热能到达现场
由总部位于 Freital 的 watttron GmbH 公司开发的创新智能加热技术，具有彻
底改变塑料包装行业的潜力。获得专利的 watttron 系统可精确加热材料 — 仅
在实际需要成型的地方加热。使用这种方法，制造商能够优化酸奶杯的壁厚等，
从而节省近三分之一的材料和能源，同时避免浪费。

去中心化的能源世界的平台
能源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分散的生产商向电网供电，电动汽车需要充电站，必须
储存 多余的能量。位于德累斯顿的 Kiwigrid GmbH 公司提供了一个连接新技术
和商业模式的平台，循环围绕能源、热量、电动汽车和物联网 (IoT) 展开。例
如，“独立之家”平台板块帮助房主全年为自己提供清洁的自生能源。“电气化
城市”针对住宅行业，读取数字燃气表、水表和热表的消费数据，协调多户住宅
和市区的能源平衡。“Transactive Grid” 帮助电网运营商平衡供需，并防止局
部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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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自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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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艾米莉亚瞪大了眼睛，视线向上移动。“如果你想走向未来，
你并不总是需要拆除所有旧的东西。”托马斯解释说，他应萨克森的开姆尼茨
供应商 eins energie 的请求，帮助艾米莉亚完成她的事实调查任务。
“30年前，这是一座火力发电厂的丑陋、风化的钢筋混凝土塔。然后这里到
来了一位法国艺术家，他对颜色和灯光有着非常非凡的想法。而现在，这个
302米的烟囱是世界…。

Photo: eins energie in sachsen GmbH & Co. KG / Dirk Brzoska

市长缓慢地深呼吸：当你考虑到德累斯顿大都市区数十万家庭的废水
在这里处理 时，一股清新的微风吹过卡迪兹的大型污水处理厂。
“并非总是这样，”伊薇特承认，她在巨大的设施中引导着艾米莉
亚。“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工作、金钱和专业知
识，用最先进的技术升级污水处理厂。我们经常接待像您这样想要了
解更多此类转型的国际宾客。”

Photo: Stadtentwässerung Dresden GmbH

德累斯顿城市水处理有限公司 是废水处理的技术先驱。举一个例子：随着家用
化学品、药品、杀虫剂和纺织纤维的普遍使用，许多微污染物进入了以前难以
过滤的污水系统。在 “MikroModell” 项目的范围内，该公司与德累斯顿工业
大学一起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德累斯顿城市水处理有限公司 还使
用太阳能系统、水轮机和废水热等可再生能源处理废水。由于从污水污泥和有
机废物中提取的沼气可转化为电
能，位于德累斯顿的污水处理厂几
乎可以实现能源自给自足.该公司
广泛的专业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广受
觊觎，诸如越南、约旦和乌克兰的
废水项目。

The world’s tallest
work of art!

一个酷炫的大都市
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区域供冷网络之一由
位于开姆尼茨的 eins energie in sachsen
GmbH & Co. KG 运营。其冷却所需能量
由吸收式制冷机和热能储存系统提供。
从中央装置中取出温度为 5 摄氏度的冷
水，通过绝缘良好的管道系统流经城市。
该系统为办公楼、购物中心、大学和其他
公共设施降温，并重新吸收这些场所的热
量。被加热到大约 12 摄氏度的水会流回
冷却系统，然后循环重新开始。总而言之，该公司为南萨克森州的大约400,000
家家庭和商业客户提供天然气、电力、热能、冷却能源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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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您保驾护航
音备忘录。智能手机上的联系人应
在两周的研究后，艾米莉亚的云存储充满了语
，她回到家里会立即把一切都改变
用程序充斥着新的签名。如果能随心所欲的话
论这次旅行中所有的灵感时，被问
的。当她回国后与市议会成员坐在圆桌旁，谈
指，敲了敲她记忆中的一个键，
到想先解决什么问题。艾米莉亚张开拇指和食
萨克森那样清理镇边的垃圾，然后
“氢，”她说。“智利阳光充足，如果我们像
就可以用廉价的绿色能源生产绿色
我们就可以安装很多太阳能发电厂，这样我们
造很多的就业机会。我真的很关注
氢。这将给我们市政府一个全新的方向，并创
和他们交涉。”
萨克森专家告诉我的事情，并且我很有礼貌地

我们为萨克森州的经济和研究呐喊助威、信念坚定。但我们更
愿意让行动说话: 我们支持和协助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帮助开
拓国内外新兴市场，启动经济与科研之间的联动，推动跨地区
性合作...
您看: 为萨克森, 当然也为了您的项目，我们愿意尽一切努力。
您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了解一下萨克森州更详尽的信息。我们期
待您的电话联系: +49-351-2138 0。
www.business-saxo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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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的能源和环境技术
在能源和环境技术领域，萨克森州参
与者的创新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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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保理念起飞的地方，萨克森专家通常
就在咫尺之遥。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
获得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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