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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L 将继续致力于
打造可持续社会
IVL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目前拥有近 300 名员工，均致力于应用

年度大事记
IVL 的愿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无论是在

型研究，以助力实现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瑞典的办公室里，还是在遥远的海外事业部，IVL 所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

我们没有选择搬走，而是用可持续的手段对其进行

我们的工作不仅有助于实现瑞典的环境目标，也为联合国提出的
今年的年报，我们将侧重介绍与“海洋和海洋资源、清洁饮水和卫

生设施，可持续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以及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这 4
个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的一些项目案例。

IVL 创建 50 多年来，水资源管理和水产养殖一直是我们的强项之

一。

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在海洋领域的工作硕果累累。这要归功于我们

位于菲斯克拜克希尔（Fiskebäckskil）附近的克里斯汀伯格海洋研究

和 创 新 中 心（Kristineberg Marin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ntre）员工们的辛勤付出。

在年报后续的内容中，我们会详细地介绍一些目前我们正在开展

的相关项目，以及我们如何致力于瑞典的“蓝色增长”与海洋食品生产

有的工作都将以此为纲领。面对年代久远的办公室，
了重塑。我们循环使用了大量家具和建筑材料，从而
避免了数以吨计的建筑垃圾和温室气体的产生，并

节约了大量资金。2018 年，我们为斯德哥尔摩和哥德
堡办公室的升级改造投入了大量的内部和外部经

费。哥德堡办公室的员工在第一季度就搬进改造后
的办公室。为了这次的改造工程，我们投入了必要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

由董事会通过的 IVL 的 5 年发展目标之一为：

到 2020 年，营业额翻一番或保持 10% 的年增长率，
从而实现业务扩展的既定目标。

我们将在不影响研究和咨询工作质量的基础上，

可持续体系开发。

通过业务能力提升和并购来实现增长。

引发了公众对瑞典乃至全球水资源问题的关注。2018 年 5 月，瑞典第

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我们必须进一步扩大规

2018 年，我们还开展了一个关于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方面的项目，

一瓶使用再生水酿造的啤酒正式亮相，这一创新项目由 IVL 牵头，新
卡内基啤酒厂和嘉士伯瑞典分公司共同参与。

为了持续为企业界和社会其他领域乃至国际市

模。

一年来我们进行了多次战略招聘，员工人数在持

2018 年，IVL 在资源回收与再利用领域继续发力，助力实现社会

续增加。我们需要招募更多的人才来提升知识储备

摩与哥德堡年代久远的办公室不再能满足办公需求，我们没有选择搬

由瑞典森林工业联合会（SFIF）作为协调方与

可持续发展的愿景。随着 IVL 业务和规模的不断扩展，位于斯德哥尔

和创造力，以实现我们可持续社会的愿景。

入新的办公室，而是以可持续的理念对旧办公室进行改造。在重新装

IVL 共同合作申请的研究项目“Mistra 数字森林”于

吨计的建筑垃圾和温室气体的产生，节约了大量资金。

理的数字化和高效化，IVL 负责可持续性评估和可

修的过程中，我们循环使用了大量家具和建筑材料，从而避免了数以

在本年报中，我们还着重介绍了 IVL 如何积累化学领域的专业知

识，包括从分析方法到实用程序、以化学品安全使用和立法为目的的

2018 年获得批准。该项目旨在全面实现林业经营管
视化方法的开发。

IVL 已经在印度开展了多年的项目运营工作，而

不同市场产品分类和贴标，以及建筑产品化学

这些项目资金主要来自瑞典政府、瑞典企业和欧盟。

文。

问，帮助孟买市和德里市解决他们的水和废物问题。

们每一位团结一致、能力超群的员工。接下

项目，在该项目中，IVL 将与当地咨询机构合作，在

性的员工。

设情况进行评估。

物质的数字化管控。更多详尽内容，请参阅下
2018 年，IVL 能够再创辉煌，要归功于我

来的文章里，我们还会采访几位具有代表
让我们一同期待吧！

在一个欧盟资助的援助项目中，IVL 担任专业顾
作为这个项目的后续行动，IVL 成功中标另一个

未来 6 年间对孟买两家最大的市政污水处理厂的建
为此，我们特地设立了 IVL 孟买代表处。在随后

赴印度访问期间，我们再次获客户委托，对浦那市的
一处垃圾焚烧发电设施进行可行性研究工作。

在印度，IVL 还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展智慧城市相

关项目，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是研究如何将宾
布里的再生水回用于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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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谁
IVL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是一家独立的，专注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科研机构，凭借对瑞典环境

现状最全面的了解，我们将应用型研究与发展相结合，并与商业界和社会公共部门密切合作。我们采用跨学
科和系统思考的方法进行研究工作，以科学为依据开展咨询工作。

环境问题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到

除了具备环境科学领域的专家，IVL 还拥有许

何相互影响。这也是为何 IVL 的工作贯穿整个

的专业知识 - 几乎三分之一的员工拥有博士学

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审视所有部分以及它们如

多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我们拥有广泛

可持续发展领域。

位。

核心价值观
IVL 的核心价值观是：诚信为本，

顾全大局，放眼世界，全力以赴，
共创价值。

我们的宗旨

IVL 开展应用型研究和咨询项目，旨在促进商

业界和社会其他部门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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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IVL 的愿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我们通
过以下途径推动世界向可持续社会转型：
将科学转变为现实
将环境问题转变为机遇
将线性流程转变为循环经济

我们的工作
IVL 的商业模式与业务领域有助于增强国家的竞争力 .

我们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可持续工作提供支持，帮助他们解决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特定环境问题。
研发是 IVL 开展工作的基石。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不断地扩展积累专业知识，为咨询工作奠定基础。

客户和委托方

IVL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的业务模式

多元化的需求

定制任务
为外部客户提供研究
和咨询服务

培训

措施
沟通

调查和影响评估
长期可持续战略

深入和
前瞻性研究
共同资助、
补贴资助或欧盟资助

咨询与流程管理

我们通过在四个重点领域开展工作以实现“将科学转变为现实，将
环境问题转变为机遇，将线性过程转变为循环经济”，从而推动社会
向可持续方向转变。

自然资源、
气候和环境
资源的高效回收
利用和消费

我们的战略重点领域
IVL 的四个重点领域：自然资源、气候和环境，资源的高

可持续生产
和环境技术
可持续城市
发展和交通

效回收利用和消费，可持续生产和环境技术，可持续城市
发展和交通，构成了我们战略重点领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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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谁服务
IVL 将应用型研究与发展相结合，与商业界和社会公共部门密切合作。我们采用跨学科和系统思考的方法
进行研究，以科学为依据开展咨询工作。

我们正在通过将科学转变为现实，将环境问题

我们与客户密切合作，精准定位客户需求，并与

社会向可持续方向转变。

保持持续对话。

转变为机遇，将线性过程转变为循环经济，推动

合作伙伴、董事会、所有者以及政府和决策机构

商业界

IVL 的客户遍布各行各业，我们为客户的决策及环境后
续行动提供数据支持。2018 年，IVL 的项目组合中，来
根据重点领域划分，IVL 有四个业务委员
会 – 同时也作为平台为外部利益相关方
提供参与机会：
自然资源、气候和环境
资源的高效回收利用和消费
可持续生产和环境技术
可持续城市发展和交通

自瑞典国内和国际客户的商业委托多达 886 项。

政府机构

有些项目，部分由国家和商业界共同提供资金，部分由
政府研究机构、研究基金会和欧盟项目提供资助。2018
年我们的项目中有 51% 得到了政府和欧盟的补贴。

合作伙伴

IVL 与其合作伙伴在欧盟项目体系中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2018 年，我们有 32 个欧盟项目正在开展，同时还有
8 个新项目在本年获得批准。

专业机构和行业组织

作为一家独立的机构，IVL 是一个商讨跨行业问题的重
要场所，也是行业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我们在许多
项目上与专业机构和行业组织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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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客户创造环境价值

“多年来，我们建筑材料生产商协会（Building Material Producers Association）
一直和 IVL 合作，开发数字化建筑产品声明系统。面对那些复杂繁琐的问题，IVL 的

独立性和科学的研究方法非常重要。我们坚信数字化将为材料行业提供更加完善的
环境信息，因此，客户在采购时就能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可持续的选择。”
Anneli Kouthoofd
CEO,

建筑材料生产商协会

“在我们建筑环境集团进行损害调查评估时，IVL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作为我们的重
要合作伙伴，为我们带来了强有力的支持。IVL 的分析有效地简化了我们的工作，让

我们能够有效地确认正在进行的评估。因此，我们可以实施正确的措施，确保更好的
室内环境的质量。”
Lasse Iisakka

调查工程师，SBR，
建筑环境集团

“IVL 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如何影响环境，从原材料的
开采到报废产品的处理。这项工作的成果便是“HL 可持续选择”，它包括使用可再生

或再利用材料的各种样式的可持续营销解决方案，与我们的原始系列营销方案相辅
相成。我们从货架端标签和货架促销牌开始，目标是在 2019 年为客户提供三分之一
的可持续材料。”
Jonas Marking

产品经理，负责“HL 可持续选择”项目
HL 展示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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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NYGÅRDS
IVL 基金会主席

我们基金会
的实力

联合资助型研究是基金会最重要的工具。在我看来，IVL 的独特

联合资助的研究基于工商业界、其他组织或欧盟资助金额，

之处在于它为工业界和政府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以满足

该数量一般不低于 SIVL 通过国家资源所资助的金额。

推广科研及科研成果应用。即 IVL 将科研成果直接交付给委托

点放在四个重点领域，每个领域都有一个基础广泛的商业委员

工业和国家的利益，最终造福社会。IVL 还致力于在同一机构内
客户，并确保客户能将其应用于实践。这将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为了扩大相互交流和参与，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把工作重

会与所有者基金会合作。

在我看来，IVL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为工商业界和政府搭建

作为 SIVL 基金会的主席，我认为保证 IVL 的独立性和长期

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满足工业和国家的利益，最终造福社会。

SIVL 包含一家拥有多家子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即 IVL 瑞

与政府和工商业界进行了成功的互动。此外，IVL 还成功地将

战略至关重要，它保证了我们的特殊所有权结构。

典环境科学研究院。反言之，IVL 为水和空气保护研究基金会
SIVL 所有。

政府和工商业界分别任命相同数量的成员加入董事会。这

种所有权结构的优势在于，可以使基金会的工作重心保持恒定，

这是取得良好效果的有效方法。我认为 IVL 在诸多关键问题上
研究和咨询结合在一起，证明了在同一组织中进行研究和实际

问题的解决的好处⸺可以直接将研究成果移交给 IVL 研究工
作的委托方。

这是关于明确角色划分的问题，科学家可能不太愿意在市

不会轻易动摇，这一点与我们的机构属性非常契合。

场上卖力地推销他们的技能，而咨询顾问则可能不想在背景分

者指令》明确规定了 IVL 的使命和目标。基金会每年都会为公

各方都十分有益，这一点在 IVL 得到了证明，IVL 可以轻松地

基金会 SIVL 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监管公司。其中，《所有

司开展的共同资助研究制定计划，还会对董事会的组成进行审

核。比如，董事会是否拥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董事会成员是否足
够活跃？是否有人在董事会任职时间过长？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
能力、够积极，可以为业务做出贡献的的董事会。

在关键问题上与国家和
企业界进行互动

析上花费太多时间。若能成功地将这些专家专长结合起来则对
招聘到有技术、有能力的员工，这些优秀的员工也对其他公司

同样有吸引力。我们也希望那些曾与我们共事过的人能够在业
界受到欢迎。

未来，我们的规模将继续扩大。在相关的研究领域，我们

需要更多杰出的科研人员，以保持相关性并创造更大的环境效
益，从而造福社会。

基金会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管理国家资源用于联合资助项目

（国家和工商业界的联合），目前，每年有接近 4000 万瑞典克

朗的国家研究资金由 SIVL 支配。董事会拥有这些资源，并将
其分配给 IVL 的各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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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penson

SIVL 瑞典水和空气保护研究基金会主席

ANNA JARNEHAMMAR
业务拓展及市场总监

我们的业务拓展及子公司
业务拓展对于 IVL 至关重要，能让我们保持领先地位，并与客户、所有者和股东们保持良好关系。
我们的部门内部一直在进行业务拓展，通过不断调整我们

现阶段我们正在进行拓展的领域是可持续数字化，我们相

提供的服务，来满足 IVL 涉足的各个领域的需求。此外，我们

信这一领域将使我们目前的运营及客户业务发生巨大的改变。

长。我们也可以在内部和外部同时积蓄能量，更快地建立新的

公司运行的服务，偶尔拥有其所在行业的所有权。进而，我们

也必须投资于全新的领域，有时也会为我们的业务拓展带来增
项目分支机构。

例如，我们进军可持续交通领域，以及在 2014 年成立了

IVL 马尔默办公室。三年后，这两个拓展领域在人力资源和财

业务发展还可通过使研究结果成为一种适合作为一个单独

可以接触到更广泛的客户和利益相关群体，同时更专注地研究
一个问题。

务方面都达到了一定规模，成功地转变为常规经营活动。

我们必须不断调整我们提供的服务，
以满足 IVL 涉足的各个领域的需求。

我们的子公司
eBVD 公司，在北欧国家以数字方式同步处理建筑材料行业

EPD International 公司提供了一套可以审核产品环境表现

BASTA online 公司，帮助建筑部门以系统化的过程逐步淘

于在市场上提供数字化信息服务。

的环境数据，推动了行业的数字化。

汰建筑材料中有害物质。使用该系统的公司对材料中化学
品的专业知识也得到了提升。

详情请登录 www.bastaonline.se

的可靠系统，可以审核产品的环境表现。该公司目前正致力
详情请登录 www.environdec.com

IVL 还在中国成立了子公司和代表处，以便更容易进入中国
市场。此外，我们成立了 IVL 印度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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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UNTHE
科研主管，副院长

我们的研究取决于外界的需求
IVL 的科研工作范围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所有领域。这本身是一种优势，但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同时开发和调
整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我们研究的重点取决于外界的趋势和需求。正如您所料，气

候变化排在首位，尤其对各种措施进行分析和评估的必要性。众

专注于数字化

与社会其他领域一样，我们也在数字化方面投入巨资。从根

所周知，迈向“气候中和”社会的变革进程进展十分缓慢。

本上说，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数字化巨大的优势。例如，通过改进环

典的解决方案，甚至更多的国际方案。气候变化已经开始，因此我

统开发来确保对数据的运用和处理。在当今社会数字化的力量

我们将致力于开发新的技术解决方案，并应用已经存在于瑞

们还需要开展影响评估和气候适应方面的工作。

此外，IVL 其它优先领域是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化学品的使用，

我们面临的还是那些老问题⸺将口号转变为行动，以实现环境
目标。

我们认为，2019 年将成为瑞典国内和国际层面对可持续蓝

色经济进行重大投资的开端。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基础是对海洋生

态系统的了解，以及这些生态系统如何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再
将其与创新和创业相结合，就构成了我们在克里斯汀伯格海洋研

究与创新中心合作的基础⸺我们将在 2019 年进一步开展这项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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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数据来帮助决策制定。同时，我们也看到，数字化需要不断的系
下，我们还应该扪心自问，我们的行为对人类自身和我们的环境
会产生什么影响。

IVL及其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将其作为评

IVL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致力于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估项目和活动的基础。将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评估框架，可以

增长方面的应用型研究。我们的工作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制定的

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关注、承认和描述不同目标之间的潜在冲

���� 年 � 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峰会上通过了 �� 项全球

保证研究方向不偏离主流，降低与周围世界脱节的风险。其中

可持续发展 �� 项全球目标，以及瑞典的环境目标。

突，并努力做出相关的权衡。

目标。这些目标是综合的、不可分割的，并兼顾了可持续发展的

性研究和发展的需求。商业界也有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可持续发

机、减少不平等和消除极端贫困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瑞典和欧盟的大量资金投入中也可以看出对当前可持续

展相关的业务，尤其是在气候领域。然而，改变和转化的过程将
需要多年的研究努力，还需要时间和资源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
实，确保新知识得到应用。

必须将研究成果加以应用

对研究和研究成果应用的投资最终将使瑞典成为一个出口

可持续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的国家，全球市场对这部分的需

求量巨大。但对于像 IVL 这样规模相对较小的研究机构来说，

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其目的是在 ���� 年前解决气候危
在 IVL 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政策中已经指出，我们所有的

研究、发展和商业服务都将有助于实现 �� 项全球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瑞典政府发布的瑞典环境目标。

世界在不断变化，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社

会，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寻找新的前进方向。在 IVL 的研究和项
目中，我们不断努力为可持续的未来寻找新的解决方案。这适

用于水资源、海洋、能源、建筑、废物、回收、消费、工业、生态系
统和协作等方面。

IVL 的业务主要有助于实现以下九个全球目标，我们制定

也存在威胁。如今，高校正在朝着越来越多的应用研究方向发

的目标及为实现目标而开展的后续年度工作都是围绕以下这

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这是正确的运作方式，但也对研究机构

•人人享有净水和卫生设施

展，以响应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要求。在这种氛围下，对拨款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研究机构与高校不同，对研究机构的融资模式以及收回成

本的必要性缺乏了解，可能会扭曲竞争。在欧盟的竞争环境中，
我们经常与具有完全不同国家补贴和财政资源水平的机构竞

争。尽管竞争日益激烈，IVL 的研究仍将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
发展。在未来几年，我们会保持和发展我们的业务广度，并扩大
与商业界、政府和其他研究资源的合作来发展壮大。同样重要

的是我们与政府和行业独特的合作模式，以及我们联合资助研

究。这个理念无疑是成功的，在过去 �� 多年中为许多环境挑战
带来了建设性对话、新知识和解决方案。

些具体的目标：

•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

•可持续工业、
创新和基础设施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应对气候变化

•海洋和海洋资源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执行力和全球伙伴关系
在今年的年报中，重点突出了能够反映我们为“人人享有

清洁水和卫生设施，可持续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可持续消费
和生 产，
以及海洋和海洋资源”这四个目标做出贡献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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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减少了 94 吨温室气
体排放，节约资源并
降低了成本

通过再利用打造全新的
可持续办公室

IVL 的愿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当办公室不再能满足业务和规模扩展的需求时，我们以此愿景为指导，不是选择搬走，而

是用可持续的方式进行改造。循环使用家具和建筑材料避免了数以吨计的建筑垃圾和温室气体排放，
节约了大量资金。
近年来，IVL 发展迅速，目前已拥有 ��� 多名员工，位于斯

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办公室工作空间迅速变得过于拥挤。面对这
一问题，我们没有搬至新址，而是对两个办公室进行改造升级，目
标是创建一个智能且可持续的工作场所。

“工作空间项目”( 内部名称 ) 持续了将近三年，最终确定：

���� 年 � 月，哥德堡办公室迁回；同年 �� 月，斯德哥尔摩办公

室也完成了改造。改造后，灵活的工作场所可以在相同的空间下
容纳更多的员工，而办公地点则继续保留在毗邻查尔姆斯理工大
学和瑞典皇家理工大学的黄金位置。

IVL 以自身改造项目为研究案例

在我们办公室改造的同时，IVL 正好在开展几个研究办公室

内部设施再利用的项目，因此，我们利用此次机会将自己的办公

里的再利用都能有效地节约资源。IVL 参与的几个项目和 IVL
两个办公室改造的结果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温室气体排放上，再利用比全部重新购买减少了 �� 吨，这意

味着气候影响将减少 ��%。出售二手产品并以另一种方式再利
用这些产品，可以额外减少 �� 吨的温室气体排放。

废弃物减少了 �� 吨。出售二手产品可以再减少 � 吨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

改造成本降低了 ��� 万瑞典克朗。许多人认为再利用的成本高
于正常改造的成本，但事实恰恰相反。降低采购成本。
节省的费用比劳动力成本增加产生的费用要高很多。

Carina Loh Lindholm 表示：“即使算上库存、装修和采购等
方面额外工时的成本，总价依然低于购买所有新产品的价格。”

室翻新改造作为一个案例进行研究。

Carina Loh Lindholm 说：
“从材料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

尽可能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已将这一理念

IVL 竞选“瑞典最美办公室”

为了把项目做好，来自 Spectrum Architects 公司的建筑设

付 诸 于 实 践，包 括 应 用 到 我 们 的 工 作 场 所。
”Carina Loh

计师和来自 Tenant and Partner 的租户代表付出了更多的努

项目。

有延迟。

Lindholm 曾参与 IVL 办公室的改造和其他建筑行业的再利用
IVL 不仅循环利用了现有的内部装饰与办公用品，还购买了

力，这对项目的时间安排有一定影响，但其实建设阶段本身并没

Carina Loh Lindholm 说：“创造一个新旧物品相结合的，

一批二手家具，并对一部分家具进行了翻新，如，为一些办公桌更

有吸引力的单元非常具有挑战性，因此，选择的建筑师非常重

��% 的永久性内部设施，如门廊，管道系统和声学盘。共有约 ��

做过回收永久性固体建筑产品的设计工作，我还担心他们会做不

换了新的桌面。改造后的办公室循环利用了 ��% 的家具和大约
吨家具与室内陈设被再利用。

高回报的再利用

无论是从经济、废弃物和气候影响哪个角度来计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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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Carina 对这家建筑公司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以前从来没
好，但他们非常出色地完成了工作。”

实际上，结果非常好，IVL 哥德堡办公室还被提名参与“瑞典

最美办公室”的竞选。改造的一个好处在于，IVL 的员工从中获得
了宝贵的经验，可以传播给其他人；改造后的办公室作为参考案
例，让许多参观者从中获得了灵感。

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改造后的办公室里，翻新后
的家具、办公桌和带有复古气息的瓷器都发出了一
个明确的信号:在IVL，我们言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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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L 办公室通过循环再利用减少了 94 吨温室气
体排放。可调节高度桌子的重复使用提供了最大
的气候效益，因为它们数量众多并且由金属和电
子设备构成。

“我们研究项目的参与者，包括 IVL 和其他合作方，都对如何

再利用有了更深的理解，以及如何提供帮助，并让行业参与进
来。”

通过此次改造，我们获取的一个教训是，重复使用家具比重

复使用室内建筑产品更容易，这是因为接收库存和转售二手建筑
产品的操作人员很少。Carina Loh Lindholm 说：“我们的经

验是，在斯德哥尔摩，固体室内建筑产品的再利用市场要比在哥

德堡的更为发达。例如，在哥德堡我们无法转售二手门和玻璃隔
板，这些都只能被丢弃。而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却能够转售，这也要
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

二手市场正在建设中

IVL 正在积极地与其它几家机构开展合作，推广建筑行业的

循环产品，以加强和发展固体建筑产品的再利用市场。建筑材料

Carina Loh Lindholm
在哥德堡办公室从事可持续社区的建设
“我是四年前来到 IVL 工作的，此前我是一战略师

再利用平台中心（包括网站 www.ccbuild.se）预计于 ���� 年建

和顾问。有机会参与国内和国际大型项目，对我来说很

模再利用，包括二手建筑产品市场，以及存货清单工具，可按类

可以开发解决复杂问题的项目，
并且已经成为现实！

成。该中心将提供数字化工具，从而更容易实现建筑材料的大规
型、使用年限和质量标记产品。

“通过整个供应链的合作优化，从租户、业主、建筑和拆卸承

包商、建筑设计师到零售商，我们可以从建筑到建筑，让更多的办
公家具能被再利用起来。”Carina Loh Lindholm 说道。

想要了解更多 IVL 在循环利用领域的工作和服务，欢迎联系：

Carina Loh Lindholm, carina.loh.lindholm@ivl.se，电话：
+�� ���-��� �� ��

有吸引力。IVL 拥有极其广泛和深入的专业知识，我们
办公室改造是我做过的最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对我

们自己工作环境进行改造。这不是基础或前沿研究，而
是应用研究。我们让事情发生，我发自内心的喜欢这项
工作，
可能我仍然还是一个环境战略家。

我最期待的项目，是将我们循环利用的经验传递给

基律纳市，
供他们在城市搬迁时使用。

我是一名化学家，参与 Basta 相关工作。Basta 是

IVL 努力逐步淘汰建筑产品中的环境有害物质而建立
的系统。与行业紧密联系并成为其发展的推动力，是一
件很有趣的事⸺我希望能发展得再快一些。
”
你最好的环保小贴士？

“继续使用自己现有的东西⸺衣服、手机、家具，无论
是什么⸺或者多买一些二手物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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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物品最值得再利用？
由 IVL 领导的“瑞典办公室再利用的潜力与方案”项目，测算了改造或新建时，重复使用建筑材料和家具可以节省

的成本。该项目对八种常见的物品进行了评估，包括：办公椅、访客椅、高度可调节办公桌、花盆、玻璃隔板、室内门、屋

顶瓦和纺织地砖。以一个面积为 ���� 平方米，拥有 ��� 名员工的办公室为例，改造时通过再利用产生的节省潜力如下：
你愿意为改善气候出一份力么？选择再利用吧！

你想省钱么？选择再利用吧！

· 高度可调节办公桌：少排放17吨CO₂

· 办公椅：节省600,000克朗

· 办公椅：少排放15吨CO₂

· 纺织地砖：节省350,000克朗

· 玻璃隔板：少排放13吨CO₂

· 高度可调节办公桌：节省300,000克朗

你希望不再被垃圾围城么？选择再利用吧！

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综合考量，最值得循环利用的是玻璃隔板、

· 玻璃隔板：少产生14吨垃圾

高度可调节办公桌和办公椅。

· 高度可调节办公桌：少产生7吨垃圾
· 纺织地砖：少产生6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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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对于促进再利用
可能性的新认知

至少五分之一的丢弃物可以被再利用

去过回收中心的人都知道，大部分被丢弃的物品都处于良好状态。IVL 与 Envir 一起代表 Waste
Sweden 检测了十几个集装箱的废弃物。检测结果显示，至少五分之一的废弃物可以被再利用。
IVL 的项目经理 Johan Hulten 说：
“从根本上说，我们希

望减少浪费并促进再利用。然而在我们选择投资再利用之前，我
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回收中心里的废弃物以及它们的状况。对废物

回收中心随机样本分析的结果如下：

在春季和秋季期间，我们对两个回收中心进行了 �� 次的

· ��% 的废弃物被认为可再利用，并可在二手商店出

的了解越多，
我们才能对它们做更多”。

随机样本分析。
对共计 �� 吨废弃物进行了分类，单独评估了近
����� 件物品。

Johan Hulten：“我们遇到的东西五花八门，有鱼饲料、邮

票和面包卷，还有桌椅、自行车和救生衣。据我们所知，本研究是
迄今为止，人类首次进行此类研究。因此，从字面上讲，可以增加
每一种丢弃物的再利用潜力”

全新的二手市场亟待建设

这些可以被再利用的物品大多数都没有在二手商店上架，例

售。

· �% 的废弃物在维修后具备再利用的价值。
· �% 的废弃物功能正常，虽然没有显著的经济价值，但
仍然具备使用价值。

· ��% 的废弃物无法被再利用。
· ��% 的废弃物分类不当，如包装和花园垃圾。

如建筑材料和工具。

Johan Hulten 说：“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在二手市场上出

售，但最大的难点是找到合适的买家。想要增加再利用，需要新的

商业模式以及与新参与者的合作以接触到新的目标群体。例如，
建立建材行业的二手利用市场。”

我们还对 ��� 多件物品进行了分析，检查它们是否含有危险

物质，分析结果可以深入了解再利用过程中危险物质的问题。分

其他
废弃物

无法再利用

析结果表明：大量物品中包含危险物质，但浓度很低。

本次的研究由 IVL 主导，由 Waste Sweden 资助。随机样本

分析与 Envir 合作开展，他们擅长检测不同类型的废弃物。

想了解更多 IVL 在再利用和废弃物管理方面的工作，请联系：

Johan Hulten, johan.hulten@ivl.se 电话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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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利用并具备
商业价值

维修后可再利用
可再利用并具备
使用价值

Johan Hultén
废弃物专家，哥德堡办公室
我参与废物和废物防治相关的各种项目，从制作统计数

据到研究更为具体的咨询工作。我希望提供有助于政策制
定者的真实数据。

废弃物领域正在不断地变化。虽然有些方面正朝着错误

的方向发展， 例如垃圾的产生量还在增加，但另一些方面
则在迅速改善，例如，人们对于食品公司向慈善机构捐赠多

余的食品行为不再大惊小怪了。
就在几年前，我们代表北欧
部长理 事会审查了如何以专业和安全的方式进行捐赠。

我在 IVL 最期待的项目是，与真正敢于在基础设施建

设中选择再利用的市政府和当地企业合作，确保他们通过
资源效率和更多就业机会获得投资回报。循环经济是整个
体系的变革，我们必须敢于付诸行动。

在 AVC 项目期间，我结识了来自 Envir 的 Sanita

Vukicevic，她是建立和开发随机样本分析这一方法的推动

者。当一切走上正轨开始撰写报告时，她很快就离开了，我
会记得她是一个杰出的人。

我最好的环保建议是敢于询问和你一起吃饭的人：“你

打算吃那个吗？”为了减少食物浪费，我们要有新的态度，你
的胃和心灵都会因此而更加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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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减少富营养化，
促进可持续的海洋
食品生产

让牡蛎飞入寻常百姓家

瑞典对牡蛎的需求激增。去年一年瑞典进口了 ��� 多吨主要来自法国的人工养殖牡蛎。其实瑞典水
域也有大量的牡蛎，IVL 目前正在尝试以受控的方式养殖欧洲平牡蛎和太平洋牡蛎。
在 �� 米深的海水中安装一米宽的螺旋锚可不是一个简单的

在 Gullmars 峡湾开展的项目旨在开发受控条件下贻贝和

过程。当 Åsa Strand 前往位于 Kristineberg 研究站附近的峡

牡蛎生产方法。将农场潜于水下是因为在更深更冷的水域可以阻

面波涛汹涌。

蛎和贻贝生产，而养殖人员也更容易操作，并减少设备和贝壳的

湾安装养殖设备的时候，正值北风呼啸的季节，Gullmarn 的海

“这是最纯粹的研究和探索。我的梦想是让这个项目为瑞典

大规模的商业牡蛎养殖铺平道路。这个项目潜力巨大，在瑞典本

止或推迟贻贝和牡蛎的繁殖。这样一来，可以提供稳定的全年牡
生物污染问题。

土生产牡蛎具有可持续，可盈利，还可以创造数百个就业机会。”
研究水产养殖和外来物种的生物学家 Åsa Strand 说。

我们的养殖农场由一根 �� 米长的管子组成，在 �� 米深用绳

索锚定。该农场是与 Bohus 水产养殖公司合作设计的，目前该公
司专注于贻贝养殖。我们在 Bohuslän 沿海水域收获的 ���� 只
牡蛎幼虫被分装到篮子里，将在几周后投放到养殖场中。

本土养殖胜过进口
Åsa Strand 说：“我们需要一个易于调节的动态系统，因此

我们将养殖系统置于水下。这套系统还可以降低冬季结冰对养殖

的影响，隐藏在海水中还可以减少养殖工作与陆地活动和游艇的
冲突。”

未来四年的计划是致力于太平洋牡蛎、欧洲平牡蛎甚至贻贝

大量繁殖的太平洋牡蛎

瑞典水域盛产两种牡蛎：欧洲平牡蛎 Ostrea edulis，以及

十多年前出现在西海岸的形状更加椭圆形的太平洋牡蛎

Magallana gigas。现在，太平洋牡蛎物种已经在瑞典建立起来，
其生长速度远远超过欧洲平牡蛎，被归类为外来物种。因此，到目

前为止，瑞典水域还不允许养殖太平洋牡蛎，IVL 为此申请了瑞
典农业委员会授予的特许养殖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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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合养殖技术的开发工作。同时养殖几个品种可以减少生物脆
弱性，例如，在牡蛎中病毒爆发的情况下。

虽然目前瑞典水域拥有大量的太平洋牡蛎，但每年进口的

��� 吨牡蛎给瑞典水域健康的牡蛎带来了传播疾病的风险。

我们应该重视国内水域的牡蛎及其养殖的潜力，而不是一味

地依赖进口。在本土养殖贻贝和牡蛎有很大优势，它们可以滤取
来自海洋和河岸由过度施肥所带来的营养物质。

安装在Gullmars峡湾的养殖设备由一根长54米的
浮管组成，这根浮管需要被固定在32米深的海底

Åsa Strand

Anna-Lisa Wrange

水产养殖和外来物种研究员
工作地点：Fiskebackskil

水产养殖与海洋生态学研究员
工作地点：Fiskebäckskil与哥德堡

在来 IVL 之前我在哥德堡大学工作，从事水产养殖研

“我自 ���� 年 � 月以来一直在 IVL 的自然资源与环境

究。我一直希望能与瑞典水产养殖公司更紧密地合作，帮助

影响部担任研究员和项目经理，在 Fiskebäckskil 附近的

大学里并没有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因此我来到了 IVL -

我一直对自然和环境问题很感兴趣，在完成我的海洋

瑞典和世界大部分地区解决水产养殖面临的挑战。但我在

克里斯汀伯格海洋研究和创新中心工作。

我过去觉得，现在仍然觉得，IVL 鼓励应用研究和商业紧密

进化生物学的论文后，我想去从事应用型的工作，帮助整个

如今瑞典对太平洋牡蛎的需求如此之高，供应商已经

响社会的问题，尤其解决方案可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我

联系。

无法满足。其实太平洋牡蛎没有媒体描述的那么可怕，外来
物种也可以提供积极的生态系统服务。

我受到了雅克 · 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的启发。

他是海洋科学领域的先锋和远见者，早在 ���� 年他就提
出：“我们必须养护海洋的植物和动物，用农业方式来对待
海洋，而不是用狩猎方式来对待海洋”。

迄今为止，我最感兴趣的项目就是在近海水坝中养殖

欧洲平牡蛎品种的牡蛎幼虫。这个项目由 IVL、Bohus 水
产养殖公司和查尔姆斯理工大学合作开展。

我的梦想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进行了。与各有所

长的同事、企业家们和其他参与者合作，一起解决水产养殖

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希望能够帮助建立一个新的行业，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创造环境效益，而不是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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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提升对于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认识。我喜欢处理影
对许多不同的环境问题都感兴趣，
喜欢尝试新事物。

这些年有很多对环保充满热情的人激励了我。例如，

David Attenborough 传播令人惊叹的自然环境知识，以

及可持续措施对于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寂静的海洋》
一书的作者伊莎贝拉 · 罗文（Isabella Lövin）让我看到了
渔业如果无节制地捕捞后果有多严重。

如今瑞典对水产养殖的兴趣在增加，这是瑞典一个未

充分利用的行业。我相信我们的成果会有助于整个行业的

发展，并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很多人对我们的工作感兴
趣。

蓝贻贝是最健康、最可持续的食物之一。它不仅脂肪含

量低，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还可以减少沿海水域的富

营养化。
我的环保建议是，下次做饭的时候把肉和鱼换成贻
贝!

太平洋牡蛎和欧洲平牡蛎的幼虫。
创新中心的另一位生物学家 Anna-Lisa Wrange 说道：“我

们应该重视本土储量和养殖潜力而不是一味地依赖进口。在本土

养殖牡蛎和贻贝有很多好处，它们会滤取海水中的富营养化物

质，礁床自身也是许多其他海洋生物的重要栖息场所。它们还是
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从山珍海味到大众菜肴

与鱼类和贝类不同，牡蛎和贻贝不需要饲料喂养，并且它们

也可能成为我们日益枯竭的野生鱼类资源的重要补充食物。因
此，瑞典对发展海水养殖业的可持续生产系统产生了浓厚的兴

码头有5000只牡蛎幼虫，现在将对它们进行分类，
然后送给养殖农场。

关于牡蛎的数据

���� 年，全球牡蛎总产量 ��� 万吨。太平洋牡蛎是世界上

养殖最广泛的品种之一。欧洲平牡蛎的全球年产量为 ����
吨。

���� 年，Bohuslän 地区北部的野生太平洋牡蛎储量大约
在 �� 万吨到 �� 万吨之间。

自行捕捞牡蛎需要得到土地所有者的许可。

想了解更多关于 IVL 在水产养殖方面的项目详细信息，
请联系：

趣，尤其是在太平洋牡蛎变得供不应求之后。如果古尔马峡湾的

Åsa Strand, asa.strand@ivl.se, 电话 : +�� ���-��� �� ��

吃得起的大众菜肴。

���-��� �� ��

养殖研究进展顺利，几年后牡蛎将从山珍海味变成家家户户都能

Anna-Lisa Wrange, anna-lisa.wrange@ivl.se, 电

话 : +��

一项调查贻贝和牡蛎
所面临的威胁的新研究

近年来，欧洲的贻贝和牡蛎礁的分布数量有所减少，瑞典也

出现了类似的情况。IVL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正在调查这两个物
种可能面临的威胁，以及如何促进它们未来的发展。

IVL 的生物学家和项目经理 Asa Strand 说：“蓝贻贝和牡

蛎礁在沿海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对人类和蓝色产业而
言非常重要。”

在欧洲海洋（European Maritime）和渔业基金（Fisheries

Fund）的资助下，IVL 将联合瑞典农业科学大学（SLU）生态系的研

该项目将会通过测定不同群落的发病率和遗传变异来评估

牡蛎礁的生物价值。此外，研究人员还将检验促进牡蛎和贻贝生
长的方法，并确定太平洋牡蛎（又名日本巨型牡蛎）等外来物种对
本土种群的影响。

欧洲的研究人员认为蓝贻贝的减少主要是受气候变化的影

响，而非外来物种造成的。与太平洋牡蛎不同，蓝贻贝不能适应温
暖的冬季气候。

究人员共同开展为期 � 年的一项研究，以调研瑞典本土牡蛎和贻贝
礁的状况。
“当前，关于瑞典蓝贻贝和牡蛎的历史和当前分布的相关
信息十分有限。
我们不确定它们的数量是否真的减少，如果是，我们
将努力找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
Åsa Strand 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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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闭环可以节约资源并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鱼纸共生的未来

很多东西，对一个人来说一文不值，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就可能价值连城。同样，产业共生有让人意想不到之处，比如在造纸厂养殖巨型
虾和鲈鱼。IVL 和 ÅF 开展的一项可行性研究探讨了在造纸厂内建造养鱼场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
IVL 的项目经理和水产环境研究员 Magnus Karlsson 说“目

适合利用造纸厂和纸浆厂排放废水进行养殖的物种包括：

前，这个想法还仅停留在概念的层面，在进行实践检测前，我们要

巨型虾、鲈鱼、罗非鱼和非洲鲶鱼这些温水物种。据研究人员估

可行。计算结果表明，这个想法是可行的，且具有巨大的潜力，如

朗之间。用这种方式养殖的水产品的价格约为每公斤 ��-�� 克

通过周密的计算来判断在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该创意是否
果能成功建设并投入使用，将会带来许多环境效益。接下来，我们
将与养鱼户和造纸厂合作，实地测试这个理念”。

计，每年生产 ���-��� 吨水产品的养殖成本在 ����-���� 万克
朗。”

Magnus Karlsson 表示 :“现在去讨论最终的市

瑞典的养鱼业受到严格的监管和法律约束，养殖

场价格还为时过早，毕竟这个项目有一定的环保效

物质排放量。对于在开放水域进行的传统养鱼业而

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一条循环经济之路，从而使一个人

益，有机会申请到相关的补贴。但很明显的是有可能

许可的发放基于鱼饲料的使用量，而不是实际的营养

的废物变成另一个人的收益。”

言，因为其经常向周围环境排放抗生素残留物和过量
的营养物质，故瑞典专门针对抗生素残留问题制定了

造纸厂的收益

限制。

陆地和封闭的养殖系统产生的养殖废水大多都

可以净化并循环利用，从而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然而，
这样的系统价格昂贵、技术复杂并占用空间。而且养
殖温水物种时还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对养殖用水进行
加热。

Magnus Karlsson
项目经理和研究员

有价值的营养物质

IVL 的项目经理 Joakim Samantha 表示：“造纸厂和纸浆

产业共生对于造纸厂也有许多好处，不仅最大限

度地减少了污染排放，还省去了热水排放的冷却步
骤，并且减少向净化设备添加营养物质。

本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包括：东约特兰省（Östergötland）的

森林工业及其关联的 Motala 电力公司、Skarblacka 造纸厂、
Fiskeby 包装纸板厂和 Braviken 造纸厂。

想了解更多关于 IVL 在造纸厂与水产养殖方面的工作，
请联系：

厂排放的废水需要进行净化和冷却处理。除含有热量之外，废水

Magnus Karlsson, magnus.karlsson@ivl.se, 电

类可以作为拟鲤和鳊鱼等物种的饲料，而这些鱼类物种又可以作

Joakim Hållén, joakim.hallen@ivl.se, 电 话 : +�� ���-���

中还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有机物质，可以促进藻类的生长。藻
为陆地养鱼中大型食用鱼类的饲料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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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话 : +��

Joakim Hållén
环境与水处理工程理学硕士
来自IVL斯德哥尔摩办公室
���� 年春天，我在 IVL 完成了我的论文⸺评估乌普兰斯韦

斯比（Upplands Väsb）地区污染严重的 Oxunda 湖中环境毒性

多氯联苯（PCB）的销售情况。毕业之后，IVL 向我抛来了橄榄枝。
我无法拒绝。

现在，我主要从事水生生态系统中环境毒素和营养物质的影

响评估相关项目。工作内容包括实地采样，建模和进行工业环境
许可证申请相关的污染物排放影响评估。

我参与的一个特别有趣的项目是探查三文鱼、鳟鱼、白鱼和

波罗的海鲱鱼等鱼类的数量。人类需要以可持续的方式对待这些
鱼类，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捕捞到含 PCB 和二噁英很低的鱼类。

如果我们能弄清捕捞位置、数量、捕捞方法和季节对于鱼体

内毒素含量的影响，就能让大型湖泊和诺尔兰海岸沿线的渔民以
更合理的方式进行小规模商业捕捞，让消费者在享用优质食材的
时候不需要去担心环境毒素。

对我来说，IVL 所有优秀的同事们就是我最大的动力，这里

的雄心和能量独一无二、引人注目。大家都在努力改变和重塑让
社会变得更美好，这一点时刻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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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减少氧化碳、磷酸盐
和二氧化硫的排放

产业共生减少环境影响

�� 万吨二氧化碳、��� 吨磷酸盐和 ��� 吨二氧化硫⸺这是瑞典北雪平市的一个产业共生网络通过产业共生每年减少的环
境排放量。

IVL 研究员 Michael Martin 说：“好处显而易见，除了环

境效益，这类合作还带来了竞争优势，例如降低管理费用、增强员
工协作和创新文化。”

���� 年，Michael Martin 与同事 Steve Harris 以及北雪

平和索特纳斯的工业合作伙伴一起开展了两项研究来评估产业
共生的可能性⸺即企业间彼此共享资源、能源和设备。而研究
涉及的两个产业共生网络分别位于北雪平和索特纳斯。

索特纳斯的产业共生网络包括陆地三文鱼养殖、鱼类饲料生

产和沼气生产等活动。除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避免过度使用肥

料等营养物质，产业共生网络还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创造了就业
机会。

环境及社会效益

IVL 研究员兼生命周期专家 Steve Harris 表示：“在产业共

生中，每个企业都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孤岛。因此，产业
共生可以为所在地区和劳动力市场带来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 北 雪 平 的 产 业 共 生 网 络 中，主 营 回 收 和 园 艺 业 务 的

Econova 公 司 与 北 雪 平 市 纸 浆 企 业 Holmen 及 Tekniska
verken 集中供热厂开展合作。Holmen 造纸厂产生的树皮和纤

维等废弃物被 Econova 用于生产土壤和土壤材料。Tekniska
verken 供热厂燃烧产生的灰分在 Econova 的产品中获得了新

生，例如可以作为混凝土和沥青的替代品。该共生网络还进行公
司间的热量再分配和利用。

重要的案例
Michael Martin 说：“我们应该重视对这些成功案例的宣

传，以激励更多的行业参与团结起来，引导瑞典迈向更加循环的
经济。”

本研究由研究平台 Resource 提供资金支持。

想了解更多关于 IVL 在产业共生方面的工作，请联系：

在产业共生体系中，
每个企业都被视为
整体的一部分，
而不是孤岛

22

Michael Martin, michael.martin@ivl.se, 电
���-��� �� ��

话 : +��

Michael Martin
生命周期分析与环境管理研究员，来自IVL斯德哥尔摩办公室
“我通过对产业共生的研究，证

明了企业参与产业共生网络能产生

人员和同事们的启发，他们通过新的创新项目不断提高知识

求在不断增长，我正在为几个行业、

目及与可持续消费相关的研究领域。
”

许多环境效益。这个领域的知识需
生。”

“我的灵感来自大自然和户外生活。同时也受到其他研究

不同的网络和其它领域设计产业共

“工作中接触的每一个项目我都很喜欢，但近期最令我高

兴的事情是我成功地向 Formas 申请到了一笔资金，用于

“年轻研究领导能力”项目，这个项目允许我聘用一名博士

生。我们将共同探讨如何在公开招标的背景下，制定更可持
续的要求和标准，从而建立更好的生命资源系统。”

水平。在未来五年，我希望自己可以主导几个主要的研究项

“我在 IVL 的梦想项目是与食品行业合作（例如啤酒行

业）
，为他们带来更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和循环解决方案。我

认为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和废物应该得到更好
的利用。
”

“我最好的环保建议是反思个人消费如何影响环境的各

个方面，而不仅仅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应该考虑所有消
费形式的环境影响以及道德和经济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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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废水循环利用 – 节
约能源、成本效益高

为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干杯
���� 年 � 月，我们推出了瑞典第一款用再生水酿造的啤酒。
这一创新项目由 IVL 牵头，与新卡内基啤酒厂和嘉士伯瑞典公司合作开
展。从根本上来说，污水啤酒的推出是为了促进可持续水资源管理，
提升公众对瑞典和全球水问题的认识。
IVL 的水资源专家和业务拓展经理 Staﬀan Filipsson 表示：

“在这个受水资源短缺威胁的世界，我们希望展示：将废水转化
为与普通自来水一样干净的饮用水的技术已经存在。”

多年来，IVL 一直致力于深入研发各种水净化技术来回收废

水。此前的研究表明，采用正确的技术就可以经济有效地回收废
水，净化后的水质可以满足重新进入地下水或被农业和工业循环

利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排放到湖泊和海洋中。然而，使用再生水
来节约水资源的方法相对较新。在许多国家，包括瑞典，人们仍然
认为这是遥远未来的解决方案。

和自来水一样干净

Staﬀan Filipsson 认为：“废水循环利用最大的阻力不是技

术，而是偏见。再生水和普通自来水有着相同的水质和安全性，但
仍有许多人对净化后的废水是否可饮用表示怀疑。”

为了消除这种偏见，让更多的人相信再生水可以成为可持续

水 资 源 管 理 的 一 部 分，IVL 的 水 资 源 专 家 联 系 了 位 于

Hammarby Sjöstad 的新卡内基啤酒厂，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帮
助酿造一款由再生水制成的啤酒。

新 卡 内 基 啤 酒 厂 的 酿 酒 师 Chris Thurgeson 说：“面 对

IVL 的邀请，我们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个挑战。我们也认为生产
者和消费者必须敢于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以保护地球的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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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于酿造啤酒前，
废水会经过以下5个步骤的净化：

�. 首先，采用常规工艺净化废水，此

步骤中，细菌对大部分杂质进行了分
解。

�. 然后，废水流过高密度的超滤器以
滤掉一些粒度较大的杂质，但细菌和
寄生虫可以通过。

�. 再后，废水流过一层密度极高的过
滤膜，通过反渗透作用，除去水分子
外的所有物质。

�. 为了安全起见，通过滤膜的废水还
要经过活性炭过滤器，过滤掉前几步
没有彻底除净的有机物。

�. 最后一项安全措施是用紫外线灯
照射，以有效地杀死细菌。

“在这个受水资源短缺威胁

的世界，我们希望展示，将废水转化为
与普通自来水一样干净的

饮用水的技术已经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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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闭环可以节约资源并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酿 造 啤 酒 所 用 的 再 生 水 来 自 IVL 的 瑞 典 水 创 新 中 心

（Hammarby Sjöstadsverk）。废水在经过一系列净化工艺的处
理和严格的质量检测后，被运送到位于 Hammarby Sjöstad 新

卡内基啤酒厂，由他们接手进行酿造。数周之后，名为 PU:REST
的污水啤酒问世了。

污水啤酒的问世赢得了热烈反响，来自瑞典和其他国家的众

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而在 Systembolaget（瑞典酒水零售
连锁店）上架的污水啤酒也很快售罄。

Staﬀan Filipsson 说：“我们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回应。我们

实现了我们的目标－让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理解污水啤酒所传
递的信息，即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引起对水问题和我们所面临困

境的更广泛关注，以此方式突出清洁水的价值。没有黄金人类照
样能生存，但是没有清洁水不行。”

IVL 将继续在瑞典水创新中心（Hammarby Sjöstadsverk）

测试和研发水与污水领域的新技术。这项业务的愿景是利用废水

所含的资源，将污水处理厂转变为生产设施，提供可再利用的清
洁水、生物质能以及能够回馈自然环境的清洁营养物质。

Staﬀan Filipsson 说：
“瑞典良好的水循环利用技术的发展，

是我们能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减少气候变化影响做出
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如果我们的技术足够先进，还可以在这个
至关重要的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和出口收入。”

想了解更多关于废水净化和循环利用的信息，请联系：

Staﬀan Filipsson, staﬀan.ﬁlipsson@ivl.se，电
���-��� �� ��

话：+��

Staﬀan Filipsson
水资源专家和业务拓展经理，来自IVL斯德哥尔摩办公室
我喜欢研究环境问题，不仅是为了找到问题，而是为了努

力解决问题。我对解决具体问题以及技术的应用比较感兴
趣，因此 IVL 非常适合我。

我与各种各样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为瑞

量的影响。如今，我们正在尝试在印度市场复制我们的成

功经验，印度与中国同样重要，希望 IVL 在那里能有同样的
影响力。

典和国际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这些

客户可能来自行业和市政，但也可能来自其它

你最好的环保小贴士？

“尽管我正致力于开发环境技术以作为减

部门，比如政府机构。

缓气候变化的长期解决方案，但我还是想强调

我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环境技术，当我参

转型的时间因素。我们需要立即开始行动，才

与项目中的技术或系统最终在实践中全面实

能阻止气候变化严重到造成灾难。

施，并成为其他人学习的模范时，我会觉得很
有成就感。在节能和发电系统中实现重大技术

我们需要勇敢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决策的支

飞跃尤为重要，在未来的十年里，我想继续参
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IVL 的项目既有趣又极具激励性，这一点难能可贵。例

如，我参与了一些与 IVL 中国部密切合作的项目，提升中国

对各种环境问题的认识，同时探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中
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上，任何环境问题的进步都会产生不可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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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这些决策能够得到大多数人，或者至少是

社会主流的认可，商业领袖们能够挺身而出并且看到转变的

潜力。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过上和平而有
保障的生活。

瑞典水创新中心（Hammarby Sjöstadsverk）的 Klara Westling 展示
MBR 系统中使用的膜。
该膜通过非常小的孔过滤废水，从而能够
更有效地去除氮和磷。
其另一个优点是可以阻止颗粒物通过，
使下
一步净水工艺得以更高效地去除废水中残留物。

瑞典水创新中心
瑞典水创新中心（Hammarby Sjöstadsverk）是一个独特的

总的来说，这里的研究主要围绕实现更加节能高效的水净化

水净化技术测试和示范平台，由 IVL 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回收所有送往污水处理厂的自然资

家，他们与约 �� 家瑞典和外国净水公司并肩工作。

源净生产者。另一个重点是通过改进的净化技术实现废水的循环

（KTH）共同所有。在这里，有来自 IVL 和 KTH 的研究人员及专

源。研究的目标之一是将现在的能源密集型污水处理厂转变为能
利用。

气候智能型污水净化厂
优

能源

化

措

施

营养物质

原材料（废水）

饮用水
生产设施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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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STATTIN
数字化业务开发人员

“技术不设限制”
IVL 的数字化业务开发人员 Eva Stattin 说：“数字化将会带来众多机遇，但也伴随着挑战。新兴智能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与可持续发
展之间的关联还没有明确。”

数字化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挖掘数字化的潜力，需要了解

各种参与方的驱动力、新的商业模式和创新能力。数字化技术也
为迈向可持续社会提供了新的智能解决方案。

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大量的数据和专业知识的积累，IVL

有机会开发提高可持续性的服务和产品。数字化和减少环境影响

数字化还需要开发洞察力驱动的方法，其中用户需求、数字

产品和服务的可感知的价值是关注的焦点。在许多情况下，这意
味着您需要扭转业务逻辑并开发新的商业模式，这是一件非常具
有挑战性的事。

是复杂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考虑各种相互作用的因素。但
毫无疑问，数字化具有发展长期可持续社区的潜力。

如今，技术通常不是问题，但我们应用技术的能力决定了我

们在生成和汇总信息、精简或优化工作流程和程序时能走多远。

我们需要新的系统和流程，需要文化变革，尤其是新的合作方式，
将数字化的可能性应用于社会挑战。

IVL 在应对复杂挑战和跨学科工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

经常与各种各样的参与方进行广泛合作，这使得我们擅于使用技
术支持工具，例如，利用智能传感器和其他物联网解决方案来处
理聚合数据，从中检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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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激动人心的项目

IVL 目前正在开展几个激动人心且具有一定突破性的数字

化项目。以数字化为支撑，我们与建筑行业的广泛代表一起致力

于开发使用模型和循环经济模型。除此之外，我们还研究不间断
的环境信息数字流如何创造新的价值和商业模式。

随着对循环建筑中心的投资，我们正在搭建一个知识和营销

平台，提供各种用于循环产品流和工业规模的建筑材料回收的支
持和数字工具。

我们还在探索如何开发所谓的“数字双胞胎”技术，例如对房

地产、基础设施等的数字化拷贝，来促进可持续产品和服务的发

展。通过“数字双胞胎”技术可以访问历史数据和最新实时数据。
使用者既可以跟踪其当前状态和通过模拟来评估新的过程步骤

或不同的操作条件，也可以随时间推移，作为信息源，从而实现基

施。我们还可以帮助解释和更好地理解复杂的关系，这些复杂的
关系往往是需要解决的环境挑战的根源。
Eva Stattin

eva.stattin@ivl.se, 电话 : +�� ���-��� �� ��

于“大数据”开发新的解决方案。这样，“数字双胞胎”技术将成为

一个试验场和“创新中心”，服务于各式各样的新型智能解决方
案。

利用数字化创造可持续
解决方案的 5 个小贴士：

当我们基于开放数据和共享设计来开发智能可持续解决方

案时，需要回答一系列关于协作、风险承担、安全性和业务解决方
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整个水净化价值链中的参与方一

起开展整个项目，我们称之为创新生态系统。
“数字双胞胎”技术
在开发上不断取得进展，以及基于此找出新的解决方案以实现

“���� 年议程”的目标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意义非凡。

我们的客户们在数字化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的进步。例如，使

用较为先进的技术和传感器进行水净化的测量、调控和优化，为
优化和精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IVL 在过程建模和智能测量方法

的开发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开发和测试新技术和方
法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到目前为止，建筑和房地产业的数字化进程相对缓慢，但已

经悄然兴起。这同样适用于废物领域。这既是利用数字化机会来

简化流程，也为不同的终端用户增加知识和创造新的价值。IVL
可以将不同的参与方整合在一起，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激励措

�. 洞察力驱动法。利用数字化收集与分析信息，然后为客
户提供更智能、更高效和更可持续的方案。

�. 以客户为中心的方法。关注您开发的产品和服务，可以
为您的用户解决什么需求、提供什么价值。

�. 快捷方法。在开发新产品时，先从小规模开始，经过测
试和验证后再扩大生产规模。

�. 利用数字化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支持，每个人都从中
受益！

�. 不要以为数字化一定有助于可持续发展。要从生命周

期的角度考虑技术和运营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的使用如
何影响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选择有助于实现全球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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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双胞胎”技术为水净化的
创新铺平了道路

瑞典的许多水处理厂急需改造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城市不断扩张所带来的挑战。而数字化技术在水厂改造的过程中可以起到重
要作用，并降低新建及改造水处理厂的成本。

IVL 于 ���� 年启动了由瑞典创新署资助的数字化项目，旨

在探索水处理厂如何利用“数字双胞胎”技术中的开放数据，推动
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实现高效、可持续的水净化。

IVL 的数字化环境监测专家 Fredrik Hallgren 说：“从多

个角度来看，水处理厂的可用数字化副本都是有利的。您始终拥

有最新信息，可以轻松地模拟新的流程步骤和不同的操作条件，

还可以链接到新的研究进展或者来自世界各地其它站点的信息，
该技术有着巨大的节约潜力。”

在“数字双胞胎”体系中，水文模型和水质测量信息可以与人

口增长计算和情景，以及有关新规则和净化要求的信息结合起

来，为高效而可持续地规划、建造、管理和开发净水设施提供支
持。

IVL 数字化项目经理兼业务开发人员 Eva Stattin 表示：
“通

过利用共享设计、模型、图纸、服务或软件，以及循环利用不同来

源的数据，可以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如何让数字化、创新和可持
续发展有机结合，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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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拥有一支精英汇聚的研究团队，包括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研究、数字化、交互产品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技术和设计公

司的员工。项目成果还涉及两个用户：哥德堡市的水资源与循环
部门和特罗哈坦能源公司（Trollhättan Energi）。

想了解更多关于数字化环境监测的信息，请联系 :

Fredrik Hallgren, fredrik.hallgren@ivl.se, 电
���-��� �� ��

话 : +��

Eva Stattin, eva.stattin@ivl.se, 电话 : +�� ���-��� �� ��

用数字化技术保护
桑德维肯市饮用水安全

IVL 与桑德维肯能源公司携手，通过应用数字化和自动化来提高桑德维肯市饮用水生产的效率和安全性。
该项目还将建立模型，并为 Rokebo 自来

产规划工具，将地表水、地下水和生产工艺的

水厂周围的地表水和地下水制定管理计划，

模型集成到了同一个操作过程中，从而使桑德

从长远角度保证当地的饮用水生产安全。

维肯能源公司未来能够更有效地控制饮用水

气候变化会对原水的供应和质量造成影

生产。

响。通过更好地了解水源、湖泊和地下水，以

桑德维肯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Niclas

及它们的年内变化规律，可以优化饮用水的

Reinikainen 说：“我们认为，这个项目很重

大量的有机碳，如果以此作为饮用水源，则需

证安全和可持续的饮用水供应。数字化技术的

供应。例如，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湖水中有

要的一个部分是面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如何保

要加入更多的化学物质对其进行净化，而面

应用让我们能够在早期阶段预测变化，并优化

对这种情况可以使用更多的地下水作为水源

我们客户的饮用水供应。”

而非湖水。

IVL 的项目经理 Johan Strandberg 说：

“从水循环的角度来看，饮用水生产的源头远

Johan Strandberg

远超出了饮用水厂的范畴。协调饮用水的生产使其与自然过程一
致，可以增加整个系统的耐久性。”

该项目改进了饮用水厂的过程控制并开发了一款饮用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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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产品声明的
数字化数据库问世
���� 年 � 月，IVL 旗下子公司 EPD International 在环境产品声明领域推出了全新的数字化数据库⸺EPD data。数字
化使得环境产品声明能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例如公开招标、建设工具和其他环境计算工具。
EPD International 公司高级顾问 Sven-Olof Ryding 说 :

“IVL 生命周期分析专家 Martin Erlandsson 说：“数字化

“我们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环境产品声明的数字化可以让解读工

EPD 数据库的推出，将为建筑行业带来重大改革。例如，这些数

环境产品声明（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简

（BM-Byggsektorns Miljöberäkningsverktyg）。该工具由 IVL

描述产品和服务对环境的影响。近年来，人们对这类环境信息的

求提供支持，也可以用于材料选择和改进生产方法来改善环境影

作变得更容易，并为 EPD 信息广泛的市场应用铺平道路。”

称 EPD）是由第三方审核的环境声明，它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客观

兴趣和需求迅速增加。EPD 系统内已注册的环境产品声明超过
了 ���� 份，其中一半是在过去三年注册的，而增加增幅最大的
产品类别则是建筑产品。

在新数据库中，所有的数字化数据均与国际 EPD 系统内经

过审核及批准的 EPD 信息挂钩，从而使产品环境性能的信息能

够在科学、经过验证和可比较的情况下进行交流。数字化信息的
易读性意味着不再需要手工录入或导出，还可以与其他存储设备
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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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可 用 于 公 开 的、建 筑 行 业 通 用 的 环 境 计 算 工 具

开发，用于计算建筑物的气候影响，不仅可以为招标中的气候要
响。

想了解更多关于 EPD 数字化数据库的信息，请联系：

Sebastian Welling, sebastian.welling@ivl.se, 电
���-��� �� ��

话 : + ��

Kristian Jelse, kristian.jelse@ivl.se, 电话 : +�� ���-��� �� ��

通过物联网技术改善智利的空气

IVL 的物联网项目 LoV-IoT 成功地出口到了智利。在与智利的研究人员、当地的有关部门和商业伙伴的合作下，与网络连接
的传感器对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空气和水的污染状况进行监测。
“我们针对全球问题开展合作，积累知识体系并共同构建平

“选择使用与网络连接的简单传感器去监测空气和水中污染

台。目前，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来自工业和交通的空气污染，”IVL

物的意义在于，其可为我们提供大量的实时数据。如果我们采用

如今，LoV-IoT 项目（空气和水⸺物联网项目）已经开发了

更好的决策支持，并向公众提供重要的环境信息。
”Fredrik

的项目协调员 Fredrik Hallgren 说到。

空气与噪音检测智能平台。���� 年秋季，Fredrik Hallgren 率

项目代表团访问智利，不仅与智利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研究合作关

系，并签署了瑞典和智利的公司及市政当局之间的合作意向书，
以促进后续深入的技术开发与知识共享。

智利的 LoV-IoT 项目在首都圣地亚哥的多个地点安装了联

网的传感器来监测空气和水的污染情况，与此前瑞典哥德堡的
LoV-IoT 项目采用了相同的平台解决方案。

这些数据集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可视化，就能在未来为政治家提供
Hallgren 说。

该项目由瑞典物联网战略创新计划资助，由哥德堡市牵头。

想了解更多关于该项目的信息，请联系：

Fredrik Hallgren, fredrik.hallgren@ivl.se, 电
���-��� �� ��

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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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气候账户记录你的碳足迹

你 的 出 行 习 惯、饮 食 习 惯 以 及 房 屋 的 采 暖 方 式 共 同 决 定 了 你 对 气 候 的 影 响 有 多 大。利 用 IVL 开 发 的 一 款 网 页 测 试 工 具—
Klimatkontot.se，你可以测试自己的生活方式对气候产生的影响。该测试工具于 �� 年前上线的，但公众、政府、企业和媒体从未像
现在这样对这个工具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

Jonatan Wranne 是 IVL 的生命周期专家，也参与了气候账

户的工作，他说：
“气候账户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我们一直也觉得
它是一项很棒的服务，如今它获得如此推崇真是太好了，这也表
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我们的想法。
”

“这也表明气候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如何

通过不同的选择和生活方式来降低自己的碳排放。十年前，关注
气候变化的大多是环保爱好者。而现在，气候变化无处在⸺从
地方政策，
到大型公司，到金融行业，
其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气候账户的第一个版本诞生于 ���� 年，由 IVL 和瑞典环境

保护署等机构合作开发。自发布以来，网站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更

新，最 近 一 次 更 新 是 为 瑞 典 消 费 者 协 会 制 作 了“Hello
consumer ( 你好，
消费者 )”页面。

气候账户是一款基于网页的测试工具，使用者通过回答一系

列问题来测量自己的碳足迹。
问题共分为四类：住房、出行、食品
和消费。答题结束后网站会根据四个类别呈现结果，从而可以轻
松地看出对排放贡献最大的因素。

Klimatkontot.se 还提供关于个人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的信息，以及激励措施对社会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测试结果还

可以与瑞典居民或世界公民的平均排放水平，以及与可持续发展
对应的排放水平进行比较。

Jonatan Wranne 认为气候账户的动态属性和直接的呼吁

和号召是其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与对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相关报

道不同，气候账户不提供标准化的价值观，其测试结果是个性化
的，
可激发更具气候意识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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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斯图吕曼》让网站访问量翻番
���� 年春天，电视系列剧《永远的斯图吕曼》在瑞典国家电

视台播出，让气候账户一下子火了起来。该节目是关于体育名人
Björn Ferry 和 Heidi Andersson 夫妻如何用行动改变自己的

家乡。在节目中，参与者必须使用气候账户网站的测试工具完成
一份所谓的“气候声明”。这个环节让气候账户网站的访问量翻了
一番。

Jonatan Wranne 说：“Heidi 和 Björn 在节目开播的一年

前就联系了我，因此我们有充足的时间为网站访问量的增加做准

备。幸好他们提前联系了我，在前两集节目播出之后网站访问量
暴涨，如果不提前做好准备一定会导致网站瘫痪。”

该节目还明确指出，即使你真的想要“气候智能型”的生活，

但想要达到较低的可持续水平也是非常困难的。每个瑞典人每年

都会产生大约 �� 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其中近 � 吨来自道路建设
等公共消费。这个排放量对于应对长期气候目标来说太高了。如

果我们想把全球变暖成功地控制在 � 摄氏度以下，那么每人每年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降低到 � 至 � 吨。

Jonatan Wranne 说：“我们的社会建立在化石能源的金字

塔上。你可能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吃素食并减少乘坐飞机的次
数，但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高达 � 至 � 吨，这还不包括公

共排放的 � 吨。只有当化石燃料社会结构在全球范围被可再生能

源取代的时候，个人的碳足迹才可能会降低到一至两吨。到时候，
还在产生碳排放的差不多只剩下长途运输、牛肉、钢铁和水泥的
生产了。”

气候账户是一款基于网页的测试工具，使用者通过回答一系列问题来测量
自己的碳足迹。问题共分为四类：住房、出行、食品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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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tan Wranne
生命周期分析专家，来自IVL哥德堡办公室
Jonatan 认为，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为了让碳排放达到

“���� 年，我的岳母告诉我 IVL 正在招聘，因为她在

全球的目标水平，我们必须把气候视为一个经济因素。

一次晚宴上恰好坐在了 IVL 的首席执行官旁边，但我没

度来引导市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在再没有这种税的情况

广告。我有预感自己能得到这份工作，幸运的是，我成功

“这样的话，市场效率非常高。最好的办法是推行全球碳税制

下，作为个人消费者，你可以选择支付额外费用购买气候友好型
产品。原则上，它具有相同的市场力量，因为这为企业提供了生产
气候友好型产品的经济激励。”

“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积极参与，让身边更多的人

听到我们的声音。政治家们必须做出让我们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

决定，包括那些目前并不意味着最简单和最便宜的路径的决定。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让政治家们知道他们做出什么决策可
以深得民心。”

那么在 IVL 的专家看来，气候账户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 ?

Jonatan Wranne 说：“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对自己在气

候影响方面的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详细的答案。每个人都可

以使用该网站，无论是年轻人还是环境专家，每个人都可以从中
受益。”

“如果我们能通过气候账户让公众增加对每个人如何降低气

候影响的知识和意识，就能朝着我们的愿景⸺一个可持续社会
更 近 一 步。”IVL 部 门 负 责 人 及 气 候 账 户 创 始 人 之 一 Elin
Eriksson 这样说到。

想了解更多关于气候账户的信息或我们在气候和生命周期分

析领域的其它服务，请联系 :

Jonatan Wranne, jonatan.wranne@ivl.se, 电
���-��� �� ��

话 : +��

Elin Eriksson, elin.eriksson@ivl.se, 电话 : +�� ���-��� �� ��

有应聘成功。然而，第二年，IVL 发布了招聘 LCA 专家的
了。”

“我有技术物理学和工业生态学的研究背景。在 IVL，

我担任项目经理和生命周期分析专家。我特别关注从消

费者角度研究个人的影响，例如气候账户方面的工作。我
会为大家答疑解惑，工作中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总是充满
了乐趣。我觉得自己就像机器中的一颗齿轮，不断地为提
高社会中个人的气候影响意识和知识贡献力量。”

“我还非常喜欢用 Excel 设计自动化操作和创建工

具，当我作为 IVL 顾问为两家瑞典跨国公司的核心可持
续发展团队提供咨询时，这些技能得到了充分应用。当为

这种大型公司进行分类研究或想要计算全球碳足迹时，
可能需要以我们正常情况下在 IVL 完成一项生命周期分
析的时间去完成一百项生命周期分析。这时候肯定没有
时间去手工录入和处理数据。”

在 IVL，我最喜欢的一个项目是我们为 Blocket（瑞

典二手交易信息网）开发的气候计算器。Blocket 想要计

算他们的二手商品交易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了多大
贡献，该计算基于假设：人们在购买二手商品之后，不会
再去购买新商品。这类计算难度巨大，因为有成千上万的

二手售卖广告，而有效信息往往只是广告里一个产品图
片，所以对于 LCA 分析师来说，试图进行计算简直是一
场噩梦。

“针对这种情况，IVL 一位资深专家想出了一个巧妙

的方法，使得我们既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这项工作，
又可获得可靠的结果。如今 Blocket 被拥有约 �� 个网站
的 Schibsted 收购。我们则为 Schibsted 在世界各地的

网站提供类似的计算服务，每年都会对其中几个网站进
行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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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候账户
IVL 拥有气候账户整个网站，并对其进行管理。该网站没有

气候账户的最新版本是为瑞典消费者协会开发的 Hello

这款工具基于生命周期分析数据，同时结合统计数据和其

IVL 还致力于气候账户的开发合作，让客户可以创建自己

任何广告，且用户可免费进行测试。

它数据，并根据瑞典的情况进行了调整。问题分为四类：住
房、出行、食品和消费。

气候账户于 ���� 年开发，由 IVL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牵

头，与瑞典环境保护署、未来基金会、Eon 瑞典能源公司、
Skanska 公司、斯德哥尔摩市、哥德堡市、于默奥市、马尔默
市、瑞典教会、瑞典工程环境基金会和瑞典自然保护协会合
作完成。

consumer ( 你好，消费者 ) 页面。

的版本。一些市政当局和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气候
账户做出调整。

���� 年，我们为气候账户创建了应用程序接口，允许通过

发送代码而不是单击主页来回答问题。这样可以根据用户
的气候账户查询记录、数据库和计算结果开发移动应用程
序（APP）。

欢迎访问 www.klimatkontot.se 了解更多信息，来测测自己的碳足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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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让室内环境变得更加
安全、环保

在幼儿园实行化学智能措施效果显著

孩子们在幼儿园接触了多少化学物质？
受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委托，
IVL 对几家幼儿园进行了检测，
致力于为儿童提供更健康的室内环境。

“在我们调查的幼儿园中，我们发现检测结果大致处于同一

本项目涉及的另一所幼儿园 (Korpen) 将根据《化学物质优

水平，低于或远低于参考文献所述水平。但斯德哥尔摩市政府仍

化管理幼儿园指南》实施所谓的化学物质优化管理措施。这意味

Lange 说到，她是 IVL 的化学专家和室内环境专家，也是该项目

害化学物质的玩具，选择环保和安全的卫生消毒品以及清洁化学

在努力让（有毒害）化学物质含量降到更低的水平。”Sarka
的研究人员之一。

“通常，当我们在室内时，潜在有害化学物质暴露水平是最高

着除采取其它措施之外，Korpen 幼儿园还需要清洁可能含有有
品，并避免罐头食品 ( 可能含有双酚 A)。

那么这些不同措施有什么效果？IVL 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

的。而我们有 ��-��% 的时间都在室内中。其中，受室内环境影响

究，这在该领域尚属首例。例如，IVL 对 Hamngården 幼儿园改

啃咬塑料玩具等等。”

化学物质优化管理措施前后进行类似对比研究。

最大的是儿童，因为他们喜欢在地板上爬来爬去，把手放进嘴里，
“儿童是最脆弱的人群，由于他们的体型很小，所以体内的化

学物质浓度相对更高。”IVL 的化学专家 Georgios Giovanoulis
说，他也是该项目的参与者之一。

项目研究的三所幼儿园

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对此一直高度关注。通过其房地产公司

SISAB 和地区管理部门，斯德哥尔摩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将幼儿

造前后进行了对比研究。���� 年，IVL 将对 Korpen 幼儿园采取

Sarka Langer 说：“我们的目标是找出哪些措施有效，并评

价其效果。”

斯德哥尔摩市政府还想研究某些禁止使用的化学物质的实

际超标情况，从而降低空气和灰尘中该化学物质的含量。

在充满好奇的孩子们面前工作

IVL 通过在幼儿园内安装带有过滤膜的被动式采样器来测

园潜在有害化学物质的暴露水平降到更低。这些有害物质包括邻

量挥发性有机物。对极易挥发物质和半挥发性物质，则利用泵将

剂、双酚类物质 ( 塑料中的内分泌干扰物 ) 和用于驱除污垢和水

负责采集样品的 Georgios Giovanoulis 说到：“我们进入

苯二甲酸盐 ( 软化剂 )、有机磷盐 ( 软化剂和阻燃剂 )、溴化阻燃

空气抽进过滤器中。

可引起激素扰乱的全氟烷基物质物质（PFAS）。

幼儿园安装设备时，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把孩子们带到其他房间。

中，施工人员严格遵循 SISAB 的环境管理程序，其中，包括建筑

采样设备采样进行大约一周后，被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

SISAB 对 Hamngården 幼儿园进行了部分改造。改造过程

产品的化学要求。此外，IVL 还对另外一所同样按照 SISAB 的环
境管理程序新建的幼儿园 (Hovet) 进行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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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孩子们充满好奇，总是忍不住站起来透过窗户看我们工作。

Georgios Giovanoulis 说：“这个项目由斯德哥尔摩市政

府负责。我们的工作是帮助他们进行采样和分析。”

然而，做好这些工作并不简单。从采样设备的安装与设置、化

学品收集与分析到最后报告的撰写，每个步骤都必须以适当的方

式完成。Georgios Giovanoulis 谈到了“分析链”的概念，链条中

的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一旦中途出现问题，所有的努力都将变
为徒劳。

Georgios Giovanoulis 说：“必须确保每个步骤都正确，好

在我们之前做过很多此类工作，拥有丰富的经验。”

那么分析的结果如何？Sarka Langer 告诉我们，他们检测到

了邻苯二甲酸盐、有机磷酸盐、溴化阻燃剂、双酚类物质，但这些

“化学物质优化管控措施包括清洁可

能含有有害化学物质的玩具，选择无
毒无害的的卫生消毒品以及清洁和净
化用产品，并避免提供罐头食品。”

物质的含量都低于警告级别。

“这些化学物质的含量都没有达到危险的水平，但斯德哥尔

摩政府希望能够将其降至更低。我们很高兴看到减少有害化学物

质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发现 Hamngården 幼儿园改

造前后差异明显。另一个发现是，幼儿园内的禁用化学物质越来
越少，需要授权使用的化学物含量也显著降低。”

幼儿园的化学智能措施
斯德哥尔摩市正积极致力于实现“无毒斯德哥尔摩

Sarka Langer 说：“简言之，改造和化学物质优化管控措施

���� - 世界级的化学品管理工作”目标，以保护儿童免受

迄今为止，IVL 总共开展了四项研究。���� 年春天还会开展

物质开展的环境毒性监测则是这项工作的有机组成部

都非常有效，立法的效果也不错。”

两项新研究，包括对改造后的 Hamngården 幼儿园进行为期一
年的跟进调查。据 Sarka Langer 的说法，此类型的前后对比研
究是史无前例的，并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但仍有一些问
题悬而未决。

Georgios Giovanoulis 表示 :“我们对各种低含量的化学物

质间如何相互作用，即所谓的“鸡尾酒效应”仍然知之甚少，这是
一个普遍的问题。”

有害化学物质的伤害。此次针对幼儿园中是否存在有害
分。

IVL 与斯德哥尔摩市 (SISAB 公司和环境管理部门 )

合作开展测量和分析工作。

想了解更多关于 IVL 化学物质方面的工作，
请联系 :

Sarka Langer, sarka.langer@ivl.se, 电话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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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效益
化学品的
安全处理

化学品的安全处理，
幸亏有你-IVL专家

IVL 在化学领域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
从实验室分析到应用程序，
化学品安全使用和不同市场产品分类和贴标的立法。
那些使用寿命较长的技术设备往往需要定期进行维修，例如

在运输某些化学产品时，需要遵守特殊规定。例如，如果把一

电锯、机动车或需要持续维护的采矿钻机。

种喷雾润滑剂从瑞典运往中国，根据中国的危险货物运输规定，

球的公司，可能需要在全球范围供应化学产品，受到各国不同的

的要求，产品就存在被海关拦截的风险。因此，想要处理好有风险

而这通常涉及处理那些可能有害的化学品。对于业务遍布全

法律法规的限制。

IVL 哥德堡办公室的部门经理与化学专家 Eva Axelsson 表

示 “我们发现许多公司在收集正确处理化学品合规相关信息时，
:

需要专业机构的帮助。”这就是 IVL 的化学专业知识的用武之地。
哥德堡办公室有 �� 名具备专业知识的员工，可以为企业提供化

学产品安全管理方面的帮助。他们与全国其它地区的员工一起，
形成了 IVL 化学领域的综合专业基础。

“IVL 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拥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并致力于

帮助企业妥善处理化学产品，我们在这个领域具有独一无二的研
究和实践经验。”Eva 说到。

Eva 和她的同事不仅熟悉欧盟对化学产品的要求，并熟知其

它重要国家的要求，如美国、加拿大、中国、韩国、日本和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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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包装上必须贴有标签并提前申报。如果没有按照规定满足所有
的化学产品，一名专业的安全顾问是不可或缺的。

Anne Samuelsson 是 IVL 的注册安全顾问，经常与各种公

司打交道。她说“我们为客户解读法律和安全数据表的含义，帮
助他们改进常规流程，教他们如何保护自己和环境。”

想了解更多关于 IVL 在化学品方面的工作，请联系 :

Eva Axelsson, eva.axelsson@ivl.se, 电话 : +�� ���-��� �� ��.

风险评估和新的网络工具让工作环境变得更安全
工作中使用的化学品不仅是潜在的环境负担，而且对工

在进行风险评估时，空气污染水平的测量尤为重要。IVL

作环境影响也很大。为了能够安全地工作，避免对健康造成

可以协助工作场所进行风险评估，包括测量员工在工作环境

以控制。

到复杂问题和测量稀有物质时可以派上用场。IVL 还可以根

风险，企业必须评估化学品相关的风险，并采取措施对其加

在一个研究项目中，IVL 开发了一款名为 KemiRisk 的

网络工具，其可以用于对使用化学品的工作环境进行风险评

估。它是由瑞典 AFA 保险公司资助开发的免费工具，将于

中的空气污染暴露水平。IVL 拥有该领域的专业知识，在遇
据测量结果，确定暴露水平过高的原因，为讨论解决方案提
供良好的基础。

���� 年夏天发布。

41

BASTA让建筑材料中化学物质的
数字化监管更加完善

BASTA 是 IVL 旗下的子公司，BASTA 系统是对建筑材料进行独立环境评估的体系。
在过去的一年，BASTA 系统收获颇丰，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
在原有评价标准基础上，
其又引入了一个新要求 - 即在欧盟确定激素干扰物质的定义后，
迅速将激素干扰物纳入评价体系之中。
“在这一年中，我们解决了许多搁置已久的

草后续的指南”

问题，取得了很多新的进展。大家对我们的业务

BASTA 系统在去年引入了一个新的评判标

越 来 越 感 兴 趣 了。”BASTA 的 首 席 执 行 官

准⸺“从 BETA 到 BASTA”。之前的 BASTA 系统

BASTA 成功地实现了数字化的飞跃并更新

学物质最严格的要求；BETA⸺产品符合系统对

Wetterlin 说到。

有三个评判标准：BASTA⸺产品符合系统对化

了技术平台。这一年中，BASTA 迈出的第一步

化学物质的基本要求；产品不符合风险评估要求，

是实现了在选定的数据库之间进行数字化传

但具有其它环境效益。

输，从而更好地满足用户和客户的需求。

但是一旦产品交付并到位，会发生什么？喷涂

BASTA 在激素干扰物质领域也处于前沿。

一段时间以来，欧盟一直努力在为激素干扰物

质寻找合适的定义，BASTA 早已经将其从主题
清单中选取出来。���� 年激素干扰物质的定义
终于确定下来后，将被引入到 BASTA 标准中。

绝缘产品在喷涂前必须满足 BETA 标准，一旦喷
Basta Online 的首席执行官
Wetterlin

从 BETA 到 BASTA

Wetterlin 表示：“目前的清单会逐步被淘汰，我们将会采用

定义进行替代。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可疑物质的制造商必须
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我们将组织一次行业对话，并在 ���� 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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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上并且硬化后，它就需要符合 BASTA 级别要求，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引入新要求。

“从 BETA 到 BASTA，系统变得更加灵活和公

平。你可以更好地了解竣工后的建筑中化学物质

的情况。”Wetterlin 说到，她在标准制定工作中负责与行业沟
通。

在这一年里，BASTA 还在开发一种新的、更现代的日志工具。

目前，建筑物中的可以检测到的大部分物质，都进行了数字识别

记录，以便在生命周期中进行跟踪和监视。Boverket 建议将其纳
入强制要求之中。

“为此，我们正在更新日志工具。
此外，我们还重新设计了界面并

关于 BASTA ONLINE

改进了文档管理功能。
如今，
对现有建筑中的材料回收或再利用的要
求越来越高。
循环流非常重要。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机遇，我们可以

对系统做出相应的调整，
并在未来通过 IVL 参与更多有意义的项目。

开发了建筑材料化学成分的 BASTA 注册数据库。

其它需要专业知识的工作则聘请母公司的员工来完成，并按小时付

目前，数据库中约有 �� 万个产品，其中大部分符合较高的

BASTA Online 是 IVL 的子公司，由三名员工负责开发和运营。

费。Sussi Wetterlin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体系：
“这意味着我们可
以随时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
并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的收入。
”

未来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内容信息，以及如何管理好

企业的机密信息。

Sussi Wetterlin 表示：
“我们需要和整个行业讨论这些问题，找

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

想了解更多关于 BASTA 的信息，
请联系：

Sussi Wetterlin, sussi.wetterlin@ivl.se, 电话 : +�� ���-��� �� ��

由 IVL 和瑞典建筑协会共同所有。
BASTA 标准。

超过 ��� 家公司与 BASTA 有关联，并支付年费。
每年大约有 ��-�� 家新公司加入 BASTA 系统。

公司想让产品达到 BASTA 标准，必须具备结构化的环境
工作体系。BASTA 的工具和审计可以帮助公司开展此类
工作。

详情请登陆 www.bastaonl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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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实现——
实现塑料可持续使用的5条提议
IVL 的固废专家 Åsa Stenmarck 曾在 ���� 年担任瑞典政府的调查员，负责审查降低塑料对环境负面影响的可能方法。去年 �� 月，
Åsa 向政府提交了其调研报告。Åsa 根据其可持续塑料材料调研结果，在本报告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塑料太神奇了”⸺在上世纪 �� 年代，塑料似乎有着无穷无尽
的可能性，这种材料既便宜又耐用，易于塑造成不同的产品。当

时的人们无法想象 �� 年后我们会在新闻中听到“���� 年海洋中
塑料的数量会超过鱼类”或“我们不知道大量塑料会让这个世界
变成什么样”。

如果使用得当，塑料其实是一种极好的材料。它能帮助我们

�. 形成闭环－确保塑料是可回收的

为了回收更多的塑料，必须让再生塑料更具竞争力，并且提升可
追溯性。制造商和大众购买者可以对再生原材料和再生产品提出
更高的要求。有关部门应当推行利于增加回收需求的经济措施并
建立关于可追溯性的系统。

节省燃料和能源，还让我们有机会过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现代

�. 为可再生塑料原料创造条件

要解决环境问题。

产品时的重点是非常重要的。
“生物基”或“可生物降解”这类术语

生活。然而，事实是我们对塑料的滥用已经造成了一个我们必须
���� 年，我主持了“可持续塑料材料”的调研工作，结论如报

告《只要我们愿意，就可以实现－关于塑料可持续使用的建议》
(SOU ����:��) 所述。其中一个主要结论是，扭转趋势并创造可

持续的塑料使用方式是有可能的。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
多个方面提升协作和沟通，仅仅寄希望于消费者的力量是不够

无论材料和原材料如何，在几个周期内将可回收性作为我们设计
很容易被消费者误解。我们需要引入一种生物基和再生原料的质

量平衡计算方法，就像我们在电力行业中使用的系统一样。为了
找到材料选择和原材料来源之间的最佳平衡，开展合作也是必不
可少的。

的。

�. 建立国家塑料资源库

提议 :

续使用相关的过渡目标，各方参与者可以根据该目标开展工作。

控制措施是必须的，更需要勇气引领方向。因此，我提出以下

设置专门人员负责在全国推动和协调相关事务，制定与塑料可持

�. 减少不必要的塑料使用

如今，我们每天都在造成大量的损失。如果我们都把塑料想视为

塑料使用。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减少使用和更明智地使用贡献自己

因为谁都不会希望黄金消失在海洋中，失去回收的价值，或者仅

最重要的一点是敢于从总体上考量我们的消费并减少不必要的
的力量。

�.“塑”得其所

根据要实现的功能，选择资源效率最高的材料。确定您业务中的
塑料用量，结合资源效率去考虑功能、设计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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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一样珍贵的材料，那么一些转化工作可能会变得容易多了。
仅是被丢弃。

Åsa Stenmarck

IVL 瑞典环境科学研究院固废专家

敬业的员工是成功的关键

对于 IVL 这样的知识密集型公司来说，为了留住有才华的员工并吸引更多的新员工，必须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有魅力的雇主。
凭借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广泛业务，IVL 为员工提供了在

国际舞台开展有趣工作，并为可持续社会发展并做出贡献的机

会。IVL 拥有广泛的专业领域，从工程师、化学家、生物学家、地质
学家到社会科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同时，IVL 也拥有精
深的专业知识，近三分之一的员工拥有博士学位。

强劲的扩张

IVL 正处于扩张阶段，在过去的 ���� 年，我们的员工人数

持续增长。想要实现可持续社会的愿景，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和
创造力。因此，在考虑性别、年龄和种族背景、宗教、残疾和性取向

前提下，我们需要尽可能的实现员工多样化与多元化组成。在招
聘新员工时，我们非常注重平等和多样性，并根据 IVL 的招聘政
策和招聘计划以及“平等”与“机会均等”理念指导招聘的进行。

在我们机构中，无论经理还是普通员工，均衡的性别分布已经持
续很多年了。

专业知识与领导力

为了使 IVL 能够提供符合社会和客户需求的应用型研究和

专业服务，并保持公司竞争力，员工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至关重要。
IVL 对技能发展的观点与所谓的“��-��-�� 模式”相符，即 ��%

的技能提升通过日常工作获得，��% 通过向经验丰富的同事学
习，��% 通过更正规的培训活动。

IVL 的项目经理内部培训

实际上，IVL 的所有工作都是以项目形式进行的。为了进一步

提高项目经理的素质和专业化水平，IVL 开发了一个分四阶段内
部管理培训项目。���� 年，共有 �� 名员工参加了项目经理培训。

管理能力和领导力提升

自 ���� 年以来，IVL 开展了一项由所有经理组成的领导力

提升项目。该项目以 IVL 定义的领导者成功因素为基础，并将普
通的培训模块和个人培训相结合。���� 年，共有 � 名部门经理接
受了这两类培训。

员工会谈

一年一度的雇主与发展会谈为每一位员工提供了一个设定

目标的机会。会谈中，员工还与其领导一起审视自己对 IVL 整体
发展的贡献。通过会谈，员工们可以确定其个性化的发展计划。

员工调查

每隔一年，IVL 便会在外部机构的帮助下进行一次员工调

查，所有员工都有机会以匿名的方式表达其对雇主（IVL）、工作

场所以及自身发展机会的看法。该调查考察并提供领导力、工作
氛围和承诺的指数评级。这项普查始于 ���� 年，调查显示，IVL
在原有的较高水平的领导力、工作氛围和员工承诺方面又实现了

一定程度的提升。���� 年，一项综合调查显示，领导力指数持续
表现良好，承诺指数和团队效率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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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部门都以这些调查结果为基础，将其作为维持或改善工作环

与前一年相比，���� 年的病假人数略有增加，占工作时间的

计划讨论的基础。

提供定期体检服务。在流感季节，所有员工都可以免费接种疫苗。

境的跳板。在组织层面，调查结果是工作环境委员会和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健康和安全

对于 IVL 来说，提供一个能够促进创造力和承诺的工作环境

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提供高质量的研究和咨询服务。

IVL 的正式工作环境由工作环境政策决定，并通过授权和年度工
作环境计划来实现。工作环境委员会负责年度工作环境计划的起

草及相应协调工作，而部门经理们则负责工作计划在日常运营中
的实施。

在本年度，IVL 对工作环境进行了一项深入的社会心理调查。

该调查让我们对于工作环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并对不足之处有
更多的时间进行反思。

���� 年，各部门经理们接受了关于虐待治疗和预防不健康

压力的培训。

IVL 的工作主要在办公室内的电脑上进行。为了减少久坐和

有时单调的屏幕工作给员工带来的负面影响，IVL 每年都会为员
工提供人体工程学检查，并为员工提供医疗设备和推拿治疗以减
轻损伤。

IVL 还有大量员工工作于实验室和检测设备旁，故有些物质

可能给员工带来健康风险。因此，我们高度重视对伤害的预防措
施。此外，IVL 同样注重野外工作和单独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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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L 为所有员工提供职业健康服务协议，并为他们
为了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所有员工都享有年度健身福利。IVL
还为活跃员工的体育和文化活动提供广泛的资金支持。

未来的挑战和规划

IVL 吸引并招募了优秀的员工。因此，其特别注重处理压力

的措施。具体工作的实施一部分是在各自的小组内完成的，另外
一部分则以辅导小组的形式完成。

���� 年底，我们开展了一个培训项目，对一些资深员进行培

训，以便帮助经验不足的同事处理有挑战性的情况和任务。此外，
该项目还旨在增加信息交流，从而提高项目工作的效率。培训项
目已经取得了成功，并在 ���� 年决定继续开展，并将其命名为

“导师计划”。���� 年共有 �� 人参加了“导师计划”培训；����
年参与该培训的员工人数为 �� 人。

IVL 的中国办公室

IVL 中国部的员工与瑞典员工享有相同的政策和福利。然

而，北京的环境，尤其是空气，偶尔会对健康造成危害。因此，IVL
为中国部办公室和员工的家中都配备了空气净化设备。

员工们如何看待我们的
新办公室和工作方式？

Filip Sandkvist，工作于 IVL 马尔默办公室的废体弃物组：

“马尔默办公室给人一种明亮、清新的感觉，马尔默办公大楼的位置也很好。这栋大楼里各

式各样的项目层出不穷，而且我觉得临近许多其它公司也是一个优势。与哥德堡或斯德哥
尔摩的办公室相比，这里办公空间相对较小，因此，区域间的边界常常会变动。我非常喜欢
这样开放的工作环境，它让人们可以在一种舒适的氛围下与其他人一起工作，还让沟通变
得更加及时、高效。”

Liisa Perjo 工作于斯德哥尔摩办公室的政治与经济组，从事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城市发展
相关工作，她说：

“我刚加入 IVL 不久，故没有在其旧办公室工作过，但以前既在开放式办公室工作过，也在
封闭式办公室呆过。我认为 IVL 的新办公室非常好。它运行得很好，甚至让我觉得没有必要

体现这种基于活动的空间使用方式。我喜欢办公室里有很多不同的会议空间和会议室，这
样就很容易进行自发的会议。"

哥德堡办公室的可持续数字化开发人员 Joel Wanemark：

“新办公室充满了可爱的配色、绿色植物和生活气息，与之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我们的员

工和客户们都在蓬勃发展。我在基于活动的空间使用方式上蒸蒸日上，我能感受到无论是
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个体，我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善于利用这个平台提供的机会。我认为它已
经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办公室社区，让我可以更好地跟进同事们的工作，在为我的工作带来
更多乐趣的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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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莎 · 温伯格 · 冯 · 弗里森 (Lisa Winberg Von Friesen) 在马尔默 (Malmö) 的水组
从事微废物研究：
“

新办公模式的主要优势是灵活办公。（当你出现）在其它办公室工作时同事们也非常热
情。因此，可以轻松实现在不同城市的工作。我喜欢灵活办公的工作理念。我认为这样的

模式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同事们在进行什么项目，并且从长远来看，也许还能

给我们带来新项目的灵感。以项目的形式工作使我们作为个人可以自由地安排工作，并
在新的领域发展。但这种工作方式对压力管理和工作规划方面也要求更高。”

罗宾 · 威斯特格林（Robin Vestergren），斯德哥尔摩环境化学组研究员兼项目经理：

“我对我们的新办公室非常满意。装修后让人觉得上班也变得更有趣了。我非常喜欢的一
点是在我有项目需要讨论的时候我可以选择“活跃区”，在我需要专注的时候选择“安静

区”。在不同的工作区域轮换也意味着可以了解更多来自其它部门和小组的同事。我们新
装修的午餐厅是个很棒的聚会场所。这种新的灵活办公模式唯一缺点就是要找同事变得
很费劲了。”

Martin Jerksjö，来自哥德堡办公室，从事可持续交通领域工作，重点关注汽车排放问
题：

“我觉得我们的新办公室真的很棒。同过去相比，我尤其想强调的改善是：统一的内部装

饰，更多的会议室和舒适的午餐厅。而在这样一个漂亮的场所去接待访客或者合作伙伴

也会变得更加有趣。这种基于活动的办公模式非常适合我。当我需要不受干扰地工作时，
我喜欢坐在安静的房间办公，而这在以前是很难实现的。不过我注意到的一个挑战是，与

早些时候我们坐在一起的固定位置相比，群体归属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但这是我

们未来需要努力的地方，希望我们可以维持一个舒适，和谐，利于合作交流的工作场所。”

基于活动的灵活办公场所
基于活动的灵活工位意味着所有人都没有固定的办公桌，

除办公桌外，办公室还有非正式合作、社交互动和休息的空

在一个办公间可以开展不同的活动，如高度集中的工作、项

独立空间。

办公资源是共享的。

目工作、打电话、社交活动等。

每个人都有一个存放资料和个人物品储物柜。

间，以及供 IVL 员工和和访客进行个人工作和项目工作的
在基于活动的灵活工位机制下，我们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每
个工作日的工作环境，但这反过来又设置了要求，比如需要
IT 部门的高度灵活和适应性，减少纸张消耗以及增强管理
人员和员工之间更大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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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诚信

对于 IVL 瑞典环境研究院来说，独立和诚信是整个公司运作

的基础。IVL 由瑞典政府和瑞典企业共同持有，这种所有权结构
保证了我们机构的独立性。IVL 的使命是为社会各界提供独立可
信的数据以供其制定决策。

诚信是我们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之一：从我们独立的立场

出发，我们将为客户提供带来效益的解决方案。

行为规范

轻松地访问该行为准则与 IVL 的管理条例。并且，通常情况下，
IVL 还将该行为准则作为所有新员工入职介绍的一部分。

风险评估

IVL 对所有投标和项目申请均进行风险评估。目的是识别项

目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制定相应预防措施，并决定 IVL 是否能够
在诚信和独立的原则下完成该任务。

员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在我们的工作和人际关系

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周围所有人遵循同样的道德行为规范。

基于此，多年来 IVL 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行为准则。���� 年

期间，就“诚信守则”，IVL 举办了针对所有员工的主题研讨会。此
外，IVL 每年还为新员工开展此类研讨会。

在此背景，IVL 设立了一个举报机制。该机制下，无论是内部

还是外部的不道德行为，员工都可以对其进行举报。

通过行为准则及其惯例，IVL 还提供了一套系统，让每一名

诚信是我们最重要的
核心价值观之一：我们从独立的
立场出发，为客户提供带来效益
的解决方案。

员工都能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举报违反法律、法规或行为
准则的行为。

IVL 保证每个员工都有匿名举报的权力。所有员工也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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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观
IVL 的核心价值观

基于诚信，全面而前瞻性的
思维方式，承诺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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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L的内部工作环境
IVL 开展的活动必须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因此 , 我们在经 ISO ����� and ISO ���� 认证的综合管理体系框架下持续改进。
我们根据管理体系内制定的计划来确定目标与改善活动，并

推动其执行。而在差旅，采购化学用品与办公用品时，我们也会选

能源消耗

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和马尔默办公室的总能耗为 ���� 兆瓦

择最利于环境的方案。

时，其中电力占 ��%，区域供热占 ��%。在斯德哥尔摩，大部分能

•气候影响，主要是交通工具和工作场所的能源使用造成的

源。而这种情况下，能源供应商也做出了相当于 ����� 公斤二氧

IVL 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包括：
•资源有效利用与循环
•化学品的使用

源供应来自可再生能源，仅有一小部分区域供热来自不可再生资
化碳当量的环境补偿 , 相当于我们所购能源的三分之一。

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循环
碳足迹

IVL 产生气候影响的活动主要是旅行和能源消耗。���� 年，

IVL 开始致力于改善气候影响的后续工作，这大大地提高了优先
行动的可能性。
商务旅行

为了业务的开展和项目的执行，商务差旅往往不可避免。长

期以来，IVL 一直致力于减少商务差旅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
其方法之一是利用视频会议代替实体会议。此外，提倡国内差旅

中铁路出行代替航空出行。���� 年，虽然 IVL 的业务量增加了，
但商务旅行对气候的总体影响较前一年有所下降。本年度，IVL

国内乘火车出行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而对于国际项目而言，航空
出行则是不可避免的。

对于商务旅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IVL 通过一个气候基金

进行补偿。该基金成立于 ���� 年的，目标是减少由于 IVL 开展

IVL 在其运营中对资源进行高效利用。其中，材料和设备的

回收便是资源高效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 ����/���� 年
间对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办公室进行翻新和改造时，我们特别
注重回收和再利用。该过程中，约 ��% 的永久性室内设施和

��% 的家具被再利用，从而使得减少了 ��% 的气候负荷，减少

了 �� 吨的废物，且与全部购买新设备相比，节省了 ��� 万克朗。
想要获得更多信息，请阅读 ��-�� 页。

化学物品的使用
IVL 实验室正在系统地开展工作，包括通过一个内部项目来

优化取样过程，以减少化学品的使用，或转而使用健康危害较小

的化学品。在 ���� 年，IVL 的一种新型分析仪器通过认证，从而
减少了化学品的消耗，包括减少约 ��% 的残留化学废物。

常规活动之外的各种活动和宣传工作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每年

IVL 划拨一笔相当于排放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资金到该气候基

金账户。���� 年 IVL 已向该基金拨款，用于补偿 ���� 年 IVL 商
务旅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IVL可以支持您的环境和可持续性工作

IVL 具备发展和加强各类组织机构环境和可持续性工作所需的

专门知识，包括根据国际标准来监测和计算其环境影响。下一页
的数字显示了我们 IVL 自己的业务情况，我们可以为您的公司
做类似的计算。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工作的信息，请联系 :

Ann-Christin Palsson, ann-christin.palsson@ivl.se，
电话 :+�� ���-��� �� ��

如欲了解更多有关交通及商务旅行的后续工作，请联络 :

TomasWisell tomas.wisell@ivl。se，
电话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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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及气候设施
每个办公室的能耗
总计 1681 兆瓦时

购买的能源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为
60089 公斤二氧化碳当量

生产所购能源（电力和区域供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斯德哥尔摩 哥德堡

马尔默
生产所购能源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商务旅行
距离
人 公里

温室气体排放
二氧化碳当量 / 公斤

飞机 汽车 铁路

飞机 汽车 铁路

2018年气候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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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

经营场址

商务旅行

总额

每位员工

206

806

1013 二氧化碳当量 / 员工

每净销售额

0.17

0.67

0.84

0.84 KG CO2 当量 / TSEK

董事会报告书概要
IVL 瑞典环境研究院董事会和首席执行官在此提交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运营年度报告，本公司的第 �� 个财政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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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经营
IVL 瑞典环境研究院 (IVL) 在整个环境和可持续性领域开

���� 年，IVL 与新卡耐基啤酒厂合作启动的项目推出了一种

展应用型研究与咨询工作。我们的客户遍布所有行业、政府部门

利用再生水制成的啤酒，名为 Purest。该项目旨在促进水资源的

各地，特别是在中国，IVL 已经活跃了 �� 多年。IVL 在斯德哥尔

对当前全球水资源短缺问题，IVL 想要表明现有的净水技术足以

和机构。我们的业务以瑞典和欧洲为主，但我们的客户遍布世界
摩、哥德堡、马尔默、北京和菲斯克拜克希尔均设有办公室。

IVL 成立于 ���� 年，由一个水和大气研究所基金会（SIVL）

所持有。IVL 和 SIVL 的董事由瑞典政府和瑞典商业部门任命。
自 ���� 年起，IVL 一直以股份有限公司的形式运营。

IVL 还 包 括 子 公 司 Bastaonline AB, EPD International

AB, eBVD i Norden AB, 斯瓦利亚环境技术 ( 北京 ) 有限公司，
以及中瑞 ( 天津 ) 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SEC）。IVL 的运营基
本上是在母公司内部进行的。

母公司

IVL 旨在通过应用型研究和咨询项目促进商业和社会的生

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IVL 拥有涵盖了研发和市场开发
的 � 个运营部门，这些部门横向贯穿于整个公司，支撑公司的运

作。IVL 工作方法极其注重跨学科性和整体性。我们活跃于整个

可持续发展领域，因此，除了在环境领域的传统专业知识外，IVL
还聘请了行为和社会科学家、金融和通信专家。

可持续管理，并提升公众对瑞典乃至全球水资源问题的认识。面
使循环再生水和普通自来水一样洁净。

斯德哥尔摩水与废物管理公司 (SVA) 的主要扩建工程，给

���� 年以后的场地可用空间带来了不确定性。IVL、KTH 和斯
德哥尔摩水与废物管理公司正在就解决方案进行讨论，并期望能
于 ���� 年商讨出结果。

菲斯克拜克希尔

IVL 主要通过菲斯克拜克希尔（Fiskebäckskil）附近的克里

斯汀伯格海洋研究和创新中心（Kristineberg）开展海洋活动。目
前，IVL 正在该中心就海洋微碎片、压舱水和洗涤水的排放对海
洋环境的影响，以及新的水产养殖方式开发与评价开展大量研究

工作。Kristineberg 同时也是 Kristineberg 研究和创新中心的

建设基地，该中心由哥德堡大学 (GU)、IVL、Chalmers、KTH、
RISE 和 Lysekil 市政联合成立。其愿景是创建一个领先的国家
和国际海洋研究、创新和可持续蓝色增长中心。

IVL 在 这 里 开 展 的 大 型 项 目 包 括 由 JPI Ocean 资 助 的

我们的经营涉及整个工业领域，客户涵盖整个瑞典社会各种

Baseman( 定义欧洲水域微塑料分析的基线和标准 ) 项目和

构，其中瑞典环境保护署是我们最大的（资金）资助方和客户。此

根据委托，IVL 在 Kristineberg 中心的专家对不同水源的微碎

机构，包括中小型企业、大型跨国公司、工业和贸易组织、公共机
外，我们的客户还包括地方政府和其他组织。

Hammarby 水创新平台

Hammarby Sjostadsverk 是 IVL 与 皇 家 理 工 学 院

Plasox( 微塑料对海洋生物的直接和间接生态毒理影响 ) 项目。
片进行分析，并向瑞典海洋与水资源管理署 (HaV) 和其它政府

部门提供专业支持。而在由 Vinnova 资助的综合水产养殖项目
中，IVL 与创新公司 Marin Biogas 共同开发了海鞘类、大藻类
和鱼类联合养殖的新循环概念。

IVL 开展的另外一个创新项目培育太平洋牡蛎。该项目由海

(KTH)、乌普萨拉大学 (Uppsala University)、瑞典农业科学大

洋和渔业基金通过瑞典农业委员会资助。项目期为 ���� 年 � 月

究与教育联盟的一部分。Hammarby 水创新平台是瑞典水与废

贝和牡蛎养殖的盈利能力，并有助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西

学 (SLU) 和马拉达伦大学 (Malardalen University) 组成的研

水协会 (SWWA) 与马拉达伦地区的市政当局资助的市政废水处
理中心。

正在 Hammarby 水创新中心对未来水处理技术进行中试

的斯德哥尔摩污水处理厂将在几年内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应用
膜技术的污水处理厂。这将为不断增长的城市提供更大负荷的污
水净化能力，并减少营养物质向波罗的海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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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 年 �� 月。该项目将调研太平洋牡蛎是否能提高瑞典贻
海岸的 Lysekil 外，IVL 正通过该项目测试在海洋中培育太平洋

牡蛎这种外来物种的新方法。项目研究了各种培育方法，并对瑞

典的一项新技术⸺浸入式培育系统进行评估。如果试验成功，
那对瑞典来说将意味着一个全新产业的诞生。

国际活动

IVL 开展了大量的国际业务。欧洲是我们的本土市场，而对

于国外市场，我们尤其关注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
交流、培训和研讨会

实验室和研究机构组成的网络。

LIGHTHOUSE⸺北欧海事专业中心，由查尔姆斯理工大

学、哥德堡大学商学院、经济和法律学院，以及瑞典船东协会组成
的合作联盟。

NTM 交通措施网络，作为该网络的成员之一，IVL 自 ����

交流、研讨会和会议组织属于我们业务开发与市场部的工作

年起与 NTM 正式合作。目标是通过向 NTM 其它成员和工作组

参与了 IVL 网上研讨会。因此，交流是 IVL 业务发展不可或缺的

SMED⸺瑞 典 环 境 排 放 数 据 库 , 由 IVL、瑞 典 统 计 局

范畴。���� 年内，超过 �,��� 人参与了 IVL 举办的活动，��� 人

展示 IVL 的专业能力从而加强合作。

一部分。

(SCB)、瑞典气象和水文研究所 (SMHI) 和瑞典农业大学 (SLU)

的一种手段，已变得越来越重要。如果要使交流具有相关性和有

固体废物及有害物质和化学物质相关活动的排放数据统计。自

交流作为研究项目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作为提高对 IVL 认识

效性，则必须根据目标群体调整交流内容。而交流的关键则是了
解客户的需求和驱动力，以实现通过应用型研究改变其行为的目

标。课程和研讨会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作为一种重

于 ���� 年联合成立，用于收集和开发瑞典与空气污染、水污染、
���� 年以来，SMED 提供瑞典在履行国际报告义务时所需的上
述所有数据。目前的框架协议将于 ���� 年到期。

STOCKHOLM CLEANTECH（斯德哥尔摩清洁技术），斯德

要手段以巩固 IVL 作为研究机构、行业、公众和政府等的利益相

哥尔摩环境技术中心的一个分支，由 IVL 发起并管理。斯德哥尔

筑实践之途径会议、波罗的海年度研讨会和可持续交通会议等。

术领域的公众、利益相关方、项目、技术、公司和研究人员联系起

关方会面与会议场所。正如在 IVL 举办的环境现状会议、无害建

合作

IVL 旨在建立科研领域和商业领域之间的桥梁，并为不同的

社会参与方间的互动提供场所。这是 IVL 活跃于各种网络和合
作机构中的原因之一。IVL 还参与了一系列欧洲技术平台，如
WSST ( 水 )、ESTEP ( 钢铁 )、FBST ( 森林 ) 和 ECTP ( 建造 )。
其它例子 :

SPIRE⸺一个旨在提高制造业资源效率的平台网络。

ENERO⸺欧 洲 环 境 研 究 机 构 网 络⸺是 欧 洲 研 究 中 心

(ERA) 旗下的一个欧洲研究机构联盟。IVL 是该联盟的重要成
员。

摩清洁技术将活跃在斯德哥尔摩 / Mälardalen 地区的环境技
来。

SKOGFORSK⸺今年年初，IVL 与瑞典林业研究所签署了

一项合作协议，致力于未来生物经济学的研究。

Kristineberg 海洋科学与创新中心‒该中心由五大研究机构

联合发起，旨在合力促进海洋研究与创新。这一创举在瑞典，甚至

欧盟范围都是独一无二的。该中心工作包括海洋生物学研究，环
境影响研究、和在海洋食品与生物技术及海洋能源和海洋作业等
领域的创新研究。本中心旨在通过广泛而先进的试验台活动在研

究成果和工业应用之间架起桥梁，从而帮助公司发展和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位于 kristineberg 的海洋基础设施即是国家资源，又
是海洋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国际研发与创新中心。

EURAQUA⸺欧洲淡水研究机构网络。IVL 是该网络的瑞

典代表机构。

NORMAN⸺一个由参与对新环境有害化学品筛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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