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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海讷桑德体验瑞典风情！
瑞典是一个开放的、充满活力的国家，通常被称为“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度”。
过去数十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瑞典已构建了稳固的经济政策和极具竞争力和创新
思想的开放贸易市场，称为经济成就的典范。

瑞典有很多大型跨国公司，例如爱立信、萨博、沃尔沃、阿法拉伐、利乐、宜
家、H&M、Skype、声田、阿利斯康、伊莱克斯等，同时也有数百家小型出口公司。

瑞典注重平等，财富分配较欧盟其他国家更为均匀。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是唯一一个
各地区人均 GDP 均高于欧盟平均值的欧盟国家。

瑞典的大学教育面向所有欧盟公民免费，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可以通过在瑞典学习而
获得相应学位。儿童保育和医疗服务主要由税收承担。在瑞典，父母享有 480 天的产
假，其中父亲可以使用其中 25% 的天数。

瑞典只有 1% 的垃圾是放在垃圾填埋场的，绝大部分热量和电力都是通过生物燃
料、水电站和风力发电提供的。为遵循巴黎协定，瑞典于 2017 年 6 月率先采纳了一项
在 2045 年消除二氧化碳净排放的环境法案。

在海讷桑德，只需一两天，您就可以轻松体验到这一切。与斯德哥尔摩或哥德堡这样
的大城市相比，海讷桑德的便利之处在于数分钟内即可从酒店到达任何您想去的地
方。没有交通拥堵，参观不同的工厂和机构也无需繁琐的流程或批准。

本目录是一套自助式瑞典解决方案，当您受邀参加讨论与环境、社会或技术挑战相关
问题时，本目录可为您带来启发。

 

Fred Nilsson



4 欢迎来到海讷桑德体验瑞典风情！

通过周围森林的生物燃料，城市的发电厂可供应热量及 25% 的电力。

地区供暖
在海讷桑德，您的房子是采用连接至中央发电厂的
地区供暖

因此，在海讷桑德，无需担心
供暖问题。地区供暖网络夏
季 75°C，冬季 115°C。
在您的家中，地区供暖可同
时支持生活用热水及制热
系统。
每个建筑物中均配备独立
的换热器和控制系统。建筑
物制热系统压力通常为 1-2 
巴，在网络中则为 6-9 巴。地
区供暖水为绿色，可标识系
统是否存在泄漏。
海讷桑德的冬季温度可低至 
-30°C，但通过采用高效的地
区供暖网络，您的供暖费用
并不昂贵。

居住在海讷桑德，您使用到
的将是 100% 的可再生能
源。
发电厂采用周围林业的生物
燃料。
小树、树枝和树根被削成木
片，然后放在炉中燃烧。产生
的热量驱动 11.7 MW 发电机

的汽轮机，可提供整个城市
所需电力的 25%。发电厂配
备最新的空气净化技术，可
清除排放气体中的硫、氮氧
化物和颗粒。
由于热电联产系统仅采用生
物燃料，生产过程中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极低。

能源，浪费和工业

标示的街道就是海讷桑德的地区

供暖线路位置

使用生物燃料的发电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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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讷桑德能源公园

当地多公共事业公司 
HEMAB 在社区扮演多种角
色。HEMAB 运营发电厂和地
区供暖网络、垃圾收集和处
理、废水处理、电网和城市其
他基础设施。
但 HEMAB 同样教育儿童城
市功能的知识。每年，全城 

3,000 名学龄儿童会造访一个
公共事业基地，了解当地能源
解决方案以及水、废水和垃圾
的管理。HEMAB 也为地方企
业提供资源，以开发新产品、
测试新技术。当地的开发项目
包括小型风力发电厂、集中式
太阳能发电、太阳能跟踪器以

及海藻养殖等。
通过创建海讷桑德能源公
园，HEMAB 为下一代的教育
以及当地企业展示均提供了
良好的平台。海讷桑德能源公
园是瑞典的一个独特设施，在 
Absolicon Solar Collector AB 
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地多公共事业公司已创立海讷桑德能源公园来推动开
发。各公司可在此测试并展示最新设备，当地学校也可以
了解有关可再生能源的知识

能源，浪费和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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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欢迎来到海讷桑德体验瑞典风情！

太阳热和太阳能  
您从地区供暖网络获得的热量部分来自于太阳。
Absolicon 是全球知名的利用太阳能进行地区供暖的公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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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夏季景色宜人，瑞典
人也十分热爱太阳。所以对
瑞典人来讲，冬季可能有些
漫长和寒冷。海讷桑德的世
界顶级公司 Absolicon 利用
太阳能为建筑物和地区供暖
网络提供热能。因此，当您触
碰海讷桑德建筑物中的一些
暖气片时，其实部分热量就
来自于太阳能。
基于城市地区供暖网络，
许多新的解决方案得以尝

试。太阳能收集器的三种不
同实施方案包括：学校屋顶
安装，巴士总站安装，以及
海讷桑德能源公园地面安
装。
Absolicon 在海讷桑德还拥
有一条全新 T160 太阳能聚
光器的生产线，生产的太阳
能收集器销往全球各地。每
年都有许多游客前往海讷桑
德来深入了解太阳能聚光器
并访问生产线。

能源，浪费和工业



8 欢迎来到海讷桑德体验瑞典风情！

5
在您位于海讷桑德的家
中，您可以选择购买当地
发的电。
发电厂和风车每年的总
发电量达 50 GWh。不过
现在依然计划继续扩展
风力发电规模。
在城市西部 50 公里的林
区，能源公司 EON 和林
业公司 SCA 正在规划建
设每台装机发电量达 3 

MW 的共 150 台风车。

风力
建成之后，这些风车
将增加 1 TWh 的发电
量，几乎可满足瑞典全
国总电力消耗需求的 
1%。
建造过程正在进行，目
前已通过地区和地方各
主管部门的审批。
该项目建筑期间将在
海讷桑德提供数百工
作机会，港口也将迎来
多次中型运输。

进入海讷桑德，您将看到三台巨大的风力发电
机。滨海山顶位置极佳。其中一台风车曾是瑞典产
能最大的风车！ 

能源公司（EON）和林业公司（SCA） 
正在规划建设 150 台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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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镇 人口 250,000，投资 
250 亿欧元于纸浆及造纸
厂、锯木厂和森林管理，是
全球密集工业领域中人均
收入最高的地方。
1903 年颁布的《瑞典森林管
理法》规定，森林所有者在
伐木后要负责重新种植。

工业化林业系统
海讷桑德是全球最具效率的林业管理和处理区的管理中心。

海讷桑德拥有瑞典最大
的木颗粒生产基地。木
颗粒用于私人住宅和联
体房屋的供暖，也用于地
区供暖和工业用途。燃料
的成分决定了排放物的
清洁。

木颗粒生产

因此，现有树木总量十分可
观。
过去，林业灭绝式的采伐造
成大片荒地。随着公众和社
会对于这一问题的不断关
注，如今大部分森林已经根
据 FSC 或 PEEC 进行环境
管理认证，即，5% 的森林必

须留作保护生态多样化及
娱乐用途。
如今，环溪流的森林、古
树、有价值的生态群落以及
文化遗产均得到了有效保
护，该地区的森林可以称得
上是世界上最丰饶的自然
森林了。

能源，浪费和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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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欢迎来到海讷桑德体验瑞典风情！

在生活垃圾这一领域，就可
以分为 10 个小类。每家每
户都有两个大的垃圾桶，分
别放置用于生产沼气的食物
垃圾以及用于回收的废纸、
用于生产瓶子的无色玻璃和
有色玻璃、可降解的包装、
可再利用的纤维、金属和塑
料、以及用于焚化炉焚烧提
供地区供暖和电力的其他混
合垃圾。

在海讷桑德，日常垃圾是要经过分类和再回收的。过去这里
也有填埋坑，但是国家相关税制的改革结束了填埋坑的时
代，取而代之的是将垃圾变废为宝。

10 千克经过分类的食物垃圾可生产相

当于 1 升汽油的能量。

厨房垃圾和沼气

电池和灯泡也是分别收集。
食物垃圾在沼气反应池中，
采用最新的干发酵技术处
理，从而通过利用最少量的
处理热能来获得最大量的
沼气。
这只占了一小部分，占每年
垃圾量中的 6,000 吨。
沼气升级为甲烷后，可用作
汽车燃料，每天取走垃圾的
垃圾车用的也是这种燃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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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均位于战略地点，可用
于纸张、塑料、金属、包装、玻
璃和电池的分类。
这样，如果突然发觉忙碌的
一周后，家里的垃圾桶满了
的时候，市民无需进入中心
处理设施，即可进行垃圾分
类。

四十年前，所有这些垃圾都堆积在填埋场或是地下掩埋处理。如今，垃圾从
城市的各个角落的战略性位置被收集，从千家万户、从人们的住所、工作场
所收集，运到处理设施中进行回收再利用。

其他家居和工业垃圾

另外，海讷桑德也建设有完
备的回收中心，供人们进行
大件垃圾的分类，例如家具
和金属废品等。
有些垃圾的确还很实用。所
以，在回收中心，能够修理的
东西还会得到修理，然后作
为二手设备销售出去。您也

可以处理电子产品、油漆和
其他化学品等有害垃圾。这
样，家居和工业垃圾就得到
了妥善处理，或被再利用，或
被回收。
海讷桑德市政府的愿景是，
到 2030 年，将所有垃圾纳
入可循环经济。9



12 欢迎来到海讷桑德体验瑞典风情！

海讷桑德计划取代掉所有使用化石燃料的
机动车，这里也是全瑞典人均充电桩数量最
多的城市。
大部分工作场所都配备了电力外接设备供
电动车充电。

地方当局管理若干汽车合用组织，为当地工人提供低成本的
交通工具。
2MA 总部位于海讷桑德，是瑞典此领域的龙头企业。2MA 采
用 GPS 定位及 3G 技术控制车辆使用，并有效提供汽车合用
的多项相关管理服务。

冬季会出现大量积雪，因此高效的清雪系统十分
必要。市政会雇用私人公司清扫道路，以便行人、
骑行者、公交车、小车和其他交通工具得以通行。
该系统遵循特定的要求，基于城市中街道的重要
程度来决定分别何时开始清扫及何时结束等。

在瑞典，禁止在船只上使用含铅的有毒涂料，以免对海洋生
物造成影响。
作为唯一一个沿东北海岸线的城市，海讷桑德采用了机械化
清洁系统，这样船东们就无需用磨床来清洁船体了。

海讷桑德市政结构

充电桩

清雪

汽车合用和车队管理

游船船体清洁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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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中，所有的污水在中央
水处理工厂进行处理。经过
沉淀、过滤、生物处理以及
磷化学沉淀后，污水已基本
清洁，可排放入海。残渣则
作为建筑用土。
在乡村地区的度假小屋还
使用原始的室外厕所。城中
销售的塑料桶盖子十分结
实，在桶中，粪便和石灰、
颗粒混合起来。等桶满了，

城中绝大部分房屋已接入 1,000 MB/s 光
纤宽带，可用于看电视、打电话及上网。光
纤由若干相邻的地方主管部门共同所有的
一家公司提供，但具体服务来自于不同的
商业公司。

在海讷桑德，自来水可直接用作烹饪的饮用
水，当然加几片柠檬也行。市政用水来自于
附近的一个湖泊。经过少量化学品、沙滤和
紫外线杀菌过程后，城中所有自来水已经达
到了饮用标准。 

海讷桑德 Tallvägen 水处理厂安装的一个紫外线

过滤器。

所有房屋的光纤系统 

城镇和乡村的污水处理
就作为垃圾进行处理。另外
一种方法就是使用电力厕
所，可以将粪便燃烧成灰
烬。
如果乡村有抽水马桶，那么
就有两种方法可选。可将废
水贮存在化粪池中，或通过
三室缸进行处理然后排放
至地表。定期会有垃圾车负
责清空这些化粪池和三室
缸，把垃圾送到处理工厂。

饮用水 

海讷桑德市政结构

14

16

15



14 欢迎来到海讷桑德体验瑞典风情！

水培鱼和番茄种植 

该地区的一项新兴科技促进
了煤矿和液态化石燃料被生
物材料替换的进程。
木材和其他生物质原材料显
示转化为生物煤或“黑色颗
粒”，它们的燃烧特性与煤类
似，这样可以轻松进行替代
和精炼。
在预处理过程中，颗粒的特
征被精心设计，以便达到最
佳固态载能体的效果。与传
统白色颗粒相比，黑色颗粒

的能量值和体积能量密度均
得到了显著提升，且材料防
水，更易碎（碾碎过程消耗能
量更少）。其他变化则包括提
升了可燃性，减少了灰尘排
放和最终转化过程中的灰尘
相关问题。通过各种处理方
式，燃料已达到近似于煤的
效果（但更清洁），而黑色颗
粒可磨成粉饼直接在发电厂
取代煤，或用于石油精炼（生
物质液态燃料）。

您在海讷桑德的房子极
有可能就是木质的。
用原木造房子是一项传
统。
该地区采用预制单元盖
房子的历史十分悠久。
瑞典约 10% 的多户住
宅也是采用木质的。瑞
典两家最大的锯木厂就
位于海讷桑德：Bollsta 
和 Tunadal 锯木厂。

海水养鱼破坏了瑞典的生态
环境。
如今，一种特殊的水培农场
可以同时生产鱼和番茄，到 

领域内技术

生物煤或黑色颗粒

2018 年，即可开始供应新
鲜食物。该农场系统在培养
床上将养鱼的水重复利用 
10,000 次用于番茄种植。

木屋建造
18

1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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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的太阳能冷却
当地医院采用特殊的太阳能冷却系统，通过集中太阳能来驱
动 CW10设备。该系统由瑞典公司 SaltX 提供。太阳能集能器
在白天可随阳光方向进行移动，同时产生热量和电力。

在当地机场，创新的换气系
统采用绿植来清洁空气。
通过机场的室内花园，空气
以节能的低成本方式得到了
净化。
该项技术也被当地公司在办
公场所采用。

远程控制机场

21

当地的恩舍尔兹维克机场是全球首家配备
高级摄像头和控制系统的机场，航班调度员
可远程对机场进行调度。
该系统可降低成本，同时提高瑞典北部的航
空安全。

22

绿植清洁空气

领域内技术

20



16 欢迎来到海讷桑德体验瑞典风情！

城市规划流程

政治生活
虽然各市政党派均隶属不同
的组织，他们均为独立的非
政府组织，成员自行选举官
员和地方委员会。地方和国
家党派组织基于自愿加入委
员会的成员成立，无偿执行
管理任务。

议会选举每四年一次，但在
各党派内部，成员间会举行
小型投票公决来确定党内的
职位。
在过去 6 年中，海讷桑德由
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共同统
治。

海讷桑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瑞典修订城市规划的流程采用受制于国家立法的民主制，
涉及多个利益方。
如果邻里间未能达成一致，则流程可能会进行长达数年的
上诉。
这样就确保所有人的权益得到了保护，也确保了对个人财
产的保护。

该城市以民主选举的议会领
导，议会会任命市长、市政
局和负责不同领域的五个
分局。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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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女性庇护
城市社会工作通常民间组织进行，会员制的
俱乐部组织年会、制定章程并吸纳志愿者来
促进和管理各种活动。
女性庇护的一个例子就是为躲避家暴的女性
提供支持。
城市为组织按生活区为组织提供资金支持和
年度现金捐款。部分财政来自于国家层面。

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SIDA）是一家政府机构，关注世
界扶贫，尤其是非洲国家以及孟加拉、柬埔寨和缅甸
的扶贫工作。
SIDA 与各组织和商业团体合作的国家中心就位于海
讷桑德。
该中心负责安排培训课程以及为合作提供便利和创意。

SIDA 
合作伙伴论坛

海讷桑德的市民享受最低生活标准。
如果患病或事业，国家将连续 2 年支付工
资的 80%。此后，如果该个人依然没有个
人资产，那么地方政府就要负责。
基本生活标准包括父母和孩子有独立房间
的公寓住所、食衣服、电视、牙齿治疗和医
院看病费用。

最低生活标准

27
海讷桑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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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欢迎来到海讷桑德体验瑞典风情！

冬季是滑雪的好时节。城市包括了多条越野雪道，由各地方俱乐部进行维
护，通常夜间也运营。从岛的顶部，距市中心 5 分钟，海讷桑德大高山滑雪胜
地有三部电梯。越野和高山速降娱乐设施均采用人工造雪，因此人们可尽量
多的享受滑雪季。

海讷桑德有多个自然保护
区，距市中心仅数公里。
这些地区由地方承包商负
责管理，并向公众开放。这
里是濒危物种的避难所，
也是市民娱乐的好去处。
一些保护区提供木质平台
和走道，供残障人士欣赏自
然风光。

人造雪娱乐设施

带无障碍
通道的保
护林

随着瑞典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许多城市摧毁了传统的木质
结构，以便为更新、更有效益的混凝土建筑腾出空间，而这
就造成了文化遗产的丢失。
在海讷桑德，旧广场周围的建筑被迁移至历史公园，可以继
续展现它们的旧时代风采。
另外，中央教堂周围一系列建于 1720 至 1800 年代的传统
木质建筑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如今已成为城中最昂贵奢侈
的居住地。

保留的旧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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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学生们对科技的兴趣，市政府建立了科学中心，面向当
地学校提供每日科研项目。科学中心也从事鼓励创业的项目并
提供展览活动。通过使用瑞典图画书中家喻户晓的人
物，Technichus 吸引的参观者人数达到了历史
最高。科学中心在征求公众对于大型
风力发电站投资意见时，也
起到了极其重要的
作用。

TECHNICHUS 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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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icon 的成立背景是瑞典于 1970 年开始的一项调查传统，这项传统在就核能

使用的全民公决期间进一步得到加强。2002 年，一批企业家开始利用商机，在 2005 

年交付首个设备。2005 至 2012 年间，开发了多个试点设备和商业应用。现在的 

Absolicon 组建于 2013 年，并于 2016 年在瑞典股票交易所上市。

经营理念是实现槽形抛物面和系统知识、产品体验以及生产技术的卓越性，通过聚

光太阳能为各行业、 地区制热以及大型建筑提供能量。

Absolicon Solar Collector AB • Fiskaregatan 11 SE- 871 33 Härnösand, Sweden

Phone: +46 611-55 70 00 • Fax: +46 611-55 72 10 • Email: info@absolicon.com • www.absolico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