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金属是指比重大于4或5的金属，
约有45种，如铜、铅、锌、铁、钴、镍、锰、镉、
汞、钨、钼、金、银等。 尽管锰、铜、锌等重金
属是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但是大
部分重金属如汞、铅、镉等并非生命活动
所必须，而且所有重金属超过一定浓度都
对人体有毒。

在环境污染方面所说的重金属主要
是指汞（水银）、镉、铅、铬以及类金属砷等
生物毒性显著的重元素。 重金属不能被生
物降解， 相反却能在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
用下，成千百倍地富集，最后进入人体。 重

金属在人体内能和蛋白质及酶等发生强烈
的相互作用，使它们失去活性，也可能在人
体的某些器官中累积，造成慢性中毒。

重金属元素由于某些原因未经处理
就被排入河流、湖泊或海洋，或者进入了
土壤中，使得这些河流、湖泊、海洋和土壤
受到污染，它们不能被生物降解。 鱼类或
贝类如果积累重金属而为人类所食，或者
重金属被稻谷、小麦等农作物所吸收被人
类食用，重金属就会进入人体使人产生重
金属中毒，轻则发生怪病（水俣病、骨痛病
等），重者就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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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新余市新貌。 2013年3月， 永清环保与新余市政府签订协议， 对该市环保问题全面 “问诊把脉”， 促进该市环境逐步好转。 通讯员 摄

长沙某场地修复项目修复前后对比图。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站在技术高点上，
消除重金属之痛

一袋袋带有标识的被污染土壤
样本， 一支支实验用的试管……5
月6日， 在永清环保的环境修复实
验室， 土壤修复专家刘代欢博士正
在一台电子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
仪 (ICP)前查看数据。 “我们的工
作就像人体验血一样， 通过取样，
查清土壤里的化学成分， 然后对症
下药， 提出性价比最合理的治理配
方。”

作为永清环保环境修复研究所
所长， 刘代欢已经跟土壤污染“战
斗” 了10多年， “土地是人类生
存的基础， 土壤污染不像空气、 水
那么直观， 但它的危害更大更持
久。 现在土壤治理修复的技术条件
相对成熟， 欠缺的是修复周期和成
本因素。”

创建于1998年的湖南永清集
团从污水处理做起， 于2004年成
立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业
务领域涵盖土壤修复、 大气治理、
污水处理、 垃圾发电、 环境咨询、
环保设备制造等， 多项核心技术达
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 成为了提供
环境服务的“全科医生”。

自主研发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烟气除尘脱硫一体化技术为世界首
创；

工业窑炉含硫烟气制取无水亚
硫酸钠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湿式静电除尘技术为国内领
先；

自主研制的污泥处理系统技术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
近年来， 永清环保更是投入大

力量， 从事百姓高度关注的土壤修
复事业， 为消除重金属之痛， 敲响
希望的钟声。

2013年6月， 永清环保年产8
万吨的重金属污染土壤离子矿化稳
定剂生产线建成投产， 填补了国内
空白， 打破了土壤修复药剂长期以
来依赖国外进口的局面；

一个月后， 永清环保离子矿化
稳定化技术被列为国家重点环境保
护实用技术。 “离子矿化稳定剂不
仅为土壤修复提供上游原料， 还为
湘江流域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的治
理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湖南永清
集团董事长刘正军表示。

治理水土重金属污染， 永清环
保站在技术的制高点上。

在距离长沙市区100公里的一
个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现场， 记者
看到了已部分修复好、 栽种着花草
的一片几亩大的土地。 而在它的旁
边， 还有一块正在修复的土地。 刘

代欢指着褐红色的土块对记者说：
“前期分析结果表明， 这里的土壤
主要受镉污染， 我们对土样进行了
试验、 检测， 根据土壤受重金属污
染状况配比相应的药剂。 我们所使
用的离子矿化稳定化技术修复原理
是， 让药剂与活性态重金属离子发
生矿化反应， 使土壤中的重金属稳
固失活， 不让其随水迁移和被植物
吸收利用， 进而降低其潜在危
害。”

模式创新， 让被污染
的地方能治病， 也能治得
起病

“技术有了， 公司在土壤修复
这一块投入了很大人力物力， 土壤
修复的市场需求也很大， 但推动起
来还是很慢。” 永清环保环境修复
事业部副总经理刘仁和直言， 污染
土地治理和修复的难度大、 成本
高、 周期长， 最核心的问题是谁负
责， 谁出钱？

突破这一瓶颈， 永清环保在研
判环保产业发展大势后， 不是等着
市场“开门”， 而是主动把市场砸
开来。 公司首创政企合作应对环境
问题的合同环境服务模式， 为解决
重金属环境修复提供了新的路径选
择。

“五一” 假期， 记者走进江西
省新余市的毓秀山国家森林公园，
清澈如练的江水顺流而下， 郁郁葱
葱的树林令人心旷神怡。

谁曾想到， 这里曾经因铅锌矿
的开采留下巨大的环境伤疤， 大片
裸露的焦黄色土壤因重金属而“中
毒”， 渗漏出的黄褐色的水里含有
硫、 汞等有毒有害物质， 属于劣五
类水质。

环境之灾， 让当地政府十分棘
手。 治理吧， 没这个资金和技术
实力； 运走吧， 耗上巨资不说， 还
会形成新的污染。

永清的加入， 给这座废弃铅锌
矿片区治理带来曙光。

2012年3月， 永清环保与新余
市政府签订协议书， 对该市环保问
题全面“问诊把脉”。 这是我国第
一个地级市以上的大型合同环境服
务合作项目。

2013年9月， 永清环保开始
“开方治病”， 经过几个月的综合治
理， 区域内的水质已经达标。

目前， 这种政府购买环境服
务， 企业负责环境综合治理， 按治
理效果收费的合同环境服务模式，
已被复制推广到我省怀化、 湘乡等
地。 永清环保也成为环保部批复的
全国第一家合同环境服务试点单
位。

与政府购买环境服务相比， 永
清集团在湘潭探索的“岳塘模式”
则离市场更近了一步。

2014年， 永清集团与湘潭市
岳塘区政府签署合作协议， 组建合
资公司作为投资和实施平台， 对竹
埠港重金属污染开展综合整治。

合资公司将承担关停企业厂房
拆除、遗留污染处理、对污染场地修
复、整理等工作，污染治理不再是简
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要
把整个“久病、多病缠身的”区域污
染， 全方位治理好， 开发成生态新
城。按照协议，合资公司将从治理土
地增值收益中获得回报。

刘正军说，这一探索，希望让更
多被污染的地方，能治病，也治得起
病。

这一政企合作合力治污的模
式，被称作“岳塘模式”。 2014年9
月，“湘潭竹埠港生态环境治理投资
有限公司” 正式挂牌， 备受关注的

“岳塘模式” 进入实质性运作阶
段。

“岳塘模式” 首创的土壤修复
开发转让获取增值收益的模式， 打
破了行业发展的资金瓶颈， 或会直
接破局我国重金属污染治理难题。

治理重金属污染：对症下药 变害为宝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在重金属污染治理领域，长沙华时捷
环保科技公司可谓名声在外：其环境在线
监控预警系统可非常敏锐检测出镉、 砷、
铅等17种重金属污染，就连环保技术相当
先进的日本也专门从该公司把这“利器”
请了过去；除了“发现污染物”，华时捷更
擅长从废水、废气、废渣中“淘金”，对“三
废”实现资源化利用，将其转变为附加值
极高的产品。

这一切的背后，均与一位年轻、漂亮
的女人有关。她就是华时捷环保科技公司
副总经理蒋晓云博士。

“你的废物，我的宝”。在蒋晓云看来，
“没有绝对的废弃物， 只有放错地方的资
源。 废弃物利用好了，同样是宝贝”。

水质监测系统
每分钟可出一组数据

在华时捷的一间控制中心， 记者看
到，硕大的屏幕上不断闪烁着数千个重点
监测单位监测仪器运转情况，这就是华时
捷自主研发的“地球守望者环境在线监控
系统”。

目前湘江流域的10多个监测站点都
使用这套水质环境自动检测系统，为饮水
安全保驾护航。“这个平台的研发属无心
插柳”，蒋晓云介绍，当时她带领团队针对
省内一大型冶炼企业研发监测汞金属的
系统，但在实际研发中，连带着把监测镉、
砷、 锰等其他重金属的功能一起弄出来
了。很快，这套系统被应用到湘江流域，建
立饮用水安全预警信息系统。

“监测系统敏感、快捷、准确，每1分钟
可出一组数据”。 蒋晓云颇为得意地告诉
记者， 这与当时需要1个小时才能出数据
的系统相比，“先进到不知道哪去了”，相
继被评为“国家重点新产品”和“国家重点
环境保护实用技术”。

目前该系统已经覆盖全国20余个省
市的2000多家企业， 成为全省乃至全国
环境监测重金属排放物的重要平台。

治污的最好出路是利用

对于重金属污染治理， 蒋晓云认为，
最好的办法是“不仅要发现，更要利用”。

“大家都说重金属有害，但重金属本
身没有错， 只要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就
是宝贝、是资源”。 蒋晓云带领团队，经多
次优化设计及技术改进完善，突破了传统
技术瓶颈， 探索出无害化回收重金属技
术———电处理模式，对水中全部重金属可
实现高效、经济、清洁去除。

电处理模式最大好处就是，处理过程
中不需要添加化学制剂；处理后的水质更
好，且过程简便、容易操作。

这一技术首次应用在水口山。华时捷
环保科技公司董事长何劲松介绍， 其时，
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的蒋晓云，一头扎进水
口山的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在尘土飞扬的
工地来回奔波，协助工程建设、指挥设备
安装、调试各种参数。项目建成后，日处理
废水4200立方米， 每年可减排并回收重
金属近百吨。

像这样的环境污染治理项目，蒋晓云
已经历了上百个，她一年三分之一以上的
时间都在出差。“环境治理通常是在野外
进行，但我从不认为这是困难，我热爱环
境工作、喜欢挑战。 ”蒋晓云说。

华时捷利用这一技术， 承担了全国
60%铜冶炼产能、50%铅冶炼产能及40%
锌冶炼产能的含重金属废水治理。

现在，蒋晓云和她的团队研发出来一
种更先进的高分子吸附材料，水中重金属
均可通过这种材料和技术提取出来，重金
属净化率在98%以上。

“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

污染治理，需要“中西医结合”。 这是
蒋晓云一再强调的观点。

她认为，医学上，西医发现什么就治
什么，重在治标；中医讲究系统调理，重在
治本。 环境治理中，既要解决迫在眉睫的
现实污染，更要长远打算，从建厂开始就
考虑尽可能减少污染排放、对污染物如何
综合利用。比如说，厂房怎么布局，生产线
上废气、废水、废渣如何便捷回收；回收后
该如何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

蒋晓云正带领团队开展尝试。
二氧化硫是火电、钢铁等企业产生的

头号污染物。 蒋晓云研制出一套装置塔，
就安装在燃煤厂房的烟囱口，可将烟气中
的二氧化硫全部吸附、回收，再通过后续
工艺直接将其加工为硫酸产品，既节约了
烟气脱硫成本，又新增了效益。

有色金属冶炼时，一般都只提炼了矿
石中的少数几种金属，还有大量稀有金属
深藏在矿渣中。 既存在环境污染隐患，也
是对资源的浪费。 如今，这一难题被蒋晓
云攻克，一块矿石，其含有的稀有金属，几
乎可以全部提炼出来。“如此一来，既减少
污染，又大幅提升了矿石利用价值。 全国
有那么多被丢弃、填埋的尾矿，如果利用
起来，将是一笔巨大的矿藏”。

在蒋晓云的污染治理道路上，她希望
能做一个环境治理的“全科医生”，从最初
的工艺设计、生产布局、污染防控、循环利
用，打通环境保护的全产业链。

胡信松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大规模的
投资必不可少。许多地方和企业，在
这个问题上十分纠结和困惑。

资金已成为制约环保产业发
展的一大瓶颈，仅靠财政投入显然
不够，鼓励多种资本进入环境治理
领域，将成为环境治理持续推进的
不竭动力。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

随着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
全面启动，一批企业成为先行者。

永清的实践在于把握市场机
遇，在于创新推动。 它以环保产业
链为中心 ， 走出一条与众不同之
路。充分发挥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
的作用， 调动了企业在资金投入、
技术研发等方面的积极性，解决土
壤污染治理投入大却几乎没有产
出的难题。

华时捷环保科技公司在治理

重金属污染时，从理念到技术到市
场挖掘，也是创新二字当头 ，让危
害四方的重金属， 在他们手里，变
成了资源，变成了“宝贝”。

人们常说， 思路决定出路，他
们的创新实践是最好的证明，不仅
解决了地方上污染的难题，也探索
了企业的发展之路。

不断发展变革 ， 不断创新突
破，向着“天蓝、地绿、水净 ”前行 ，
我们为这样的探索点赞。

科技和创新要成为环保
企业的重要基因 ， 始终以奔
跑的姿态 ， 做行业先行者和
引领者。

———湖南永清集团董事
长 刘正军

环保是一门应用 科 学 ，
要到企业去 、 到污染现场去
才是真正的 “学以致用”。

———华时捷环保科技公
司副总经理 蒋晓云

作为环保产业的龙头企业，永清集团不仅在污水处理、大气污染治理等技术上
提供强力支撑，特别是在重金属污染治理上，大胆发力———

“全科医生”专治环境顽疾

华时捷环保科技公司承担了全国60%铜冶炼产
能、50%铅冶炼产能及40%锌冶炼产能的含重金属废
水治理，公司海归博士蒋晓云认为，重金属本身没有
错，只要把它放在合适的地方，就是宝贝、是资源———

“你的废物，我的宝”

■链接 重金属及其危害■记者手记■一路心语 为创新的探索点赞

长沙华时捷环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晓云在工地考察治理情况。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