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的服务与产品，为了一个更好的环境



公司简介

EKONTA是一家位于中 /东欧的技术领先的环保公司提供如下服务和
产品：

DEKONTA公司数据

污染场地调查和修复
危险废弃物处置
环境应急反应
拆除,拆解和清洗技术
环境咨询
环境监测和实验室服务
工业污水处理和排放设备
环保研究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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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成立于捷克拥 有150 名专业人员 
(80% 大学毕业, 10% 博士)
年营业额两千万欧元

每年承担 10 个国家 400 个项目

ISO9001, ISO14001 和 HSAS18001 认证

7 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捷克,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和 

斯洛文尼亚



人员、设备和设施

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团队 (化学/地质/生

物/工程/民 用工程/电子工程/环境工 

程/生态学/农学/法学/经济学等)
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专家和项目经理

自有设备和设施用于:

污染场地修复的物理化学生物方法

现场钻井/采样/现场测试试验

开挖/运输/处理

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环境应急

反应

研讨会,处置和存储车间

遍布欧洲的 20 处生物处理工厂

化学微生物技术实验室
室内环境研究中心

最新的硬件和软件进行数据采集评估
可视化和数学建模。



污染现场修复

EKONTA 已成功治理多个国家被有机物或无机物污染的几百个的场地。根据污染性质的不同和现场的
具体条件，来确定最佳的修复方案。通常分两类：

“易位”修复：挖出受污染的土壤或
抽出污染的地下水之后的易位治理

„原位“修复：土壤或/和地下水原地
处理（不挖不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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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KONTA 拥有成功应用如下修复技术所需的技术、经验、材料和设备:

物 理

污染土: 污染土: 污染土: 污染土:

地下水: 地下水: 地下水: 地下水:

化学 生物 其他

破碎,筛选,分选固化和
稳定

土壤蒸气萃取

洗涤

焚烧

热脱附

化学氧化
化学还原

中和

化学氧化
化学还原
中和

生物修复
生物还原脱氯
生物还原
生物消化

水力坝
反应坝
监测/增强衰减
地下防渗墙

生物修复
生物通风

植物修复

填埋
再生

密封封存

覆盖

空气扰动,泵吸及后
续处理：

重力分离
吹脱(空气和水)
吸附
聚凝
絮凝
反渗透



现场调查，取样，监测

DEKONTA 在现场调查, 取样和监测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特别是以下对象:

土壤

污染物

建筑结构

污泥和沉积物

地下水

地表水

土壤气体

空气

DEKONTA拥有资深工作人员，许可证，内部认证证书；检验或采
样等监测活动需要的设备和材料，包括钻机，手动钻孔设备，采样
器，泵，样品容器，冷却箱，分析设备，样品储存，运输，消毒，
清洁设备和取样设备等。



现场分析和移动实验室

拉曼光谱仪

手持式X射荧光分析仪 DELTA

生态检测

根据客户的要求，DEKONTA可以为特殊要求组建可移动的集装箱式实验室:

独特的现场设备可识别 6000种的有
机物和无机物及其化合物。

先进的现场分析,提供土壤和沉淀物中有
毒金属及主要污染物的当前含量。

用灵活可靠的设备同位检测和VOC分析(挥发性
有机生态检测化合物),结合PID分析仪和选择
性IR分析仪分别测量壤气体里的甲烷,石油烃
和二氧化碳含量

分析实验室
微生物实验室
样品制备实验室

可以出租或者出售移动实验室包括有经验的工程师

6



7

钻孔工程

使用自有的钻井设备(AMS Power Probe, Jano) , DEKONTA提供以下服务：

直推式钻机(从不同深度取样)

旋转式钻机

临时和永久性监测

采用“原位”生物化学修复方法的注射井渗透测试

勘探钻孔

热泵钻孔

固定和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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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气体监测

EKONTA 提供认可的排放气体的测量和空气质量检测。依靠高素质的经
验丰富的人员和先进的设备，DEKONTA空气监测小组保证了在捷克及

海外提供灵活和高质量的服务。

D

授权监测固定的气体排放源

气体排放的技术检测

环境空气质量的技术检测

土壤气体质量的现场检测

提供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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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应急处理服务

EKONTA提供意外应急情况处理服务,针对有
毒有害化学品泄露。服务涵盖多种内容，包

括重点污染物消除及整个场地的修复。

环境应急处理，一周7天，一天24小时待命。
捷克电话: +420 602 686 622
应急反应小组在接到事故信息后30分钟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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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应急处理服务

DEKONTA 公司已纳入捷克集成应急系统，
通过消防救援系统展开服务。

服务也已被纳入到布拉格紧急系统和安全系统中。

急救车（越野车）

应急船

挖掘机

卡车

罐车

危险和爆炸性物质专用泵

有毒物质处理的防护手段

净化设备与方法

化学物质探测器

危险物质电子数据库

设备:



废弃物管理

同时，DEKONTA 公 司针对客户需要提供相关服务，
包括废物的容器，废物从客户到处理场的装载，称
重，运输，废物处理，危险性的实验室分析和评估。

EKONTA 提供完备的废弃物处理和处置管理服务
在危险废物生物技术处理的领域, DEKONTA 是一家

在捷克和中东欧地区领先的企业，拥有超过20座生物
处理厂。

废弃物管理的进一步服务包括：

D

废物生产为替代燃料

回收工业废料

固化/稳定污泥和灰尘

物理方法处理废弃物(通风,
清洗等)

化学方法处理废弃物(化学
氧化)

废物热处理与处置

垃圾填埋

垃圾填埋场的修复和恢复



拆除,拆解和清洗技术

DEKONTA 已完成了大量的拆除拆解工程。物理
方式之外，还包括：建筑/工厂勘测，采样和分
析，拆除拆毁设计，建筑物定向拆除，回收/再
利用研究，运输和处理成本分析。

石棉材料调查与分析

石棉清理

石棉废物的提取和处理

设计和执行石棉清除工程

油罐清洁

管道和污水系统清理

停机的设备清洁

坑/水池/池塘清洁

我们提供以下服务：

DEKONTA 对炼油厂，发电厂，化工厂等行业提
供专业的清洁服务技术。我们的服务包括以下：



实验室服务和研发

EKONTA 利用其分析性，微生物性和技术性实验室
提供范围广泛的分析与试验，包括：D

土壤的化学（有机和无机）分析废物泥沙淤泥建筑材料水垃圾渗滤液和空气样品复杂的微生物 分析,毒性测定。 

先进的微生物实验室分析,符合当地法律和标准及分析方法,符合ISO/IEC 17 025
在Dretovice 和Ostrava 两地提供污染土生物处理的生物修复服务

在我们的实验室(Dretovice和Slany),也研发新的测试方法和技术

科研费用每年超过1百万欧元,与欧洲各著名大学在环保领域研究所建立了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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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

EKONTA 提供以下范围的咨询服务：D
尽职调查和完成环境审计

环境审计(包括根据EBRD和WB要求的)

环境影响评价的研究和提供专家意见

执行工程实施的质量(ISO 9001)环境管理(ISO 14001)和健康安全
管理(OHSAS 18001)的咨询服务

根据各国法律的植物保护公约IPPC
噪音水平的研究

大气污染的研究

废弃物管理计划

专家意见

环境与公众健康的风险评估研究

环境外包服务

环境工程监理(不相关的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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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滤池

对于气味控制和处理含有机物的气体排放,生物滤池是除臭

的非常有效和经济的解决方案。

生物滤池可以用在医药，化工，塑料制品生产，油漆和涂

料工业，市政废物处理，沼气厂和食品等行业。

DEKONTA 提供：

生物滤池的交钥匙工程

生物滤池设计

生物滤池效率的中试试验

生物滤池的测量，监控和操作优化

生物净化的维修与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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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水和空气的处理设备

DEKONTA 对于废弃物处理提供以下设备：

DEKONTA 对于空气排放处理提供以下设备：

DEKONTA对于污水处理提供以下设备：

移动的（集装箱式）的固化/稳定化工厂

移动土壤清洗设备

灰尘/污泥的造粒设备

浮动挖泥与污泥泵

生物滤池

活性炭吸附过滤器

活性炭再生装置

生物反应器

集装箱处理装置（重力分离，吹脱,吸附）

根系污水处理厂(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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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系污水处理厂

RZWWTP根系污水处理厂是一种针对小城镇和工
厂的有效经济的处理方式。

废水排放到一个结构化设计的湿地中，通过水的
流动和湿地中生长的特殊植物地根系来去除污染
物质。

RZWWTP污水处理厂交钥匙工程

选址和RZWWTP何时的结构

设计及许可

选育,培养处理厂植物

处理厂运营维护

DEKONTA 提供:

17



客户

化学，石化，石油加工企业:
Unipetrol, Slovnaft, MOL, PKN Orlen, Orlen Lietuva, 
Hexion, Akzo Nobel, Benzina, Istrochem

能源企业:
E.ON, Jihočeská plynárenská, Západočeská 
energetika, Transgas

冶金:
US Steel, Feramo, Vítkovické železárny, Mittal Steel

工程和汽车制造:
ČKD DIZ, GDX Automotive, TRW

食品和加工: 
Královský pivovar Krušovice, DUO, Dermacol, Tesco

开发商: 
Central Group, Red Group, CEI Building 

交通部门:
Čepro, Mero, České dráhy, ČSA, Letiště Praha 

建筑公司:
Skanska, Zakladání staveb, Metrostav, Eurovia

各部委和国家机关:
Armáda ČR,Ministerstvo financí, Ministerstvo 
průmyslu a obchodu, Ministerstvo životního 
prostředí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Světová banka, EBRD, NATO, UNEP, UNDP

EKONTA 每年有数百个涉及环境的项目订单。我们的主要客户是工业和建筑公司，
银行，国际组织，开发商和地方政府。

客户群: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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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Česká republika 捷克
DEKONTA, a.s.
Dřetovice (headquarters)
Dřetovice 109, 273 42 Stehelčeves
phone:312 292 960
fax: 312 292 966
email: dretovice@dekonta.cz

Prague (office)
Volutová 2523, 158 00 Praha 5
phone: 235 522 252-3
fax: 235 522 254
e-mail: info@dekonta.cz

Poland 波兰
DEKONTA - Polska Sp. z.o.o.
Warszawa (headquarters)
Jagiellonska 76,
Warszawa 03-301, Polska
phone: +48 41 3621882
fax: +48 41 3621882
e-mail: biuro@dekonta.pl

Kielce (office)
Ściegiennego 252, Kielce 25-116, 
Polska
phone: +48 41 362 18 82
e-mail: biuro@dekonta.pl

Serbia 塞尔维亚
DEKONTA d.o.o.
Bulevar Zorana Đinđića 87/4
11070 Belgrade, Serbia
phone: +381 113 017 741
fax: +381 113 111 762
email: office@dekonta.rs

Slovakia 斯洛伐克
DEKONTA Slovensko, spol.s r.o.
Odeská 49, 821 06 Bratislava
Slovenská republika
phone/fax: + 421 245 527 672
mobil: +421 910 788 321
e-mail: slovensko@dekonta.com

Russia 俄罗斯
DEKONTA Geolink “OOO”
Varshavskoe shosse, 35, building 1 
(River Plaza)
117105 Moscow, Russia
phone: +7 495 380 1680
fax: +7 495 380 1684
e-mail: mail@dekolink.ru

Romania 罗马尼亚
DEKONTA SRL
Anul 1848 street, 14
100 559 Ploiesti, Romania
phone: +403 44100284
fax: +403 44100284
e-mail: romania@dekonta.com

Hungary 匈牙利
Dekonta-Öko Kft.
Ostrom u. 27., 1st floor, No. 1
1015 Budapest, Hungary 
phone: +420 235 522 252-3 
e-mail: hungary@dekont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