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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概要

序　言
在高度经济增长期，关西地区曾遭遇了琵琶湖等水域的水质污染、工厂排放的大气污染以及废弃物问题，通过官

民合作的不懈努力和企业的技术开发，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举的重要课题。目前，关西地区诞生

了众多环境及能源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环境先进地区・关西”希望为亚洲各国，以及致力于追求经济增长与环

境保护和谐发展的所有国家助一臂之力。

为了广泛宣传关西先进的环境及能源技术，促进环境及能源技术、产品相关商务活动的开展，关经联在2008年首

次发行了本事例集，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希望本事例集能得到大家的有效利用。我们愿为促进亚洲及海外国家与我国(关西)企业间的环境及能源技术、产品

等商务活动的活跃发展，进而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献出绵薄之力。

2015年3月　公益社团法人	关西经济联合会

●大体位于日本列岛的中心位置，由2府4县构成。
　※	在以下地图中，已加入关西广域联合或与该会活动有关
的关西周边四县均用淡蓝色表示。

●地区内生产总值为80.8兆日元(约占日本整体的16%)。
●人口约为2160万人(约占日本整体的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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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名义值。但是，关西是根据2011年度地区内生产总值(名义)计
算得出。2012年美元兑日元汇率为79.82日元。	
(出处APIR《2014年版关西经济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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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先进技术攻克“关西”的环境问题

大阪市内主要大气污染物质浓度的变化

●关西大气污染的改善事例

※大阪市内26处(一般大气测定局15处、汽车尾气测定局11处)测量结果的平均值
(出处　大阪市环境白皮书　(2014年度版))

(出处　大阪府《大阪的环境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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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水质污染的改善事例

大阪府内河流中BOD污染负荷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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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生化需氧量。表示河流污染程度的代表性指标。
(出处　大阪府环境白皮书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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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合作构建高度的水管理系统

〈此前的经验和举措〉
●在高度经济增长期（始于二十世纪50年代后半期）经历了水质污染问题，依据水质污染防止法制定工

厂排水标准等，致力于环境问题的解决。

●凭借地方自治体的高度管理能力以及去除杂质的过滤膜、供排水管、阀门、水泵、水质测量等民间

企业的各项技术开发，实现安心、安全的自来水供给及污水排放。

●凭借应用水处理用膜的节水(再利用)技术、管道的耐震・防漏水技术，构筑高效水管理系统，从而

以较少取水量实现高度经济活动。

●在以琵琶湖・淀川水系为中心的地区，汇集了众多拥有节水技术、耐震・防漏水技术、排水处理技

术等自来水、污水相关先进技术的企业。

〈关西技术、产品的主要贡献点〉
解决生活排水・工厂排水导致的水质污染、可用作水资源的水不足等问题

主要事例

水处理技术

测量技术 海水淡化技术

■应用浸没式膜进行污水、工业排水处理 ■通过FRP制净化槽来净化生活排水

海水淡化用中空纤维型逆浸透膜

■高效、节能的海水淡化

在线TOC测量器

■排水等中的有机污染物质测量

应用浸没式膜的污水・排水处理系统流程 FRP制载体流动型净化槽



凭借先进技术实现节能及抑制全球变暖

〈此前的经验和举措〉
●由于能源自给率低、工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比例高，在二十世纪70年代曾两度陷入石油危机的困境。

●1979年制定节能法，对引进节能型高性能设备的工厂实施奖励、要求工厂在中长期降低能源消耗等，

从而使工业部门的能源利用比例大幅降低。

●1999年因修订节能法而引入了领跑者制度，要求汽车、家电等制造商根据技术进度交付能效优良

的产品。

●关西汇集了从事各种商品开发、生产的厂商，累积了各种先进的能源管理相关技术与技巧。

〈关西技术、产品的主要贡献点〉
抑制伴随经济发展、城市化出现的能源需求增大，通过节能抑制全球变暖

主要事例

节能（空调・照明）

节能(生产工序)

■不需要商用电源的独立型照明■通过冷热水压力损失降低剂实现空调节能

■将未利用的水力能源用于发电 ■蒸汽利用工序中的发电

向大厦中央空调导入冷热水压力损失降低剂 太阳能・LED照明灯

发电机一体型　小型水力发电装置 螺旋式小型蒸汽发电机

冷热水压力损失降低剂

在冷热水中添加规定量的
冷热水压力损失降低剂



通过废弃物的合理管理、有效利用形成循环型社会

〈此前的经验和举措〉
●随着二十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高度经济增长，从“不断增加的城市垃圾的卫生管理”这一观点出

发，正式在市町村着手完善从收集到最终处理的城市垃圾处理系统。

●由于国家土地难以确保填埋处理厂，而且夏季气候高温多湿，因此焚烧处理作为确保公共卫生的中

间处理得以发展。

●1967年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1970年制定了水质污染防止法、此外1999年制定了二恶英类相

关特别措施法等，构筑了严格遵守各项规制的处理系统。

●通过排出源分类、高效收集搬运、焚烧发电等各种中间处理系统的构建与维持管理、最终处理的合

理管理，形成了合理处理并有效利用城市垃圾的循环型社会。

〈关西技术、产品的主要贡献点〉
解决伴随经济增长、人口增加导致的废弃物激增、以及难以确保最终处理厂等问题

主要事例

废弃物的再资源化

循环利用技术

■污水污泥的减量化・燃料化■引进废弃物发电系统

■炼铁粉尘的循环利用 ■塑料的循环利用

大阪市清扫局舞洲工厂 污水污泥干燥产品

炼铁粉尘循环利用设备 自循环型原材料循环利用的整体流程



通过环境改善技术防止大气污染、土壤污染

〈此前的经验和举措〉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进入高度经济增长，同时工业城市周边的光化学烟雾显著增加等问题

也日益严重。

●依据公害防止条例、公害对策基本法、大气污染防止法导入排气脱硫・脱硝限制等，从而削减了因

发电站、工厂、汽车排气导致的大气污染。

●为了应对工厂用地中的重金属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造成的土壤污染，以及因此导致的地下水污

染等问题，	2002年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

●以防止大气、土壤污染的各种法律限制作为背景，环境改善技术在测量技术与对策技术这两方面得

以发展。

〈关西技术、产品的主要贡献点〉
防止SOx・NOx・VOC等导致的大气污染以及重金属类等导致的土壤污染、抑制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

主要事例

环境有害物质的去除枝术

■VOC的回收处理■去除SOx・Nox

■分离和回收燃烧废气二氧化碳 ■排气的测量 ■土壤污染物质测量

温室效应气体对策 测量技术

脱硫设备 VOC的回收处理

CO2回收设备 排气测量装置 Cd浓度简易快速测量套件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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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西经济联合会主页上除了本文中的介绍事例外，
还用日语、英语、汉语刊登了150多件事例。

详情请浏览以下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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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例集介绍了有助于解决环境、能源问题的事例(技术、产品等)，针对这些事例中涉及的技术、产品等

的转移、销售不作保证。另外，本书刊登的相关事例均为直接刊登其投稿内容，针对其成果、效果的相

关数据，公益社团法人关西经济联合会不进行任何保证，敬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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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he Kansai region faced problems with water contamination in Lake Biwa and other water
resources as well as air pollution and waste from factories during the high economic growth period,
the region solved the vital challenge of simultaneously achieving economic growth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continued, concerted efforts b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and the
culmination of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s a result, excellent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relating to environment and energy are being produced there. We believe that Kansai, as
an “Environmentally Advanced Region,” helps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other Asian
countries, with efforts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while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iming at widely publicizing superb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related technologies in the Kansai
region and promot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such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Kankeiren first
published the booklet containing various case studies in 2008 with the help of many people and
concerned organizations. Since then, we have improved and annually updated it to include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We prepare the booklet in three languages—Japanese, English and Chinese—in
book and website forms, which has been read by many peopl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this booklet will be useful to creat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environment -
and energy- related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between companies in Asian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and Japan (Kansai). Through such activities, Kankeiren will contribut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e resolution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March 2012

Kansai Economic Federation (Kankeiren)

Cooperating economic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agenc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companie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Osaka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Kyoto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Kob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Kansai Association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METI Kansai Bureau of Economy，Trade and Industry, MLIT Kinki Regional Development Bureau,
Shiga Prefecture, Kyoto Prefecture, Osaka Prefecture, Hyogo Prefecture, Nara Prefecture,
Wakayama Prefecture, Tokushima Prefecture, Tottori Prefecture, Osaka City, Kobe City, Sakai
City, Higashiomi City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for the Earth
Osaka ATC Green Eco Plaza，Foundation of Kansai Research Institute

　関西は、高度経済成長期に琵琶湖などの水質汚濁、工場からの大気汚染や廃棄物問題に直面しました際に、官
民連携による絶え間ない努力と企業の技術開発の結集により、経済発展と環境保護を両立するという重要な「課
題解決」を実現してきました。この結果、関西には、環境・エネルギー関係の優れた技術・製品が生まれてきま
した。「環境先進地域・関西」は、アジア各国をはじめ、経済成長と同時に環境への取り組みを進めようとする
国々のお役に立て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ています。

　関経連では、関西の優れた環境・エネルギー技術を広くPRし、環境・エネルギー技術・製品等のビジネスを活
発化するため、本事例集を多くの皆様のご協力をいただき2008年に発行いたしました。以来、毎年改良を重ね、
最新の技術に更新し、日本語・英語・中国語の3ヶ国語を製作し、冊子版・ホームページ版で多くの方にご覧いた
だいています。

　ぜひ、本事例集をご活用いただき、アジアをはじめ海外とわが国（関西）企業との間で、環境・エネルギー技
術・製品等のビジネスが活発化し、世界の持続的な発展や地球環境問題の解決の一助とすることが出来れば幸い
に存じます。

2012年3月
公益社団法人　関西経済連合会

（2015年1月情報更新）

ご協力いただいた経済団体・官公庁・研究機関等

・大阪商工会議所、京都商工会議所、神戸商工会議所、社団法人関西経済同友会
・経済産業省近畿経済産業局、国土交通省近畿地方整備局、滋賀県、京都府、大阪府、
　兵庫県、奈良県、和歌山県、徳島県、鳥取県、大阪市、神戸市、堺市、東近江市
・独立行政法人産業技術総合研究所、財団法人地球環境産業技術研究機構
・おおさかATCグリーンエコプラザ、財団法人関西文化学術研究都市推進機構
・組込みシステム産業振興機構

・

・
・

・
・
・
・

[汉语][日语][英语]

详情请 		环境事例集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