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的企业是独一无二的，所以
贵司对于环境的诉求也是与众
不同的。



为您的企业量身定制废气排放及
废物管理的解决方案。

我们是一家专为大型工业企业服务的环境科技公司，
为企业量身打造废气排放和危险废物处理的定制解决
方案。

我们设计并实施定制方案，帮助企业最大程度地减少
生产过程中的碳足迹。

我们和所有客户建立长期合作；Tecam将为您配置环
境技术领域的专家团队资源，按照您企业的诉求，在
您需要的地点和时间，为您提供最适宜的环境解决方
案。



環境環境。

作为Tecam的一员，我们坚信工业与社会之间的纽带
，不仅仅体现在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上。我们日
复一日地努力，希望能实现更加环保、更加可持续的
工业生产。 

Tecam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减少污染性工业废物的工作
；我们坚信技术创新和全新的产能方式，将为保护环
境和人民健康做出巨大贡献。

同时我们深知，Tecam的企业使命是成为为客户创造
价值的好伙伴，为客户提供工具和服务，通过有效利
用资源，减少客户企业的工业生产污染，并提高企业
的经济效益。

我们用汗水和决心，用每日辛劳的付出，助力客户企
业获得更高的环境投资效益。我们承诺，通过促进环
保型工业发展，共同构建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Tecam的工作方式以及企业社会责任上，我们践行
着曾经许下的庄严承诺。

我司通过了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同时我们
在制定行动方针和决策时，坚决贯彻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精神。

我们坚持打造无污染的工业，致力于以
服务助益工业。

一种思维方式。 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致力于健康，
致力于未来。



我们坚信，环境可持续性是未来工业发展唯一可行
的路径；这不仅是常识，也是广大消费者的强烈诉
求。

Tecam所有成员，都有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我
们清楚地知道，唯一可行的环境出路是研发新的技
术，不仅可实现最大环保效益，同时还能最优地利
用资源，保证工业生产产能不受影响。 

我们所有的研发工作、技术以及服务解决方案都有
以下两个侧重点：为所有业务伙伴提供工业生产以
及环境保护的高科技解决方案。

Tecam由专业人员组建而成，一直以来，直面挑战
是我们最认可的存在方式。只有大胆迎接挑战，我
们才能为您的企业提供切中所需的解决方案：  

• 我们意志坚定，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项目，打造
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 我们行动迅速，在客户需要之时，我们快速响应
，在任何客户需要的地方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源。

• 我们充满激情，我们热爱我们的工作，致力于为
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因此，客户对我们充满信
心；Tecam将为您提供最适宜的解决方案，满足
各种不同的诉求。

我们开发最先进的技术，服务于工业和环境保
护的需求。

科技。

一种存在方式。 我们满怀激情，意志坚定，
我们行动迅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为您  的企业提供所需的解决方案。



我们笃定践行我们的职场哲学，不仅收获了我们希
望看到的结果，也为客户提供了他们所需的解决方
案： 

• 我们作为专业技术提供者与客户达成良好的合作关
系，而这种合作关系是建立在诚实以及信任基础之
上的。

• 我们不安于现状；永不停下研发的步伐，是我们
DNA里无法改变的东西。因此，我们才能不断为客
户提供最新的环境解决方案。

• 我们与客户亲密合作，不断践行我们的服务承诺，
为您的公司提供真正的价值，也为您团队的业务拓
展和计划制定提供支持。

我们希望与贵司在环境管理方面并肩同行，让您的团
队能将精力都集中在开展业务和解决生产问题上。

我们不断完善自己，保证您的企业也始终走在行业
的最前沿。

效率。

一种为人处世的方式。 贴心服务、企业承诺和不间断的专业支持。 
建立技术方案供应商的专业合作关系。

Tecam的任务是为您提供最佳的环境解决方案，在
保证您团队正常运转的同时，我们也将为您不断更
新环境领域的最新动态，助力您的企业获得更大的
效益。



Tecam是专为大型工业企业服务的环境管理专家团
队。我司的技术和产品，在满足您企业需求的同时
创造附加值，同时通过不断优化我们的工作流程，
以适应您企业的运作模式，从而最大程度地减少我
方工作对贵司日常业务开展的影响。

在项目规划阶段，我们的工程师将与贵司技术人员
一起分析贵公司项目特征，在进行多个方案的综合
评估后，为您提供适宜不同情况的独特解决方案。

当双方确定项目方案后，下一步是在我们的厂房内
开发并生产设备。我们将在自己的厂房内测试和预
组装设备，避免设备实地安装后可能出现的故障或
问题。

设备生产好后，我们将与贵厂的车间主任一起协调
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快速安全地推进工作，以保
证工厂的生产任务需求。

生产作业顺利开展后，您还将获得Tecam技术团队
的永久服务支持，对安装设备进行维护和更新。 

最后，Tecam不仅能为您打造新的设备系统，还将
成为您终身的技术合作伙伴，让您的企业始终处于
工业废气排放和危险废物管理领域的最前沿。

您再也不用担心；从今天起，将有一支专业团
队负责您企业废气废物的处理问题。

一种工作方式。 有关环境技术的使用 
及整合的综合建议。 
定制解决方案和 一站式服务。
 

排放物 >
废物 >



• 工业废物
• 危险废物
• 固体废物
• 液体废物
• 放射性废物
• 卫生和医院废物
• 回收厂产生的废物
• 城市垃圾（MSW）

Tecam的专业团队，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及其他污染排放物处理方面的资深专家。请相信我
们，我们经过严格的专业技术培训，能够处理您各
种类型及各种规模的环境问题。

消除颗粒和污染气体

Tecam一直致力于技术和设备的研发，以解决工业
发展最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危险或高污染废物的
处理和处置。我们提供“实地”解决方案，无需将废物
转移他处进行外部处理。

危险废物和特殊废物的处理和
回收利用

排放物 > 废物 > 处理废物的种类

蓄热式氧化  |  气体洗涤  |  吸附系统   焚化  |  热解  |  控制热解  |  废物转化为燃料  |  废物转化为产品

•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
• 氮氧化物
• 硫氧化物
• 氯化烃
• 不含氧的废气
• 潮湿及腐蚀性废气
• 异味气体
• 颗粒、卤素和气溶胶
• 碳氢化合物和一氧化碳
• 二恶英和呋喃
• 碱性颗粒及化合物

主要排放物处理
Tecam的废物处理设备通过特别设计，在工作
时会以蒸汽、热水或电力的形式产生能量，实
现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能量的重复利用。

能量回收 



Tecam的每一个人都热爱自身的工作，我们坚定执
行生态环保的理念，同时也对科技的力量充满信心
。坚定的信念和高新技术是我们立足之根本，是我
们的使命，同时也是促使我们行动的关键，不断鞭
策我们前行，探索新的环境解决方案。

科研一直都是我们企业增长的关键所在，我们和所
有客户以及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寻找未来工业绿色
发展的新技术。

我们热情满满，直面挑战，我们选择和大型企业并
肩前行，共同解决企业面临的巨大难题和挑战。

不管问题的严重性或复杂性如何，Tecam一直坚持
科研的路线，率先找到行业急需的环境解决方案。
我们在此想重点介绍一个案例，Tecam应部分客户
需求，设计并实施放射性废物和热解废物的处理方
案。

Tecam是您忠实的合作伙伴，您可以将精力更多投
入在业务开展上，有我们保驾护航，您丝毫不用担
心企业应对严苛环保要求的问题。

我们希望为您的企业提供迎接环境挑战的
创新方案。

满怀激情，迎接巨大挑战。 我们是工程师，我们是研究员； 科研
工作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基因。
我们热爱挑战，我们今天的努力付出  
是为了迎接明天的行业挑战。



Tecam致力于服务大型工业，为企业提供环境解决方
案，我们为客户定制一站式服务项目，为每类客户的
不同情况提供单独解决方案。

我们是化学、石化、制药、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专家
。我们针对您技术以及物流方面的复杂情况提供解决
方案，同时我们认真分析并预判您未来可能遇到的问
题，提前研发解决问题的新技术。 

Tecam为您提供所需的人才、专业度和品质，我们的
工作能保证您的企业正常运转，无任何后顾之忧：

• 我们是一支经过技术培训且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
我们的经验和技能专门服务于大型企业。

• 最优质的材料、组件和软件。

• 最先进的工程技术，我们拥有自己的设计及制造标
准，满足最严格的国际认证标准。

• 我们精心设计的作业流程，符合您企业的安全生产
协议，有明确的、完整的操作日程安排，避免意外
情况的发生。

• 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研发部门，通过今天的努力付
出，为您明天的问题提前寻找解决方案。

服务至上，我们成功的秘诀在于让客户获得
比我们更大的益处。

我们每日工作的动力，便是预判并实
现您的需求。

高素质团队，最高 品质和前沿工程。 
我们以自己的工作态度和方式 确保您的
企业无忧。



石化 

汽车制造 涂装

石油和天然气化学

制药业

我们为有巨大环保
需求的工业领域和
企业，量身定制环

境解决方案。

全球网络布局，满足您全球任何一个厂区的任何需求。

莫斯科 | 俄罗斯
电话：+7 916 651 00 88
info.russia@tecamgroup.com 

上海 | 中国
电话：+86 21 5169 6889
info.china@tecamgroup.com

圣地亚哥 | 智利
电话：+56 2 22315484
info.latam@tecamgroup.com

巴塞罗那 | 西班牙
总部
电话：+34 93 428 11 54
info@tecamgroup.com



Tramuntana, 13
08213 Polinyà
Barcelona | Spain

上海德甘姆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 静安区 乌鲁木齐北路211号616室 200040

Tel. +34 93 428 11 54
info@tecamgroup.com
tecamgrou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