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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仅仅存在于世上，而非凡者为世界创造价值！”
奥斯卡·王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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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宝峨资源有限公司
水，环境，矿产
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带来的水、
环境以及矿产问题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宝峨资源集团
则致力于迎接这些领域面临的严峻考验！
宝峨资源是宝峨集团继基础施工及机械设备之后成立的第三大
板块。宝峨资源有限公司旗下则拥有环境、水及矿产三大业务
领域，各有专精又携同合作，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专业
环境服务。
按照区域化管理的理念，宝峨资源在全世界各地设立子公
司，进行当地的项目执行及管理。而依据专业分配，公司
总部设立多个技术中心，涵盖水处理、过程工艺、生物技
术、修复技术、废物管理及钻探钻井等多个领域。来自各
个技术中心的专家掌握了各领域的核心科技及多年的行业
经验，通力合作为地方项目的开展提供技术支持。

除了世界领先的技术和设备，宝峨资源还拥有最完善的技
术团队，包括土木、环境、地理、地质、机械、电气、工
程、化学、工艺及矿业工程师，以及各专业的技工和学术
专家，他们在各领域均拥有多年的行业经验。
除勘探和采水外，水板块还涵盖了工业用水和工业废水的
全过程处理技术，以及饮用水和工艺水的制备分配。
环境板块致力于为棕地修复提供全面的产品和技术服务，
主要业务领域位为场地退污、填埋场修复、土壤修复以及
废物处置服务。
矿产板块则参与多种矿产勘探、开采和分配项目，主要为
石油、天然气和采矿行业提供钻探及开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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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板块
创始于拥有悠久历史的家族集团
1790

塞巴斯蒂安·宝峨在舒本豪森开设铜匠铺

1996

全资接管宝峨-默里克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1870

建设舒本豪森新火车站自流井，开始钻探业务

1998

埃德斯豪森新建行政大楼

1928

卡尔·宝峨（1894 - 1956）为舒本豪森建设供水
系统，为巴伐利亚州的市镇及企业建造水井及供水
管道

独立分公司宝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001

宝峨机械设备从特殊地下结构施工公司中独立，进
入土木机械设备市场

2003

收购FWS过滤及水处理技术公司

2004

接管PRAKLA钻探公司

2005

宝峨-默里克环境技术更名为宝峨环境有限公司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角架钻井设备

1956

卡尔汉兹·宝峨博士（1928-）任唯一常务董事，
公司专注于基础工程施工

1958

为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广播大厦建造工程首创注射锚
技术，并注册专利

1969

成立宝峨机械：设计及生产第一台UBW01锚钻机

1976

第一台BG7重型旋挖钻机

1984

新建舒本豪森西区厂房，开展机械设备销售业务

宝峨环境舒本豪森土壤综合处置中心

2006

宝峨股份公司上市
成立宝峨资源有限公司

2007

接管位于派纳的德国水与能源集团后，重组矿业及
环境板块，成立宝峨资源有限公司

新命名为宝峨特殊地下结构施工有限公司

2008

宝峨资源大额控股接管ESAU & HUEBER有限公
司，FORALITH钻探股份公司及GF-Tec有限公司

托马斯·宝峨接任唯一常务董事，宝峨集团迈入全
球化

2009

宝峨资源大额控股接管约旦Site集团

1989

土木机械设备展首次亮相

2010

阿曼Nimr大型芦苇床水处理项目投入运行

1990

成立宝峨-默里克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2011

前FWS过滤及水处理有限公司更名为宝峨水处理有
限公司

1992

接管诺德豪森矿业有限公司
2014

宝峨资源结构重组，加强区域管理

1994

成立宝峨股份有限公司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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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峨资源有限公司
全方位环境服务专家
水 – 环境 – 矿产

工业废水
工艺用水
采出水
天然放射性废物
人工湿地
钻井模拟及设计
成井及地热建材

棕地修复
填埋场修复
封场
工业拆解
危废管理
土壤处理处置

勘探钻探
钻井
爆破钻探

我们的品牌遍布全球

宝峨资源 5

水
生命之源
除循环及配水外，宝峨资源在全世界各
地参与水处理及水净化项目。宝峨水处
理板块拥有多个子公司，而各个领域技
术中心通力合作，为各个项目提供工程
总承包的服务。
宝峨水处理板块提供水处理及净化领域
的全过程服务，主要包括以下业务：
--------

饮用水
工艺用水
工业废水
采出水
人工湿地
污染控制
工艺工程

宝峨水处理板块，针对不同项目目的，
联合宝峨环境，为客户订制解决方案。
主要客户来自于化工、汽车、石油、天
然气、医药及食品行业。
宝峨水处理板块还拥有几十年的工艺工
程经验，能提供从理念构建、设备设
计、安装到维护的全产业链技术服务。

汽车清洗系统
宝峨水处理板块为汽车行业研发并建造了汽车清洗通道交钥匙系统，该系统
与2014年六月投入建设，主要为某世界知名汽车制造商在德国的多条生产
线，完成成车清洗及密闭检测。
宝峨水处理板块不仅负责生物水
处理工艺，还完成了含汽车洗涤
及运输传送的全系统建造。整个
工程还包括相关挖掘和基础结构
施工作业，以及100米长厂房的建
设和装修。
从该设备投入建设到交付客户，
该项目历时仅5个月，系统运行能
力为每天340辆成车。类似系统在
近期将在墨西哥投入安装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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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保护自然可持续发展
宝峨环境始建于1990年，当时仅作为
特殊地下结构施工的子公司，几十年来
逐渐发展壮大成为宝峨资源的核心板块
之一。借助专业基础结构施工的优势，
宝峨环境成为污染土壤及地下水处理行
业的领军企业，目前主要业务涵盖以
下领域：
-------

填埋场修复
废物处置
场地退污
工业拆解
人工湿地
修复技术

------------

排水及水处理
地下水处理
封场
稳定化
生物修复
置换型钻挖
蜂窝型钻挖
建筑拆解废料处置
土壤及建筑废渣处置
工业危废处置
土壤处置

以上工程技术能使前污染场地恢复自
然状态，既达到当地污染控制及土地
管理的标准，又能同时满足项目技术
性及经济性的要求。此外，还能保证
该场地地块重新投入使用后，不会对
周遭环境再次造成污染。

超过25年的行业经验以及不断增长的
营业额，使宝峨环境成为德国最大的修
复公司之一。宝峨环境与各知名设计单
位合作，完成了一系列的大型复杂修
复项目，提供以下各种工程及废物处
置服务：

置换型钻挖修复毒土
位于德国Schweinfurt市Schonungen区的重毒场地的修复项目是宝峨环境的典
型案例。该场地土壤被检测含有高浓度铅、砷、铬、铜等重金属，及挥发性卤
代烃污染。
该项目使用了宝峨环境专利
的置换型钻挖技术。在建造
板桩墙及支护系统对场地进
行安全隔离后，首先对表层
进行传统开放式挖掘，至一
定深度后，使用宝峨旋挖钻
机进行1.5m和2m的大口径置
换型钻挖。被挖出的污染土
壤按污染浓度及物料特性被
收集至密闭集装箱，贴标签
分批次运往不同处理级别的
填埋场进行最终处置。整个
施工过程严格按照最高规格
的安全标准管理，并强制配
套呼吸设备、限时面罩及风
扇头盔等个人安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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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宝峨水处理板块，宝峨环境完成了
大量污染地下修复项目。宝峨环境为地
下水修复研发并制造紧凑模块式设备，
设备工艺均为项目专门设计，并经过试
验小试后投入运营。如无客户指定要求
或工艺限制，生物及自然模拟强化技术
将被优先选用设计。

Blindtext

宝峨环境作为修复行业的先驱，和世界
众多大学及科研机构拥有密切的合作，
不断致力于新技术的研发和工程化。

宝峨资源在全德各地及奥地利自营多个
土壤处置中心，提供废物处置设备及
中间存储服务，主要处置及循环以下
废物：
-------

污染土壤
基础废渣
河流泥沙
钻泥
工业危废
建筑拆解废料

主要客户来自于建筑、化工、医药、石
油、天然气及能源行业。废物处置与循
环作为公司一大重要部门与众多公共事
业单位拥有长期固定合作关系。宝峨环
境为客户提供以下全产业链服务：
-------

项目规划
技术咨询
工程设计
项目运营
技术服务
跟踪售后

NIEDER-OFLEIDEN 衬垫系统
在德中岩石工业区的某玄武石采石
场，HIM有限公司运营一座无监测矿
渣一类填埋场，主要收纳来自Stadtallendorf的Fritz Winter铸铁厂的
废铸砂。2013年中到2014年底，宝峨
环境负责为该填埋场建造了底基、中
间层及岩基衬垫系统。整个工程共使
用32750吨粘土、27500平方米塑封
及防渗膜建设底衬，铺设850米渗滤
液收集管，并在检测沟安装200米渗
滤液输送管。
共4700平方米的土工布土封被铺设作
为中间衬套层，岩基衬垫共2900平方
米。整个衬垫系统表面均配套反压填
砂层、排水层以及铸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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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技术
原位修复即“在其原有位置处理被污染
的土壤及地下水”，相比于挖掘及异位
处理，原位技术拥有以下诸多优势：
-----

修复期间场地建筑物及土地仍能继
续使用
适用于无法开展挖掘作业的场地
作为传统修复技术更加经济的替
代方案
凭借其环境兼容性更容易被当局和
民众接受

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总石油烃、BTEX、
多环芳烃、高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及
其他氯化物等）及场地特点，不同原位
技术适用于不同项目。宝峨资源作为修
复市场的先驱，始终致力于研发原位技
术，完成了众多试点科研及大规模工程
项目。凭借25年来的行业经验，宝峨资
源为客户提供定制解决方案及以下成熟
原位技术：

热力技术

项目案例

------

--

德国首个防渗墙建设
(Rheine, Germany 1998)

--

原位混合土壤及污泥稳定化
(Bonn, Germany 2001)

--

某空军基地地下水修复及气相恢复
(Brand, Germany 2001-2007)

--

漏斗闸门系统修复地下水
(Munich, Germany 2005-2008)

--

前加油站场地调研及游离油回收
(Doha, Qatar 2006)

--

建筑物下方土壤喷浆稳定化
(Langenfeld, Germany 2007)

--

多相抽提及修复系统
(Oil Port Genoa, Italy 2009)

--

原地混合及高压注射墙前煤气场地
封场 (Stuttgart-Gaisburg,
Germany 2010-2011)

--

高真空抽提及泵取处理修复地下水
(Guadalajara, Spain 2011-2021)

--

蒸汽-空气注入修复设备
(Villingen-Schwenningen,
Germany 2012-2015)

--

BP加油站土壤气相抽提系统
(Madrid, Spain 2013-2015)

--

前相机厂场地蒸汽注入修复(Bad
Liebenzell, Germany 2014-2015)

原位热蒸汽注射
热强化土壤气相抽提（TUBA）
原位热修复（THERIS）
热水冲洗
热吹脱

抽提技术
-------

高压真空抽提
多相抽提
双相抽提
Xitech收油
Sipex收油
Durham收油

好氧技术
------

空气注入/生物曝气
生物通风
原位化学氧化
原位氧库
原位氧帘

厌氧技术

机械混合技术

----

-----

纳米铁注射
原位化学还原
有机添加剂还原脱氯

喷射灌浆（高压注射）
低压注射
原地混合
切割土壤混合

地下结构
-------

漏斗闸门系统
反应墙
防渗墙
连续墙
封盖
板桩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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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地修复
项目案例
--

北约空军基地原地土壤生物修复
(Sembach, Germany 2002-2003)

--

玻璃加工厂土壤修复
(Warmensteinach,
Germany 2007)

--

钢铁厂土壤修复
(Berlin, Germany 2008-2009)

--

置换型钻挖氯苯修复
(Bitterfeld-Wolfen,
Germany 2008-2010)

--

军工厂修复
(Traunreut, Germany 2009-2010)

--

前煤气厂土壤修复
(Mainz, Germany 2010-2011)

--

蜂窝型钻挖土壤修复
(Berlin, Germany 2011)

--

房地产开发土壤修复
(Milan, Italy 2011)

--

化工场地土壤及地下水修复
(Leuna, Germany 2011-2012)

--

热脱附油泥处理
(Campina, Romania 2012-2013)

--

重金属及卤代烃污染修复
(Schonungen,
Germany 2013-2015)

--

加油站拆迁及修复
(Hannover, Germany 2014-2015)

--

氯仿罐场拆解及修复
(Dohna, Germany 2015-2016)

--

闹市区场地土壤修复
(Munich, Germany 2015-2016)

--

码头前炼化厂污染热点修复
(Wedel, Germany 2015-2016)

--

前化学工业垃圾坑全面
修复 (Grenzach-Wyhlen,
Germany 2015-2020)

城镇的发展与当地住房、工商业可用空
间以及交通状况息息相关。为了适应日
益增长的土地需求，城市中心前工商业
或军事场地的恢复使用，即棕地修复，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大量这类土
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往往被闲置
多年。
棕地修复的目标，即将前污染工业场地
转变成符合规划新用途的可用土地。宝
峨环境根据项目场地的规划新用途，设
计并提供全包式的工程服务，包括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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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场地清理、基坑建设、土方作
业、污染隔离、土壤和地下水修复以及
重建复垦。宝峨环境提供的设备产品及
服务均涵盖了工程所涉及的技术、法规
及商务相关工作，并与多家一流咨询及
设计单位拥有多年的项目合作经验。
工业废弃场地的拆解及清理作业主要为
机械清选过程，而地下结构施工的先进
设备及技术、二次排放控制以及高规格
的健康安全管理配套设备，则是宝峨环
境在棕地修复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填埋场修复
项目案例

填埋场地的泄漏对其邻近区域造成持续
的环境危害，然而修复措施往往在地下
水已经被严重污染，周围居民健康已受
到威胁时才被投入实施。填埋场地的修
复技术包括：废物挖出处理、填埋气体
及排水系统建设、安装密封和反压层，
以及复垦重建等。
宝峨环境拥有多年填埋场的安全防护及
修复经验，并常常与宝峨特殊地下结构
施工的专业工程团队合作，建设板桩
墙、连续墙、防渗墙及震动加筋墙来进
行场地密封。宝峨拥有多项墙体施工专
利，如原地混合（MIP）及切割土壤混
合技术（CSM）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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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金属泥渣填埋场修复
(Lübeck-Herrenwyk,
Germany 2001-now)

--

钻泥填埋场修复
(Arlesried,
Bedernau Germany 2003)

--

原地混合墙防护及填埋场修复
(Langelsheim, Germany 2003)

--

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Barsbüttel , Germany 2004-now)

--

矿渣坑渗滤液处理
(Sulzbach-Rosenberg,
Germany 2005-now)

--

标准填埋场建设及运营
(Litzlwalchen,
Germany 2006-2010)

--

填埋场封场 (Baden-Baden,
Germany 2007-2008)

--

填埋场导排层安装
(Bad Dürkheim, Germany 2008)

--

填埋场封场 (Sulzbach-Rosenberg,
Germany 2010)

--

填埋场排弹及搬迁
(Espenhain, Germany 2010-2011)

--

危废填埋场收集井安装及渗滤液处
理
(Gallenbach, Germany 2010-now)

--

填埋场顶封及复垦
(Murnau, Germany 2011-2012)

--

危废堆场土壤生物处理
(Nimr Oilfield, Oman 2011-2012)

--

填埋场搬迁
(Oberau, Germany 2012-2014)

--

填埋场底衬、中间及岩基衬套系统
安装 (Nieder-Ofleiden,
Germany 2013-2014)

废物处置
项目案例
--

广场施工物流管理系统
(München, Germany 2009-2013)

--

石棉污染土壤转运及处置
(Milan, Italy 2010)

--

河道清淤及处置
(Ingolstadt, Germany 2010-2011)

--

填埋场修复及废物处置
(Brzeg Dolny, Poland 2011)

--

污染土壤转运及处置
(Freising, Germany 2011)

--

奥迪易爆危废转运及处置
(Ingolstadt, Germany 2011-2012)

--

火车事故后污染地下水及土壤应急
处置
(Bleicherode,
Germany 2011-2014)

--

石棉处置
(Madrid, Spain 2012)

--

核电站石棉处置
(Trillo, Spain 2012)

--

露天采矿作业污泥修复
(Zwenkau, Germany 2012-2013)

--

危废转运系统
(Khazzan, Oman 2013-2014)

--

天然气田区综合废物管理
(Abu Butubul, Oman 2013-2016)

--

放射性废物临时堆场管理
(Abu Dhabi, 2013-till now)

污染土壤的挖出处理，作为解决场地遗留
污染问题的传统技术之一，经过多年的
实践论证，至今仍是最普遍应用的成熟技
术。该技术能最大程度的移除污染风险，
并保证土地最快投入再利用。而挖出的污
染物料，主要为土壤、建筑碎渣及污染泥
浆等，则需要进一步的处置。不同污染程
度的各种危险混合废料的处置，则是宝峨
环境的又一核心技术。
宝峨环境在废物处置领域为客户提供不
同方式的解决方案及服务，包括：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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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方案设计、物流服务、废物处
置、污染控制、循环利用及复垦等。凭
借完善的物流管理系统和最先进的处置
技术，宝峨环境的专家始终致力提供既
完全符合法律法规，又高效且低成本的
最佳方案。
宝峨环境在巴伐利亚州、图灵根州、萨
克森州及汉堡市自营多座土壤综合处置
中心，处置并循环来自全德及周边国家
的物料；另外还拥有多处PPP（公私合
营）模式的填埋场地。

天然放射性物质处理
天然放射性废料（NORM）常产生于勘
探及矿石生产作业，特别是在石油天然
气行业。低浓度的放射性物质日积月
累沉积在设备及组件上，最终形成严
重的暴露辐射。此类危险废物的处理需
严格保证其对环境及人体健康不造成任
何风险。

项目案例

最常受到关注的放射性同位素为铀-镭
（238U）及钍（232Th）衰变系列，它们
在地下层结构的子体核素在勘探及原油
生产过程中很大概率地受到扰动并进一
步迁移。
处理处置放射性污染的水、土壤及工具
组件是宝峨资源全方位环境服务的业务
之一。宝峨资源自主研发出一套设备
放射性污染处理的工艺，既保证了环
境兼容及技术高效，又能满足其经济
适用性。

宝峨资源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
规范，以最高规格的安全管理措施进行
天然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及处置作业。
此外，宝峨资源还极度重视二次污染控
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规格全方位的
咨询服务。

--

放射性污染场地修复
(Hanau, Germany 2005)

--

核反应堆拆解
(Kahl, Germany 2005)

--

放射性废垢移动式处理站
(Oman, 2011)

--

天然放射性物质临时储存处的建设
与运营
(Abu Dhabi, 2013 - 2016)

--

天然放射性废料检测评估
(Qatar, 2014)

--

放射性废垢处理中心的设计及建造
(Abu Dhabi, 2015 - 2016)

工程咨询

项目运营

废物处置

--------

-- 物流运输
-- 安全隔离
-- 除垢/退污

------------

风险评估及可行性研究
放射防护服务
规范意识培训
工艺设计
程序及机制规范
便携剂量仪及校准
天然放射性废料储存及处理
处置咨询

现场作业

-----

天然放射性监测
分类评级
记录归档
天然放射性物质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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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
调理
包装
辐射测量
清理测量
放射性分析
记录归档
标签标记
运输
污泥及废垢处理
处置

项目案例
超过25年行业经验
前工业垃圾填埋坑的彻底修复
格伦察-维伦镇位于德国法国及瑞士三
国交界处，此处的Kesslergrube前工业
垃圾填埋坑从上世纪50年代中至1976
年接纳了大量生活垃圾、建筑废料、
工业及化学废料。罗氏制药股份公司
作为该场地的前使用方之一，肩负起
环境治理的重任，出资进行污染源的
彻底移除。宝峨环境作为工程总承包
对该场地进行全面可持续的修复。
2015年7月，宝峨资源中标该项目，负
责整个填埋场地西北1/3区域的修复，
合同价值超过了一亿欧元，是德国历史
上最大的修复项目之一。
宝峨资源的主要任务挖掘约315000吨污
© Pressefoto Roche
染的土壤，收集至特制的安全气密集装
箱，通过陆路、火车及附近的货运码头
转运，最终进行热处置。现场分区作业，干净的土壤作为回填物料在挖掘的同时运入。基坑作业由宝峨特殊
地下结构施工公司完成，包括深至26.5米的钻孔灌桩墙的建造等。
宝峨资源预计于2020年中完成该项目，修复后的现场将被投入商业或工业用途。

闹市区场地拆解及土壤修复
场地位于慕尼黑西城闹市区，归属方
为知名质检单位TUEV SUED，该区域拥
有巴伐利亚首府最密集的人口。2015年
7月31号，宝峨环境中标负责该区块的
全面修复。经过近百年的工业使用，
该场地遗留的大量复杂污染需要被专
业移除。
宝峨环境的主要任务为现场建筑的拆解
及基坑建设支护，还包括污染土壤的开
挖处置及地下水污染控制。至2016年八
月，宝峨环境完成了现场的修复作业并
建成建筑基坑，该基坑将被维护至2017
年春以投入规划新用途。
该挖掘坑由首先建成的三面板桩墙及一
面原地混合墙进行加固支护，约15万吨
的污染土壤被安全挖出并转运，高峰期
每天有80辆转运卡车进出场地。施工现
场被合理划分为四个区块、多个斜坡及
运载点，以保证物料最快被运出。该项
目还专设了交通督察，以协调车辆的进
出；施工进程也得到相应的调整，以保
证机械及人力的最佳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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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的人工湿地
阿曼苏丹国在其原油开采行业，成功
地引入了超大规模芦苇床水处理厂，
借助生物技术净化来自石油生产过程
污染的废水，该人工湿地技术以其先
进的生态理念成为全球行业典范。宝
峨环境及宝峨阿曼Nimr分公司于2008
年首创并推动该示范项目，项目客户
为国有企业阿曼石油开发集团PDO。
该人工湿地位于阿曼最密集的油田区
附近，宝峨Nimr分公司在两年的时间
内转运200万方土壤至880公顷的场地
（相当于1230个足球场的大小），并
种植220万株芦苇。大面积的人工湿地
被严格的建设，形成一个精密的自然梯度，污染的水缓慢流经时，被植物-微生物-土壤复杂的生态系统净
化。湿地出水中的盐分则通过蒸发池被回收为工业使用。由于该项目一期运行非常成功，客户在合同期间
即决定扩大规模。至2015年，每天有多达11.5万立方米的采出水通过湿地被处理。

老工业基地大规模土壤修复
位于勃兰登堡州施普伦贝格市的黑泵（Schwarze Pumpe）工业
区总占地720公顷。1950年代中期起，该地区发展成为褐煤炼
化焦化及火力发电产业基地，至今拥有约80家企业及4250名员
工。于1990年改制的黑泵电力公司，前身为著名的黑泵煤气
厂，是前东德的能源产业支柱之一。几十年来，褐煤精炼过程
产生的大量有害物质迁移并遗留在该区域的土壤中。某些区位
的土壤污染浓度极高，甚至对该地区的地下水造成污染。
2017年6月，宝峨资源旗下宝峨环境部门被委任处理并置换该
地区的污染土壤。所有地下施工及土壤置换工程由宝峨资源及
宝峨特殊地下结构施工公司联合执行。该项目将于今年11月启动，工期为5年至2022年结束。
在拆解约25,000平方米的地面结构的同时, 宝峨还将建造6面初级板桩墙（总长1,340米，深至20米）以及147个板桩箱（
深至15米）进行场地隔离及支护。该项目地下14米，共281,500吨的污染土方作业将主要由伸缩臂型挖掘机来完成，挖掘
作业将配套连续的排气处理及地下水处理设施。

山东平邑矿救援行动
2016年1月29日，山东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中被困井下220米的4名矿工，在事故
发生36天后成功升井获救。在此次救援行动中，由宝峨集团提供的钻井机械，共
钻开3口大口径救生孔，成功的完成了中国矿山救援史上首次通过大口径钻孔救
援成功，也是世界第三个成功案例。
事故发生后，营救设备被迅速运至现场，其中最重要的机械为六台宝峨深掘钻
机PRAKLA RB-T 9。该型号钻机多年前专门为中国矿井坍塌救援工作设计，在德
国生产建造，至今中国救援机构在全国各地拥有多台随时待命。另外宝峨BG26及
BG38旋挖钻机也被投入预挖掘作业，协助RB-T 90在低温和频繁变化的地质条件
等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成功完成超过200米的钻孔作业。
宝峨集团无偿提供了所需的设备，包括4位德国工程师在内的20名宝峨员工全程参与并帮助救援工作，坚守在
现场36天，终于迎来最后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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