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崎市环境综合研究所

ＫＥＲＩ的功能

Kawasaki Environment Research Institute
～为解决国际社会环境问题做贡献的研究据点～

１　利用川崎优秀的环境技术为国际社会作贡献

２　收集、发布川崎优秀环境技术的信息

３　实施以“城市与企业共生”为目标的研究

４　实施监测、调查、研究以进一步改善环境、防止环境污染

５　与多种主体合作进行环境教育、学习

川崎市环境综合研究所
邮编210-0821　川崎市川崎区殿町3丁目25番13号　川崎生命科学·环境研究中心（LiSE）3楼
TEL　044-276-9001　FAX 044-288-3156　E-mail　30sojig@city.kawasaki.jp
URL　http://www.city.kawasaki.jp/kurashi/category/29-3-8-0-0-0-0-0-0-0.html

交通信息

※来访时请使用公共交通。

会议室

归档区

大会议室

〇公交车 ：从川崎站乘车（川03系统），在“King Sky Front入口”站下车步行约4分钟，或在（川02系统）“殿町”站下车步行约3分钟
〇电　车 ：在京急大师线“小岛新田站”下车步行约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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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的环境研究所
神奈川县市

环境研究机构协议会等

国立环境研究所

PM2.5主要来源

◆ 发布环境大气持续监测数据 ◆

KERI将推进环境课题KERI将推进环境课题
　　　　　　　方面的措施！　　　　　　　方面的措施！
KERI将推进环境课题
　　　　　　　方面的措施！

　在家用电视机上可看到PM2.5等大气环境的实时数据。
※请收看神奈川电视台、按照“d按钮”→“县内市町村信息川崎市”→

“大气环境速报值”的顺序选择。

　在家用电视机上可看到PM2.5等大气环境的实时数据。
※请收看神奈川电视台、按照“d按钮”→“县内市町村信息川崎市”→

“大气环境速报值”的顺序选择。

◆ 水生生物调查·水质分析 ◆
　为掌握市内水域的生物栖息状况，一直实施水生生物调查

和水质分析。在河流等发生水质事故时，还会进行水质分析

探明原因。

◆ 未限制化学物质的实际状况调查 ◆
　为掌握化学物质造成环境污染的状况，采集大气、

水、沉积物和生物，测量其中含有化学物质的浓度。

◆ 环境学习 ◆
　根据水生生物调查的结果制作小册子，作为环境学习的

教材使用。

　根据水生生物调查的结果制作小册子，作为环境学习的

教材使用。

◆ 推动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

川崎市环境技术信息

　将采用综合性方法进行研究，以解决发展中国家

日益严重、复杂的环境问题。

　通过JCM（双边信用体系）等各种框架支持川崎

环境技术的海外展开。

　将采用综合性方法进行研究，以解决发展中国家

日益严重、复杂的环境问题。

　通过JCM（双边信用体系）等各种框架支持川崎

环境技术的海外展开。

http://eri-kawasaki.jp/http://eri-kawasaki.jp/

　川崎市环境综合研究所对市内空气进行持续监测、成分分析，对河流等进行水
质分析，实施造福市民的环境课题研究，与国内外的城市、研究机构、拥有优秀
环境技术的市内企业等合作，致力于有效利用川崎当地条件的环境综合研究。
　另外，还收集、发布川崎克服产业公害的措施及优秀的环境技术等信息，面向
市民举办环境研讨会等，推进环境领域的地域活性化和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 PM2.5的成分分析 ◆
　为达到环境标准，对PM2.5的颗粒浓度和颗粒成分组成等进行

调查、研究。

　主要的产生源应该是工厂、企业以及汽车。

　为达到环境标准，对PM2.5的颗粒浓度和颗粒成分组成等进行

调查、研究。

　主要的产生源应该是工厂、企业以及汽车。

这是电子显微镜下杉树花粉与PM2.5的对比
图。杉树花粉的大小一般是20～40μm，
可以看出PM2.5远远小于它。

的纤维）上的小颗粒状物质就是PM2.5。
※散落附着在细长纤维状物质（用于收集PM2.5的滤网上
的纤维）上的小颗粒状物质就是PM2.5。

在东京湾通过船舶采集样本在东京湾通过船舶采集样本

◆ 环境学习 ◆

玉川教室你要暑假玉川教室你要暑假

生物学研究中的娱乐用水生物学研究中的娱乐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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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推进科 环境风险调查科城市环境科 地区环境·公害监视科
实施包括放射线在内的大气环境监测、完善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相关调查和研究、应对公共水域的事故等，
让环境更安全，市民更放心。

负责研究所的庶务·管理、环境教育·学习、川崎优秀环境技术信息的收集·发布，并推进对国际社会的贡献。 以构建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为目标，推进研究事业。 从防止化学物质造成环境污染、采取预防措施的观点出发，了解环境浓度以及环境风险，并为降低风险进行调
查研究。

▶庶务
　负责研究所的庶务·维持管理、员工研修、年报发行·网站管理
等，同时负责网络遍布国内外的顾问委员会（专家会议）的运营，
向环境领域的学者征求关于研究所运营·方针方面的意见和方案。
还负责与全国环境研究协议会、神奈川县市环境研究机构协议会的
合作。

▶环境教育·学习
　为培养能够为创造更好环境而行动的人才、通过实验等展现理科
的趣味，与市民团体和企业等多种组织合作，利用研究成果和场地
面向儿童和市民开展体验型学习。

主要活动
·开放型实验室
·滩涂生物观察会
·暑期环境科学教室
·环境科学研讨会

共同研究事例
·地热空调系统相关研究
·碳素纤维净化封闭性水域水质的工法研究
·气雾复合分析仪的现场测试

负责庶务·环境教育

▶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合作的措施
　为有效利用川崎市优秀的环境技术和环保经验贡献于国际社会，与UNEP合作
开展生态城项目、举办亚太生态环保商务论坛等。

▶接待海外人员的考察·研修
　接待海外人员的考察，向他们传授本市致力于环境问题的经验、技术知识以及
市内企业的环境对策技术等。并且，从1997年起接收来自友好城市中国沈阳市的
环境技术研修生。

▶环境技术信息的收集·发布
　收集川崎优秀的环境技术信息，通过档案室、门户网站和《从川崎向世界转让
的环境技术》宣传册等向国内外发布信息。

负责国际展开·环境技术信息

▶地球变暖对策、环境能源相关调查研究
　实施地球变暖对策、环境能源相关调查研究。在有关地球变暖对策的调查研
究中，除了进行市内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相关解析外，为掌握城市热岛现象的
实际状况，还对市内气温分布进行相关调查。

负责城市环境研究

▶有关环境中化学物质的调查研究
　为掌握化学物质造成环境污染的实际状况，对大气、水、沉积物以及生物中未限制化学物质的环境实际状况进行调查。

▶开发未限制化学物质的分析方法
　对于可能有害或可能残留于环境中的未限制化学物质，需要掌握其浓度，目前正在开发新的分析方法。

负责环境化学物质研究

▶有关化学物质环境风险的调查研究
　对环境中的化学物质是否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有不利的影响，以及化学物质所
具有的有害性和暴露量（环境浓度）进行调查和评估。

▶关于有害大气污染物质的调查研究
　对于大气中的苯等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虽然浓度低，但长期摄取的话也可
能影响健康，为此进行环境监控调查。

负责环境风险评估研究

▶产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
　与企业、研究机构、NPO等合作，开展有关环境技术的共同研究事业。在
本研究事业中，市政府通过提供研究场地、信息发布等，支持参与主体的研究
和开发。目的是通过创造环境技术开发等机会，蓄积市内环境技术·环境研究
的能量，并利用研究成果回报地区社会。

负责产学官民合作

▶项目研究
　为应对多样化、大范围的环境问题，要利用研究人员的智慧和人员、组织网
络，进行以下三项研究事业，提出解决方案。

（１）通过川崎环境技术的转移为国际社会作贡献
（２）有关低碳社会形成的综合性研究事业
（３）有关环境政策的综合性研究事业

　目的是将迄今为止川崎市通过环境保护的经验等培育起来的知识和环境技术，
转移到今后将出现各种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从而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明确市民生活方式的转换机制，实现在川崎市构建低碳社会的目标。

項目的研究担当

暑期环境科学教室（参观污水处理中心）暑期环境科学教室（参观污水处理中心）

亚太生态环保商务论坛亚太生态环保商务论坛

▶企业排放废水的水质及工程调查
　分析企业排放的废水等，确认是否遵守了规定标
准。

▶污染井的持续调查以及土壤污染对周边
　环境的影响相关调查研究
　为掌握使用特定有害物质的企业的地下水质情况以
及对污染土壤周边水井的影响，对地下水进行分析。

▶应对公共水域的水质事故
　在发现河水浑浊、鱼类大量死亡等情况时，进行水
质分析查明原因。

负责水环境研究

抽取企业的地下水抽取企业的地下水 分析金属类的ICP发光分析装置分析金属类的ICP发光分析装置

进行青等比色分析的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进行青等比色分析的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沈阳市环境技术研修沈阳市环境技术研修

UNEP生态城项目研讨会UNEP生态城项目研讨会

面向小学生的开放型实验室面向小学生的开放型实验室

多摩川河口滩涂生物观察会多摩川河口滩涂生物观察会

▶关于PM2.5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PM2.5的成分组成进行调查、分析等收集基本资料，用于
探讨达到环境标准所需的行政政策。

▶关于石棉的环境调查
　为了消除近年来市民对石棉影响健康的担心，对市内一般环境大
气中的石棉浓度以及市内分解现场的飞散状况等进行实态调查。

▶关于酸雨的调查
　酸雨除了会出现森林枯死、土壤酸化等生态系统的影响外，还可
能对建筑物的劣化等产生影响，因此对此进行实态调查。

▶关于降尘的调查
　降尘是从昭和30年代开始监测的项目，也是大气污染的指标之一，
所以要继续对此实施环境调查。

负责大气环境研究

PM2.5采集装置PM2.5采集装置

▶一般环境以及道路沿线大气环境的持续监测
　由一般环境大气监测局（9个局）和汽车尾气监测局（9个局）共计18个局对大气
环境进行自动监测。监测数据使用通信线路传送到环境综合研究所和市政府，同时
通过市政府网站和神奈川电视台实时公布数据。

▶放射性测量以及分析
  （环境放射线量、核反应堆设施周边环境放射性调查）
　依据地区防灾计划，实施市内研究用反应堆设施周边的放射性调查、
东日本大地震环境放射线监测调查。

负责公害监测

监测局内部监测局内部

监测局外观监测局外观

空间伽马射线剂量率测量
移动监测点

空间伽马射线剂量率测量
移动监测点

PM2.5采集前的滤网PM2.5采集前的滤网

采集后采集后

分析石棉的电子扫描显微镜分析石棉的电子扫描显微镜

随时接受有关共同研究的事先咨询。

地热空调系统地热空调系统

位于槟岛市北部的Jelutong垃圾填埋场位于槟岛市北部的Jelutong垃圾填埋场

川崎市与槟州签署备忘录川崎市与槟州签署备忘录

▶水生生物调查
　为掌握栖息在市内水域的生物的栖息繁殖状况、更好地保护水环境，对河
流、滩涂、海域的水质和水生生物进行调查。

▶生物学调查研究
　为评估河水和废水中含有的多种化学物质产生的复合影响，致力于通过鱼类
·甲壳动物类·藻类进行生物学实验。

负责生物学调查研究

多摩川河口滩涂的生物调查多摩川河口滩涂的生物调查

鱼类生态影响实验鱼类生态影响实验

水质净化装置水质净化装置

气雾复合分析仪气雾复合分析仪

※“环境风险”
排放到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
和生态系统产生不良影响的可能性

环环环环环境境境境境风风风风风险险险险险环境风险

×有有有有害害害害性性性性有害性有害性 暴暴露露量量暴暴暴暴露露露露量量量量暴露量

甲壳动物类生态影响实验甲壳动物类生态影响实验 藻类生态影响实验藻类生态影响实验

化学物质的调查流程

水 鱼

采 集 样 品 预　处　理 分　析
从样品中提取化学物质、去除杂质、进行
浓缩等。

使用测量装置分析微量化学物质。

LC/MS/MS大气

GC/MS

市内年平均气温（5年变化平均值）

市内的环境放射线量

斜率＝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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