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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
基本型

QKCF-10/20/30/40
QKCF-10/30/60/90D

工艺流程

适用范围

离子色谱（IC）、液相色谱、
原子吸收（AAS）、气相色
谱（GC）、通用分析、高精
密仪器分析、定性分析、药
品分析配置稀释等

HPLC、ICP-MS、GC-MS、
HPLC-MS、ICP-OES、TOC分
析、有机物分析、SPE、PCR分
析及应用、微电子部件冲洗、
环保实验分析等

分子生物学实验、氨基酸分析、
蛋白质纯化、电泳/凝胶分析、
毒理研究、动植物细胞培养、组
织培养等

试管婴儿、双向电泳、同位素分析、基
因克隆、DNA测序、细胞免疫化学等

纯水：电导率＜1us/cm@25℃，符合中国国家实验室用水规格GB6682-2008Ⅲ级水标准；
超纯水：电阻率 18.25MΩ•cm@25℃（电导率：0.054 µs/cm@25℃），优于中国国家实验室用水规格GB6682-2008的Ⅰ级水标准,以
及美国ASTM，NCCLS，CAP试剂级纯化水标准。吸光度(254nm,1cm光程):≤0.001；重金属去除率≥99%，重金属含量(ppb.max):<0.1.
可溶性硅[以(SiO2)计]:<0.1ppb。 

技
术
指
标

热原

终端过滤器

总有机碳 ＜10ppb ＜3ppb ＜5ppb ＜3ppb

微生物 ＜1cfu/ml ＜1cfu/ml ＜1cfu/ml ＜0.1cfu/ml

＜0.001EU/ml

全自动微电脑智能控制、智能真彩色LED液晶触摸屏操作、动画显示模式、人性化多级菜单式操作显示系统、电源开启程序启动自动进入冲洗
待机界面、缺水、水满、产水、定时取水、耗材寿命及更换提醒、外连设备记录输出系统运行历史数据（选配）。操作模式

系统监控

安全保障

扩展功能

工作条件

尺寸/重量

纯水电导率(µs/cm)值、UP超纯水电阻率（MΩ•cm）值、耗材寿命及更换提醒、取水时间（0-999分钟）、温度（℃）

内置自动清洗、循环程序；缺水、断电自动保护；水质超标报警；故障报警提醒等。

产水水质、水量均可升级、液位自控、TOC在线检测仪、活动取水手臂实现远程取水等。

标准型：源水城市自来水(TDS≥300时增配强化预处理单元) 外置软化过滤器/多介质过滤器(高硬度/高浊度源水地区建议选配)进水温度：

5-40℃；进水压力：1～5kg/cm2   工作电源：220V/50HZ，电功率：30-80W；

D型：源水去离子水、蒸馏水、反渗透水；温度5-40℃；源水压力0～3kg/cm2,工作电源：220V/50HZ，电功率：30-50W。

产 水 量 标准型：10/20/30/40L/H    瞬间取水流速1.5-2.0L/min；D型：10/30/60/90L/H    瞬间取水流速1.5-2.5L/min

标准型：长×宽×高：390×485×550mm    净重：30±1Kg   机箱ABS工程塑料永不生锈，高雅精致。
D型：长×宽×高：390×485×550mm        净重：25±1Kg   机箱ABS工程塑料永不生锈，高雅精致。

根据用户要求选配（0.01um、0.05um、0.1um、0.2um）

低有机物型
QKCF-10/20/30/40V

QKCF-10/30/60/90DV

超滤型 
QKCF-10/20/30/40F

QKCF-10/30/60/90DF

综合型
QKCF-10/20/30/40FV

QKCF-10/30/60/90DFV

标准型：
PPF+AC+RO+PF+UP+UV

D型：QP+PF+UP+UV

标准型:
PPF+AC+RO+PF+UP+UV+TF

D型：QP+PF+UP+UV+TF

标准型：
PPF+AC+RO+PF+UP+UV+UF

D型：QP+PF+UP+UV+UF

标准型：
PL+AC+KDF+RO+PF+UP+UV+UF+TF

D型：QP+PF+UP+UV+UF+TF

产水水质

 

备注：PPF：PP棉滤芯   PL：绕线滤芯 QP:强化滤芯  AC：活性炭  KDF：铜锌合金  RO：反渗透膜   PF：预纯化柱  UP：超纯化柱   UV:紫外杀菌器   UF：超滤柱             
TF：终端滤器

＜0.001EU/ml

实验室台式超纯水机

QKCF型

●  多界面多参数智能真彩色液晶显示屏
●  独特的动态图标模拟显示
●  人性化操作多级菜单显示模式
●  全触摸屏实时操控运行状态
●  多路实时在线监测水质数据
●  全自动诊断故障指示报警
●  多项报警参数自由设置

实验室台式超纯水机

型　　号
理化分析型
QKC-10/20/30/40TL
QKC-10/20/30/60DL

基础应用型
QKC-10/20/30/40TJ
QKC-10/20/30/60DJ

超低有机物型
QKC-10/20/30/40TC
QKC-10/20/30/60DC

除热原型
QKC-10/20/30/40TQ
QKC-10/20/30/60DQ

生命科学型
QKC-10/20/30/40TS
QKC-10/20/30/60DS

适用于常规化学分析、
定性分析、缓冲溶液配
制等

离子色谱、原子吸收及
发射光谱、气相分析仪
器、高精密光学镜片冲
洗、高精密分析仪器用
水等

高效液相色谱（HPLC）、
气质联用(GC-MS)、总
有机碳(TOC)分析、有
机物分析、PCR分析及
应用、微电子部件冲
洗、环保实验分析等

氨基酸分析、蛋白质纯
化、电泳/凝胶分析、
毒理研究、动植物细胞
培养、组织培养

试 管 婴 儿 、 双 向 电
泳、同位素分析、基
因克隆、细胞免疫化
学等

纯  水：符合中国国家实
验室用水规格GB6682-2
008Ⅲ级水标准；超纯
水：电阻率：12-17MΩ
•cm@25℃，水质符合中
国国家实验室用水规格
GB6682-2008Ⅰ级水标
准。

纯  水：符合中国国家实验室用水规格GB6682-2008Ⅲ级水标准；
超纯水：电阻率： 18.25 MΩ•cm@25℃，优于中国国家实验室用水规格GB6682-2008的Ⅰ级水标
准,以及美国ASTM，NCCLS，CAP试剂级纯化水标准。吸光度(254nm,1cm光程):≤0.001；可溶性硅
[以(SiO2)计]:<0.1ppb。

技术指标

产水水质

总有机碳＜ 20ppb 总有机碳＜ 10ppb 总有机碳＜ 3ppb 总有机碳＜ 5ppb 总有机碳＜ 3ppb

微生物＜ 1cfu/ml 微生物＜ 1cfu/ml 微生物＜ 1cfu/ml 微生物＜ 1cfu/ml 微生物＜ 1cfu/ml

热原:＜0.001EU/ml 热原:＜0.001EU/ml

根据用户选配（0.01um、0.05um、0.1um、0.2um）

功能特点

微电脑全自动控制，触摸键操作，全自动制水，出水流速可调控。

采用高精度水质在线监测系统、实时在线监测产水水质，确保出水水质的可靠性，保证实验质量。

一机产两种水质，纯水、超纯水双流路设计；纯水、超纯水出口均可选配防尘罩。

模块化设计、全密闭造水、递进式过滤系统。

深度预脱盐、内置防垢程序、自动冲洗预处理及RO系统；维护方便的单元化设计及密闭式系统设计、避免二次污染，保持长期高效运行。

控制电路采用安全电压，电器和水路彻底分离，避免因内部潮湿、漏水引起的电路老化损坏。

扩展功能：产水水质、水量均可升级、液位自控、TOC在线检测仪、活动取水手臂实现远程取水等。

工作条件
QKC-T型：源水城市自来水(TDS≥300时增配强化预处理单元)；温度5-40℃；源水压力1～5kg/cm2,工作电源：220V/50HZ，电功率：30-80W

QKC-D型：源水为去离子水、蒸馏水、反渗透水；温度5-40℃；源水压力0～3kg/cm2,工作电源：220V/50HZ，电功率：30-50W

产 水 量 QKC-T型产水量10/20/30/40 L/H 取水流速1.5-2.0L/min(可调)；QKC-D型产水量10/20/30/60 L/H 取水流速1.5-2.5L/min（可调）

长×宽×高（400×500×565）mm

适用范围

终端过滤器

外形尺寸

QKC型

●  微电脑全自动控制，触摸按键操作
●  全自动制水、出水流速8档可调
●  高精度水质在线检测系统
●  实时在线检测产水水质
●  缺水断电自动停机保护
●  自动定时循环保证产水水质
●  模块化设计、递进式全封闭制水
●  深度预除盐、内置防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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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号

标准型：
PPF+AC+RO+PF+UP

D型：QP+PF+UP
工艺流程

适用范围
离子色谱、原子吸收及发射
光谱、气相分析仪器、高精
密光学镜片冲洗、高精密分
析仪器用水等

HPLC、GC-MS、TOC分析、有
机物分析、PCR分析及应用、微
电子部件冲洗、环保实验分析
等

氨基酸分析、蛋白质纯化、电泳/
凝胶分析、毒理研究、动植物细
胞培养、组织培养等

试管婴儿、双向电泳、同位素分析、基
因克隆、细胞免疫化学等

痕量型
QKCV-Ⅱ-10/20/30/40H

QKCV-Ⅱ-10/30/60/90DH

超强型
QKCV-Ⅱ-10/20/30/40P

QKCV-Ⅱ-10/30/60/90DP

标准型:
PPF+AC+RO+PF+UP+UV+TF

D型：QP+PF+UP+UV+TF

标准型：
PPF+AC+RO+PF+UP+UV+UF

D型：QP+PF+UP+UV+UF

标准型：
PL+AC+KDF+RO+PF+UP+UV+UF+TF

D型：QP+PF+UP+UV+UF+TF

产水水质

备注：PPF：PP棉滤芯   PL：绕线滤芯 QP:强化滤芯  AC：活性炭  KDF：铜锌合金  RO：反渗透膜   PF：预纯化柱  UP：超纯化柱   UV:紫外杀菌器   UF：超滤柱   
          TF：终端滤器

技
术
指
标

总有机碳

微生物

热原

终端过滤器

＜10ppb ＜3ppb ＜5ppb 0-3ppb

＜1cfu/ml ＜1cfu/ml ＜1cfu/ml ＜0.1cfu/ml

＜0.001EU/ml

全自动微电脑智能控制系统、多级菜单式操作,可外连设备记录管理打印历史运行数据（选配）操作模式

系统监控

安全保障

扩展功能

工作条件

产 水 量

尺寸/重量

纯水电导率(μs/cm)值、UP超纯水电阻率（MΩ•cm）值，进水水质电导率(μs/cm)值（选配）,独特的动态图标显示

产水水质、水量均可升级、液位自控、TOC在线检测仪、活动取水手臂实现远程取水等。

标准型：源水城市自来水(TDS≥300时增配强化预处理单元) 外置软化过滤器/多介质过滤器(高硬度/高浊度源水地区建议选配)进水温度：

5-40℃；进水压力：1～5kg/cm2   工作电源：220V/50HZ，电功率：30-80W；

D型：源水去离子水、蒸馏水、反渗透水；温度5-40℃；源水压力0～3kg/cm2,工作电源：220V/50HZ，电功率：30-50W。

标准型：10/20/30/40L/H    瞬间取水流速1.5-2.0L/min；D型：10/30/60/90L/H    瞬间取水流速1.5-2.5L/min

标准型：长×宽×高：360×500×500 mm   净重：38±1Kg ；
D型：长×宽×高：360×500×500mm       净重：35±1Kg。

根据用户要求选配（0.01um、0.05um、0.1um、0.2um）

 

＜0.001EU/ml

开机自检、缺水、断电自动保护、特殊深度预脱盐、内置防垢程序、内置自动清洗、循环程序、自动冲洗预处理及RO系统、递进式过滤系
统、全密闭抑菌式单元化设计、优化的结构设置可实时检测系统动力状况，压力提示更换RO膜，指标提示更换纯化单元、方便维护保养。

分子型
QKCV-Ⅱ-10/20/30/40M

QKCV-Ⅱ-10/30/60/90DM

分析型
QKCV-Ⅱ-10/20/30/40

QKCV-Ⅱ-10/30/60/90D

纯水：电导率＜1us/cm@25℃,优于中国国家实验室用水规格GB6682-2008Ⅲ级水标准；
超纯水：电阻率 18.25MΩ•cm@25℃（电导率：0.054 µs/cm@25℃），优于中国国家实验室用水规格GB6682-2008的Ⅰ级水标准,以及美
国ASTM，NCCLS，CAP试剂级纯化水标准。吸光度(254nm,1cm光程):≤0.001；重金属去除率≥99%，重金属含量(ppb.max):<0.1.可溶性
硅[以(SiO2)计]:<0.1ppb。

QKCV-Ⅱ系列

●  全自动微电脑智能控制系统、多级菜单式操作、独特的动态图标
    显示、实时在线监测纯水和超纯水水质
●  独特的定时定质取水功能、特有的工厂和客户双重密码保护模式
●  可设定预处理、RO膜、UV灯和超纯化柱寿命，实时显示耗材已
    用和剩余时间、全自动RO膜防垢冲洗程序
●  特有的取水水质不达标自动转入循环模式，待水质达标方可取水
●  系统具备开机自检、自动循环冲洗排放、缺水报警、停电自动
    复位、满水自动停机、超低压保护等功能

型       号
IC、液相色谱、AAS、GC、高精密
仪器分析、定性分析、药品分析配置
稀释等

纯水：电导率＜1us/cm@25℃，优于中国国家实验室用水规格GB6682-2008Ⅲ级水标准；
超纯水：电阻率 18.25MΩ•cm@25℃（电导率：0.054 µs/cm@25℃），优于中国国家实验室用水规格GB6682-2008
的Ⅰ级水标准,以及美国ASTM，NCCLS，CAP试剂级纯化水标准。吸光度(254nm,1cm光程):≤0.001；重金属去除率≥
99%，重金属含量(ppb.max):<0.1.可溶性硅[以(SiO2)计]:<0.1ppb。

技
术
指
标

产水水质

＜ 10ppb ＜ 5ppb 0-3ppb

＜ 1cfu/ml ＜ 1cfu/ml ＜ 0.1cfu/ml

＜0.001EU/ml

根据用户选配（0.01um、0.05um、0.1um、0.2um）

功能特点

产水水质、水量均可升级、液位自控、TOC在线检测仪、活动取水手臂等

工作条件 源水：市政自来水(TDS≥300时增配强化预处理单元)、去离子水、蒸馏水、反渗透纯水；

工作电源：220V/50HZ，电功率：80-150W

产  水  量 60/80/100/120L/H    瞬间取水流速1.5-2.5L/min

长×宽×高(500×400×1050)mm      净重：80±3Kg

适用范围

终端过滤器

尺寸/重量

试管婴儿、双向电泳、同位素分析、
基因克隆、细胞免疫化学等

分析型QKCV-LS-60/80/100/120 分子型QKCV-LS-60/80/100/120M 超强型QKCV-LS-60/80/100/120P

全自动微电脑智能控制、动画显示模式、人性化多级菜单式操作显示系统、电源开启程序启动输入密码进入冲洗待机界
面、缺水、水满、产水、耗材寿命及更换提醒、可设定预处理、RO膜、UV灯和超纯化柱寿命，实时显示耗材已用和剩
余时间,独特的定时定质取水功能,可外连设备记录管理打印历史运行数据（选配）。

纯水电导率(μs/cm)值、UP超纯水电阻率（MΩ·cm）值、进水水质电导率(μs/cm)值（选配）,独特的动态图标显示系统监控

扩展功能

安全保障 内置自动清洗、循环程序；缺水、断电自动保护；水质超标报警；故障报警提醒；具备密码保护功能等。

微 生 物

总有机碳

热    原

源        水

纯水水质≤5μs/cm@25℃；高纯水电阻率：12-18MΩ•cm@25℃；微生物＜ 1cfu/ml产水水质

功能特点

微电脑控制、全自动造水；在线实时监测产水水质；自动及手动冲洗预处理和反渗透系统；

系统缺水时自动报警、停机/压力罐水满时自动停机；模块化设计、运行稳定可靠；

扩展功能：产水质水量均可升级、液位自控、TOC在线检测仪、活动取水手臂等

长×宽×高（500×400×1050）mm

产  水  量

外形尺寸

市政自来水(TDS≥300时增配强化预处理单元)、去离子水、蒸馏水、反渗透纯水；

50-120L

QKC-LS系列落地式超纯水系统

QKCV-LS系列落地式超纯水系统

QKCV-LS系列 QKC-LS系列

实验室台式超纯水机 实验室落地式超纯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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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分析、蛋白质纯化、电泳/
凝胶分析、毒理研究、动植物细
胞培养、组织培养等

＜0.001EU/ml



QKC系列超纯水系统组件 QKC大型工业纯水/超纯水系统

型       号 高纯水型
QKC-BX-10/20/40GC

超纯水型
QKC-BX-10/20/40CC

做为超纯水系统、高压
灭菌系统、人造环境室
进水，以及常规实验、
玻璃器皿清洗、配置基
本溶液等。

气相色谱、离子色谱、
原子吸收、常规化学分
析、定性分析、缓冲溶
液配制等。

原子吸收/发射光谱、
液相色谱、普通化学、
微生物分析等。

电导率≤1μs/cm25℃，
符合中国实验室用水规
格GB6682-2008Ⅲ级
水标准

电阻率≥10 MΩ•cm@
25℃，符合中国国家实
验室用水规格GB6682-
2008Ⅰ级水标准

电阻率 18.25 MΩ•cm
@25℃，优于中国国家
实验室用水规格GB668
2-2008的Ⅰ级水标准

微电脑控制、全自动造水

自动及手动冲洗预处理系统和反渗透系统

系统缺水时自动报警、停机/压力罐水满时自动停机

重要部件采用原装进口，保证产水水质

扩展功能：水质在线实时监测、产水水质水量均可升级、液位自控

源水：城市自来水(TDS≥300时增配强化预处理单元)

进水压力：1～5kg/cm2

工作电源：220V/50HZ，电功率：30W

产水量10/20/40L/H

长×宽×高（365×270×450）mm外形尺寸
产 水 量

工作条件

功能特点

产水水质

适用范围

去离子型
QKC-BX-10/20/40QL

QKC-BX型

简介：当含有硬度离子的源水通过交换器内
          树脂层时，水中的钙、镁离子便与树
          脂吸附的钠离子发生置换，树脂吸附
          了钙、镁离子而钠离子进入水中，这
          样从交换器内流出的水就是去掉了硬
          度的软化水。
性能：操作简便、自动化程度高，自动再生
流程：由运行、反洗、吸盐、慢洗、盐箱补
          水、正洗

简介：微孔折叠滤芯就由烯纤维膜及无纺布或丝网内外支撑层折叠
          而成，滤芯外壳、中心杆及端盖采用热熔焊接技术加工成
          型，不含任何胶合剂，无泄漏，无二次污染。
性能：过滤面积大，纳污量大，压差低，使用寿命长。杰出的化学
          兼容性，适合过滤强酸、强碱及有机溶剂。
精度：0.05、0.1、0.2、0.45、0.65、1.0、3.0、5.0（μm）
尺寸：5、10、 20、 30、 40(inch)
接口 :双开口、222接口、222接口带三角尖、226接口、215接口
         226接口带三角尖
骨架 :PP骨架、PP骨架接头耐高温型、PP全内衬不锈钢、PVDF
材质：PP、PES、PVDF、PTFE、N6/N66、CN-CA

简介：反渗透膜是在外压作用下，使水透过
          特制的半透膜，从溶液中分离出来，
          从而达到淡化、净化或浓缩分离目的
          一项实用技术，可去除水中绝大部分
          离子，水中的微细颗粒、细菌及有机
          物等杂质，是目前水质深度净化的一
          种先进、经济的手段。
性能：反渗透脱盐率达98％－99.8%，回收
          率达50-75%
品牌：DOW HYDRANAUTICS

简介：电去离子技术结合了两种成熟的水处理技术—电渗析技术和离
          子交换技术，利用电渗析过程中的极化现象对离子交换填充床
          进行电化学再生，EDI是带有特殊水槽的非反向电渗析（ED）,
          这个水槽里的液流通道中填充了混床离子交换树脂。
组成：EDI装置由增压泵、电去离子（EDI）模块、直流稳压电源、流
          量计、仪表等组成
性能：不需化学再生药剂，生产过程无任何污染，属清洁生产；
          连续生产水质稳定的高纯水15～18MΩ•cm@25℃；
          不需停机再生;       
          运行稳定可靠，维护简单、运行费用低；
          占地面积小，节约场地建设费用
品牌：GE

        江苏权坤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依托独特而实用的水基化学向华理论和先进的水质分析仪器，可以对客户的水质情况进行系统的
分析，根据水质情况及处理要求，筛选最佳水处理药剂，精选品牌配件，制定最佳处理工艺。江苏权坤公司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
化工、电力、电子、煤炭、医药、食品、纺织、冶金、铁路、环保、军事等领域。

    250L/H高纯水处理设备    
    系统由预处理、反渗透两个部分组成，反渗透技术是一种高效率、低能耗能、无污染的先
进技术，主要应用于纯水制备与海水淡化。反渗透技术是利用压力差为动力的膜分离过滤技
术，通过压力差将水与源水中的无机盐、重金属离子、有机物、胶体、细菌、病毒等杂质严
格分离。
    功能特点：
■系统采用单片机（PLC）控制，在预设程序下自动运行，具备自动制水、自动冲洗、源水缺
  水/水箱满水、自动停机等功能。
■系统结构布置紧凑，占地面积小，有效节约空间。
■系统能耗低，耗材寿命长，节能环保。
■系统运行可靠，供水管路封闭，出水水质稳定。
    技术参数：
■产水量：250L/H
■产水水质：单级反渗透电导率≤10μs/cm@25℃，双级反渗透电导率≤2μs/cm@25℃。
    适用范围：
■食品饮料用纯净水,太阳能电池行业使用；
■工厂、小区直饮水设备；
■桶装纯净水厂的纯水制备；
■化工、电子、电镀行业清洗用水；
    
*客户只需提供纯水最终使用领域，额定用水量，水质要求等相关参数要求，我公司即可完成
 集方案设计，系统制造，现场安装，验收调试的一站式全套纯化水交钥匙工程，并提供便捷
 的日常纯水系统维护服务。

8T/H电子级超纯水设备
电子行业超纯水设备由预处理系统、RO反渗透主机系统、离
子交换混床（EDI电除盐系统）系统等构成主要设备系统，在
线水质检测控制仪表、电气采用PLC可编程控制器。
■产 水 量 ： 8T/H
■产水水质：18.25 MΩ•cm@25℃
■制备工艺：原水→原水加压泵→超滤→二级反渗透→中间水
                  箱→中间水泵→EDI装置→纯化水箱→微孔过滤
                  器→纯水泵 →用水点
■适用范围：半导体、集成电路芯片及封装、液晶显示、高精
                  度线路板、光电器件、各种电子器件、微电子工
                  业等行业

1T/H医药行业纯化水系统
医药生物制品由于主要用于制剂、配液和冲洗使用。其特点是
除对含盐量、铁、锰都有一定的要求外，尤其对细菌、热源的
去除要求极高，特别是医用注射用水，除了将水中的杂质、离
子去除外还需采用膜法或多效蒸馏法将细菌、热源去除到符合
药典要求。
■产水水质：电导率≤2μs/cm@25℃
                   重金属≤0.3μg/L、TOC≤500μg/L
■工       艺：原水→原水加压泵→石英砂过滤器→活性碳过滤
                   器→二级反渗透→纯化水箱→紫外线杀菌器→微
                   孔过滤器→用水点
■适用范围：制药等行业用纯化水系统

1.5T/H食品化工级纯水设备
功能特点： 
■零部件均采用知名厂家，质量可靠。 
■整体化程度高，易于扩展，增加膜数量即可增加处理量。 
■自动化程度高，遇故障立即自停，具有自动保护功能。 
■脱盐率高，可达 98 ％以上，回收率达到 50 － 75 ％。 
■能耗低，运行成本低。结构合理，占地面积少。  
■先进的膜保护系统，在设备关机时，淡化水可自动将膜表面
  的污染物冲洗干净，延长膜寿命。 
 典型工艺流程： 
原水泵→石英砂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软水器→精密过滤
器→高压泵→RO系统→纯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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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KC 便携式系列高纯水机 QKC中央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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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污水处理设备 实验室废水处理设备

● 动态化运行，数字化液晶实时显示水质各项指标；
● 实用性广，可适应各类实验室的综合废水、废液处理；
● 耐酸碱腐蚀，噪音小，功率小、多重安全保护等特点；
● 采用多项最先进的技术对废水进行多程处理净化，达到排放标准；
● 通过中央集中控制，自动化程度高，操作简单，全自动运行，无
   须专人职守；
● 模块型集成技术，处理效果好，不会产生废渣、废水等二次污染，
   运行成本低；
● 通过“一站式”一体化设计，外形美观、占地面积小，外形美观、
   处理速度快、投资省、安装移动方便、处理量大、处理效果好、能
   耗低、无噪音、无泄漏、环境友好，真正做到工程设备化；
● 定时开关机功能：设备可以根据客户的情况设定早上自动开机时
   间和晚上自动关机时间，时间设定后，设备每天早上自动定时开机，晚上自动定时关机，免去操
   作人员每天早上和晚上去设备处理间开机和关机；
● PLC可编程序智能控制系统，人机界面操作系统：系统的控制采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液晶触摸屏
   +远程操控系统完成电气和仪表部分的自动控制与监控，全自动处理 废水、针对不同废水的成
   分和浓度，控制系统自动进行计算然后按比例进行自动投放药品， 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
● 远程监控及操作功能（选配）：客户只需要在办公室或中控室通过微机里安装的远程控制软件就
   可以对废水处理间里的废水处理设备进行远程监控、运行操作和远程管理。

设备功能特点：

设备工艺流程图：

调节池 PH池 加药池 沉淀池 清水池

二
级
吸
附

重
金
属
吸
附

有
机
物
吸
附

超滤

光催化

厌氧池 好氧池 MBR池

砂滤 碳滤风机

酸 碱 PAC PAM

备注：此为一般处理设备流程，具体设备工艺选择按需定制。

型号及规格参数：

实验室废水处理设备介绍：

江苏权坤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由废水收集单元、自动调
节单元、预处理单元、自动加药单元、酸碱中和单元、
混凝絮凝单元、沉降分离单元、固液分离单元、重金属
捕捉单元、二级过滤吸附单元、微电解处理单元、有机
吸附处理单元、新型膜分离反应处理单元、多程高级氧
化处理单元、多级分解降解处理单元、高低电位差微电
解技术、电化学氧化还原技术、两级有机生物活性处理
技术、新型生化反应处理技术形成一个完整的实验室废
水处理系统。

独特处理工艺对实验室内产生的有机、无机、生物类废水进行综合处理可有效去除废水中的
COD、BOD、SS、色度和重金属离子等，针对不同实验废水的成分，采用不同的处理技术及控
制系统进行废水处理。设备通过人机界面操作系统进行操作，设备运行按照PLC控制器设定
好的程序和PH/ORP仪表设定的参数进行全自动运行，多级在线监测、针对不同废水的成分和
浓度，控制系统自动进行计算然后按比例进行自动投放药品，更加科学化和合理化，确保废
水的处理效果，同时节省药品耗量，无须专人职守。

应用范围：中小学、高等院校、食品药品检验、疾控中心、环境监测、农产品质检、检验检疫、
          动物疾控、畜牧、医疗机构、医院、生物制药、石油化工等企业实验室。

产品类别 规格型号 处理量 主机大小尺寸（mm）

1200×800×1640

1200×800×1640

1200×800×1640

1400×800×1640

1400×800×1640

200L/D

500L/D

1T-D

2T-D

3T-D

QKFZ-200L-D

QKFZ-500L-D

QKFZ-1T-D

QKFZ-2T-D

QKFZ-3T-D

处理标准：达到废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一、二、三级标准，处理后的污水可排入
          市政污水管网或地表、河水，也可以通过深度处理工艺把处理后的废水进行再利用。

小型实验室废水、
废液处理设备

中型实验室废水、
废液处理设备

中国国家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排放标准

一级排放标准

二级排放标准

三级排放标准

氨氮（以N计）

≤15

≤25

/

≤30

≤60

≤300

BOD COD SSPH

6～9

6～9

6～9

≤70

≤200

≤400 ≤500

≤150

≤100

c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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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 MBR膜生物反应器

污水 风机

格
栅
井

调
节
池

厌
氧
池

好
氧
池

厌
氧
池

沉
淀
池

清
水
池

污泥池

排放

杂物定期清理

污泥回流

污泥外排

设备介绍：

地埋式一体化处理技术按工艺可分为生物接触氧化法、SBR、A/O及A2/O等
● 集处理BOD 、COD、NH -N、粪大肠杆菌、PH于一身
● 整套设备可埋入地下、不占地表面积;
● 产生的嗓声低，异味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小
● 净化程度高，整套系统污泥产生量少;
● 自动化程度高，管理方便，不需要专人管理;
● 技术稳定，维护方便；
● 能耗低，节省运行成本。
适用范围：
各生活住宅区、饭店、宾馆、医院、学校、矿山、工厂等污水处理及类似的工业污水处理。

工艺流程图：

废水首先进入化粪池, 在池中厌氧反硝化, 然后经过格栅将大颗粒的漂浮物和悬浮物去除, 进入水解
酸化池和生物接触氧化池, 使污水充分的硝化和反硝化, 将富磷污泥排出, 使污水中的BOD 、COD、
SS、NH -N、TP、TN 得以去除, 然后进入接触消毒池, 污水经过二氧化氯消毒后达标排放。污泥经消
毒后由吸污车定期清理, 运到垃圾填埋场集中处理。

5 3

5

3

工艺流程图：

实验室MBR小试一体化装置用于企业或科研院所做小试试验，实验室污水处理小试实验，为后续
的污水处理系统工程提供准确、客观的基础数据。

● 配置气泵，无需外加气源；
● 高低液位控制、保证水位恒定；
● 采用有机玻璃水箱，曝气状况可观察调节；
● MBR膜组件采用加强型的膜丝，膜丝不易断裂且通水量稳定；
● 设置抽吸、反冲自动控制，确保设备运行稳定，增加设备的使用寿命；
● 膜片使用中空纤维或平板膜片拆卸方便，清洗容易便维护更换、可实现自动控制、无人看管操作。

江苏权坤生产定制各规格实验室MBR设备，是一种将高效膜分离技术与传统活性污泥法相结合的
新型高效污水处理工艺。本设备材质为有机玻璃，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电气控制室、设备运行
间、缺氧池、MBR池和清水池。通过电气控制，可以实现污水处理的自动运行。具有外形透亮美
观、耐腐蚀、运输方便等特点。适用教学、科研等演示试验以及小规模的工程应用。

设备介绍：

性能特点：

应用范围：

MBR膜池清水池

气泵

空气流量计
抽吸泵

流量计

反洗泵

排放阀

备注：此为一般处理设备流程，具体设备按需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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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膜设备 超滤设备

陶瓷膜设备简介：本设备专门针对于为料液的分离、提纯、浓缩、
脱盐、除菌等工艺实验，实验后得到的各参数、产品性能的优劣
为企业的规模化系统提供可靠的参数设计依据。系统可根据客户
的实验要求，为其灵活的设计各种不同型号的陶瓷膜组件。

该设备现广泛应用于制药、食品饮料、中药提纯、化工环保等领域。

● 安装使用方便，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
● 全套设备采用卫生级的不锈钢材质，安全耐用；
● 设备中的陶瓷膜组件可耐酸碱等高浓度的料液，耐高温，强度高，且利于膜组件的后期清洗维护，
   陶瓷膜片可长期循环使用；
● 由于陶瓷膜的属性特征，陶瓷膜抗微生物能力较强，因此不会对料液产生相变，从而影响试验参
   数的变化；
● 陶瓷膜各膜孔径分布窄，分离、浓缩、提纯等效率高；
● 采用高性能的电动流量控制泵，能高效，连续线性的提供动力支持。

陶瓷膜设备介绍：

性能特点：

应用范围：

无机陶瓷膜元件：

    无机陶瓷膜是以氧化铝、氧化钛、氧化锆等经高温烧结而成的
具有多孔结构的精密陶瓷过滤材料，多孔支撑层、过滤层及微孔膜
层呈非对称分布，过滤精度涵盖微滤、超滤。

无机陶瓷膜的优点

● 化学稳定性极佳，能耐酸、耐碱、耐有机溶剂和强氧化剂；
● 耐高温，可利用蒸汽和热水高温消毒灭菌；
● 机械强度大，耐磨性好；
● 孔径分布窄，分离精度极高，可达纳米级过滤；
● 易清洗，可在线清洗或高温消毒，可反向冲洗。

基础技术参数
膜孔径：1.4μm、200nm、50nmm、30nm、20nm、10nm、5nm、2nm按需定制
长 度：配套可选规格
耐压强度：1.0 Mpa
适用pH值：0～14
适用温度：-10℃～150℃

设备工艺流程图：

本设备为膜过滤浓缩或生产装置，利用膜孔隙的选
择透过性进行两相分离的技术，通过选用不同规格
进口膜芯，可实现超滤、纳滤等操作。该装置主要
用于发酵液，提取液等物料的澄清过滤分离、浓缩
等预处理，可脱除菌体，大分子蛋白，胶体，鞣质
等物质，是卷式膜工艺必需的前处理设备。

●   调味品（酱油、醋等）的除菌澄清过滤；
●   植物提取液澄清过滤中药提取液，茶提取液等微滤预处理澄清；
●   啤酒无菌过滤及葡萄酒、黄酒、白酒澄清、植物蛋白乳液净化；
●   果汁除菌澄清过滤、有机酸（赖氨酸、L-乳酸、柠檬酸、核苷酸等）发酵液澄清过滤。

● 膜芯选用原装进口抗污染高精度膜芯，具有抗污染性强，精度高、 寿命长等特性
● 系统动力装置选用进口品牌物料专用卧式输送泵，压力输送平稳，震动小；
● 有效去除菌体，淀粉、鞣质，大分子胶体等杂质，提高产品含量和纯度；
● 分离条件温和、无相态变化，避免因加入助滤剂、絮凝剂等外源物质而影响有效成分的质量，因
   而有利于保存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及理化稳定性；
● 无需添加溶剂，简化生产工艺，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安全性。

超滤设备介绍：

性能特点：

适用范围：

膜
组
件

膜
组
件

超滤产水

产水阀

反洗阀
反洗泵

浓水阀

浓水排放

清洗溶液箱
化学清洗泵

进气阀

无油压缩空气
反冲洗排放阀

原水
原水泵

进水阀
杀菌剂水箱

计量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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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滤设备 小型纳滤实验设备

实验设备简介：为了满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研发部门
的新产品研发以及小批量生产的需求，权坤专门开发出经济、实
用的多种规格型号的小型纳滤实验设备。

该设备可以按照不同过滤精度的（UF、NF、RO）的1812型或者2540型卷式膜元件。
同类型的膜元件既可以串联操作也可以并联操作。

●规格型号：QKT-1812             ●规格型号：QKT-2540           
●工作压力（Bar）：3-18          ●工作压力（Bar）：3-25
●工作温度（℃）：≤45℃         ●工作温度（℃）：≤45℃
●处理量（L/H）：2~10            ●处理量（L/H）：8~35

实验设备介绍：

技术参数：

性能特点：

应用领域：

应用范围：

适用于超滤、纳滤以及反渗透等不同操作条件下使用，处理物料的能力一般在膜的标准范围内。
适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研发部门用于产品的开发和工艺的整合。

● 植物提取（茶叶、菊粉、葛根素、大豆多肽、天然色素、板蓝根、罗汉果、中药等深加工）
● 生物发酵液的分离、纯化、浓缩（异亮氨酸、缬氨酸、丙谷氨酸、赖氨酸、谷氨酸、
   L-乳酸、丙酮酸、1,3-丙二醇、维生素、酶制剂、抗生素等）
● 食品饮料（乳品、糖类、酿造制品、茶多酚、多肽、蛋白质浓缩、海产品加工类等）
● 果汁的分离、浓缩（梨汁、大枣汁、山楂汁、芦荟、仙人掌等）
● 化工与环保以及工业水处理（燃料、荧光增白剂、钢铁冷轧乳化液废水）
● 机加工切削液、脱脂液废水、染料废水、垃圾渗滤液水处理
● 新材料（纳米材料的脱盐纯化、稀有金属的浓缩富集和生物可降解材料的纯化等）

设备简介：江苏权坤纳滤设备作为专业从事应用膜分离技术推广
的公司，已为多家企业提供卷式纳滤膜系统，广泛应用于医药、
食品、化工以及水回收再利用等领域。

● 具有卷式膜的单位面积膜造价低、膜芯填装密度高等优点
● 结构紧凑、占地小、投资费用低
● 与反渗透相比，再高盐度和低压条件下具有较高的渗透通量
● 可以用于透过有效成分截留杂质，也可以透过盐分以及其它杂质截留有效成分

●规格型号：QKT-4040             ●规格型号：QKT-8040           
●工作压力（Bar）：5-28          ●工作压力（Bar）：5-35
●工作温度（℃）：≤45℃         ●工作温度（℃）：≤45℃
●处理量（L/H）：50~200          ●处理量（T/H）：0.5~3

设备介绍：

技术参数：

性能特点：

应用领域：

应用范围：

适用于超滤、纳滤以及反渗透等不同操作条件下使用，处理物料的能力一般在膜的标准范围内。
适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研发部门用于产品的开发和工艺的整合。

● 氨基酸（脱色除杂、浓缩、脱盐）
● 制药（抗生素树脂解析液的脱盐浓缩，维生素浓缩）
● 茶类、茶多酚、甜菊糖、菊粉等分离、纯化、浓缩
● 食品（低聚糖、淀粉糖分离纯化、果汁浓缩）
● 染料（脱盐浓缩、取代盐析、酸析）
● 水处理（印染废水处理、中水回用等）
● 母液回收（味精母液除杂、葡萄糖结晶母液除杂等）
● 酸、碱回收（制药行业洗柱酸、碱废液，化纤行业废酸、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