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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泉是集设计、生产、销售泵、给水设备及泵用

控制设备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泵业集团，是中国泵行业的

龙头企业。总资产达38亿元，在上海、浙江、河北、辽宁、

安徽等省市拥有7家企业，5个工业园区，占地面积67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在上海、浙江、河北、辽

宁、安徽等省市拥有7家企业，5个工业园区。

集团现有员工4500余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500多

名，主要由国内知名水泵专家教授、博士硕士、中高级工

程师、高级工艺师组成，形成了具有创新思维的梯队型人

才结构。

上海凯泉获得了“上海市质量金奖”、“上海市科技

百强企业”、“上海市名牌产品”、“中国质量信用AAA

级”、“全国合同信用等级AAA级”、“质量、信誉、服

务三优企业”、“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商品商标”、“五星

级服务认证”等荣誉，连续多年入选全国机械500强。

上海凯泉注重服务与技术、业务的结合，实现增值服

务。300名技术工程师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方案支

持。运用先进的ERP系统和CRM系统全程控制订单流程。

24个销售分公司、400多个办事处，服务网络覆盖全国，

实施“蓝色舰队”服务和4小时快速反应机制，随时响应

用户需求，打造性能可靠的业界精品。

面向未来，上海凯泉制定了“引领中国泵工业的崛

起”的发展战略，致力于核电、大型火电、石油化工、军

工、海水淡化等领域高端泵产品的国产化，全力塑造一个

世界知名品牌，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进入世

界泵业前十强！

Group Introducation
集团介绍

01All the rights to alter technology documents reserved



荣誉证书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组成

直饮水设备是由原水单元、预处理单元、膜处理单元、后处理单元、循环供水单元、自动控

制系统和专用仪表等组成。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适用范围

居民住宅：居民小区、公寓、别墅等

公共场所：学校、医院、体育场、机场等

商用大厦：办公楼、写字楼、宾馆、酒店、商业综合体等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系统特点

安全健康

食品级不锈钢无菌管道，紫外线+臭氧消毒系统，通过无死角循环系统，确保出水水质高

于CJ94-2005《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工艺成熟

制水工艺成熟，能确保长期稳定运行；

智能控制

无人执守，PLC自动控制随时监测水质和故障，无须专人值守，可人机界面并远程监控。

分质供水

把饮用水和生活水彻底分开，废水可回收利用，节约水资源；

独家定制

结合项目实际状况，为您设计、选择和定制最适合的设备；

02 保留技术更改的权利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水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物质，越来越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近年

来，一方面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表水被污染的事故层出不穷，直接威胁着人们生活用水

及饮用水的安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稳步上升，我国居民对城市供水的要求

已从水量的满足提升到服务和水质上的关注，关注健康与水质成为城市供水的社会需求。

那么这种社会需求该如何解决呢？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国内供水行业龙头企

业，有责任和义务担当行业领导者，组织给排水行业内数十名专家学者，投入数百万资金，成功

研发了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满足了用户对水质的需求。经直饮水设备处理的水能有效去除水

中的重金属和激素，可直接饮用，更加方便、健康。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组成

直饮水设备是由原水单元、预处理单元、膜处理单元、后处理单元、循环供水单元、自动控

制系统和专用仪表等组成。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适用范围

居民住宅：居民小区、公寓、别墅等

公共场所：学校、医院、体育场、机场等

商用大厦：办公楼、写字楼、宾馆、酒店、商业综合体等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系统特点

安全健康

食品级不锈钢无菌管道，紫外线+臭氧消毒系统，通过无死角循环系统，确保出水水质高

于CJ94-2005《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研发背景

设备概述

工艺成熟

制水工艺成熟，能确保长期稳定运行；

智能控制

无人执守，PLC自动控制随时监测水质和故障，无须专人值守，可人机界面并远程监控。

分质供水

把饮用水和生活水彻底分开，废水可回收利用，节约水资源；

独家定制

结合项目实际状况，为您设计、选择和定制最适合的设备；

引领中国泵工业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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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保留技术更改的权利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组成

直饮水设备是由原水单元、预处理单元、膜处理单元、后处理单元、循环供水单元、自动控

制系统和专用仪表等组成。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适用范围

居民住宅：居民小区、公寓、别墅等

公共场所：学校、医院、体育场、机场等

商用大厦：办公楼、写字楼、宾馆、酒店、商业综合体等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系统特点

安全健康

食品级不锈钢无菌管道，紫外线+臭氧消毒系统，通过无死角循环系统，确保出水水质高

于CJ94-2005《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技术参数

流量范围：0.5-20m3/h

产水率：60%

原水水质：自来水或优质地下水

工作压力：纳滤0.6-0.8Mpa；RO膜  0.8-1.0Mpa

产水水质：纳滤电导率＜30μs；RO电导率＜10μs、6.0＜PH＜7.0

压力范围：0.2-1.4MPa

供水压力调节精度：≤0.01MPa

供水压力稳定时间：≤10s

环境温度：0-40℃

相对湿度：≤90%(20℃)，无凝露

供电电压：380V

操作方式：手动、自动、远程

监控方式：本地、远程

技术参数

工艺成熟

制水工艺成熟，能确保长期稳定运行；

智能控制

无人执守，PLC自动控制随时监测水质和故障，无须专人值守，可人机界面并远程监控。

分质供水

把饮用水和生活水彻底分开，废水可回收利用，节约水资源；

独家定制

结合项目实际状况，为您设计、选择和定制最适合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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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组成

直饮水设备是由原水单元、预处理单元、膜处理单元、后处理单元、循环供水单元、自动控

制系统和专用仪表等组成。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适用范围

居民住宅：居民小区、公寓、别墅等

公共场所：学校、医院、体育场、机场等

商用大厦：办公楼、写字楼、宾馆、酒店、商业综合体等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系统特点

安全健康

食品级不锈钢无菌管道，紫外线+臭氧消毒系统，通过无死角循环系统，确保出水水质高

于CJ94-2005《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工艺成熟

制水工艺成熟，能确保长期稳定运行；

智能控制

无人执守，PLC自动控制随时监测水质和故障，无须专人值守，可人机界面并远程监控。

分质供水

把饮用水和生活水彻底分开，废水可回收利用，节约水资源；

独家定制

结合项目实际状况，为您设计、选择和定制最适合的设备；

KQK 8 4 2 QB–4.0 M -0

型号说明

KQZY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型号含义示例如下：

KQZY  4-10-30

KQZY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控制柜型号含义示例如下：

机组扬程：30m

机组流量：1.0m3/h

辐泵台数：4台

凯泉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

主泵配置功率（单位：KW）

主要元器件配置

L表示主要元器件（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
器）天正、正泰，触摸屏国内知名品牌

M表示主要元器件（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
器）施耐德、西门子,触摸屏国际知名品牌

BA控制

0表示无此功能

1表示BA（硬接线）联动控制及反馈信号

控制柜控制及运行方式（QB表示全变频控制）

供水泵台数

设备中工艺过程泵的数量

直饮水系列代号

凯泉控制柜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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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QZY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净水罐型号含义示例如下：

KQZY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前置罐组型号含义示例如下：

KQZY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净水膜组型号含义示例如下：

KQZY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原水罐型号含义示例如下：

YSG     600-1350φ

罐体高度：1350mm

罐体直径：   600mm

原水罐

φ

JSG     600-1350φ

罐体高度：1350mm

罐体直径：   600mm

净水罐

φ

QZGZ     300-1350×3φ

3

罐体高度：1350mm

罐体直径：   300mm

前置罐组

φ

JSMZ     200-1.2×4φ

数量：4

工作压力：1.2Mpa

膜组直径：   200mm

净水膜组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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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原理

原水单元

原水单元有原水箱和原水泵等组成。原水储存在原水箱中，有效减小原水管道的压力波动

对直饮水设备造成的冲击。

预处理单元

预处理单元由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软化过滤器等组成。多介质过滤器主要去除

原水中的大颗粒杂质、悬浮物、胶体等；活性炭过滤器通过活性炭表面毛细孔的吸附能力去除

水中的游离氯、微生物、有机物以及部分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软化过滤器主要是利用纳型软化

树脂去除原水中的钙镁离子，降低原水的硬度。

膜处理单元

膜处理单元由精滤设备、增压泵和滤膜设备组成。精滤设备安装有精度为5μm的滤芯，去

除预处理水中任何可能存留影响滤膜设备的粗颗粒，滤膜设备去除预处理水中的溶解性有机物

和无机污染物。

原水

原水箱

原水泵

多介质过滤器

活性炭过滤器

尾气处理器

臭氧发生器

净水箱（含紫外线灯管） 净水加压泵 回水精滤

直饮水供水

取样龙头

直饮水回水

树脂再生软箱

盐化过滤器

精密过滤器

纳滤高压泵

纳滤机组

KQZY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原理图如下：

图例 名    称 图例 名    称

给水管

取样水龙头

呼吸阀

球阀 

止回阀

流量计

液位计

回水管

多路控制阀

溢流水封

碟阀

电动阀 

压力传感器

压力表

直饮水设备工艺流程图



08 保留技术更改的权利

后处理单元

后处理单元由臭氧消毒系统、净水箱和紫外线消毒装置组成。臭氧的强氧化能力，可以通

过生物化学反应灭除细菌。净水箱作为直饮水的缓冲，合理保障用水高峰期的用水量。

循环供水单元

循环供水单元由变频供水泵组、食品级供回水管道和回水精滤设备组成。采用同程设计，

无死角。确保水质稳定，保障供水安全卫生。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控制原理

智慧集成直饮水设备依靠其PLC为控制核心，控制上主要分以下两种控制模式：

1、手动模式：当选择开关旋至手动状态下时，各按钮开关可分别单独控制工艺泵、电磁

阀、消毒器等的启停及开闭，不受压力传感器、液位计等信号影响。

2、自动模式：当选择开关旋至自动状态下时，原水箱补水电磁阀根据原水箱内液位高低

自动补水。原水箱内液位超高或超低都会使系统报警。同时，原水泵根据净水箱内液位高度自

动开启，将原水箱内存储的水送至预处理单元。过程中根据每个过滤器的进出口压力传感器压

差来判断各个过滤设备是否为正常状态。超过设定值（数值可修改）都会使系统报警。膜前增

压泵在满足泵前压力高于1bar且泵后压力低于13bar时启动，把水送至膜组单元进行处理。流出

膜组的水直接进入净水箱蓄存。期间实时检测监控膜前后压力差，若超过设定值则系统报警，反

冲洗系统开始运行直至完成反冲洗。变频供水泵根据用户设定出水压力，将优质直饮水送至用

户。循环泵则根据净水箱内液位高低自动开启臭氧处理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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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机标准化设计

直饮水设备和控制系统采用标准化设计，减少技术人员的调试时间、降低因程序不完善导

致的各类售后问题、提高售后问题解决问题的效率。

●  美观实用，使用简单

直饮水设备外观采用凯泉新一代的工业设计，表面采用三位一体喷涂工艺。控制柜采用德

国威图标准设计，采用全自动一体化智能控制设计，自动工作，小故障自动宕机，大故障自动

报警，节约使用和维护成本。

●  双PLC冗余设计

主控、备控两个系统机械隔离，每个控制系统均能独立完成所有监控功能，确保控制系统

故障率降低50%。

●  实时水质检测

控制系统集成了众多水质检测传感器，PLC可实时检测水质各项指标（余氯、浊度、TDS、

PH、溶氧等），超出正常值实时报警，保障了出水水质的健康可靠。

●  远程数据监控

控制系统集成了远传网关模块，足不出户即可随时随地在手机APP、网页平台上查看设备

运行的各项数据，报警等（网关带有边缘计算）。

●  各单元累计运行时间

记录各过滤单元累计使用时间，超过设定时间自动反清洗/提醒手动反清洗。超过建议累计

使用总时间提醒更换膜等耗材。

●  安全可靠

食品级无污染不锈钢管道，核级焊接工艺水平，标配冠龙阀门，国际高端品牌膜组，确保

设备安全可靠。

产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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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最高日饮用水定额参照《直饮水技术规程》按照高档小区，选用qd=4.0L/人*d，每户3人。

设备选型表

供货范围

设备型号

序  号 设 备 名 称

产水量（m³/h） 配套功率(kW) 服务户数（住宅小区）

KQZY 4-0560

KQZY 4-1060

KQZY 4-2060

KQZY 4-4060

KQZY 4-8060

0.5

1.0

2.0

4.0

8.0

1.5

2.2

3

5.5

11

200

550

1100

2200

4200

原水箱、净水箱

原水泵、纳滤高压泵、变频供水泵组

多介质过滤器、活性炭过滤器、软化过滤器

精滤设备

膜组机组

臭氧消毒系统

配套管路阀门、设备底架

流量计

电气控制柜

压力传感器等控制仪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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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泉向客户提供优质、先进的产品，同时提供全面、完善的售后质保服务。我司依据

《GB/T27922-2011售后服务体系》标准，秉承“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优质服务”的管理理念，

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确保服务好广大新老客户。

服务提供

★  质保服务：超长3~5年质保，终生维护。

★  安装指导：安装期间，我司将派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安装。

★  现场调试：我司派专业技术人员到场调试，确保设备的安全、平稳运行。

★  质保维护：设备运行期间，我司技术人员定期到现场巡检。

★  技术培训：免费为客户提供技术培训。 

售前服务

★  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考察，根据客户需求和现场实际情况量身定制方案。

★  根据招标文件和设计方案进行科学选型、产品优化配置。

★  与设计院技术人员沟通，确保选型方案符合规范要求。

售后服务

★  派售后服务人员到现场指导设备安装与调试。

★  为客户提供操作手册及使用说明书，并负责技术培训（含安装指导、使用说明、操作技

巧、维护保养等）。

★  及时处理各种机械、电气故障：30分钟响应，24小时监控，终生维护，提供一站式服务。

★  公司拥有304个服务网点，各服务点均设有配件库，及时提供应急配件。

★  公司设有远程监控平台，400呼叫中心，微信报修平台。

   （呼叫中心电话：400-002-6600 ）

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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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服务流程

电话支持

是否解决问题

工程师提供
现场支持

对问题进行
现场诊断

是否为硬件故障

按规定进行设备维修 提供备品备件快速支持

对问题进行记录

服务工作结束

有关人员得到
客户问题通知

尽快解决

YES

NO

YES

NO



引领中国泵工业的崛起

13All the rights to alter technology documen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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