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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尼特中国
泽尼特（ZENIT）在20世纪50年代始建于意大利工业重镇

摩德纳，拥有设计和制造电动潜污泵、污水提升装置以及

水处理系统60多年历史。产品应用涵盖民用、工业、建筑

业、市政工程等多个领域。目前泽尼特集团在全球拥有多

家分支机构，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水泵研发和制造商之一。

2005年泽尼特进入中国，在苏州成立全资公司；为了更

好的发展中国市场，2018年，泽尼特泵业（苏州）有限

公司正式更名为：泽尼特泵业（中国）有限公司，并在成

都、厦门投资建设其全资子公司和分公司。

公司管理规范，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多项国家专利，获得“苏州市外资研发机构”称号，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拥有遍布全国的

销售网络和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各界用户提供优质的售前和售后服务，并因此赢得了广大客户的普遍赞誉。

公司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关爱员工健康安全，生产绿色环保产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将环境保护视为己任。卓越的品质是泽

尼特传统，是活力的源泉，也是泽尼特始终保持传统和创新的同时，得以稳定发展的根源。泽尼特注重工作效率的提升，追求

简约和精益的思维，崇尚积极主动的变革，秉承诚信、坦诚、透明的做事风格以及倡导一致性的原则，共谋发展宏图。

企业资质

ISO9001 ISO14001 ISO45001 绿色建筑节能证书 售后服务认证证书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工程建设证书

专利证书

冲洗阀专利 冲洗阀专利 冷却系统专利 冷却系统专利 射流曝气机专利

（部分专利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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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尼特污水处理相关产品

污水泵系列：
潜水排污泵系列齐全，应用广泛。叶轮形式多样，包括流道式和涡流式，或带切割系统的水泵，适用于各种

市政和工业污水，功率范围 0.25kW-355kW，使用寿命长，坚固、耐用、耐磨、安装简便，运行可靠。在恶

劣的工况环境下同样保证最大效率的运行。适用于污水处理厂及工业水处理等多个领域。

曝气搅拌系列：
曝气搅拌类产品是污水处理过程中必须的，泽尼特可以提供全系列的盘式、管式、板式、各种材质的曝气搅

拌类产品，广泛适用于各种复杂的污水处理工艺流程。曝气器和全套预装的曝气管网，标准化程度高，配备

泽尼特生产的特制组件，使得设备简单，可靠，安装方便。搅拌类产品品种齐全，功能强大，可以安装在任

何形状和尺寸的池子内。除适用于中、大型池型的搅拌机外，还有适合在小处理场合的文丘里式曝气机。同

时，效率高，需求能量小，运行成本低，安装和维修简便等特点是泽尼特曝气搅拌类产品的最大优势。

相关附件：
质量可靠的多种水力附件为设备、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保驾护航。依据 EN12050-4 标准设计的阀门保证最

大开度时无堵塞，降低管路压力损失。实现了水平或垂直安装时最大程度保证组合多样性。各种水力附件可

用于污水处理工艺中各类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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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尼特
为您提供最专业的
解决方案
污水处理是“水污染防治”和“水安全保障”

的重要过程。

它采用物理、生物、化学的方法，主要针对生

活污水以及工业废水进行处理，分离水中的固

体污染物并降低水中有机污染物和富营养物（主

要为氮、磷化合物），从而减轻污水对环境的

污染。污水处理的目标是将污水转化为对环境

安全的可直排废水和可再利用的污泥。

然而，污水处理工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艺过

程，从前期提升泵房，沉砂池及初次沉淀池，

生化反应池，二次沉淀池最后到污泥回流和处

理等阶段，泽尼特将全程为您提供最为专业的

解决方案。

进水提升泵房

初次沉淀（沉砂池，初次沉淀池）

生化反应 - 厌氧 / 缺氧阶段

生化反应 - 好氧阶段

二次沉淀

污泥处理、回收

二次提升泵房

物化反应 - 混凝沉淀

典型的污水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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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泵房
       畅通无阻

应用场合：
进水泵房将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提升，经过格栅、

筛鼓等设备，最后进入污水处理设施中，通常

使用潜水泵。

业主遇到的困难：
·对于湿式安装的水泵，泵站内部需要保留较

高的液位（通常高于潜水泵电机上端）用来冷

却电机，确保水泵持续运行。这样造成了坑内

有效容积的减少，造成了较大的浪费。另外泵

站内长期存留过多污水，容易造成固体沉积。

·待处理的市政或工业污水，含固率很高并且

含有大量杂物，经常堵塞水泵。

应用：
应用于泵送含有固体颗粒的污水；
污水处理厂进水泵房；
就地污水排放、控制和处理系统。

特点简介：
全通径过流能力无阻塞涡流叶轮 / 高效多流道叶轮；
专利的闭式内循环冷却；
IE3 等级高能效电机；
机封腔与油室可接漏水探头，实时保护电机；
多种材质可选，适合不同介质。

泽尼特 UNIQA 系列高能效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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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尼特解决方案：
·我们始终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决方案，UNIQA
水泵配套具有专利的冷却夹套，采用独特的“三腔

分离技术”可在干式安装条件下 S1 持续高效的运

行。可有效降低系统内停泵液位，尽可能清空系统

内积存的污水。

·可配备无阻塞涡流叶轮（Vortex）或高效半开式

多流道叶轮（Channel），具有极强的过流能力，

避免污水中的颗粒物、长纤维杂质堵塞水泵。

防爆认证 防爆认证

防爆认证
ATEX II 2G Ex db k IIB T4 / II 2D Ex tb IIIC T135°C

UNIQA 全系列已通过防爆认证

防爆认证

无阻塞涡流叶轮（Vortex）

ACS抗堵塞系统

极强的过流能力

·较大的过流通道，极强的过流能力。提高了输送固体颗粒含
量较高的污水的能力。
·多种材质可选，不锈钢、青铜等。适合不同化学性质的污水。
·优秀的动平衡性能，长期运转下也能保证持久的稳定高效。
适合输送生物污泥、泥浆及含有固体颗粒的污水。
·可选特殊硬化涂层技术，提高叶轮硬度和使用寿命。

ACS抗堵塞系统由一个位于泵
体上带有螺旋凹槽的导流盘构
成，可以防止叶轮被堵塞。即
使在重负荷条件或存在纤维情
况下，抗堵塞系统（ACS）可
有效防止叶轮堵塞。

无阻塞涡流叶轮设计，可使杂
物不经过叶轮流道直接经过泵
体蜗壳排出水泵，降低叶轮堵
塞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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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泵房
       自动清淤

泵站底部冲洗示意图

应用场合：
泵站池底的清理：

污水中的杂质以及淤泥沉淀在泵站底部，需要

定期清理。

业主遇到的问题：
由于沉淀的淤泥需要定期的清理，目前最通常

的做法是将清空泵站，人工下去清掏 , 消耗极

大的人工成本。

泽尼特的解决方案：
我们始终为您提供最专业解决方案。

配合冷却系统 + 冲洗阀方案，可及时清理泵站

内部淤积及漂浮物，延长降低人工清理的频率，

节约人工成本。

·闭式循环冷却系统，通过冷却夹套内的冷却

介质冷却电机，可将泵站内污水抽送至水泵蜗

壳位置，减少泵站内污水的存积量，使得泵站

时刻保持清洁。

·FLX 冲洗阀是一种可调节方向的喷水装置，

用以去除周围固体物防止水底沉淀。冲洗阀安

装于泵体上，利用液压自动运行无需用电，水

泵启动时冲洗池子的底部，对沉淀物有很好的

清理效果。冲洗阀开启一段时间后可自动关闭，

目前泽尼特具有冲洗阀的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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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冷却系统
独一无二的“三腔分离”冷却系统：

·冷却液腔和污水腔始终保持隔离，即使水泵
机械密封磨损，污水只会进入机封油腔，而不
会污染冷却液。

·机械密封安装在机封油腔中，和冷却液腔隔
离，不必拆卸冷却系统即可更换机械密封。

冲洗阀
污水池的底部经常会产生沉淀，淤积物日积月累，粘附在井坑的底部和四周，占用
集水池容积，泵送时甚至会堵塞水泵。为防止系统瘫痪，需要定期清理泵坑，耗费
大量人工成本。

FLX冲洗阀是一种可调节方向的冲洗装置，可安装于UNIQA水泵上，用于清理泵坑
底部沉淀，无需定期清理淤积物，从而降低人工成本。

冲洗阀安装 冲洗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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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砂池和初沉池
       保持干净整洁的池底

应用场合：
沉砂池清理：

沉砂池是一个用于从污水中去除无机物的沉淀

池，经过静置将污水中携带的砂砾和沙石等较

重的固体沉积在池底。

业主遇到的问题：
由于收集的砂砾和淤泥需要定期的清理，目前

最通常的做法是将水泵安装到池子上的一个活

动桥上，将池底通道沉淀的颗粒物输送走。

然而，沉沙池中沉淀的碎石和砂砾磨损性很强，

所以水泵的耐磨性能要求很高。

另外，初沉池中的淤泥沉淀堆积后，需要有一

套带有冲洗搅拌功能的设备。

泽尼特的解决方案：
我们始终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决方案。

配备耐磨聚亚安脂涂层的 VULCO(VL) 泵，是专

门为处理含砂砾等杂质的污水而制造的。聚亚

安脂是目前市面上性能最好的合成橡胶，具有

非常高的机械和力学性能。因此此类泵非常适

合排除沉砂池中的沉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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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ULCO(VL) 系列泵，主体为铸铁结构，
在流道和叶轮表层衬有一层很厚的耐磨
聚亚安脂涂层。
该泵主要用于陶瓷行业中的花岗岩、大
理石和玻璃的深加工工业以及采矿厂、
集料加工系统、混凝土生产系统等领域。
此类工作场合，如果使用普通材质的泵，
易产生过度磨损和频繁维修。

该工艺应用“冷”涂层技术，其优点体
现在对碳化钼材质的运用，可保证金属
不因受高温变形或挤压而造成撕裂，有
效防止水泵叶轮、进口法兰及泵体的腐
蚀及气蚀所造成的严重磨损。

复杂的工艺流程，可保证：
·增强部件硬度
·增强可靠性 
·保持水力部件长期性能
·硬度可达 1,000-1,100HV(69-70 HRC)

耐磨泵 硬化涂层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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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反应池
       持续节能

应用场合：
曝气是使空气与水强烈接触的一种手段，其目

的在于将空气中的氧溶解于水中，或者将水中

不需要的气体和挥发性物质放逐到空气中。在

这个工艺过程中，搅拌机与曝气系统已经成为

不可或缺的设备。

潜水回流泵（穿墙泵）、轴流泵是污水处理厂

混合液回流、反硝化脱氮的专用设备，亦可以

用于地面排水时抽净化水；灌溉和控制水道系

统；废水处理过程中再循环或泥浆抽吸回路中

需要微扬程、大流量。

业主遇到的问题：
·所有潜水搅拌、推流、回流设备面临着长时

间运转以及耗能问题，巨大能耗已成为运营时

首当其冲面临的问题。

·设计师们通常参考搅拌机的推力及水池池型

进行选型，设计方案是否可以消除水池中的死

角，保持最佳的水流运行状态，难以提前做精

准完善的预判。

泽尼特的解决方案：
我们始终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决方案：

·潜水搅拌机采用高效电机高校节能。

·可配套 IE3 高能效低温电机。

·可提供 CFD 流场分析模拟，可以完美的解决

效果预判问题。

基于 CFD 模拟分析的搅拌效果验证

通过分析速度分布和湍流流场，定性判断水池内的沉淀
情况和均匀性。沉淀风险区的液体流态可以被模拟分析
出结果，有效地预判沉淀风险，进而选择最合适的搅拌机，
避免了盲目选择大功率的搅拌机造成的浪费又能够确保
搅拌效果。

IE3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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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适用于污水处理厂平衡池、硝化 / 反
硝化池、污泥处理和储存、以及工业
流程中搅拌含有悬浮物、固体颗粒的
液体。

特点简介：
多种高能效电机；
自清洁防缠绕叶片；
叶轮优化水力设计，效率高；
结构紧凑，维护简单、检修方便；
多重监测传感器，实时保护电机正常
运行；
独特的电缆密封设计，排除了电缆漏
水的隐患；
可选配全不锈钢材质潜水搅拌机。

应用：
适用于污水处理工艺流程中氧化沟推
流、生化池搅拌，同时也可用于河流
防冻、景观水循环等。

特点简介：
低能耗，大推力，选用高效率、可靠
性的减速装置；
自清洁防缠绕叶片；
结构紧凑，维护简单，检修方便。

应用：
适用于污水厂氧化池、曝气池或其他
需要曝气溶氧的场合。泽尼特可提供
全套的曝气设备，盘式曝气器、管式
曝气器，多种全套安装管件等。

特点简介：
全套的安装管件，标准化程度高；
EPDM 三元乙丙橡胶、硅橡胶及不锈
钢多种材质可选；
合理设计降低压力损失，确保高氧转
移率；
适用于多种场合，如含油量高，高温
等场合的污水。

应用：
适用于污水厂好氧池，消化液回流。
也可用于污水厂内二次提升等大流量，
低扬程水泵工况。

特点简介：
多重监测传感器，实时保护电机正常
运行；
高能效，低发热电机；
低扬程，大流量水力设计。

应用：
适用于污水处理厂混合液回流、反硝
化脱氮的专用设备，也可用于地面排
水、灌溉和废水处理过程中再循环等
需要低扬程、大流量场所。

特点简介：
多种高能效电机；
自清洁防缠绕叶片；
结构紧凑，维护简单、检修方便；
低扬程大流量特殊水力设计，效率高；
多重监测传感器，实时保护电机正常
运行；
独特的电缆密封设计，排除了电缆漏
水的隐患。

应用：
适用于污水处理厂污泥池、絮凝池和
工艺流程中需要对固液进行溶解、均
质、强化传热的场合。

特点简介：
可提供双曲面、浆式、框式等多种形
式的立式搅拌机；
产品接受定制化设计，满足不同工况
点设计要求。

潜水搅拌机

潜水推流器

曝气设备

轴（混）流泵

潜水回流泵

立式搅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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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案例

辽宁大连东达普兰店污水处理厂
辽宁大连三间堡污水处理厂
山东临沭污水处理厂
安徽蚌埠扬台子污水处理厂
安徽黄山徽州污水处理厂
重庆璧山污水处理厂
重庆合川污水处理厂
湖北武汉堤角污水处理厂
湖北石首城东污水处理厂
浙江杭州建德五马洲污水处理厂
河南郑州柿园水厂
吉林长春串湖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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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案例，在线查阅
www.zenit.com

湖南泸溪污水处理厂
湖南衡阳污水处理厂
广东佛山大沥镇城西污水处理厂
广东珠海东澳岛污水处理厂
广东汕头贵屿镇污水处理厂
广西马山县污水处理厂
江苏常州前黄镇污水处理厂
黑龙江哈尔滨第三净水厂
云南昆明倪家营净水厂
云南呈贡再生水厂
贵州道真县城污水处理厂
新疆喀什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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