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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的过程和可靠的解决方案
为了一个无废水的未来

German Engineering



 “我们的使命是持续处理工业污水，以实现无废水的生产。利用我们的尖端技术和高品质的
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我们确保客户投资安全且长期盈利。”Matthias Fickenscher - H2O 
GmbH经理 。



可持续处理工业废水
对于未来的安全投资

我们的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按照最严格的质量原则在Steinen制造。我们以 
 “German Engineering”（德国工程）标准为您提供任何时候都值得信赖的最高品质和可靠的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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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的安全投资：
 无废水生产  
 节能
 降低成本

全球的水资源正日益紧缺，然而我们水域中的 

污染不断升级。在很多工业领域也会产生废

水，如何处理这些废水成了一个棘手的环境问

题。我们一直追逐着一个无废水的未来的愿

景。因此，我们希望利用我们的尖端技术为进

行无废水生产作出长期的贡献，让我们明天的

一代也能生活在一个清洁而健康的环境中。

德水清昆山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是自1999年成立

的H2O德国公司的子公司。作为一家由职业经

理人领导的公司，H2O属于全球最有经验的可

持续工业废水处理专业公司之一。我们是最早

进行真空蒸馏工业应用的公司，成功实现了工

业废水的再利用。我们以VACUDEST品牌提供

高效、环保、节省资源的真空蒸馏系统，以产

生可再利用的蒸馏水。这是对于无废水未来的

安全投资。

水是一种最宝贵的资源。保护这种资源并以经济的方式重复利用，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因此，我们为工业企业开发出各种创新的可持续废水处理解决方案。



无废水生产的系统解决方案
采用领先的尖端技术

放眼未来：
 更高性能
 更高可靠性
 更高效益

创造力和先锋精神早已深深地植入到我们的

理念中。因此，我们还经营着一个面向未来

的无废水生产应用中心。在那里，我们有一

个跨行业的专家团队长期致力于设计开发先

进的解决方案，以改善处理后的工业废水的

质量并对蒸馏残留物中的物质进行回收。我

们的创新规划严格遵循我们对于无废水生产

的愿景。

得益于我们始终如一的创新理念，我们才能

在最近几年推出了多项突破性的技术并且注

册了十余项知识产权。我们所获得的诸多奖

项，如“国际最佳工厂奖“、巴符州环境技

术奖提名，以及全球1350多套高效运转的系

统，都证明我们制造全球最经济、最符合生

态要求的真空蒸馏系统的决策具有战略性 

眼光。

一个跨专业的专家团队长期致力于为无废水生产设计开发
创新性解决方案。

第一步，我们对您的工业废水进行分析，然后根据由此获
得的结果为您的特殊要求开发最佳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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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身定制的灵活的解决方案
通过旨在降低成本的组合变化管理，我们的系 

统解决方案总能顺应客户的特殊需求。利用

VACUDEST模块化系统，我们能够用标准化功

能组件灵活地组合成任何满足个性化要求的系

统。我们从超过350万种不同的变化组合中为

您选出准确贴合您的特殊要求的正确配置。快

速、可靠而高效。

一站提供全部解决方案
我们的服务涵盖整个增值链：从自有无废水生

产应用中心内的废水分析到个性化过程开发，

再到交钥匙项目建造以及现场系统调试。

贴近客户的服务解决方案
我们要求自己要全面减轻您的负担。因此，我

们通过遍布欧洲的服务网络在您的身边为您提

供可靠的全方位服务。从项目的规划和试验，

直到安装和实践培训。定期的技术维护，以现

代化的电子服务提供快速支持，全球备件物流

和多年零部件保障，我们的高效服务在任何方

面都无懈可击。

增值的系统解决方案
我们的个性化系统设计和整体化客户关怀让我

们的解决方案更具增值性：更高的成本效益，

更高的过程可靠性，更高的环境相容性。您有

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您的业务。

利用我们的VACUDEST模块化系统，我们能够用标准化功能组件和技术应用程序灵活地组合成任何符合个性化要求的系
统。我们有超过350万种不同的组合变化可供选择。



节省能源和成本
高效的过程和系统

全面高效：
 节省能源
 优化过程 
 降低运行成本 

在严重污染的工业废水的处理中，我们始终将

效益放在第一位。我们最终的目的是，环境和

您的企业都要从高效的过程和系统中受益。

节能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最重要措施之一。一方

面可以降低运行成本，另一方面还能改善CO2
平衡。因此，我们30年以来始终如一地致力于

机械式蒸汽压缩的工艺研究。

与常压蒸馏相比，我们的能耗降低了95%。

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单个部件相互间的匹

配都达到了最佳水平。因为并非依靠单个部件

的数量，而是依靠它们之间的完美配合，才能

实现特别低的能耗。在较大的系统中，这可能

意味着在十年内节省数百万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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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出色，提高效益
我们的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不仅以出类

拔萃的能效令人信服，而且还以高系统效益征

服了用户。例如，蒸馏残留物大幅度减少，热

交换器具有自动自净化功能，保养支出更低。

因此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还提高了系统的可

用性。

智能过程，高度舒适
使用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可以全天全自 

动地执行蒸馏过程，并通过舒适便捷的

Vacutouch设备控制系统进行智能化控制。利

用该控制系统，还能够通过公司网络或互联网

可靠地遥控和监视整个系统，并且可在不需要

很大服务支出的情况下通过调制解调器或网络

访问和更新数据。

高效的控制系统是实现最佳系统利用率的前提条件。利用我
们舒适便捷的Vacutouch设备控制系统，可以简单而可靠地对
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进行24小时控制和监视。

我们模块化结构的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设计处理能力为每年180至30 000立方米废水，能够确保高效的可持续 
处理过程，即使对于污染极为严重的或含油类的废水也毫无问题。



使用我们的电子服务可以高效、实时地进行故障查找、更
新或过程优化。

我们的机动服务直接在现场快速、灵活地进行保养或维修
工作。这样您的系统可以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运行。

确信无疑：
   顶级质量
 过程可靠 
 服务保证
 投资安全 

在我们生产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时制定了

极高的质量标准。因此您对我们系统的运行可

靠性大可放心。实现我们的顶级效率的动力来

自于我们训练有素且积极主动的员工。我们只

在德国总部Steinen进行生产，以充分利用我们

的员工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杰出才能。 因为我们

要以“German Engineering”（德国工程）的顶

级质量确保向您提供能实现经济、环保、高效

地无废水生产的产品。

我们的高品质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仍处于

不断的创新过程中。创新能让您真正受益，这

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自净化型热交换器、

低维护系统和可靠的控制系统是您实现可靠 

生产过程的保证。其结果是，您将获得水晶般

清澈的高品质蒸馏水，能达到最严格的极限值

要求。因此，优质、高效、环保的VACUDEST

真空蒸馏系统在任何时候都是您的正确选择。

信赖“德国工程”
以最高质量实现真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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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珍视伙伴式的合作关系。因此我们

建立了贴近客户的服务网络，不断发展这个

网络并使其日益国际化。而我们的服务团队

则日复一日地努力让您在全球范围内享受到

可靠的支持。我们在您的项目规划和实施阶

段就已陪伴在您左右。在安装和调试的过程

中您将获得用户培训。此外，我们还在我们

公司以及您的现场为您提供拓展培训。

培训之后我们也不会弃您于不顾。我们会为

您的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建立产品档

案，结合我们组织良好的备件仓库，我们可

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您提供正确的备件和易

损件。我们独一无二的更换服务确保您实现

可靠的系统可用性。为此，我们在您身边的

机动服务技术人员也随时听候您的调遣。而

使用我们的电子服务可以高效、实时地进行

故障查找、更新或过程优化。

实现我们的顶级效率的动力来自于我们训练有素且积极主动的员工。在“鼓励挑战和共同成长”的指导方针下，我们的
员工积极地参与到对企业结构和流程的持续优化中。



投资于增值和环保
采用经济的可持续性解决方案

您对无废水生产的投资可在短时间内收回成本。
为您的企业和我们的环境的未来而投资：请选择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由于能大幅度节

省能耗、运行成本，特别是排污费，因此您的投资可以很快回收。您的企业因高盈利而长期获

益，而我们的环境则会由于无废水生产而免遭破坏。

成
本

运行时间（年）

排污费

投资和使用VACUDEST

0 1 2 3 4 5

  收回投资

值得投资：
 降低运行成本 
 优化排污成本 
 保证盈利 

高效、可靠地处理工业废水，这是一种兼顾

经济性与可持续性的方法。使用我们创新的

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让您的排污成本

降低多达95%。由于其运行成本低廉且操作时

间每周仅需一小时，因此节省潜力巨大。与

其他处理工艺相比，采用真空蒸馏系统进行

蒸馏的运行成本最低。

因此较之其他处理方法，我们的VACUDEST

真空蒸馏系统是以排污方式处理工业废水的

一个经济的替代方案。其在各个工业分支都

被证明是对无废水未来的一项安全投资，并

对保护我们珍贵的水资源作出了重要的贡

献。低运行成本、高能效和可靠的系统可用

性是快速收回投资的有力保障。



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全球安装超过1350套，在多

个国家设有分公司，固定客户比例高，增长迅猛，这一

切都是您联系我们的理由。我们期待着您的联络。电话：

+86 512 3685 3810，电子邮件：info@h2o-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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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客户都信赖我们高效的

VACUDEST真空蒸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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