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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膜技术的倡导者

多元化的膜产品，以适应多种水处理要求和挑战。

1



坎普尔
多元化膜技术的倡导者

2

关于坎普尔

坎普尔设备国际有限公司（CANPURE Equipment 

International）2003年成立于意大利，是专门

致力于全球水处理市场提供创新膜产品和服

务的国际集团公司。坎普尔成员包括北京坎普

尔（中国），Canpure Japan(日本)和Canpure 

India（印度）。坎普尔集团在中国和意大利设

立了多个生产基地。

至2017年年底，坎普尔超滤膜产品在中国水处

理总量超过750万立方米/天。坎普尔多元化的

膜产品已应用到美国、加拿大、欧洲、日本、

印度等24个国家。

坎普尔公司现在是中国膜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单

位、中国海水淡化与水在利用学会理事、中华

全国工商联合会环境商会理事单位。

坎普尔公司膜产品包括电除盐（EDI）、超滤

（UF）、微滤（MF）和膜生物反应器（MBR）

膜产品。这些产品被广泛地运用于工业、市政

给水净化、污水处理与回用、海水淡化预处理、

超纯水制备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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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繁为简的水处理“艺术家”

简单化体现在产品安装简单，用户操作简单，运行
维护简单。通过简单化，让产品成本降低、使用更
方便、稳定性更高。这是我们的追求，是多年沉淀
和积累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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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 STONE
发展历程

2004年
坎普尔公司将其自主创新的

坎普尔（Canpure）品牌连

续电除盐（EDI）膜产品投

放市场。此后，坎普尔EDI

产品逐渐获得了国际市场及

中国用户的广泛认同。

2009年
坎普尔外压超滤膜被选用于

国内首个化工园区废水零排

放项目，该项目荣获了2010

年国际水协IWA颁发的创新

设计大奖。

2005年
坎普尔公司开始用其多项创新技术生

产坎普尔（Canpure）品牌的改性聚

砜（modified PS）内压式超滤膜产

品。在多年的实际运行中，坎普尔膜

产品以其稳定的通量、超强的抗断丝

能力和高过滤精度获得了用户的信任

和好评。

2010年
坎普尔MBR膜成

功应用于市政再

生水回用项目，

日产水3万吨。

2009年
坎普尔公司以复合热致相分离技术生

产的PVDF超滤膜问世。这种PVDF

膜的强度远远高于传统浸没沉淀法

（NIPS）制备的PVDF膜，用这种高

机械强度，高化学稳定性的膜产品无

论制成外压式膜组件、浸没式膜组件

还是MBR膜组件均表现出明显优势。 

2007年
坎普尔公司发明了S-EDI电

除盐技术，该技术放宽了电

除盐（EDI） 的给水要求，

同时明显降低了EDI运行电

耗，因而使得EDI 技术的应

用市场大大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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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坎普尔品牌PTFE材质的

盒式平板膜投放市场。

2012年
坎普尔MBR膜成功应用

于大型煤化工污水处理，

产水量16800m?/d 。

2014年
坎普尔公司增强型中空纤

维膜问世，该产品膜丝强

度高，运行通量大，运行

优势明显。

2017年
坎普尔超滤膜产品在中国应

用业绩超过750万吨/天，坎

普尔EDI膜产品在中国应用

业绩超过100万吨/天。

2015年
坎普尔再次与中石化握手

合作，为中国四川维尼纶

厂化工废水处理项目提供

加衬膜产品。

2017年
北京格兰特集团被华自股

份有限公司成功收购。坎

普尔作为格兰特集团的一

员，再次扩大了业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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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唯天下之静者，乃见微而知著。
类别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发明                   201210532170.5                  板框式膜过滤装置
发明                   200810172232.X                 复合热致相分离制膜方法
发明                   200810084695.0                  浓水充填逆流电除盐装置
发明                   200710195135.8                  多级好氧缺氧耦合生物反应器及污水处理方法
发明                   200510070773.8                  一级聚氟乙烯中空纤维膜多孔膜的表面亲水改性方法
发明                   01 1 34518.7                        部分双级反渗透纯水制造工艺
发明                   01 1 09407.9                        反渗透高纯水制造工艺（RDR）
实用新型            201520845702.X                 低能耗膜生物反应器
实用新型            201520450241.6                  浸没式膜吸收装置
实用新型            201520594261.0                  气提循环三相反应装置
实用新型            201520231884.1                  浸没式重力膜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            201520394021.6                  双向液流冲刷的浸没式膜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            201520817263.1                  气提耦合生物反应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779562.6                  气提循环臭氧催化氧化反应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565575.3                  上项流生物膜反应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400713.2                  板框式平板膜过滤单位
实用新型            201420519010.1                  高效平板膜蒸馏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565575.3                  上向流生物膜反应装置
实用新型            201420459620.7                  磁悬浮内岛编织管加强微孔膜制膜装置
实用新型            201320577361.3                  水体净化装置
实用新型            201310422357.4                  水体净化装置和方法
实用新型            201220680955.2                  均匀曝气的内压管式膜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680939.3                  板框式膜过滤组件
实用新型            201220255096.2                  重力膜过滤组件
实用新型            201220255096.2                  重力膜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            201210071438.X                  水草管式膜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            201220075277.7                  水草式双重过滤的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1220075274.3                  双重过滤膜的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1220101838.6                  水草管式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1120366767.8                  均匀布气的外压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1120103669.5                  定向循环流动床生物反应器
实用新型            201120237969.2                  双向连接的过滤器外壳
实用新型            201120103669.5                  定向循环流动床生物反应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670203.9                  方柱帘式膜组件及其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            201020610692.9                  漂浮式复合空隙生物填料
实用新型            201020564472.7                  回旋漂浮膜过滤组件
实用新型            201020656126.1                  飘浮床生物反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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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专利号                           专利名称
实用新型            201020222207.0                  多重耦合生物反应器
实用新型            201020204406.9                  复合生物填料及其生物反应器
实用新型            201020670203.9                  方柱式膜组件及其过滤装置
实用新型            200920350411.8                  微孔复合空隙生物填料及其生物反应器
实用新型            200920278982.5                  过滤器外壳
实用新型            200920167835.0                  膜加强的气浮沉淀装置
实用新型            200920145648.2                  束集成垂柳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920145649.7                  束集成水草式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920145647.8                  束集成帘式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820004993.X                  可反冲袋式过滤单元
实用新型            200820180989.9                  浸没式气提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820180292.1                  气提内循环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820177859.X                  曝气外压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820178533.9                  集散式毛细管膜组件
实用新型            200820132831.4                  曝气内压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820004992.5                  浓水充填的电除盐装置
实用新型            200820004993.X                 可反冲淡式过滤单元
实用新型            200810180565.7                  气提内循环膜过滤器及液体膜过滤方法
实用新型            200820000577.2                  气提垂柳式中空纤维膜或毛细管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820000575.3                  曝气外压垂柳式中空纤维膜或毛细管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820000989.6                  曝气外压水草式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820000990.9                  电软化装置
实用新型            200720154983.X                 内支撑毛细管过滤膜
实用新型            200720155208.6                  一种垂柳式中空纤维膜或毛细管膜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720153934.4                  逆流式电除盐装置
实用新型            200520019198.4                  可反冲除油纤维束过滤器
实用新型            200520018701.4                  一种具有软胶筑层的膜组件
实用新型            200520019200.8                  连续自清洗网式过滤器
实用新型            02 2 03535.4                        具有纤维自旋功能的纤维过滤单元
实用新型            02 2 03533.8                        强化密封的连续电除盐装置
实用新型            01 2 08265.1                        中空纤维脱落装置
实用新型            96 2 41137.X                        常压储水反渗透净水器
实用新型            96 2 19421.2                        自动控制的独立式反渗透净水器
国际专利            200820000577.2                  气提垂柳式中空纤维膜或毛细管膜过滤器
国际专利            200820000575.3                  曝气外压垂柳式中空纤维膜或毛细管膜过滤器
国际专利            200720154983.X                 内支撑毛细管过滤膜
国际专利            200720155208.6                  一种垂柳式中空纤维膜或毛细管膜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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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案例
市政
南山市自然水公司水处理项目

南山集团始创于改革开放初期，经过三十余年的艰苦拼搏，现已发展成为稳居中国

企业强500强前列的村企合一的大型民营股份制企业集团。本项目连续五期，总产

水量已达5.2万吨/日，是山东地区较早在市政自来水系统使用超滤的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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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十水厂水处理项目

北京市第十水厂位于朝阳区定福庄，设计日供水能力可达50万立方米，是北京

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之一。建成后可改善朝阳、通州新城、亦庄部分地区的供

水状况。按照计划，第十水厂建成后水源将分别来自密云水库和南水北调进京

的长江水，并逐步实现双水源供水。项目主体为一座日供水能力50万立方米的

净配水厂，并铺设一条直径为2200毫米，长度23公里的输水管道。水厂采用

预沉、浮滤池、臭氧活性炭等水处理工艺，对地表水处理能力强，如河流、湖

泊、水库的水源都可处理。本项目所用的坎普尔浸没式超滤膜是南水北调工程

第一个膜系统项目。原水为地表水，总处理水量达1.6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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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R
多伦煤化工水处理项目

年产46万吨聚丙烯的大唐多伦煤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总投

资180多亿元，是国内煤化工产业烯烃类(MTP)示范性项目，是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

资产政策鼓励类项目。采用坎普尔公司MBR膜产品，原水为再生回用水，总产水量

达1.68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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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川维尼纶厂废水处理项目

中国石化川维尼纶厂，位于重庆长寿区境内长江北岸的重庆化工园区，是目前最大

的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生产化工纤维产品的大型联合企业，也是中国石化集团

唯一的天然气化工企业。占地300公顷，固定资产总值为20亿元，公司主营乙炔、甲

醛、醇酸乙烯等。其污水处理站位于长江沿岸一公里内，该污水处理站采用坎普尔

加衬MBR膜产品处理厂区化工废水，达标后直排长江，总处理水量达2.88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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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包头钢铁污水处理项目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建设的钢铁工业基地之

一，拥有"包钢股份"和"包钢稀土"两个上市公司，是中国主要钢轨生产基地之一、无

缝钢管生产基地之一、华北地区最大的板材生产基地，是世界稀土工业的发端和最

大的稀土科研、生产基地。其始终致力于多元发展，涉及钢铁、稀土、矿业、非钢

等，至2011年5月末，资产总额已达848亿元，且每年销售收入可达1000亿元以上。

其包钢动供总厂区内污水处理站采用坎普尔加衬膜产品，总处理水量达4.2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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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
利华益集团水处理项目

利华益集团是以石油化工、制药为核心产业，纺织服装、消毒液为两翼产业，跨行

业、跨国、多元化经营的国家大型企业集团，是中国工业企业1000大、中国制造业

500强、中国化工100强、全国大中型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行业十强，山东省企业100

强、山东省工业企业(集团)100强。本项目已连续建设七期，是炼油自备电厂第一

个全膜法行业。采用了坎普尔公司超滤、EDI产品，原水为地表水，总处理水量达

10万吨/日。



15

大庆油田水处理项目

大庆油田是我国1959年9月26日发现的第一大油田，世界十大油田，位于我国黑龙

江省大庆市。于1960年投入开发建设，由萨尔图、杏树岗、喇嘛甸、朝阳沟等48

个规模不等的油气田组成，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本项目是油田注水中较早成功的

膜应用案例。采用坎普尔公司超滤产品，总产水量达3000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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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润泽制药有限公司是一家药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现代化高新技术企

业，坐落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牡丹之城——山东菏泽，主要从事抗生素类原料、

医药中间体和制剂的生产与销售坎普尔膜产品在山东最大的制药项目上的应用，标志

着大型制药回用水技术迈上一个新台阶。采用坎普尔超滤产品，原水为地表水，总处

理水量达1.1万吨/日。

化工
山东润泽化工水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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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福华水处理项目

四川省乐山福华通达农药科技有限公司是西南三省唯一一家具有规模生产草甘膦原

料的生产厂家，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草甘膦原药定点生产企业，被列于乐山市“十

一五”规划“668”项目重点培植企业。采用坎普尔超滤，原水为地表水，总处理

水量达1.5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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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榆林水处理项目

延长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是由延长石油集团与中煤能源通过增资扩股共同组建的

一家大型煤气油盐中和利用化工企业，总投资70亿人民币。榆能化采用坎普尔超滤

产品处理企业内化工废水，总处理水量达5.2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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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
白音华水处理项目

华音华金山发电有限公司于2006年3月注册成立，是由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及辽宁宁阜新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的大型发电企业。此项目

规划装机4x600MW空冷发电机组，并留有扩建余地。一期工程2x600MW火力发电

空冷机组于2005年11月由国家发改委核准，计划于2008年投入生产。公司坐落在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美丽辽阔的草原上，毗邻白音华煤田四号露天煤矿

3.7公里，距西乌珠穆沁旗所在地巴彦乌拉镇100公里。采用坎普尔公司EDI产品，

原水为再生水回用，总处理水量达5520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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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金川集团金昌热电水处理项目

金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甘肃省人民政府控股的大型国有公司，是采、选、冶配套

的有色冶金和化工联合企业。主要生产镍、铜、钴、铂族贵金属、有色金属压延加

工产品、化工产品、有色金属化学品等。公司已形成年产镍15万吨、铜40万吨、

钴1万吨、铂族金属3500公斤、金8吨、银150吨、硒50万吨及250万吨无机化工

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镍产量居全球第四，钴产量居全球第二，国际地位和竞争力

显著提升。公司已经成为全球同类企业中生产规模大、产品种类多、产品质量优良

的知名企业。采用坎普尔公司超滤产品，原水为水库地表水，总处理水量达1.5万

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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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
阜新矿井废水回用水处理项目

阜矿集团公司是全国520家、辽宁省60家国有重点企业之一，现有31个国有二级单

位和1个多钟经营总公司，其中有10煤矿及6个工厂，其余为地面其它生产经营和经

费单位。公司现有在职职工94694人，资产总额65.6亿元。采用坎普尔公司超滤产

品，原水为矿井水，总处理水量达8960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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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钢岚县水处理项目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太钢）是中国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和全球产能最

大、工艺技术装备最先进的不锈钢企业。2013年产钢998万吨，实现销售收入1460

亿元，利润5亿元，位居行业前列。采用坎普尔超滤产品，原水为地表水，总处理

水量达1.62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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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淡化
大唐黄岛水处理项目

大唐黄岛发电厂坐落于鸥飞浪涌的胶州湾西海岸，位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境内，

与风光秀丽的旅游避暑胜地隔海相望，最近距离仅2.26海里；西行10多公里可达金

光灿烂、一望无垠的亚洲第一大沙滩——金沙滩。采用坎普尔超滤产品，原水为海

水，总处理水量可达2.3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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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水处理项目

中沙（天津）石化公司坐落于天津海滨新区大港，地处环渤海经济圈，濒临渤海湾，

距天津港35公里，距天津机场40公里，交通便捷，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乙烯合资企业之一。公司主营业务包括乙

稀及其衍生产品的生产、销售和研发。采用坎普尔公司的超滤产品，原水为海水，

总处理水量达6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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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投集团公司蒙东能源公司，位于内蒙古通辽市霍林郭勒市南部，建设2台600MW

亚临界直接空冷机组，是蒙东能源集团公司“煤电铝。煤电硅”循环经济第一产业

链的重点项目，也是我国煤电就地转化实现“煤从空中走”的示范项目之一。采用

坎普尔公司EDI、超滤产品，原水为地表水，总处理水量达1.4万吨/日。

EDI
中电投集团水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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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运电厂水处理项目

广州恒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广州市国有控股的重点电力生产和集中供热的上市企

业，位于穗港澳黄金三角洲中心的国家开发区—广州经济开发区西区。经过20年的

创业发展，现已成为一家资产过亿的大型能源企业集团。采用坎普尔公司EDI、超

滤产品，为锅炉提供合格的精制除盐水，即使在海水倒灌期间也能确保除盐水品

质，总处理水量达1.53万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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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应用案例
巴基斯坦脱盐水站改造项目 荷兰皇家海军舰艇水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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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Bonrtang燃煤电站水处理系统 土耳其市政水处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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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水处理项目

新疆阜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15万吨/日

山东利津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七期）水处理项目                                 10万吨/日

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9万吨/日

山东菏泽玉皇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共五期）                                                          9万吨/日

山东传洋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7万吨/日

兖矿煤业鄂尔多斯能化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6万吨/日

中石化天津分公司水处理项目                                                                                6万吨/日

新疆新能源化工化学水处理项目                                                                            5万吨/日

营口天盛重工装备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4万吨/日

安徽合肥滨投公司水处理项目                                                                                4万吨/日

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宁东煤化工基地水处理项目                                                       4万吨/日

大唐多伦煤化工水处理项目                                                                                   4万吨/日

中国石化集团四川川维尼纶厂第一污水处理厂                                                       4万吨/日

辽宁大唐国际阜新煤制天然气水处理项目                                                              3万吨/日

新疆天富热电厂水处理项目                                                                                   3万吨/日

张家港保税区胜科新生水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3万吨/日

大唐黄岛发电厂水处理项目                                                                                   2.3万吨/日

山东滨北新材料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2万吨/日

四川乐山福华通达农科集团水处理项目                                                                 2万吨/日

黑龙江华隆电力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水处理项目                                                       2万吨/日

山西长治屯留县潞安煤基油水处理项目                                                                 2万吨/日

湖北兴瑞化工水处理项目                                                                                       2万吨/日

唐山港路钢铁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2万吨/日

湖北霸州前进钢铁厂水处理项目                                                                            2万吨/日

阜新市清河门区碧光矿井污水水处理项目                                                             2万吨/日

没蒙古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2万吨/日

山东西王顶峰热电厂水处理项目                                                                            2万吨/日

……

市政水处理项目

北京市第十水厂A厂水处理项目                                                                             1.6万吨/日

东平县自然水公司城区饮用水水质提升工程                                                          1.68万吨/日

伊拉克Erbil市自然水项目                                                                                       6万吨/日

土耳其MP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ntracting &Trading Inc. 生活供水项目   5.6万吨/日

烟台南山集团市政供水项目（连续六期）                                                              5.2万吨/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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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水处理项目

{中国部分}                                                                              {海外  部分}

陕西美鑫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巴基斯坦脱盐水站改造项目

蒙古国乌兰巴托第三发电厂水处理项目                                  PAULUS ANG

三门峡义翔铝业有限公司除盐水站水处理项目                       Tirta

中电投开封火电厂水处理项目                                                Global Hi-tech

河北前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厂水处理项目                              Water Doctor

铁门关市集中供热工程化学水处理设备水处理项目                PT.CIPYA ANEKA AIR

河南佰利联合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3x135MW燃煤电厂工程

北京人民日报印刷厂水处理项目                                            PT. Cipta Kawan Teknik

安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印尼Bonrtang燃煤电站海水淡化及锅炉补给水处理系统

江苏省镔鑫特钢材料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MIHAMA CORPORATION

河南开祥天源化工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SWATO,INC.,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水处理项目                                         eFluid Resources (M) Sdnbhd

青岛恒源热电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S.R.PARYAVARAN ENGINEERS(PVT) LIMITED

东营金贸铝业高科技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OLTREMARE S.r.I.

云南威信电厂中水回用项目                                                    Turbin BV

山西长治市麟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水处理项目                       PT KENARI

山西泗水华金集团水处理项目                                                CV.TiryaEnvitech

江西丰城尚庄污水处理厂水处理项目                                     PT CiptaKawan TeknikAbadi

河北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水处理项目                                  AnuRAK 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Co.,Ltd

新疆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Water Bird Water Treatment Chemicals L.L.C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Esli End.urun. Paz.San. Tic. Ltd. Sti.

中海油乐金化工有限公司脱盐水站设备                                 ENVIRONMENTAL SYSTEMS INTERMATIONAL LLC

晋城晋煤集团天溪煤制油1920吨/天                                       Vertex Hydropore Pty Ltd

中石油大庆油田采油五厂                                                       MPE MUHENklnsaatTaahhut A.S.

中国石化洛阳分公司纤费水处理                                            FINEX,INC.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                           ARIAN KIMIA POUYA (Water &West Water Clinic)

新疆克拉玛依（新港）石油开发公司                                     Watec Ltd.

山东华能临沂发电有限公司2x350MW                                    Aqua Unique Norge AS

济南钢铁有限公司                                                                  Ricon Industrial Co.,Ltd

中石油新疆乌鲁木齐石化                                                       Membranas del Sur,C.A.

……                                                                                        MUNKHNOYON SUVRAGA LL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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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用”的膜要“用好”

我们不仅提供“好用”的膜产品，还提供“如何用
好”的增值技术服务，强大的服务队伍，可以提供
前期设计方案、设备安装调试指导以及售后支持全
过程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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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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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现场展会现场

交       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