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矿山行业
提供全面的水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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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矿井排水 采矿沥滤用水

浮筒水监测站 源水抽送浮桥

研磨设备用水 火焰抑制系统

沉浸式泥浆泵 全配套生物处理系统 环境水监测

露天矿场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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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场水设备应用图
赛莱默为矿场的每一个生产阶段提供各种水泵、 
水处理设备和分析仪器。我们的解决方案和产品， 
精工制作坚固耐用，无惧严酷环境挑战，性能可靠， 
帮助业主以可持续发展方式处理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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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莱默为你提供 
水输送、水处理和 
水测试技术
150多个国家的客户选择赛莱默，使用赛莱默顶尖品牌产品
构成的完整全面、高费效比、环境友好的水管理解决方案。
我们的解决方案能帮助最边远和困难地区——水患或缺水
地区——获得优质供水和排水。

宽广的产品范围

用户为输送、处理和测试水所需的各种技术和设备，我
们一应俱全。赛莱默为露天矿场、地下矿井和矿物处理
场提供全面解决方案，包括：

•	 	品种多样坚固耐用的水泵

•	 	水管理所需的先进水处理设备

•	 	为确保水处理合规的精密分析仪器

我们向矿业用户的勘探、开发和生产运营过程提供全面
支持，凭借赛莱默宽广的产品选择与实际应用经验，我
们必能帮助所有客户解决最具挑战性的水相关问题。

高效的服务方式

选择赛莱默，用户收获的是信心和放心。我们的产品帮
助客户减少各种风险，延长运行周期，实现更高的整体
效益。我们的便携泵和全配套处理系统能方便移运，并
且，我们还在一些地区设立紧急服务和设备临时租赁
业务。

强烈的环保意识

我们的泵技术注重控制环境影响，确保符合国际国内
环保法规，防止代价沉重的责令停改事件。用户选用赛
莱默分析仪器来监测环境，包括地表和地下水质，及时
发现水管理中的漏洞，可以防患于未然。用户依靠我们
的创新水处理技术，可提高水使用效能，实现可持续水
循环。我们的整个企业组织结构完全围绕如何改进全
世界水的使用、保护和再生利用。赛莱默一切就绪，随
时等待用户召唤，帮助用户开创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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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nderaa仪器公司设计、制造和经
销仪器设备有40多年历史，该品牌
仪器适用于在恶劣环境执行计测
和监测，经久耐用，性能可靠。

A-C消防泵系统公司自1880年以来就
生产各类消防泵及配套系统，现在提
供各种质量一流的消防泵和“交钥匙”全
配套设备，为商业和工业用户服务。

Flowtronex	公司设计和制造规格多样的
全配套增压泵系统和控制装置，包括用
于工业应用场合的反渗透膜过滤系统。

Flygt飞力泵公司诞生于1901年，现在是世
界顶级品牌，专精设计和制造干式和潜水
式水泵、混合器及相关智能控制系统。

 
 

Godwin泵公司被尊为业界领先品牌已
有30多年，提供全系列自动化自吸泵，
有柴动和电动两种选择，大量用于排水
和水输送应用场合。可租赁或购置。

Goulds古尔兹水技术公司驰骋业
界已有150多年历史，经验深厚，制
造高效节能离心泵和涡轮泵、控制
器、变频驱动器及各类附件。

Leopold是世界知名领先品牌，专精
设计和制造重力过滤、澄清、脱氮、
污泥收集、反洗水回收等过滤相关
系统，服务供水和污水处理用户。

Lowara是制造不锈钢泵的世界领军企业，
拥有50多年经验，为民居和商业楼宇用户
设计和制造卓越的泵设备，旗下现在包括
用于重工业应用场合的Vogel系列泵。

PCI膜过滤技术公司有40年历史，为
客户定制交叉流膜过滤系统，用于过
程处理工业中液体分离应用场合。

MJK是制造流量、液位和分析仪器
及控制装置的全球知名品牌，以创新
精神领先业界30多年，其产品大量
用于供水和污水处理应用场合。

OI分析仪器公司专精设计、制造和
提供监测和检验化学复合物质的分
析仪器，拥有近50年专业经验。

Sanitaire开创于1967年，以其创新
的污水处理解决方案闻名于业界，产
品包括扩散曝气系统、序批式生物反
应器（SBR）系统和膜生物反应器系
统等，用于各类市政和工业场合。

SI分析仪器公司在75年前率先研制出
玻璃电子管，而今继续提供创新传感
器和仪器，用于各种精密测量场合。

Sontek于1993年发明声学多普勒测速仪，
现在提供多种高新技术仪器，用于测量水
速、流量、排量、水流和波浪运动等。

WTW提供污水测量和控制仪器，
产品规格系列之全为世界之最，其
传感器和分析技术久经考验。

WEDECO提供饮用水及污水处理中
所需的紫外线和臭氧产品，以环保
友好技术引领业界已达30多年。

WaterLOG设计和制造精密仪器已有40多
年历史，其产品用于测量水位、水温、相对
湿度、雨量等各种水文测量应用场合。

Standard	Xchange立足于其50
年历史，提供各种工业用热交换
产品，实现高效能量交换。

WTW提供污水测量和控制仪器，
产品规格系列之全为世界之最，其
传感器和分析技术久经考验。

YSI供应各种传感器、仪表、软件，以及数
据收集平台，用于环境水质监视和检测场
合，该公司诞生于1948年，历史十分悠久。

知名品牌强大组合
赛莱默顶尖产品和专业知识经验构成 
强大组合，并以悠久创新传统提供支撑， 
可为用户带来许多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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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水输送
和矿区储水
我们将源水从江河湖泊输送到用户作业和处
理场所，用全套处理测量设备确保矿区储水清
洁。赛莱默为采矿业主提供各种水泵、控制设
备和专业服务已有几十年历史，我们的封箱式
处理系统移动方便，安装快速。

赛莱默提供......
水输送

多级增压泵

高压多级泵

端吸泵

立式涡轮泵

增压配套泵

柴油机干式自吸泵

电机干式自吸泵

干式液压潜水泵

水泵无线控制器

M&C及远程数据访问

 
水处理

紫外线处理系统

一体化反渗透膜过滤系统

一体化水过滤系统

水质预处理及后处理设备

 
水测试

Aquifer水文测量器（沉浸式压力
传送器	–	WaterLog/MJK）

流量计

特荐产品：

全配套便携式水处理系统
WET自1975年开始，向全球用户提供基于膜过滤水净化技术的水处理系统和部件， 
作为膜过滤技术领域的早期发明者，WET现在制造安装在底座上的膜过滤系统， 
特别适用于矿区储水和临时淡水净化处理场合。

Flowtronex增压泵系统
Flowtronex设计和制造品种齐全的全配套增压泵和提水系统及控制装置， 
适用于各种矿区应用场合。

立式长轴深井泵和潜水深井泵
赛莱默的立式长轴深井泵和潜水深井泵提供有多种型号、规格及材质选择， 
满足用户处理源水和排水的各种需要。

端吸泵
赛莱默的单级端吸泵用途广泛，可用于各种流量和压力的水输送场合。

一体化水处理系统
BioPac一体化处理系统是一套高效地处理生活污水用于回用的系统。

Spektron管道式紫外线处理设备
Ecoray紫外灯技术和可变输出控制器提供节能的工业级紫外消毒能力， 
在低紫外透光率的条件下进行了性能测试及产品性能改进，装备了自动清洗装置， 
优化了水力系统，并且配置了最先进的紫外光传感器。



特荐产品：

臭氧处理系统
集装箱式臭氧处理系统使得氧化及消毒系统简化，该系统还适用于黄金提取过 
程中氰化物降解。

膜生物反应器（MBR）
赛莱默的全配套MBR系统是一种结构紧凑的生物处理系统，帮助用户满足严 
格的排放规定。

带自适应N叶轮的Experior泵
这些潜水泵带自适应N叶轮，运转中不阻塞，且节省能源。具有速度调节和自我清洁功能， 
配SmartRun控制器和Premium高效电动机，可将能耗节省30%。

Flygt飞力4000系列
这套完整系列包括紧凑型搅拌器、顶装式搅拌器、中型搅拌器，以及低速搅拌器， 
都采用一流设计的叶片，确保最佳运行功能，满足用户各种具体需要。

Heidra系列
这种结构紧凑的全封闭式顶部出水的液压潜水泵有柴动和电动两种选择，具备干式运转能力，
坚固耐用，适用于各种环境中抽排积水和含固体污水。

Dri-Prime	CD	&	HL系列
这些泵能自动干式自吸泵，自吸高度可以达到8米，可以干式运转，采用油浴机械密封和抗磨硅
化碳表面，能连续文丘方式排气实现自吸，出口从2”到24”，流量最大达16,500gpm。

IQ	SensorNet
这种污水处理监测系统能容纳最多20个传感器，覆盖各种水质数据，其过程可见度高， 
有效改进污水处理的管理效能。

污水处理及 
回收利用
赛莱默技术能处理各种非饮用性回用水， 
通过我们的紫外、臭氧或三级过滤技术将 
污水处理后继续利用。我们提供回收水过 
程中每个环节所需的产品，这些产品都经 
过精心制作，能灵活扩展，维护方便，不惧 
恶劣环境。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可帮助用 
户选择和配置合适的系统及部件，这些产 
品占地小，操作简单，能有效减少设备的 
全周期成本。

赛莱默提供......
水输送

多级增压泵

高压多级泵	

端吸泵

立式透平泵

大型多级泵（水和轻度污水）

增压配套泵

柴油机干式自吸泵

电机干式自吸泵

干式液压潜水泵

水泵无线控制器

 
水处理

臭氧处理系统

紫外线处理系统

一体化生物处理系统（生活污水）

生物处理系统

一体化膜生物反应器系统用于污水回用

搅拌器

 
水测试

水质预处理及后处理设备

M&C和遥控数据访问装置

污水处理水质控制（IQ	Senso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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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
赛莱默排水泵品种齐全，范围宽广，并充分
考虑到用户受空间狭小和电源接入限制的可
能性。我们的泵站可设计成便携式和规模可
调，以满足用户的各种需要，并提供租赁服
务，提高用户使用的灵活性。

在露天矿场，我们的泵能有效将雨水和积水
从矿坑排出，迅速降低水位，防止地面水倒
灌。对于地下矿井，我们的泵能确保阻止水
侵入回采工作面，优化雨水抽排，并及时将水
排出矿井。在服务矿石处理作业方面，我们
的泵能充分提供洗矿用水、矿堆沥滤用水、
以及溶剂抽排，能处理各种无益流体，我们
并提供各种水处理用泵。

赛莱默提供......
露天矿场：

柴动干式自吸排水泵

电动干式自吸排水泵

立式透平泵

大型多级泵（水和轻度污水）

MSHA标准认证离心潜水电动泵

干式运转液压潜水泵

无线泵控制器

 
地下矿井：

MSHA标准认证柴动干式自吸排水泵

电动干式自吸排水泵

潜水深井泵

立式透平泵

大型多级泵（水和轻度污水）

MSHA离心潜水电动泵

无线泵控制器

特荐产品：

Flygt飞力2000及2600系列
这些大功率潜水泵都符合MSHA标准，规格齐全，功率控制范围从1.8HP到140.0HP，能处理最
艰难的水抽排任务，这些泵采用创新的液压技术，具有无以伦比的抗磨性，从而为用户节省停
机检修时间，降低设备全周期成本。

Flygt飞力2000,	2400,	2600,	2700,	2800,	3000,	5000系列
飞力排水泵规格非常齐全，能满足用户最苛刻的排水需要，功率范围从0.5HP到900HP以上，
任君选购。这些产品系列都具备卓越的抗磨性和长久连续运行能力，辅之以我们无以伦比的应
用支持和工程技术服务支持。

Dri-Prime	CD	&	HL系列
这些泵能自动干式充注达28’吸升高度，干式运转，采用油池机械密封和抗磨硅碳表面，能连续
以喷气泵充注运行。其中，便携式柴动泵的排放口规格从2”到24”，流量最大达16,500gpm。

MSHA标准认证Dri-Prime干式充注泵
这种紧凑型高度灵活可移泵十分适用于地下采煤场合，配备便携式公路拖车。排量达 
450GPM	/	93’TDH，配52”管并带天蓬，配30加仑可运行24小时燃油箱，采用UL认证燃油盖。

现场智能监控技术
采用遥控启动/停机/监控技术，取代现场监控。所有发动机和泵数据以一分钟间隔采集， 
通过手机信号或卫星电信连接传送到具有密码保护的遥控网屏。



水输送和增压
赛莱默泵高效输送水和污水并注重提升费效
比，在设计上重视安装简便，维护要求低，运行
高效，坚固耐用。我们的大型多级泵具备高扬
头能力，足可将水从矿井排出，或将源水增压
抬高输送到位置很高的矿场。我们的产品有各
种配置和材质选择。我们的产品和团队必能帮
助用户配置最佳水输送系统，支持客户实现连
续高效生产。

赛莱默提供......
多级增压泵

端吸泵

立式透平泵

大型多级泵（水和轻度污水）

增压配套泵

柴动干式自吸排水泵

电动干式自吸排水泵

MSHA标准认证离心潜水电动泵

干式运转液压潜水泵

无线泵控制器

电磁流量计

特荐产品：

多级增压泵
这些e-SV和e-HM增压泵适用于各种流量和压力条件下输送水。选用我们的泵产品，用户必能
取得领先市场的高效清洁水输送效益，我们各种材质的立式泵和卧式泵竭诚供君选择。

大型多级泵
这些大型多级泵来自	Lowara公司的Vogel品牌系列，用于高压增压提升和输送水及轻度污水。
适用于过程管路冷却和高扬头排水应用场合，排水量可达每小时63.6千立方英尺（1,800m3/h），
压力范围达1,450psi（100	bar）。

电磁流量计
MJK电磁流量计具备高度准确、稳定及维护要求低的特征，没有移动部件，带贯流通过流量传
感器和自我清洁电子管。这些全孔流量传感器确保不阻碍流量通过也不造成任何压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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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荐产品：

Chatter数据记录仪
Chatter数据记录仪在缺少永久性电源的环境中监测并测量水位和其他相关参数，配备内置式
多频道数据记录器，带GSM/GPRS调制解调器和连续运行5年以上的蓄电池，是以满足用户的
长期日常监测需要。

实验室及手持式分析仪
我们的WTW实验室及手持式分析仪器用于测量各种水参数，适用于环境监测、 
生产过程控制，以及水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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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莱默提供......
环境监测装置	

水质监测

流量计

气象（包括雨量）测量

远程数据采集和无线数据传输

水位监测

监测系统/平台/浮标

环境监测
赛莱默提供全面的水分析技术和产品，帮助新
矿项目做好环境背景研究，然后监测整个生产
流程中的水环境，跟踪和快速发现潜在问题，
消除隐患，减少成本，将风险降至最低。我们的
分析仪器还帮助用户确定水质是否适用于任何
特定工艺应用需要。

特荐产品：

环境监测站
通过手机信号或卫星调制解调器实现数据实时传输，减少人工奔赴现场采集次数，保护资源并
降低环境监测的整体成本。采用电子邮件提醒和数据网关即时提供信息，确保及时采取行动。

EXO水质多参数监测仪
YSI品牌水质多参数监测仪是坚固耐用测定精确的优良仪器，适用于环境监测和长期投放应用
场合。YSI水质多参数监测仪接受多种水质传感器采集的数据，许多传感器采用最新光学技术，
确保数据采集测量的精确性。

系统集成和服务（ISS）
我们的浮标为用户提供迅速投放的水质测量和监测装置的良好平台，浮标上配备无线传输装
置，该系统重量轻，两人即可抬起，用小船运送到水上指定位置即可。

SonTek
FlowTracker手持式声学多普勒流速计可测量2D或3D水流，配备流量自动计算功能，采用各种
国际通行计算方法，包括ISO和USGS标准。	

SonTek
SonTek-IQ装置是一种声学多普勒流量计，能准确测量水流速、流量和水量、水位等数据。该仪
器可在8cm	到5m	深度的人造或天然水道、管道或水流中采集数据。	



工艺过程 
解决方案
我们的技术确保用户在大量用水的工艺过程
中保持清洁，使金属矿物质的提炼萃取更加
高效。赛莱默提供关键的氰化物处理技术，
包括专用于实时监测氰化物/水比例的线上
分析仪，用于氰化物降解的臭氧处理系统，
以及测量水质和流量的仪器仪表。

赛莱默提供......
氰化物分析仪

换热器	

DamSaver（浮筒泵/混合器系统）

水质控制	

臭氧消毒处理系统（氰化物降解）

电磁流量计

特荐产品：

OI氰化物分析仪
我们的OI分析仪	CNSolution™	9310是一种在线氰化物分析装置，适用于贵重金属开采中从沥
滤液、去毒液和残液等液体中检测氰化物的存在。该装置采用气体散发电流分析技术来防止硫
酸铜等金属化合物的干扰，确保高度精确，更严密控制氰化物的使用及厂矿成本。

电磁流量计
MJK电磁流量计具备高度准确、稳定及维护要求低的特征，没有移动部件，带贯流通过流量传感
器和自我清洁电子管。这些全孔流量传感器确保不阻碍流量通过也不造成任何压力下降。

灰尘和火焰抑制
我们的增压泵能提供足量水压确保高效喷
射——无论用于减少环境灰尘或清洗机车及
设备。赛莱默还提供永久性火焰抑制系统。赛
莱默消防泵系统部件获得一项或多项以下标准
认证：美国保险商实验所（UL）、加拿大UL、
美国FM等等。我们的消防泵配套系统获得
ETL（intertek）认证。

赛莱默提供......
火焰抑制系统 

多级增压泵

高压多级泵

柴动干式自吸排水泵

电动干式自吸排水泵

干式运转液压潜水泵

无线泵控制器

气象测量（包括雨水测量）

M&C及远程数据处理

特荐产品：

消防泵封装配套系统
我们的A-C消防泵系统制作精良，并可按用户需要定制，采用获得UL/FM认证的
泵产品和交钥匙配套系统，包括专门预制的封装外壳，确保满足各种火焰抑制和
消防需要，非常适用于采矿应用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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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植物中一种将水份从根梢输送给干枝的细胞组织。
2) 一家全球领先的水技术公司。

赛莱默全球12,500名员工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向着我们共同的目标：开发创新解决方
案，积极应对世界面临的水需求，研制新技术和产品，努力改进水的使用、消耗和回
收，以保护水的未来为己任。我们输送水、处理水、分析水，把水返回给自然环境。
我们帮助私人住宅、商业楼宇、工厂及农场的业主以最有效的方式使用水。150多个
国家有我们的印记，我们与全球各地用户建立了坚实长期互信的关系，用户信任我们
和我们所提供的顶级品牌产品组合及专业服务，钦佩我们的悠久创新传统。

欢迎随时访问我们的公司网站www.xyleminc.com，了解赛莱默服务用户的更多绍。

赛莱默（Xylem）

赛莱默公司地址和联系方式：
1	International	Drive
Rye	Brook,	NY	10573,	USA
电话：+1.914.323.5700
传真：+1.914.323.5800
www.xylem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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