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名

网址

地址

负责人 电话

职位 手机

邮箱 传真

HS CODE 海外出口地

8421.21

8421.21

8421.21

公司介绍

희망바이어

* 사내 중국어 가능인력이 있으신 경우, 중국어로 작성 부탁 드립니다. 

Companies which supply water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facilities, and Water authority people.

Company which produce unsolved wastewater.

제품소개

产品介绍

产品名称 详细内容 照片

DOF (Dissolved Ozone

Flotation)

溶解臭氧浮选

单元式DOF(20~400m3/

天小):作为小植物的模块

提供:饮用水和废水处理

DOF (Dissolved Ozone

Flotation)

溶解臭氧浮选

中型DOF(500~1000立方

米/天): 主要用于工业废

水处理

DOF (Dissolved Ozone

Flotation)

溶解臭氧浮选

大型DOF(1,000至50,000

立方米/天):大部分用于家

居废水处理

Michigan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2. Ever since Michigan Technology has always

being led the technologies of the days.  DOF has an excellent separation capability with strong ozone

oxidation power simultaneously. DOF may remove suspended soilds, BOD, COD, color, odor,

microbial agents, and various VOCs in one unit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a very unique technology

to control ozone concentration in water by any requirement to remove various pollutants.

负责人信息

회사 개요

Michigan Technologies

www.mdafdof.com
울산시 중구 종가로 15, 울산테크노파크 기술혁신 B-502 (B-502 Techno Building Ulsan Technopark,Jonggaro 15, Junggu Ulsan

City 44412, S. Korea)

이병호

대표

anussbh@gmail.com

052-249-3517

010-5459-0500

052-249-3518

COMPANY INTRODUTION 

http://www.mdafdof.com/
mailto:anussbh@gmail.com


公司名英文

网址

地址

负责人 座机

职位 手机

邮箱 传真

HS CODE 海外出口地

8514-20-

0000

8514-40-

0000

无

8479-90-

0000
无

8479-00-000 日本

회사소개

희망바이어

* 사내 중국어 가능인력이 있으신 경우, 중국어로 작성 부탁 드립니다. 

환경관련 플랜트, 전용기, 산업기계, 부품 제조사 및 유통기업

제품소개

제품소개

(주력품목 3개

내외로 서술요

망)

展品名称 详细内容 照片

微波加热干燥系统

(Microwave Heating &

Drying System)

适用于所有加热、干燥、杀菌工艺的事业领域

ex：木材干燥、食品加工、农、水产品加工、

污泥干燥、陶瓷产品生产、感染性废弃物（医

院废弃物）处理、病、虫害防治（受害土壤及

木材处理）、土壤污染消除、橡胶产品的可行

性（热处理）等

环境需求处需要的零件

(Parts required in the

environmental industry)

将环境领域需求处所需的零件（铸件、制管、

加工品）作为订购方规格制作

环境领域需求处所需的专机及

产业机械

(Dedicated machinery and

industrial machinery

needed by demand sources

in the environmental sector)

将环境领域需求处所需的专机及产业机器开发

成订购方规格

（附加的产品照片是（株）三星电子的机床周

边装置）

1999年成立的机床周边设备专业制造企业，向韩国和日本的主要机床制造商供货，通过积累的设计和制作经验和基础设施的国体R&D课题的成功完

成，确保了Microwave Heating&Drying System相关技术。利用积累的基础设施和技术，开发、生产、供货环境产业领域需求处所需的多种专机

及零部件。

负责人信息

회사 개요

SAMICK TECH CO.,LTD.

http://www.samicktech.co.kr

47, Dalseong2cha dong 1-ro, Guji-myeon, Dalseong-gun, Daegu, Korea, 43013
Min - Jung, Seo (Overseas sales)
Yong - Ho, Park (Preparation for

consultation)
Assistant Manager / Deputy General Manager

samicktech@naver.com
yhpark@samicktech.co.kr

+82-53-591-8761

010-4850-1547

+82-53-611-8763

COMPANY INTRODUTION 



公司名

网址

地址

负责人 EM HWANG 电话

职位 General Manager, Business Development Overseas 手机

邮箱 emh@sseng.co 传真

产品名称 详细内容
HS

CODE

海外出口
地

압력식

섬유여과기

Gravity

Flow Fiber

Filter

重力流动纤
维滤波器

通过重复过滤和反冲洗连续供应干净的处理水的装置

1过滤：通过扭转内部过滤器周围的纤维过滤层进行压缩，通过减少空隙（浸

没式）或用泵进行压力过滤，重力地将原水从外部过滤到内部
2反洗：放松纤维压缩，扩大毛孔，用反洗水和空气去除截留的颗粒

<优势>

1作为韩国开发的产品，其原理简单，除膜分离法外，可获得最佳水质（平均

小于1mg/ℓ）。

2它可以在地面上自由安装，也可以在水下自由安装，高负荷时自动增加反洗

频率，使用方便。

三。重量轻，安装场地小，设备成本低，反冲洗时间短（1～3分钟），反冲洗

量小（1～3%）。

4滤料寿命长（5年），更换方便。它是双环型的，所以不可能丢失它。

5如果发生故障，可以应对每个单元，因此不会影响整个设施的运行。

8422.99 전세계

중력식

섬유여과기

Gravity

Flow Fiber

Filter

重力流动纤
维滤波器

通过重复过滤和反冲洗连续供应干净的处理水的装置

1过滤-通过将浸没矩形多孔板周围的纤维束向上拉并压缩，使孔隙变小，并从

外到内穿过过滤器进行过滤

2反洗-当达到设定的水位时，过滤介质放松，空隙增大，以反冲洗和空气捕获

悬浮固体。

<优势>

1它是由国内（韩国）开发的国家认可的产品，经技术验证，被指定为环境新技

术。

230cm水位差过滤和空气上升水流反洗，省去了过滤和反洗泵，降低了动力成

本。

三。通过压缩和松弛来控制滤料的孔隙，过滤和反洗是高效的，并且通过深层
过滤过滤，过滤水的质量非常好。

4无纺布滤料的剧烈流动和高效的反冲洗可防止盐和生物膜粘附，无需定期酸洗

。

5矩形滤板结构紧凑，安装面积最小。

6滤板和滤料可在不中断运行或排水的情况下进行更换，由于安装在附属设备的

表面，因此维修方便。

8422.99 전세계

公司介绍

희망
바이어

1. 중앙정부기관- 환경부 / 산업부/ 농업진흥공사, 발전소,

2. 지방정부 및 현지 정수장, 중수 & 하수처리장,

3. 지자체 - 시설관리공단

4. 지역별 EPC 건설사, 수처리업체 (에이전트)

5. 수처리(정수) 유경험 개인기업 (에이전트)

제품소개

产品介绍

照片

We, SSENG are looking for global publisher for WTP (Water Treatment Plant) market. We want to advertise our fiber filter module for WTP through Chinese market.

We are leading market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supplying a high engineered WTP filtration modules call "1/100 WTP" produce tap water within 3 mins while

conventional process (1884, USA) takes 300mins. So, decrease volume1/100, period 1/5, CAPEX & OPEX 1/3. The company’s steady efforts in R&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by the end of 1999 have resulted over 110 patents registered or under registration in Korea and other countries, as well as two verifications of New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The company has also performed 15 National R&D projects and supplied new technology over 1,800 projects and won the best technology

prize titled "Jang Young- Sil prize" and President's award by getting credit for new technology supply. The SSENG's new technology for water treatment has currently

applied to water treatment or water pollutants removal in global village.

Contact: Mr. EM HWANG, General Manager, BDO (Business Development Overseas), SSENG CO., LTD. / E. emh@sseng.co / M. 82-10-8969-3369 / L. 82-70-4450-

2618 / #285, NoksanSaneopJung-Ro, GangSeo-Gu, Busan, 46754 South Korea.  /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9Z7VenDaEsxsVsCb4vwdxw

Web: http://www.sseng.co / WhatsApp: +82 10-8969-3369

负责人信
息

회사 개요

www.sseng.co

#285 NokSanSanUpJungRo, GngSeo-Gu, Busan, Korea

+82 10-8969-3369

+82 10-8969-3369

+82 51-304-3539

SSENG CO., LTD.

COMPANY INTRODUTION 

mailto:emh@sseng.co
http://www.sseng.co/


회사명(영문)

웹사이트

주소(영문)

负责人 座机

职位 手机

邮箱 传真

HS CODE 海外出口地

8421.19 欧洲，中东

8421.19 北美，日本

8421.29 北美，欧洲

公司介绍

희망바이어

* 사내 중국어 가능인력이 있으신 경우, 중국어로 작성 부탁 드립니다. 

负责人信息

회사 개요

ROYAL PRECISION IND. Co., Ltd.

www.korearoyal.com

 6, Seongseogongdan-ro 25-gil, Dalseo-gu, Daegu, Republic of Korea (Post code : 42705)

김문철
(Moon KIM)

대리(Assistant Manager)

overseas@korearoyal.com

+82-10-6236-3127

+82-10-6236-3127

+82-2-912-4438

물과 슬러지를 취급하는 독점 에이전트, 독점 대리상

제품소개

产品介绍

产品名称 详细内容 照片

원심탈수기 / 沉降式离心机
/ROAYL-DECANTER CENTRIFUGE

ROYAL精工在韩国脱水机在污泥

处理用脱水市场中占有70%的市

场。上，下水道、粪尿管道、畜

产污水管道、农畜脱水工程污泥

、电处理污泥、化学、钢铁、食

品、土木、生产等制造工程中引

发的有机，无机废水污泥方面具

有超高的性能。

엘로드 / Electro-osmosis
dewatering equipment for

sludge treatment

ELODE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现场

检验的商业化电力渗入脱水系统

。可以处理全世界80%的有机污

泥的脱水装置。80%含水率最终

达到10%~30%的含水率，来实

现低耗能、高效率，最终实现资

源化效果。

나노 마이크로 버블 / 纳米微
波 / NANO MICRO BUBBLE

纳米微气泡是一个处理自来水、

污水、废水、赤潮、绿藻的净水

系统。原工程需要12小时，但只

需30分钟就可以完成。为了适应

水的状况，可以交替使用DAF和

DOF来有效处理饮用水、废水工

程

ROYAL精工是1986年成立以来多年积累的超高的技术和完善的品质管理为基础，致力于环保产业。主要生产产品是环保离心机为始的水

处理机器和阀门的专业生产企业。

我们拥有中小企业优秀品质认证，环保设备认证，新产品认证而且持有优秀产品，因此凭借雄厚的实力不断在海外市场扩大市场占有率，

迅速成长为全球领先企业。

COMPANY INTRODUTION 

http://www.korearoyal.com/
mailto:overseas@korearoyal.com


公司名

网址

地址

负责人 电话

职位 手机

邮箱 传真

HS CODE 出口

8421.39-9099 马来西亚

8479.89-9099 菲律宾

3824.99-9090
中国，缅甸，
马来西亚

公司介绍

희망바이어 공공기관 및 일반기업의 환경분야 담당자

제품소개

产品介绍

产品名称 详细介绍 照片

电解液除臭器

下、废水处理场、食物处理场、家
畜粪便处理场等产生的臭气，无需
使用其他有害药品，而是使用通过
电解盐水产生的电解水（包括HOCl
、NaOCl、OCl-、OH Radical
等），将臭气成分氧化/分解，以
无害的纯净气体处理的产品。

◆ 解决因不直接使用有毒药品导
致保管、破损、漏水等安全问题
◆ 不需要另外储存药品的罐子，
因此维持管理
◆ 通过电解，同时生成次氯酸
（HOCl）、次氯酸离子（OCl-）、
OH度OH，使除臭效率最大化
◆ 通过使用Aquacell Media，可
以实现高恶臭处理效率和装置小型
化

오토디스케일러

冷却循环水内2价阳离子（Ca++,
Mg++等）是诱发管道的体积的物
质，是降低能量效率的原因，是去
除冷却水中的钙和镁的产品。

◆ 与物理、化学的海关方法不
同，热交换器母材没有损伤
◆不使用化工药品，不会产生废水
及环境污染
◆ 通过极转换实现规模从电极自
动脱离
◆去除极板损伤及规模时，装置不
会停止运转
◆ 因为是自动化设备，所以容易
维持管理

메디아

具有PE和Geolite材料的宽面积，
提高生物学处理效率的产品

◆ 非表面积大，可使处理设备
Compact化
◆空隙率高，压力损失低，节省动
力费
◆ 初期微生物附着速度快，缩短
初期运行时间
◆ 微生物附着力高，微生物生长
速度快
◆ 环保材料（geolite, PE等）使
用:废弃时可再利用

成立于2004年的环境专门风险企业，在水处理领域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领域开展业务，特别是拥有利用电解技术的次氯酸钠发生装置、电解
药液除臭器、自动修剪器产品，通过持续研究开发，开发了高浓度污水处理技术和移动式饮用水生产用RO设备等。

 目前正向马来西亚、中国、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出口，并正在推进向蒙古及中东国家出口。 为了开发并出口符合各国实情的
产品，党公司以"可持续的环境 – 今天就是未来"的公司哲学，以环保、资源循环的环境技术打造干净的世界。

负责人信息

회사 개요

aquacell(株)

www.aquacell.co.kr

100, Nakdongnam-ro 533beon-gil, Gangseo-gu, Busan, Republic of Korea

KIM, KYOUNGHEE

대표이사

aqua4122@daum.net

+82-51-626-4122

+82-10-9611-5151

+82-51-626-4756

COMPANY INTRODUTION 



公司名英文

网址

地址

负责人 座机

职位 手机

邮箱 传真

HS CODE 海外出口地

8421999099
中国，波兰，日
版，匈牙利，罗
马尼亚，土耳其

8421999099 中国

公司介绍

희망바이어

회사 개요

Korea Water Technology

www.koreawt.com

(46026)83, Sandan 7-ro, Jeonggwan-eup, Gijang-gun, Busan, Republic of Korea

account@koreawt.com +82-2-544-8864

제품소개

产品介绍

产品名称（中文/英文） 详细内容 照片

고도탈수식 슬러지케익 감량
화기
(ELO-S)

电渗透脱水机是一种利用电渗透

现象作为脱水原理的高度脱水

机，它是污泥减量化装置的一个

新概念，通过对已经用机械方式

脱水的污泥泥饼内的残留水分进

行高度脱水，实现污泥重量的显

著减轻。

负责人信息

이은경(Lee Eun Gyeong) +82-2-544-8861

사원(Staff) +82-10-2639-5506

我们是一家专门做污泥处理设备的企业，在污水和废水污泥处理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和卓越的技术，并希望在将来扩大水处理范围。 作为电渗

透脱水技术世界第一的公司，我们已首次实现了滚筒式先进脱水污泥减量装置的商业化，并凭借我们卓越的人力和全球网络向世界出口。

在不断的研究和开发的基础上，我们打算未来将在污泥转化为能源和燃料以及水处理相关的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做出贡献。

슬러지 건조고형화기
(ELO-SD)

由电渗透式脱水部和特殊的压榨

加热式干燥部组成的最为紧凑的

污泥干燥设备，是一种结构简单

、价格低廉，并且可以使脱水后

的污泥循环利用（燃料化及多种

原料化）的污泥干化解决方案。

 ※适用于河道废水、屠宰等等多

种废水污泥的燃料化

COMPANY INTRODUTION 

http://www.koreawt.com/
mailto:account@koreawt.com


公司名英文

网址

地址

负责人 座机

职位 手机

邮箱 传真

HS CODE 海外出口地

3811-90 新加波

3811-90 新加波

3811-90 新加波

公司介绍

희망바이어

* 사내 중국어 가능인력이 있으신 경우, 중국어로 작성 부탁 드립니다. 

1. 将我公司的燃料添加剂用于船

舶及锅炉时，可减少50%的可吸

入颗粒物（PM）和20%的氮氧化

物（NOx），节约3%的燃料。

2. 将我公司的汽车用燃料添加剂

用于柴油汽车时，能减少NOx及

HC的10.4%，PM的11.6%。

3. 如果将我公司的汽车用燃料添

加剂用于汽油汽车，可获得CO

43.75%、HC 26.7% NOx

19.35%的减少效果。

我公司产品作为环保燃料添加

剂，获得了韩国政府颁发的"绿色

技术产品认证"（产业通商资源

部）和"性能认证"（中小企业

部），也是中国政府向中国销售

的燃料添加剂中第一个获得"中国

环境标志认证"的公司。 另外，韩

国专利、美国专利、欧洲专利、

中国专利已登记完毕。

负责人信息

회사 개요

TECHNOBIO Co., Ltd.

www.technobio.co.kr

69-8, Bamdwigil 42beon-gil, Paltan-myeon, Hwaseong-si, Gyeonggi-do, South Korea

이명진(Myeongjin Lee)

과장

technobio@technobio.co.kr

031-352-1953

010-2759-4873

031-352-6463

현지 자동차 용품/부품 취급 업체(Ex 윤활유 or 윤활유첨가제 취급)
현지 선박 용품/부품 취급 업체, 선박 대리점, 선박 수리업체, 선박회사 등
현지 보일러 부품 취급 업체, 보일러 수리업체 등

제품소개

产品介绍

产品名称（中文/英文） 详细内容 照片

POWER-Z(자동차 용) 汽车用

POWER-Z(선박/발전기 용) 船
舶，发电机用

POWER-Z(보일러 용) 锅炉用

我们公司自1995年成立至今，为减少尾气排放污染物质（PM, NOx, HC, CO2）生产了环保燃料添加剂（品牌名:POWER-Z），以过去

20多年的研究及技术开发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为基础，不断提高船舶及汽车使用的燃料添加剂的质量和性能。我公司成立以来已完成多种研

究开发，废旧的有用有机钙化合物的燃烧促进剂可促进燃料的完全燃烧，提高燃烧效率，不仅具有消除燃烧器官碳和污泥的效果，而且船

舶、锅炉、汽车的微尘（PM）、HC、NOx、CO2等大气污染物质的降低性能卓越，原料构成物质或燃烧性物质是绿色燃料添加剂。 敝

公司以长期积累的研究开发结果为基础，于2015年获得大韩民国发明专利大展金奖、绿色技术认证、性能认证、中国环境保护认证、优

秀发明品优先购买推荐产品、技术开发产品示范购买产品等多种认证及奖项。

COMPANY INTRODUTION 



公司名英文

网址

地址

负责人 座机

职位 手机

邮箱 传真

HS CODE 海外出口地

8419.89.9090 中国，新加波

8516.10.0000 中国，新加波

8479.89.9099 中国，新加波

公司介绍

희망바이어

* 사내 중국어 가능인력이 있으신 경우, 중국어로 작성 부탁 드립니다. 

负责人信息

회사 개요

SAMKUN CENTURY

http://www.samkunok.com

405, Miyul-ro, Samrangjin-eup, Miryang-si, Gyeongsangnam-do, Korea / 50465

Julie Im

과장

yk.im@samkunok.com

+82-55-338-3030(319)

+82-10-7338-2321

+82-55-332-7123

제품 구매를 원하는 바이어, 현지 유통상, 에이전트

제품소개

产品介绍

产品名称（中文/英文） 详细内容 照片

UV Sterilizer  紫外线消毒器

紫外线杀菌器是三建世纪（株）

最具代表性的产品，用于饮用水

杀菌。 三建世纪（株）的杀菌器

具备优秀的运营体系，可保护矿

物质，并释放出最有效去除细菌

的紫外线波长253.7mm，可杀菌

水中普通病毒、总大肠菌、诺罗

病毒、细菌等。

Calorifier  发热器

热水加热器设计为符合船舶的环

境条件。 多种容量供应热水。 主

要以Steam或Electric heater设

置，可自动维持温度。 供应的温

水可用作淋浴、烹饪、饮用水。

Rehardening
Filter(Mineralizer)
再硬化过滤器（矿化剂）

长时间饮用潮汐水会对骨骼健康

产生重大不良影响，因此通过

MINERALIZER以饮用水标准处理

硬度、PH值、矿物质含量后，才

能作为饮用水使用。 为了维持三

建世纪(株) MINERALIZER的功

能，需要定期更换石榴石和Re-

hardening物质，PH值下降到6.5

以下时需要进行交换工作。

自 1989 年成立以来，三建世纪努力开发新技术30 年以上。 以对挑战的强烈意志和技巧，三建世纪实现了现在的发展，为水处理系统的

发展做出了贡献。

COMPANY INTRODUTION 

http://www.samkunok.com/
mailto:yk.im@samkunok.com


公司名英文

网址

地址

负责人 座机

职位 手机

邮箱 传真

HS CODE 海外出口地

中国

公司介绍

희망바이어

회사 개요

S&P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http://www.cleanace.co.kr

(61007) 20-1, cheomdan venture soro 38beon gil, Buk-gu, Gwangju city, Korea

负责人信息

심종섭

(Shim jong seob)
+82-62-972-7505

 대표 +82-10-3624-0648

drsshim@daum.net +82-62-972-7509

중소형 자외선살균장치 제조업체, 환경수처리업체

제품소개

产品介绍

产品名称（中文/英

文）
详细内容 照片

자외선살균장치

/ULTRA VIOLET

STELILYZER

紫外线杀菌装置

现有的紫外线杀菌装置是

1. 在通过紫外线进行杀菌作用的杀菌部设置流入口及流

出口，因此处理容量增大时，如果出入口的大小增大，

杀菌部的大小就会减少，杀菌部会因停留时间的减少而

减少杀菌力;大容量时，多数小容量杀菌装置并行连接

使用，安装面积大，杀菌装置及排管部件所需量增加，

安装费用增加的问题。

2.因使用水下透过力较小的短波长紫外线的特性，杀菌

部以等间距配置多数灯具时，杀菌部内部存在紫外线无

法到达的紫外线四角领域，导致手中的微生物无法杀菌

处理、排出量越大，杀菌力越少的问题，因此作为解决

方法，使用重压灯等高功率灯具或增加灯具使用量，减

少紫外线调查死角。 因此，不仅电力费和安装费增

加，还存在更换灯具费用增加的问题。

 我公司的杀菌装置是

为解决现有杀菌装置的问题，将入口从杀菌部分离出

来，使整个灯具参与杀菌作用，增强杀菌力，采用每个

灯具都有个别杀菌部的结构，杀菌部没有紫外线照射死

角区域，仅需一次处理即可100%进行杀菌处理的新概

念紫外线杀菌装置。

本公司是以将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水和空气进行杀菌和净化处理的技术事业化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在大气领域中，利用气象和液态臭氧的畜产领

域或去除公共恶臭的除臭系统，水处理领域中，去除卵分解性物质的高度氧化系统，适用于上下水道的新概念紫外线杀菌装置，已在美国、中国、

英国、日本等注册专利，大韩民国中小风险企业的优秀性能和认证。

COMPANY INTRODUTION 

http://www.cleanace.co.kr/
mailto:drsshim@daum.net


公司名英文

网址

地址

负责人 座机

职位 手机

邮箱 传真

HS CODE 海外出口地

9031.80-9099

美国，澳洲，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越

南

9028.80-2090

美国，澳洲，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越

南

9028.80-2090

美国，澳洲，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越

南

公司介绍

희망바이어

* 사내 중국어 가능인력이 있으신 경우, 중국어로 작성 부탁 드립니다. 

负责人信息

회사 개요

Suntech Engineering Co., Ltd.

www.suntech-eng.co.kr

30, Gukgasandan-daero 34-gil, Guji-myeon, Dalseong-gun, Daegu, 43008, Republic of Korea.

Celia Kim

사원

sales@suntech-eng.co.kr

070-7722-7414

010-6490-0477

제품 소모품 교체가 가능한 전문 엔지니어 또는 기술인력을 보유한 유통상 및 에이전트.
하폐수 처리가 아닌 상수도 분야 전문 업체.

제품소개

产品介绍

产品名称（中文/英文） 详细内容 照片

Muti-parameter Water
Quality Analyzer
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可测量5个(浊度、pH、游离氯、

电导率和水温）参数的一体化水

质分析仪

•仅需200-700毫升/分钟水流样

品

•仅需一分钟的快速响应

•智能操作：自动/远程诊断和长

安器冲洗

•占用空间小

•简单可靠

Smart Turbidimeter
智能浊度计

•2步高效除泡技术

•仅需1分钟的快速响应

•智能操作：自动/远程诊断和传

感器冲洗

•符合SUEPA 180.1标准

•灯泡寿命延长，两年保修

•使用简单且稳定

Smart Free Chlorine
Analyzer
智能游离氯分析仪

•符合EPA334.0 极谱电流法

•维护成本低

•实时测量

•带膜盖的专用电机保护技术

•pH自动补偿功能可计算出准确

的游离氯浓度

•极化时间短，30分钟可达到90%

信号强度

Suntech Engineering Co., Ltd. 成立于2004年，是环境计量和控制专业企业。尤其是在水质环境领域已获得了15项专利，12类商标和32

项认证。自行研发生产高精密多参数水质分析仪、高精度浊度仪和游离氯分析仪, 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产品享誉韩国本土以及海外。在韩

国本土已经占有高达70%以上的市场份额，其主要客户是韩国水资源公社（K-Water)和其他地方政府水利事业单位。现已出口至美国、泰

国、马来西亚、越南、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COMPANY INTRODUTION 

http://www.suntech-eng.co.kr/
mailto:sales@suntech-eng.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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