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用产品及案例分享
Commercial products ＆ cases



关于Kinetico
Kinetico公司成立于1970年，总部生产基地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纽
伯利市，是世界著名的集民用、商用于一体的水处理设备制造公
司，公司独有的水力驱动专利技术彻底告别电气故障，成为全球
水处理行业的先驱者。

Kinetico美国俄亥俄州总部生产基地



关于Kinetico
我们知道电力控制的水处理设备
稳定性不够理想，所以Kinetico 
采用了一种更好的方式，由流动
的水的动力来驱动设备运行，这
就是我们的专利技术，“不插电”
的运行方式，设备无需装配任何
电子元器件自动运行，彻底告别
电性故障，全程无忧。仅需1 公
斤的水压即可运行，安装地点不
受限制！

Kinetico【无电】水利驱动阀头



关于Kinetico 
Kinetico水处理凭借近50年的丰富经验和广泛的产品组合为客户提供高效、
经济的水处理方案。设备使用多年后依然稳定运行，持续不断地为客户提
供洁净、安全的水，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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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Kinetico 
截止到2018年，凭借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品质管理及售后服务体系，Kinetico已
成为拥有52项全球有效首创专利与揽获众多国际权威认证的水处理方案解决专家，
kinetico产品目前已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商用净水系统
COMMERCIAL

适用范围：
大型别墅、酒店餐厅、商业楼宇

WHAT WE DO



CP系列商用水处理产品·参数

CP系列商用软水机 CP系列商用净水机

CP商用水处理系列
Kinetico商用净水机、软水机设计先进，操作设置灵活。
这使得系统既可以在“过载”配置下实现流量最大化，
也可以在“交替”配置下实现效率最大化。当设置好流
量配置和计量表盘后，系统就能全程自动运行，为您提
供永不间断的净化水、软化水。
（系统在1公斤进水压力情况下即可运行）



CP系列商用水处理产品·特点

无需用电

计量再生

双罐系统

逆流再生

节省成本

耐腐蚀罐

由水的流动提供动力。安静、稳定、
可靠。没有定时器或电子设置、调
整、修理或更换的问题。

根据实际用水量进行反冲洗，最大
限度的节约水和盐的使用。

保证一周7天，每天24小时连续不
间断地供应净水、软水。

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再生方法。冲洗
再生更彻底，更效率。

系统因独特的双罐设计，可以实现
独一无二的净水、软水冲洗，最大
限度的节省水和盐，延长系统使用
寿命，节省成本。

专业材质可以持久的承受恶劣环境。



Kinetico 水处理系统
-美国整机原装进口-

Kinetico全球工程案例分享

Global References



酒店餐饮
SavoyHotel---萨沃伊酒店
Waldorfastoriahotels---华尔道夫酒店
Premier Hotel---普里米尔酒店
Wetherspoon---韦瑟斯庞酒吧
Jamie's Italian Restaurant---杰米意大利餐厅

建筑工程
Buckingham Palace ---白金汉宫
LAX; los angeles airport;---洛杉矶机场
TESCO;---英国乐购
Sainsbury's - Store---塞恩斯伯里商场

医疗工程
The Buckinghamshire Hospital---白金汉郡医院
The 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英国国民
保健联合体
Gloucestershire Hospitals---格洛斯特郡医院

制造工程
3M Corporation ---3M 国际
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 (Alcoa)—美国铝业
Ford Motor Company---福特汽车
General Electric Company---通用电气
Goodyear Tire & Rubber---固特异轮胎
Motorola Semiconductors---摩托罗拉
Honda of America---本田汽车（美国）
Nissan of America---日产汽车（美国）
Philips---飞利浦
Rockwell  (Mexico)---罗克韦尔（墨西哥）

市政工程
美国所有驻外领事馆
Thames Water---泰晤士水务公司
Yorkshire Water---约克郡水务公司
Severn Trent Water---水环纯水务集团



英国·伦敦Savoy酒店项目

项目配套机型：

CP  213S OD *10套

项目名称：Savoy酒店

项目地址：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北岸

项目类型：酒店餐饮、生活水处理



         作为英国第一家豪华酒店，Savoy拥有优雅的爱德华时代设计风
格，吸引大批皇室成员和权贵人士前来用餐。查理·卓别林、哈里·杜
鲁门、约翰·韦恩、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芭芭拉·史翠珊、
鲍勃·迪伦、披头士和其他许多人。温斯顿·丘吉尔经常带他的内阁去
酒店吃午餐，无愧为“伦敦最著名的酒店”。
          2007年12月的Savoy酒店大翻新，承包商 SPIE Matthew Hall 公司
的施工经理 Paul Daciuk 谈到“软水可防止酒店管道以及换热器及元
件上水垢生成，保持服务设备高效地运行，萨沃伊酒店原本安装的
八套 Kinetico 软水机，已经成功运行数年之久，现在又新增了两台
全新的 Kinetico CP 213 OD 软水机”。



意大利ARMANI酒店项目

项目配套机型：

CP  213S OD *4套

项目名称：ARMANI阿玛尼酒店

项目地址：意大利

项目类型：酒店餐饮、生活水处理



英国Cheval公寓酒店项目

项目配套机型：

CP  213S OD *5套

4040S OD*58套

项目名称：Cheval公寓酒店项目

项目地址：英国伦敦

项目类型：酒店餐饮、生活水处理



关岛Hilton酒店项目

项目配套机型：

Hydrus系列 HS342*2套

项目名称：Hilton酒店

项目地址：关岛

项目类型：酒店餐饮、生活水处理



关岛商用酒店项目概览

2012年-2014年关Hydrus系列
                           商用安装案例：

1>皇家兰花酒店-HS436

2>关岛沙堡秀-2套HS236

3>乐天酒店-2套HS236

4>太平洋岛渡假村-HS242和HS236

5>VKT-HS236

6>RND公寓-HS230

7>海军基地-HS236

8>希尔顿酒店-2套HS342



英国TESCO连锁超市项目

项目配套机型：

CP216S

项目名称：TESCO乐购连锁超市

项目地址：英国

项目类型：超市日常用水



捷克百威啤酒工厂项目

项目配套机型：

CP216S*6套

项目名称：捷克百威啤酒工厂

项目地址：捷克共和国

项目类型：啤酒制造用水



全球案例·集锦

Magok-dong,首尔



全球案例·集锦
意大利

科尔诺山的度假村、酒店、旅游胜地

5x CP213s OD

健身馆 游泳池、SPA等健康领域

修道院,布林迪西(BS) 

1x Hydrus 218s OD、1x Mach 2175s 

教区牧师住宅的40间厨房

备注：进水硬度1000ppm



全球案例·集锦

食品加工设备流量要求(20 m3/h).

机型: 1. 5 x CP213f OD (Macrolite) 

       2. 5 x 4060s OD (Macrolite)

孟加拉



全球案例·集锦

以色列

罗马尼亚-食品和农业

商用RO安装——瑞典

商用 RO机：斯德哥尔摩厨房,市政厅

洗衣房——斯洛伐克

20 m3/hour 净化、软化水服务要求



全球案例·集锦

啤酒厂——捷克

处理江河水, 30 m3/hour

HS 330s OD软水机安装 用于生产奶
酪

Hydrus 安装在普洛霍罗夫卡,俄罗斯

52 套 CP213 – 共计三个集装箱应用: 工厂反硝化作用(去除硝酸盐)

CP系列安装——阿根廷
社区饮用水——菲律宾



Kinetico 水处理系统
-美国整机原装进口-

Kinetico国内工程案例分享

Global References





怒江Hilton酒店项目



项目名称：怒江希尔顿酒店

项目地址：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六库县

项目类型：酒店餐饮、生活用水净化
项目配套机型：

CP  213f OD *6台

Superkit *6台

怒江Hilton酒店项目



陕西文渊阁酒店项目



项目名称：韩城市文渊阁酒店

项目地址：陕西省韩城市金城区

项目类型：酒店餐饮、生活用水

含净化、软化

项目配套机型：

2100F OD *4台

2100S OD *4台

陕西文渊阁酒店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项目



项目名称：中国建设银行总部用水改造

项目地址：北京市金融大街25号

项目类型：银行大楼办公用水

                 含净化、软化、直饮水供应

项目配套机型：

重大项目施工阶段

具体型号暂时保密

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项目



交通银行云南省行项目



项目名称：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

项目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护国路67号

项目类型：银行大楼办公饮用水

项目配套机型：

A200 *37台

交通银行云南省行项目



盒马鲜生·上海星空店



项目名称：盒马鲜生 上海星空店

项目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星空广场

项目类型：厨房餐饮用水净化、软化

项目配套机型：

CP 213F OD *3台

CP 213S OD *1台

CP 216S OD *1台

4040S OD *1台

盒马鲜生·上海星空店



芝乐坊餐厅·上海迪士尼店



项目名称：芝乐坊餐厅 上海迪士尼店

项目地址：上海市迪士尼小镇

项目类型：餐厅厨房用水净化、软化

项目配套机型：

CP 213F OD *2台

CP 216S OD *1台

芝乐坊餐厅·上海迪士尼店



银川**大厦综合供水项目



项目名称：银川**大厦综合供水

项目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大厦综合体

项目类型：餐饮厨房、客房、办公用水

                 含净化、软化

项目配套机型：

Superkit *3台

CP213F OD *3台

CP216S OD *2台

银川**大厦综合供水项目



长江水务集团·头桥水厂项目



项目名称：长江水务集团 头桥水厂

项目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用水需求：次氯酸钠发生器用水

项目类型：市政工程

项目配套机型：

CP216S OD *3台

长江水务集团·头桥水厂项目



昆明华夏天璟湾地产项目



项目名称：昆明华夏天璟湾

项目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华夏天璟湾

项目类型：别墅地产项目配套

项目配套机型：

4040S OD *87套

（一期工程）

昆明华夏天璟湾地产项目



Kinetico水管家服务
    Kinetico系列产品通过其领先全行业的技术，在世界水处理领
域创造了独一无二的奇迹，因此Kinetico系列产品得到了业界的赞
誉和广大欧美消费者的信赖，在北美和欧洲、日韩等发达国家拥有
极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Kinetico完善而专业的售后服务体系
始终持续的为用户提供最高品质的用水保障！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越来越的用户选择Kinetico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