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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 在阅读和理解泵站手册之前，不要尝试操作、检查或维修该泵站。

● 非专业人员不得进行接线和接地工作，非专业人员进行接线和接地工作极为危险，用户应
安装漏电断路器和过载安全装置，以防触电和火灾。

UKP
一体化预制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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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P
一体化预制泵站

特点
·荏原一体化预制泵站系统集成度高，占地面积小，设备紧凑
·在工厂预装完成的泵站运输到现场后只要完成基坑开挖，  预
制好混凝土基础，即可进行填埋，一周内即可完成安装

·可广泛安装于绿化带，道路等场所，尤其在施工作业面小、  
人口密度大的地方更有优势

·采用先进的智能化管理系统，可以实现泵站远程控制、无人
值守

·泵站筒体采用GRP强化玻璃钢，耐腐蚀性高，使用寿命高达
50年以上

·荏原独有的预旋回槽装置能够在泵站底部形成强力涡旋，从
而达到自清洁功能，最大程度降低泵站底部淤积，减少臭气

·适用于不能依靠重力作用自行排污的地方，通过污水槽收集低
  于下水道液位的废污水与远离市政污管网的污水管和卫生设施
  排放的废污水，并借助污水泵的提升将污水输送到污水管网。

适用范围
·城镇雨污水排水
·小区雨污水排水
·铁路公路客运站点排水
·雨洪应急排水

应用领域

产品识别代码

*1

UKP 20 60 3 × -- 7.5DV T 4 2 （3）

主泵台数

主泵功率 kW

泵站进口代码=泵站进口口径（mm）/100

泵型代码，详见 *1

罐体内径代码

泵站高度代码

泵型代码

泵台数

主泵功率

格栅类型

泵站进口代码

泵站高度代码=泵站实际高度（mm）/100

一体化预制泵站
产品系列代码

 
 

罐体内径代码=罐体实际内径（mm）/100

泵站出口代码=泵站出口口径（mm）/100
泵站出口代码

泵站出口数量
泵站出口数量

T-提篮格栅      F-粉碎型格栅      W-无格栅

泵型 泵型 泵型代码

DML泵 DSC3泵 DC

泵型代码 泵型 泵型代码

深井泵 EVM泵 EV

泵型代码

DM

泵型代码

SJ

泵型代码

DL泵 DL

LPDC泵 LP

泵型 泵型代码

DVS泵 DV

泵型

泵型 泵型代码 泵型 泵型

DSZ泵 ZL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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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说明
序号 部件 标准材质 可选材质 可选配置

1 潜污泵 荏原标配
2 压力管道 06Cr19Ni10 06Cr17Ni12Mo2/GRP

06Cr19Ni10法兰+橡胶

3 水泵导轨 06Cr19Ni10
4 吊链 06Cr19Ni10
5 检修平台 GRP主材+06Cr19Ni10支撑
6 止回阀 铸铁 铸造不锈钢
7 闸阀 铸铁 铸造不锈钢
8 内部通风管 GRP
9 出水管 06Cr19Ni10 06Cr17Ni12Mo2/GRP

10（23） 橡胶软接头 碳钢法兰+橡胶
11 控制柜 06Cr19Ni10 碳钢防腐
12 轴流风机 碳钢防腐
13 检修孔盖板 压花铝
14 安全格栅 GRP主材+06Cr19Ni10包边
15 爬梯            06Cr19Ni10
16 扶手 06Cr19Ni10
17 外部通风管 06Cr19Ni10
18 吊耳 碳钢
19 穿线管 GRP
20 罐体 GRP
21 格栅导轨 06Cr19Ni10
22 进水管 GRP 06Cr19Ni10
24 提篮格栅 06Cr19Ni10 粉碎型格栅
25 液位计保护管 06Cr19Ni10
26 液位浮球 PP
27 压板 碳钢
28 投入式液位计 06Cr17Ni14Mo2

1

3
5

7

2

6

4

水 泵
采用世界著名品牌荏原水泵依靠优异的性能、稳定的质
量、贴心的服务获得世人认可，销量一直位居全球前三
甲。

1

格栅5

轴流风机6

自清洁底座7

3

2
配置双层门不锈钢户外型控制柜，主要电气元器件 均
配置ABB、西门子、施耐德等顶级进口品牌。

控制柜

液位检测

4 筒体

浮球与静压式液位计均安装于可整体提取的液位计导
杆上，其品牌均为进口品牌。

加厚、高强度玻璃钢材质，经过FEA有限元结构分析、
CFD仿真模拟，保证使用寿命为50年。

可选粉碎格栅，其品牌均为JWC、MONO、EBARA
等顶级进口品牌。

均配置轴流风机，强制通风，确保运维人员安全。

可选荏原专利设计的预旋回槽底座，在不损失效
率的情况下达到最佳的清淤效果。

污水泵站-产品结构 污水泵站-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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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带预旋回槽。

注：带预旋回槽。

注：带预旋回槽。

泵站直径（mm） 泵站高度（m） 处理水量（m³/h） 扬程（m）

φ1200 2~17 5.4~72 4.2~16.5

φ1600 2~17 42~156 6.5~37

φ2000 2~17 108~360 5.6~30

φ2500 2~17 132~600 4.2~48

φ3000 2~17 585~1200 4.2~48

φ3800 2~17 840~2256 9.7~25.5

非标定制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根据客户需求定制

泵站直径 (mm) 泵站高度 (m) 扬程(m) 水泵运行模式

φ1200 14.4~54 4.5~16.5 一用一备

φ1600 14.4~126 4.5~37 一用一备

Φ2000 14.4~270 4.5~37 一用一备

φ2500 14.4~516 4.5~46 一用一备

φ3000 14.4~780 4.5~46 一用一备

φ3800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14.4~1140 4.5~46 一用一备

处理水量（m³/h）

泵站高度 (m) 扬程(m) 水泵运行模式

φ1600 28.8~132 4.5~11.8 两用一备

φ2000 28.8~204 4.5~37 两用一备

Φ2500 28.8~1032 4.5~46 两用一备

φ3000 28.8~1560 4.5~46 两用一备

φ3800 54~2280 9.8~46 两用一备

2-17

2-17

2-17

2-17

2-17

泵站直径 (mm) 处理水量（m³/h）

Model DVS Model DL Model DML Model DSC3

名称 湿式泵站-D  

机型 DVS型 DL型 DML型 DSC3型

叶轮形状 半涡流式 无堵塞 无堵塞  无堵塞

可通过的固体物
（与口径的比例）

 

70% 30%~60% 20%~50%76mm 

可通过纤维物长度
 

小于口径的400%

介质温度（℃） 0~80 0~80 0~40 0~80

介质PH 5~9 5~9 5~9 5~9

150口径以下的小于150%，
200口径以上的小于100% 

小于口径的150%
150口径以下的小于300%，
200口径以上的小于200% 

污水泵站-泵站规格 污水泵站-配套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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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件 标准材质 可选材质
1 轴流泵底座 06Cr19Ni10
2 井筒 碳钢 06Cr19Ni10
3 潜水轴流泵 荏原标配
4 爬梯 06Cr19Ni10
5 检修平台 06Cr19Ni10+GRP
6 出水管 GRP

7（20） 橡胶软接头 碳钢法兰+橡胶 06Cr19Ni10+橡胶
06Cr19Ni10

8 吊耳 碳钢
9 控制柜 06Cr19Ni10 碳钢防腐

10 检修孔盖板 压花铝
11 安全格栅 GRP主材+06Cr19Ni10包边
12 井盖 碳钢
13 排气阀 铸铁
14 外部通风管 06Cr19Ni10
15 轴流风机 碳钢防腐
16 内部通风管 GRP
17 吊链 06Cr19Ni10
18 罐体 GRP
19 投入式液位计保护管 06Cr19Ni10
21 进水管 GRP
22 液位浮球 PP
23 投入式液位计 06Cr17Ni14Mo2
24 固定压板 碳钢

配置说明

2

4

5

1

3

1 水泵

4 筒体

5 轴流风机
2 控制柜

采用世界著名品牌荏原水泵，依靠优异的性能、稳
定的质量、贴心的服务获得世人认可，销量一直位
居全球前三甲。

3 液位检测

 配置双层门不锈钢户外型控制柜，主要电气元器件
均配置ABB、西门子、施耐德等顶级进口品牌。

浮球与静压式液位计均安装于可整体提取的液位计
导杆上，其品牌均为进口品牌。

加厚、高强度玻璃钢材质，经过FEA 有限元结
构分析、CFD仿真模拟，保证使用寿命为50
年。

均配置轴流风机，强制通风，确保运维人员安全。

轴流泵站-产品结构 轴流泵站-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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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说明

1 云平台监控
根据动态水位和气象数据，能自动实现闸门启闭和泵的
启停，在晴天和雨天自动控制，实现无人值守。

5 雨天排涝
降雨中后期，雨水相对比较干净，通过截流井直排河道，减
少雨水对污水网负荷，确保污水网正常运行。

6 防止污水溢流
当重力流污水管内水位较高时，自动关闭截污闸和排水闸
门，并启动污水泵进行强制排污。

7 防止河水倒灌
河道水位比较高时，此时通过液位信号自动关闭排水闸门，
防止河水倒灌。

2 系统联动
将数据上传到云端，通过中央控制，实现多处截污井、
多点雨量计联合调控，提高截污排涝的工作效率。

3 晴天排污
晴天时，管道内的部分污水通过截流井流向污水管道，
做到晴天时污水零直排。

4 初雨排污
降雨初期的地面雨水比较脏，通过雨量计判断降雨量的
大小，让脏的初期雨水进入污水管。

进水方向 进水方向

序号 部件 标准材质 可选材质
1 井筒 GRP 06Cr19Ni10
2 液压主机 碳钢
3 液压顶升式排水闸 碳钢 06Cr19Ni10
4 提篮格栅 06Cr19Ni10
5 液压截污闸 碳钢 06Cr19Ni10
6 静压力液位计保护管 06Cr19Ni10
7 超声波液位计
8 进水管 GRP 06Cr19Ni10
9 出水管 06Cr19Ni10 GRP

10 静压式液位计 06Cr17Ni14Mo2
11 潜水排污泵 荏原标配
12 耦合底座 铸铁
13 压力管道 06Cr19Ni10 06Cr17Ni12Mo2/GRP
14 止回阀 铸铁 06Cr19Ni10
15 闸阀 铸铁 06Cr19Ni10

06Cr19Ni10法兰+橡胶
06Cr19Ni10法兰+橡胶

16 雨量计 06Cr19Ni10
17 高清摄像头
18 安全格栅 GRP+06Cr19Ni10
19 通风管 GRP+06Cr19Ni10
20 盖板 铝合金 06Cr19Ni10
21 检修爬梯 06Cr19Ni10 铝合金
22 柔性橡胶接头 碳钢法兰+橡胶
23 柔性橡胶接头 碳钢法兰+橡胶
24 智能控制柜 06Cr19Ni10 碳钢防腐

截污井-工作原理 截污井-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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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罐体

手机APP功能 控制柜控制功能

玻璃钢罐体采用无碱玻璃纤维，901号乙烯基树脂。筒体采用机械整体缠绕制造工艺。设备的铺层结构制作由里向外分别为：防腐层、
防渗层、强度层及外表层(抗老化层)；因此使我们的设备具有极强的防腐、防渗及抗老化性能，满足用户的各种极端使用工况。

连续缠绕加强玻璃纤维筒体,计算机控
制缠绕工艺,确保厚度均匀并达到设计
要求,质量稳定优良。

内

外

防腐层

防渗层

加强层：
采用玻璃纤维缠绕纱整体缠绕成型

外表层（抗老化层）：
采用在树脂中添加防老化剂结构

预旋回槽

手机APP 监控主机

物联Box

控制柜

PLC 电控柜

·控制柜防护等级IP55，SUS304不锈钢户外柜

·柜体采用双层不锈钢门，主要零部件配置进口品牌

·柜体顶部焊接顶篷，用于防雨

·CFD水力模型优化，增加泵送过程产生的漩涡

·防止坑底淤泥淤积，大大减少维护泵站成本

·有效抑制剧毒及恶臭气体的产生，保护环境

·出色的自清洁功能确保您无忧使用

4G

4G

互联网

以太网

浮球开关投入式液位计

一体化预制泵站

Cloud server

可以随时查看泵站相关运行数据
可以随时查看当前报警、历史报警、历史数据
对于有故障订单，可在手机端操作，报修工单

接受上位机远程控制功能；
实现泵站远程/自动/手动控制功能的切换；
泵的轮换控制功能；
启动液位的任意设置功能；
 液位超高、溢流检测报警；
电源浪涌保护（防雷）功能；
 系统电压、各泵电流显示功能；
故障报警功能。

微信报警功能

短信报警功能

拥有微信版监控平台公众号
报警信息通过微信实时推送

报警信息通过短信实时推送

云监控平台 通用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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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浑南泵站

供货7套泵站、筒径2.5~3.8m、流量100~1000m³/h 供货5套轴流泵站、筒径3.0~3.8m、总流量4.3万m³/h

武汉市南太子湖综合整治工程项目 朔州迎宾大道及高铁站前广场项目

供货610套泵站、筒径1.6~3.0m、流量5~500m³/h

江阴市农村污水治理、河道治理项目

供货1套泵站、筒径7.5m、流量1.1万m³/h

西安小寨丰庆公园调蓄池工程

供货3套轴流泵站、筒径3.8m、总流量3.6万m³/h

海口美兰机场

供货3套泵站、筒径3.0~4.2m、流量600~2000m³/h

·稳定性好，精度高

·直接投入到被测介质中，安装使用相当方便。

·固态结构，无可动部件，高可靠性，使用寿命长，从水、油到

粘度较大的糊状都可以进行高精度测量，不受被测介质起泡、

沉积、电气特性的影响

投入式液位计 浮球开关

·采用塑胶射出一体成型，结构坚固，性能稳定可靠

·外壳采用工程塑料，机械强度高、密封性好

·电缆采用特种材料制作，耐油、酸、碱，抗蚀能力优良

·安装简捷，调试方便，上下移动浮球，即可随意调节液面控制范

围

提篮格栅

·成本低，使用方便

·根据水流量优化设计，降低人工清理频率

·侧开门设计，方便污物清理

·全不锈钢材质，耐腐蚀

粉碎性格栅（可选项）

■电机

特制电机，IP68防水等级，多种功率可选

■减速机

行星齿轮减速机，抗负荷冲击能力强

■刀片和垫片

4130热处理合金钢，表面经过均匀的硬化处理，硬度不小于

45~50HRC

通用部件 典型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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