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洁净、低耗

前沿的技术和几百年的经经验 净化技术公司，体现高水平的压缩空气净化方案的制造商。

公司的任务是与客客户一起并用高品质的产品提供良好的方案，来解决客户面对的问题。

丰富的经验和前沿的产品只是成功等式的一部分， 认识到客户服服务是成功的重要部分。

经验 客户 服务

一个典型的压缩空气系统每年会产生数千加仑的含
油污的冷凝液，收集、存储、处理这些含油冷凝液
既麻烦又耗钱。

充分了解您的需求，开发了 系列油水分离
器来帮您去除冷凝液中的油污和其它污染物，处理
空压系统冷凝液变得轻松而又省钱。
系列为您提供一种简单、经济、高效的含油冷

凝液处理方法，为您节省高昂的处理费用。

设计
我们富有经验的设计师团队一直在
寻找新的技术和产品，为客户提供
可靠的性能和更低的运行成本。

我们的研发团队致力于提供超越
现有产品的方案，一直在研发更
有竞争力的技术。

研发
我们拥有先进技术，生产可靠、
经济、高效的 系列油水分离
器，以确保产品具有更高性能。

制造



nano NSS系列油水分离器

一个典型的压缩空气系统每年会产生数千加仑的冷凝液，这些冷凝液中可能含 的纯水 那么，当您可以
简单、有效地处理这些冷凝液时，何必要花费更多钱处理它呢？ 系列油水分离器可以干净、安全、
彻底地去除含油冷凝液中的油污，处理后的冷凝液符合环保排放标准可以直接排放到下水管道中，大大降低了
处理费用。

不是您常见的普通油水分离器，它是集先进的设计和独特的环保型油吸附滤芯于一身的油水分离器，
使油水分离技术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没有复杂的碳包，没有装满未处理冷凝液的重力沉淀仓，没有外接废油
收集桶，仅仅是一台简单高效的冷凝液处理设备。

可靠的 系列油水分离器将带给您：

的性能 即使是空压机新型合成润滑油也适用 
更低的使用成本 除油滤芯寿命长，维护简单
更低的出口含油量 甚至更低
节省空间 更小的占地面积方便安装
使用环保再生材料制造
单台油水分离器的最大处理量可达
省心无忧 与同类产品相比，更显可靠

系列油水分离器为您提供一种可靠、环保、低成本的空压系统
冷凝液处理解决方案。

优点 - 物超所值

确保性能
先进的滤芯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即使是空压机合成润
滑油 也可实现出口含油量低至 。体积小、重
量轻，没有冗杂的重力沉降仓、碳包和废油收集桶

易于选型
没有复杂的尺寸表
根据气体流量选择合适的型号
单台设备的处理量可达

易于安装
提供所有安装工具
直接使用 无需预先浸泡！
安装占地面积小，节省空间
多入口设计
墙壁安装套件多种型号适用
多入口套件可以增加更多冷凝液进水口

易于维护
前后保养间隔两年或更长
顶盖可快速打开
无需特殊工具
无需重力沉淀仓
无需调整入水口
无需预浸泡滤芯
分钟内完成滤芯更换

无需废油收集桶
服务指示器提示更换滤芯的时机

环保设计

滤芯 选材自回收材料，属于可回收材料
环保、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

优质工艺

单体成型 测试无泄漏

质量保证

省心无忧 在说明书规定的条件下使用，
至 型号提供 年标准质保

如果使用 空压机润滑油，请联系我们



nano NSS系系列油水分离器

高级滤芯
传统油水分离器使用活性炭吸附废油，活性炭滤芯使用之前需要预浸泡，分离
油水时间长，还要频繁更换滤芯，使用起来非常麻烦。 系列油水分离
器提供一种新型、高级、特别的油水分离方法，使用不含活性炭成分的亲油疏
水的新型过滤材料 使油水分离技术变得更简单。

性能 可靠 - 合成油也适用
传统油水分离器的性能，主要依赖于重力沉淀仓来分离油水混合物，但由于许
多合成油具有与水非常相似的比重而无法沉淀分离。在压缩热和定时电磁排水
阀的作用下，空压系统冷凝液会加重乳化程度，导致冷凝液没进入油水分离器
就已经严重乳化。而 系列油水分离器的性能不依赖于重力沉淀仓的作用。

易于选型
确定一台传统油水分离器的型号，通常既要考虑冷凝液的流量，又要考虑诸如
环境条件、压缩机类型、润滑油类型、压力、温度和其它设备的情况。而
系列油水分离器只需要根据气体流量数据就可以轻松选型，不需要其它参数！

易于安装
重力沉淀仓的存在使传统油水分离器变得又大又重，需要更多安装空间，而且
要保持设备处于水平状态才能正常工作。 系列油水分离器不需要重力沉淀
仓，占地面积很小，适用于各种安装场景。此外，与传统油水分离器的碳袋不
同， 滤芯使用前不需要浸泡，开箱即用，非常方便。

易于维护
与传统油水分离器又脏又重又需要预浸泡的活性炭滤芯不同， 的高级滤芯
干净轻便易于手提，而且不需要预浸泡，安装、更换简单快捷。同时， 没
有重力沉淀仓需要清洗，没有废油收集桶需要清空，吸满废油的滤芯更易于处
理。

使用新型 服务指示器，维护变得更加简单。服务指示器上的指示条可以
提示更换滤芯的恰当时机，确保经过处理的冷凝液符合当地环保排放标准。

高级过滤材料

适用的
可选配的墙壁安装支架

环保材料与环保制造

系列油水分离器不仅技术先进，而且更加环保。
不像传统油水分离器那样大量使用碳分离技术，
滤芯 选用再生玻璃材料，秉承环保的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用过的滤芯也属于可回收材料可以再利
用，不污染环境也不会造成过度浪费。 系列空压
系统冷凝液油水分离处理有益于环境，用再生材料来
处理冷凝液，节能环保更可靠。

不会错过任何一次维护时机

APPLY
INDICATOR
 STRIP HERE

SERVICE INDICATOR

6-MONTH
SERVICE DUE

TO ACTIVATE:
PRESS THE CENTER 
OF THE TIME STRIP 
UNTIL A RED LINE 
APPEARS HERE

ANNUAL
SERVICE DUE

SCAN FOR 
DETAILED
S E R V I C E
INSTRUCTIONS

Service regularly 
to prevent illegal discharge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704-897-2182 n-psi.com

SERVICE DUE:
12

9

3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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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芯所有品牌都适用



单体油水分离器

可可靠的性能

系列油水分离器使用技术先进的滤芯，把废油从压缩空气系统中产生
的冷凝液中分离出来。这种无碳的 选自再生材料的滤芯具有很强的亲油性
和斥水性，油水分离效果显著，提供一种干净、方便、低成本的处理含油冷凝
液的新方法。

来自空气压缩机、冷冻干燥机、冷却器、过滤器和其它任意排放点的冷凝液都
可以直接通过管道输送到 系列油水分离器，冷凝液首先进入初级过滤器，
初级过滤器主要具有以下三种功能：

释放冷凝液的压力，
捕捉冷凝液中的固体颗粒，保护深层过滤器，
大量吸油的同时，也吸收碳氢化合物。

随后，冷凝液将会进入含有高级滤芯的深层过滤器，进一步处理废油，出水口
排出的清水含油量为 甚至更低，符合环保法规的要求，可以安全排放到
下水管道，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简单高效 没有复杂的碳包，没有重力沉淀仓，没有废油收集桶，含油冷凝液
的处理变得方便、轻松、洁净。

快拆顶盖

初级过滤器

深层过滤器

冷凝液入口

多入口接入点

取样口

出水口

一次性油水分离器
适用于小流量的系统

适用于大流量冷凝液处理

创新、高效、低成本的
双塔油水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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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参数

nano 供应用于替换其它所有品牌碳袋的滤芯套件
拒绝在更换滤芯上浪费时间和金钱，传统碳袋又脏又重，更换耗费时间，运
行既不可靠也不环保。 的滤芯可以代替几乎所有品牌油水分离器的传
统碳袋，以全新油水分离技术带给您意想不到的优异过滤性能。

选择 滤芯套件，您原有的油水分离器性能将大幅提升：
两倍于传统碳袋的吸油量，意味着更长的使用寿命
分离油水的耗时是传统碳袋的一半，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大处理量
洁净、轻便、无尘的滤芯，意味着搬动、安装和拆卸都变得方便
无需预浸泡，意味着可以省去 小时的预浸泡时间，直接进行油水分离
不会沉淀、变形、破损，意味着更加稳定的性能

再生材料制造，使用后的滤芯属于可回收材料可再利用，意味着更加环保

请在下次更换滤芯前联系我们，我们将提供让您满意的滤芯套件

油油水分离器
型号

入口尺寸 出口尺寸 额定流量
尺寸 约重 墙壁安装支架 滤芯型号

包含在内

技技术说明

滤芯预期寿命

质保期 年 年 年 年
最大入口压力
入口冷凝液温度范围

C

A

B

快插接头
选型时，假定是使用矿物润滑油或者合成润滑油的有油空气压缩机，最大含油量小于等于  
滤芯寿命随冷凝液流量的增加而减少，其它流量对应的预期滤芯寿命，请联系我们
如果使用 空压机润滑油，请联系我们

最大含油量

昱晟净化技术（大连）有限公司
盛达丰工业技术（大连）有限公司

电话：
邮箱：
网址：

 质保期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