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要的合作伙伴
精良的水务方案



1

为工业界提供世界领先 

的水资源解决方案
胜科是值得信赖的水务服务商，更是全球工业界、政府和社区的

重要合作伙伴。我们的供水及污水处理业务遍布全球五大洲，为

客户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满足工业界及水资源匮乏地区富有挑

战性的水务需求。

胜科全面有效的水务解决方案涵盖专业的污水处理、中水回用、

海水淡化以及工业用水和市政饮用水供应。作为干净和可持续性

水资源创新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我们拥有近900万立方米/天的水

处理及供水能力。

胜科在阿联酋富查伊拉的高效能发电和海水淡化联合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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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设施的开发、 

拥有和运营商
“工业园区水处理年度领跑企业”

中国水网2014和2015年度中国水业企业评选

“化学工业园废水处理年度领跑企业” 

中国水网2013年度中国水业企业评选

“年度水务公司” 

《全球水资讯》颁发的2011年全球水奖

“年度海水淡化项目奖”

《全球水资讯》颁发的2011年全球水奖

胜科设于阿曼的塞拉莱独立水电厂

“项目创新奖——荣誉奖”

国际水协会的2010年度全球与东亚区域项目创新奖

胜科设于中国张家港的水务设施

“年度再生水项目”

《全球水资讯》颁发的2010年全球水奖

“水资源再利用国际大奖” 

2010年水资源再利用协会

胜科设于新加坡的新生水厂

“年度水电项目奖” 

《全球水资讯》的2007年全球水奖

胜科设于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独立水电厂

中国与新加坡政府双边水务管理示范项目

n  胜科在江苏省张家港的工业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厂

n  胜科在山西省长治的煤制油综合水管理厂

满足全球水务需求的 

全面水及污水处理方案
胜科提供全面的水和污水处理方案，满足工业及市政客户的需求。

胜科也提供创新的干净和可持续性水资源解决方案，协助工业客户

及城市遵守排放法规，减少环境影响。

满足严格的环境标准并保护水资源

胜科能够将供水、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整合成一个“闭环”模型，

减少液体排放并节约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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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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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污水处理厂 改造、升级及 
增值

改造后的胜科污水
处理厂

•  无法达到新环保法

  下的排放标准

•  仅可处理低浓度工  

  业污水

•  凭借胜科丰富的运  

  营经验，设计最适 

  合该水厂的工艺

•  引进专业化管理和

  理念 

•  与政府紧密配合并

  获得支持 

•  在客户的工厂为其 

  提供预处理服务，

  遵守严格的排放

  标准

•  达到新环保法下的

排放标准

•  可处理高浓度污水

 

支持全球化学及石化工业园的发展 

作为为工业集群提供多元化公用事业服务的先驱者，胜科以专业工

业水供应及污水处理方案支持工业界的发展并确保处理后的工业污

水达到环境标准。

n  为新加坡裕廊岛上超过40家跨国公司提供服务

n  在中国9个领先的化学和石化工业园中运营

为工业客户提供专业解决方案 

工业水和污水处理

胜科在为工业用户提供全面的水务解决方案方面处于世

界领先地位。从工业用水供应、工业污水处理至中水回

用，胜科拥有专业技术和运营规模，能满足客户的独特需

求。我们专精于处理多支流进水源复杂工业污水，能够直

接从源头处理各种类型的工业污水，无需客户进行任何预 

处理。  

能力：

n  可处理化学需氧量高达19,000毫克/升的高浓度污水及盐分含量     

 高达50,000毫克/升的高盐度污水

n  改造及提升原有工业污水处理厂

n  为客户量身定制有效的污水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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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科对连云港一座原有污水处理厂进行改造升级，使其可直接从源头处理更高浓度的

污水

原有工业污水处理厂：改造-升级-增值模式

胜科在新加坡裕廊岛巴央区的工业污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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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水资源紧缺地区提供专业解决方案  

中水回用

胜科是新加坡工业及市政污水商业化再生利用的先驱者，有能力

将回收的污水再生处理为高纯度水，用于发电和蒸汽生产，并提

供给加工制造业客户。

大型海水淡化

胜科开发、拥有并运营大型高能效的综合性发电和海水淡化厂，

采用了包括多级闪蒸和反渗透的海水淡化技术。

自来水和市政废水处理

胜科提供全面的市政水处理、供水、配水以及废水处理服务，并

以兴建-拥有-运营-转让（Build, Own, Operate and Transfer）

方式、特许经营和自营等各种合约形式，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从水处理、供水到客户服务，我们对市政供水和污水处理进行全

面的管理，通过优化基础设施与流程以提高效率，提供最优质的

客户服务。

全面的水务综合管理

胜科的全面水务综合管理设施可以满足工业用水和水处理需求，能

够把供水、污水处理和中水回用整合为一体化的“闭环”模型，降

低液体排放并节约水资源，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

为中国的煤化工项目提供水务综合管理服务

胜科为山西潞安集团在山西长治王桥工业园区的煤制油项目提供全

面的水务综合管理服务。该项目总规模逾130万立方米/天，服务范

围包括供水和水处理解决方案，这也是胜科在中国的所有水务设施

中提供服务范围最广的项目。

达到液体零排放

环境

煤化工客户

山西潞安集团在山西长治的煤制油是中国首批大型工业化的煤制油项目之一

自然水体 固废

1. 供应 2. 处理

3. 中水回用

4. 液体零排放

工业水处理 除盐水供应 冷却水供应 工业污水处理

水再循环

液体零排放

高盐度工业污水处理

输出

输入

项目预计于2017年年初完工，将提供工业水、饮用水、除盐水和冷

却水供应及高浓度和高盐度工业污水处理。此外，该设施还能够把

处理过的工业污水进行中水回用，以实现液体零排放为目标。

胜科新生水厂为新加坡水资源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胜科技术和创新中心 

位于新加坡的胜科技术和创新中心拥有实验室和应用研发设备，

供胜科的研究员和工程师进行下列重点研发工作：

n   开发创新的工艺处理流程

n   测试新技术以支持其商业化

n   研究各种工业污水的可处理性

n   提高运营效率、节约成本及促进可持续发展

n   分析原料和产品样本以支持业务运营

胜科全球资产管理系统

胜科全球资产管理系统（Sembcorp Global Asset Management 

System）将使用先进的数据分析方法帮助我们在中央控制中心内

管理全球水务资产，优化运营并提升效益和可靠性。

胜科全球资产管理系统包括三个主要模块：

n   优化程序，确定水厂性能数据的基准 

n   故障诊断，预测性分析以发现可能会产生的运营问题 

n   预测性维护，判断潜在的设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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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和创新为客户提供最佳

解决方案 
胜科重视以技术和创新为客户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打造竞争优势

并支持可持续性增长。技术和创新使胜科能够改进原有设施和处理

流程，优化资源利用、降低成本、提升安全绩效以及减少对环境的 

影响。

鼓励技术创新

考虑到创新对公司的重要性，胜科成立了董事会级别的技术顾问

团，从战略层面鼓励创新。公司还设立了胜科技术和创新中心以支

持研发技术的应用，并且正在开发胜科全球资产管理系统，使胜科

在使用预测性分析方法支持水厂运营方面走在前沿。此外，我们与

很多技术供应商、高校和政府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作为一家跨国水务公司，胜科希望通过在中国南京设立国际水务中

心促进新兴水务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支持水务行业的长远发展。

9

技术和创新改进胜科水厂的处理流程

位于新加坡裕廊岛的胜科技术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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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伙伴

胜科投资技术平台和合作伙伴，不断增强自身技术优势。

投资 Biowater Technology 

胜科投资了一家为市政和工业污水研究设计创新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的挪威公司——Biowater Technology，这使胜科能更早接触到它

的专利技术。

胜科-国大企业研究室
 
2016年，胜科和国大共同成立了胜科-国大企业研究室，计划在能

源、水务和转废为能领域开发新的、有竞争力的及可持续的解决方

案，以达成本效益又能满足严格的排放标准，并且开发生物学模型

以优化水厂运营及减少液体排放。

胜科工业“应用创新实验室”

 2015年，胜科和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合作设立了新加坡首个工业“应

用创新实验室”，允许技术供应商使用胜科位于新加坡裕廊岛上的

污水处理设施进行研发后期阶段的测试，实现水务和环境技术的创

新。

南京国际水务中心

南京国际水务中心将打造为生态系统，协助加快水务行业公司为中

国和国际水务市场研发新技术的商业化进程，预计于2018年完工。

水务中心由胜科全资拥有和开发，将包含研究设施、商业和会议空

间，促进业内实践和创新的交流，推动水务行业发展。水技术创新

中心是水务中心的一个独特之处，中心将为新兴的水务技术提供临

床和现场性能测试支持。胜科还将协助允许第三方技术开发商使用

集团在全中国的水厂进行技术试验，支持研发项目从初期研发走向

市场化。

水务中心建于中新南京生态科技岛，有望成为南京领先的科技创新

与水务技术交流中心。

胜科通过“应用创新实验室”允许技术供应商使用公司位于裕廊岛上的污水处理设施进

行研发后期阶段的测试

南京国际水务中心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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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应用先进技术

在遍布全球的水厂中，胜科凭借丰富的经验甄选最合适的技术，为

客户量身定制水务解决方案。

采用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包括：

n   使用厌氧生物处理工艺处理复杂的工业污水 

n   使用低积污、高透性透析膜，用于提升水回收量 

n   高效节能的海水淡化方案 

 

厌氧污水处理系统

自1999年起，胜科即运用厌氧污水处理系统，并在新加坡和中国的

设施中成功应用膨胀颗粒污泥床技术。

膨胀颗粒污泥床技术的优势：

n   能够处理化学需氧量超过10,000毫克/升的高浓度工业污水 

n   与传统有氧系统相比，污泥产生量减少约10倍 

n   具有回收可再生能源的潜力

膜生物反应器技术

胜科是新加坡首家成功将膜生物反应器技术应用于高盐度工业污水

处理的公司。

膜生物反应器技术的优势：

n   产出持续优质的出水 

n   消耗更少的化学药剂和能源 

n   与传统有氧系统相比，厂房占地面积可减少约25% 

n   减少污泥的产生

先进膜系统

胜科在新加坡首创将工业及市政污水进行商业化回收并处理为高纯

度再生水，使用微滤和反渗透等先进的膜系统。

胜科在新加坡应用膜生物反应器技术

位于新加坡的胜科新生水厂使用反渗透膜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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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000

9,000,000

10,000,000

6,000,000

5,000,000

4,000,000

3,000,000

0

2,000,000

1,000,000

水务 

持续增长的经常性收入

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的开发、拥有和运营商

8,800,000立方米/天运营中

开发建设中

产量（立方米/天）

2016年及以后

注：总水务产量指已运营及开发建设中的产能

1997-2002

新加坡
裕廊岛

2003- 2005

英国
提赛德

中国
上海 
南京

2006 - 2008

阿联酋
富查伊拉

中国
张家港 
沈阳

南非
巴里豆 
姆博贝拉 
(内尔斯普雷特)

智利
安托法加斯塔 
圣地亚哥

巴拿马
嘎登湖

中国
天津 
钦州 
新民 
七台河 
燕郊

福州

2009-2011

新加坡
樟宜
印尼
巴淡岛
达郎加拉巴

菲律宾
苏比克湾

2012-2015

新加坡
裕廊岛

阿曼
塞拉莱

阿联酋
富查伊拉

2016

中国
长治

连云港

荆门

启东

216,981

1,500,000

1,200,000

900,000

600,000

300,000

0

4,770,120

289,870

94,250
69,000

591,800

222,750

174,000

75,700

新加坡 印尼 菲律宾 阿曼 阿联酋 南非 智利 巴拿马

东盟 中国 中东和非洲 英国 美洲

市 
政

工 
业

运营中

开发建设中

全面的水务解决方案

专精于为工业及市政用户提供 
全面的水及污水处理解决方案

产量（立方米/天）

注：在阿曼和阿联酋的设施所产的淡化水在以上图表中归于市政部分

2,295,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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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科的全球供应能力 

水务
地区 工业用水 工业污水处理 海水淡化 再生水 合计

工业、海水淡化与中水回用(立方米/天)

新加坡 4,770,120

裕廊岛 4,484,552 17,568 40,000

樟宜 228,000

中国 1,780,480

上海 37,680

南京 240,000 48,000

张家港 36,200 24,000

连云港 20,000

启东 10,000

长治 1,267,200 24,000 38,400

天津 10,000

荆门 10,000

钦州 15,000

阿曼 69,000

塞拉莱 69,000

阿联酋 591,800

富查伊拉 591,800

英国 174,000

提赛德 174,000

智利 12,096

拉内格拉 12,096*

合计(立方米/天） 6,215,528 190,768 660,800 330,400 7,397,496

地区 市政饮用水 废水处理 合计

市政 (立方米/天)

中国 515,000

沈阳 160,000

新民 50,000

七台河 100,000

燕郊 80,000

福州 125,000

印尼 289,870

巴淡岛 270,000

达郎加拉巴 19,870

菲律宾 94,250

苏比克湾 84,050 10,200

南非 222,750

巴里豆 26,300 19,200

姆博贝拉（内尔斯普雷特） 133,100 44,150

智利 204,885

安托法加斯塔 92,620

圣地亚哥 79,443 32,822

巴拿马 75,700

嘎登湖 75,700

合计(立方米/天） 1,203,463 198,992 1,402,455

总产量(立方米/天） 8,799,851

*包括经处理的排放水



上海
南京
张家港
连云港
启东
长治
天津

荆门
钦州
沈阳
新民
七台河
燕郊
福州

英国
提赛德

中国

巴拿马  
嘎登湖

智利 
安托法加斯塔

圣地亚哥

阿联酋
富查伊拉

阿曼 
塞拉莱

南非 
巴里豆

姆博贝拉（内尔斯普雷特）

菲律宾 
苏比克湾

新加坡
裕廊岛

樟宜 印尼
巴淡岛

达郎加拉巴

环球

水务服务供应商 业务遍布5大洲



胜科在中国张家港的全面水务管理设施

关于胜科工业
胜科工业是顶尖的能源、水务与海事工程集团，业务遍布5大洲。

胜科拥有超过10,000兆瓦的供电能力以及近9,000,000立方米/天的

水处理及供水能力，为工业和市政客户提供可靠的能源和水务解决

方案。此外，胜科在海事和岸外工程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

拥有丰富的综合性城镇发展经验。

胜科总资产逾210亿新元（约993亿人民币），全球雇员超过7,000

名。胜科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上市，为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及多项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及富时指数的成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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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部信息截止于2016年6月15日。 

欲知更多详情，可参阅www.sembcorp.com 



胜科工业有限公司  
Sembcorp Industries Ltd

30 Hill Street #05-04 
Singapore 179360 
电话: (65) 6723 3113 
传真: (65) 6822 3254 
www.sembcorp.com

公司注册号: 199802418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