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乐中国官方微博

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兆丰工业区兆丰二街 10 号
101300
电 话：010-52347888
传 真：010-52347666

网 址：www.wilo.com.cn
威乐（中国）销售网络
上海 ：021-52981538

广州 ：020-38817608

天津 ：010-52347888

青岛 ：010-52347888

重庆 ：023-67723781

成都 ：028-85031202

深圳 ：0755-23995796

郑州 ：010-52347888

沈阳 ：024-31300733

武汉 ：027-85355869

南京 ：010-52347888

西安 ：029-87651288

本资料全部内容属于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

所有，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
任何形式转载。

V202110
威乐风电行业解决方案

威乐中国官方微信

应用手册

威乐风电行业解决方案

CONTENT
目 录
公司简介..................................................................................................................................4
风电应用 ......................................................................................................................................6

威乐
引领未来.

WILO BRINGS
THE FUTURE.

Helix 产品家族精湛的制造工艺...............................................................................................14
产品质量体系...............................................................................................................15

5

4 公司简介

Wilo
Pioneering for You.
We are there for you worldwide
WILO SE, founded in 1872, headquartered in Dortmund, is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manufacturers and providers of pumps and pump systems for segments of Building Service, Water
Management and Industry. Through nearly 150 years of enduring dedication, expertise, and the
combined strength of acquired businesses, Wilo SE has an efficient network of more than 70
production and sales companies, 16 R&D centers and production assembling bases close to
customers in more than 90 countries with 8,000 employees.
Wilo China Ltd. as an important subsidiary of Wilo SE worldwide, entered into China in 1995. At
present, there are 13 branches with 1,000 employees and 400 authorized dealer partners in
China. Nowadays, the headquarter office of Wilo China and R&D center are both based in
Beijing, where is also represented as the headquarter of Wilo global Emerging Markets and
recognized one of four R&D centers globally. It’s been established one R&D center and three
manufacturing bases in Beijing, Qinhuangdao and Changzhou individually by Wilo, China.
The desires and requirements of our customers and users are optimally met every day with
pioneering developments and solutions, high-efficiency products, tailored solutions for special
applications and for industry and expensive service offerings.
This is what we mean by “Pioneering for You”.

威乐集团始创于1872年，总部位于德国多特蒙德，是全球领先的优质水泵及水泵系统供应
商，广泛的产品线主要应用于建筑服务、水务和工业等领域中。历经近150年的发展，威乐
集团目前在全球拥有约8000名员工，在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6个主要研发及生产组
装基地和70家生产和销售分公司。
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简称“威乐中国”）是威乐集团（WILO SE）在全球的重要
分支机构，1995年进入中国，历经20余年的发展，销售网络覆盖到全国的重点省份和地
区，共有13家分公司及代表处，员工近1000人，400家正式授权经销商伙伴。目前，威乐
中国的总部、研发中心设在北京，北京也是威乐全球新兴市场的总部及全球四大研发中心
之一，威乐中国分别在北京、秦皇岛和常州拥有3家研发及制造基地。
每天我们都在矢志不渝的开拓创新，为我们的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及服务。
这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创新为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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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风电应用

工艺介绍
风电设备冷却装置由冷却水泵组与空一水冷却器组成
冷却水泵组为冷却系统提供循环动力、加热等功能，以
及压力、温度的保护和控制，通过空-水冷却器与环境
大气进行热交换，达到冷却系统介质的要求

威乐
风电应用
其他电力能源应用

WILO WIND POWER
APPLICATION & OTHER
ELECTRIC ENERGY
APPLICATIONS

1

2

水冷却水泵单元-在舱内工作工艺介绍
1 膨胀罐

3
5
6

4

2 多级泵

3 加长螺杆

4 恒温混合阀

5 压力变送器和温度传感器
6 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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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乐陆上风电
解决方案

Wilo-EMU
深井泵应用

ƒ 机械密封：集装机械密封易于拆卸维护，动静

环多孔碳化硅材质

ƒ 专用橡胶材料以应对腐蚀性介质

ƒ 表面处理：丙烯酸树脂涂层，满足C3防腐等级

威乐海上风电
解决方案

ƒ 电机IP68防护等级，满足100%湿度环境
ƒ 宽环温轴承以应对更严苛工况

ƒ 电机防潮加热带防止停机时发生冷凝

ƒ 表面处理：聚氨酯涂层，满足C4 防腐等级

应用范围
ƒ 原水取水，海水提升
ƒ 市政、工业用水
产品信息
ƒ 最大流量：~ 1200m3/h
ƒ 最大扬程：~ 160m
ƒ 多种材质选择
ƒ 符合ABS，CCS，BV，DNV，GL等船级社认证
ƒ 轴向反止推轴承：阻止转子在电机启停时窜动
ƒ 出口选配静音止回阀防治水锤
ƒ NEMA连接标准保证精度强度
ƒ 机械密封动静环配备甩沙环防堵塞
ƒ 反轴向止推轴承用于承受反轴向推力

常见安装方式
ƒ 通过软管绞车固定在海上平台的定位桩上面。
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对于泵的可靠性、运行安
全性以及设备材质的抗腐蚀性要求很高

11

10

Wilo-NX

Wilo-CronoBloc-NLB

Wilo-Economy MHI

Wilo-CronoLin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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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设计说明：

设计说明：

底座之上，部分产品配有易折卸短节

选择

卧式单级离心泵

卧式单级不锈钢端吸离心泵，带轴承架和膜片式联轴节，装于

产品特点：

水平式安装，后拉式设计

可以根据工况选择重载配置
部分型号为中心支撑结构

低汽蚀余量更适合海水淡化领域

结构简单维护方便，带有可拆卸短节，维修时无需移动电机
不锈钢材质，防腐性能好，可提供多种牌号供不同介质条件
下使用

应用场合：

可用于输送清水、海水、卤水、苦咸水等高氯离子含量水质。
轻油类或生产工艺流程中其它类似于水但具有一定腐蚀性或需
要防止污染的无固体颗粒及不易结晶的液体介质。应用于海水
淡化、纯水系统及一般工业、重工业领域

技术参数：

口径范围：DN32~DN400
最大流量：2000m3/h

最大扬程：230m

卧式单级离心泵

紧凑型卧式单级端吸离心泵，多种安装形式选择，多种材质

产品特点：

可选择带有底板、带有电机垫铁及不带底板及垫铁的多种安
装形式

采用刚性联轴节，结构紧凑，无需调节轴对中
电机使用推力轴承，抵消叶轮轴向力
过流部件可配置全不锈钢

节省安装空间，可使泵房实现极为紧凑的布局
整体铸造底角，与水泵底座连接，运行稳定

泵头带有加强筋，可满足极限工况高压强环境
应用场合：

泵送洁净或不含固体颗粒的微污染水（最大20ppm），用于
循环，输送和增压供水

泵送水质要求符合VDI 2035 标准的热水，水-乙二醇混合液，

可配置全不锈钢材质，更应适应与工业场合，泵送腐蚀性介
质等

技术参数：

口径范围：DN32~DN200
最大流量：800m3/h

最大扬程：150m

承压等级：标准承压PN16（可选PN25）

卧式多级离心泵

立式单级离心泵

设计说明：

非自吸多级泵

法兰连接管道泵，进出水口尺寸一致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所有与介质接触的部件材质为不锈钢1.4301（AISI304)

优化的水力效率，标配 IE3 能效宽频电机

结构紧凑

铸铁材质叶轮、泵壳及灯笼架壳带有电泳涂层

或1.4404(AISI 316L)

所有的水力部件均符合KTW和WRAS认证
应用场合：

供水和增压
商业和工业

冲洗和喷洒系统

冷却水和冷水循环
技术参数：

最大流量：25m3/h

最大扬程：70m

介质温度：-15℃~110℃
承压等级： PN10

电机壳内带有标准的冷凝水出水口
泵壳顶部气体堆积腔设计，保护机械密封
DN100 口径以下锥形轴设计
DN100 口径以下可选择 IPL 简化配置
对夹式联轴节，拆装极为简便
技术参数：

最大流量：1500 m3/h
最大扬程：110m
介质温度：-20℃~140℃
承压等级：PN16( 可选 P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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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o-Multivert MVIS

Wilo-TOP S / SD

Wilo-Helix V

Wilo-MEDANA CV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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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设计说明：

设计说明：

设计说明：

20dBA。节省空间，设计紧凑

湿转子电机噪音低，三级转速可调。电泳泵体有效应对冷凝水

产品特点：

产品特点：

立式多级离心泵

多级、非自吸、立式高压离心泵，超低噪声，比传统泵噪声低

产品特点：

立式多级屏蔽离心泵，广泛应用于供水增压系统
配备湿转子电机，无轴封、免维护设计

静音设计，运行噪音≤50dBA，比传统产品噪音低
20dBA以上

管道式连接，结构紧凑，重量轻，安装方便
所有触水部件均符合相关饮用水标准
应用范围：

供水、增压

工业冷却循环系统
技术参数：

最大流量：~ 12m3/h
最大扬程：~ 100m

介质温度：-15°C ~ 50°C

运行压力：最高16bar

高效循环泵

TOP-S介质温度高至130℃，可广泛应用在采暖、空调系统中。
腐蚀。泵体外部带有保温隔热材料，有利于采暖应用时系统保
温，提升整体系统能效
产品特点：

可以使用在供暖系统，冷却或空调系统中，
温度范围 -20 °C~130 °C

(TOP-S80/15与TOP-S80/20温度范围 -20 °C ~ 110 °C)
电泳涂层泵体，防止冷凝水腐蚀
手动可调3级转速

安装方便，集成PN6/PN10法兰(管径DN40至DN65)

电源线可以从水泵两侧接入（对于输出功率P2≥180W单相、
三相水泵）

水泵外部带有隔热层有利于供暖应用时保温
应用场合：

热水供暖系统，工业循环系统及冷却系统

技术参数：

最大流量：~ 120m3/h
最大扬程：~ 19m

介质温度：-20 °C ~ 130 °C

立式多级离心泵

非自吸，高效高压多级离心泵，管道式安装

66 – 69
优化的3D水力模型设计，匹配激光焊接工艺，高效节能

IEC 标准电机，3 相，2 极和 4 极，GB18613-2020 3 级能效宽
频电机

Helix全系列可配置集装式机封，方便快速维修

特殊联轴节设计（功率7.5kW及以上）可以在不拆卸电机的
66 – 69
情况下，更换机械密封

所有过流部件符合WRAS/ACS认证
应用场合：

供水和增压，工业循环系统，工艺过程，冷却水循环，消防
系统，清洗系统，农业灌溉，定压补水，二次供水等

材质：

叶轮 / 蜗壳：AISI304 和 AISI316L，壳体：不锈钢 AISI304 和

立式多级离心泵

非自吸，高效高压多级离心泵，管道式安装

不锈钢材质过流部件，适用于饮用水及水处理领域
直连式设计，结构紧凑，节省空间
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机

电机适用于50℃以下的环境温度，适用于更严苛的工况
应用场合：

供水和增压，工业循环系统，工艺过程，冷却水循环，二次
供水等

材质：

叶轮/蜗壳：AISI304 和AISI316L，壳体： AISI304 和AISI316L

技术参数：

最大流量：21m3/h

AISI316L

最大扬程：157m

技术参数：

承压等级：PN16

口径范围：DN50~DN80
最大流量：80m3/h

最大扬程：240m

介质温度：-20 °C~120 °C

承压等级：标准承压PN16（可选PN25承压）

介质温度：-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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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o-Helix 产品家族
精湛的制造工艺
秉承德国威乐精湛的工艺技术及全套德国质量控制
精湛的工艺流程 , 实验和控制设备
ƒ 威乐优化设计的 3D 水力系统冲压成型
ƒ 激光焊接实现最高精度生产
ƒ 高精度激光焊接
ƒ 水泵性能试验

ƒ 先进的 3 维设计测量

威乐产品质量体系
威乐集团产品质量体系以集团综合管理体系为基础，包括可持续发展准则，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
体系，ISO45001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确保提供产品的国际合规性。建立全球资质中心，确保信息透明化和报告数字化。
在此基础上公司运营创建自己的产品质量团队，包含供应商质量管理部门，预防质量管理部门，运营质量管理部门，客户质
量管理部门，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质量进行管理和监控。同时在整个质量活动过程中我们会对涉及到的相关数据进行分
析，对相关流程和文件进行动态的调整和增减。
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上我们确保管理体系质量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最终达到客户满意以及与独立负责任的公司合作，以此来
实现威乐集团的卓越经营的终极目标。

卓越经营

顶层
终极目标

终

最

满

户

客

意

度

供应商绩效
废弃&返工成本
对比全球法规

环境健康安全

独

维修成本

立

技术风险覆盖率

管理体系质量

&负

管理体系的合规性
维修&回收额

责

的

公

司

产品全生命周期管控

砥柱
产品质理管控

产品质量

供应商管理

运营质量管理

预防质量管理

客户质量管理

全球资质中心
信息透明化 / 报告数字化

基础

可持续发展准则

质量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

IMS管理系统
一级试验台证书

产品的国际合规性

CE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