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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 业 简 介 — —  
W E L C O M E  

山东海普欧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是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微企业，申请通过并成立了“潍坊市技术中心”、“潍坊市面源

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装备重点实验室”。公司拥有环境工程专项设计乙级资质，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同时取得了水污染治理设施运维能力评价二级；是中国环保产业协会会员单位、山东

省环保产业协会理事单位、宁夏山东企业商会副会长单位、河南省山东商会常务副会长单位、诸城市环保产业联盟理事单位；并通过了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拥有发明型专利7项，实用性专利37项、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2项；注册了“haipuou”品牌商标；公司荣获 “全国诚信经营示范单位”、“守合同重信用企业”、“AAA信用企业”、“中国

优秀环保企业”、“文明诚信民营企业”等多项荣誉；我公司产品被评为“用户评选最满意品牌”。 



创始人介绍 

海普欧环保创始人兼董事长 

诸城市政协委员 

宁夏山东企业商会执行会长 

河南省山东商会常务副会长 

诸城市龙城青年商会会员 

诸城工商联会员 

海普欧环保创始人兼董事长颜炳林先生 

★ 于1999年7月毕业于鸡西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并于2006年考取了机电

工程工程师职称； 

★ 于2012年加入诸城工商联，成为诸城工商联会员，积极参与“光彩事

业”，为我们诸城工商联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于2014年参加了青岛市经济管理干部培训中心工商管理专业继续教育

培训，于201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了工商管理(MBA)实战班“优

秀学员”的称号； 

★ 于2018年11月，考取了“高级环保设备工程师”职业资格； 

★ 2017年参加了“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培训”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 于2016年7月，加入诸城市龙城青年商会； 

★ 于2019年，当选为诸城市政协委员； 

★ 于2020年，加入宁夏山东企业商会，荣获执行会长； 

★ 于2020年，加入河南省山东商会，荣获常务副会长； 



分支机构 

公司先后设立了： 

山东海普欧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山东海普欧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广宗分公司 

山东海普欧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山东海普欧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 

山东海普欧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山东海普欧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保定分公司 

山东海普欧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山东海普欧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廊坊分公司 
 

并在全国各地设立售后服务网点，为客户提供

方便快捷的售后服务支持。 



客户至上、大爱无

私、立场坚定、感

恩奉献、诚实守信、

奋斗为本 

成为中国环保行业领

军品牌，创造全国水

处理技术人才孵化基

地，构建全国智慧水

务线上线下服务平台，

2025年实现百万吨水

体运营管理。 

为改善人类水体环

境，造就美丽世界

而不懈奋斗，助推

中国梦！ 

核心价
值观 愿景 使命 

企业文化 

开拓创新、求真务

实、团结协作、砥

砺前行、不忘初心、

永不言弃！ 

海普欧
人精神 



擎画未来 

★ 2025年实现百万吨水体运营 

★ 5-10年内完成公司上市(IPO) 

目标跃然纸上，梦想照亮前方。我们要打造服务能力一流的

环保企业，在战略、社会责任、文化、情怀、创新五大维度

始终保持定力，激发活力，厚植实力，唤醒生动力，形成强

大合力。 



2014年 
经过多年沉淀与积累，公司
于2014年5月8日正式注册成
立。 
并与“碧水源”、“青岛水
务”等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6年 
获得了8项实用型专利技术。
并成立青岛分公司， 
先后为“长江三峡集团”、
“葛洲坝集团”、“中建集
团”等企业供应污水处理设
备。 

2018年 
安全生产许可证审批通过，
并成功申报了“山东省高新
技术企业”，获得了10项实
用型专利技术。 
参与了青岛机场、山东高速、
北京地铁等项目的污水处理
项目建设；与“中石油”、
“中石化”、“中粮集团”
等建立了合作关系。 

2020年 
环保工程承包资质升级为一级；智
慧水务系统落地，并取得了两项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获得了3项
发明专利技术及10项实用型专利技
术；并成立了邯郸、保定、广宗分
公司。 
与“鞍钢集团”、“双汇集团”、
“桑德集团”等企业建立了合作关
系。并与“山东省环保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财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 

发展历程 

2015年 

注册成功了“haipuou”、
“海普欧”品牌商标。 
与“中国水利水电”、
“中交集团”等国企建立
了合作关系。 

2017年 
成功申报环保工程专业承包
三级资质、并通过了质量、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体系
认证。 
先后与“中机十院”、“中
铁集团”、“北控水务”等
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9年 

环保工程承包资质成功升为二级，同
时取得了“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资
质”，获得了3项发明专利，并成立
了杭州、陕西分公司。承揽了“贵州
遵义城投污水处理厂”项目，与“中
建集团”、“包钢集团”、“汾酒集
团”建立了合作。 

2009-2014年 

海普欧创始人颜
炳林先生一直致
力于环保行业的

研发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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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设备生产与销售 
包含各种污水处理设备，污泥处理设备，垃圾焚烧炉设备，
VoC废气异味处理设备，等各种非标设备的设计加工与生产。 

智慧水务系统搭建 
公司致力于智慧水务的研发与大数据云平台的应用。适合
于大中小型污水处理厂站 

环保工程项目承揽施工 
各种大、中、小污水处理厂项目的承建，设计
（安装调试），以及城镇污水，农村污水，工业
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安装调试）。 

污水处理项目运维管理 
各种市政，城镇，农村，工业（企业内）污水
处理厂的运营维护及其管理，俗称第三方运营。 

业务介绍 



智慧水务平台 

水处理云监测系统 水处理云控制系统 

我公司将自主研发的智

慧水务平台，实现了对污水

处理系统的智能化升级。通

过收集污水处理过程数据形

成大数据分析，为客户计算

出最佳运营方案。 
在保证出水稳定达标的

同时降低污水处理的运营费

用，同时能够实现远程监控、

远程报警，提高污水处理的

运营效率。 
此技术荣获两项计算机

软件著作权。 



 智慧水务的定义： 
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技术手段实现对污水处
理厂及污水处理设备的远程监控、数字化监管、水质监
测、故障排除等，解决运营生产过程中人员协调困难、
运营成本高等问题。 
 

三个核心要素：一切业

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

化、一切服务智慧化。 

智慧水务平台 



智慧水务平台—四大优势 

1 2 

3 4 



运维 

我公司在安徽省亳州市成功运维19座污水处理厂，并且荣登安徽

卫视栏目。 

公司现于全国个多省份地区运营

了30多家污水处理厂 

污水处理运维管理 



海普欧环保(北京)研究院 

     我公司已成立“海普欧环

保（北京）研究院”与各大高

校联合研发，进行成果孵化，

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争

取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

市场占有率，力争把海普欧做

到极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产学研究落地 

成立 

落地 

合作 





企业资质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环境工程专项设计乙级资质 



企业资质 

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一级 市政、机电三级资质 安全生产许可证 



企业资质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 3A信用等级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维能力二级 



企业认证资质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荣誉 



企业荣誉 



专利技术 

一种养殖废水中抗生素的去除方法 

研发 

专利 

技术 

公司技术研发方向分为：污水处

理、大气治理、固废治理、土壤治理。 

在此发展方向上，我公司已经取

得了7项发明专利，37项实用新型专

利；同时有2项发明、12项实用新型

专利已经提交申请。 



发明专利 

一种高效污水处理设备 一种环保型污泥处理设备 一种可移动的小型废水处理设备 



发明专利 

一种污染性气体处理设备 一种油水分离器 一种淤泥清理机 



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IC厌氧反应器 

一种UASB厌氧反应器 

一种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一种多介质过滤器 

一种浅层气浮机 

一种溶气气浮机 

一种微电解塔 

一种悬挂式中心传动刮泥机 

一种污水过滤装置 

一种周边传动刮泥机 

一种过滤除污机 

污水处理气浮机 

一种刮板机 

倒伞型叶轮曝气机 

一种多重螺旋式曝气罐 

一体化MBR膜生物反应器 

一种磁分离污水处理装置 

一种压滤设备 

一种医院污水处理设备 

一种印染污水处理设备 

一种造纸污水处理设备 

一种生物转盘设备 

一种屠宰污水处理设备 

一种污泥脱水机 

一种消毒设备 

混流搅动曝气装置 

一体化MBR膜生物反应器 

一种多重螺旋式曝气罐 



细分市场 

高端市场 

荣誉奖励 

2015年，荣获 “中国优秀环保企业”称号； 

2015年7月，荣获山东省“文明诚信民营企业”荣誉 

2015年底，我公司气浮机、过滤器产品荣获“行业用户评选最满意品牌”； 

2016年1月，荣获“质量、服务、诚信·AAA企业”荣誉 

2016年，与“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别建立了合作关系； 

2016年1月，荣获“质量、服务、诚信·AAA企业”荣誉 

2017年3月，荣获诸城市总工会颁发“工资集体协商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2018年11月，荣获 “高新技术企业” 

2019年，荣获“山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理事单位”荣誉 

2015至今连年荣获“守合同重信用企业”荣誉称号 

2020年，荣获 “全国诚信经营示范单位” 





合作单位 

北控水务集团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和集团 青岛水务集团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合作单位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双汇集团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01 

02 

河北庆云56000平方污水处理厂 

贵州遵义45000吨污水处理厂 

成功案例 



成功案例 

中煤集团项目现 中粮集团污水处理站现场 北控水务项目施工现场 



添加项目标题 

施工--成功案例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十河镇污
水处理厂（5000T/D）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宅梧镇污

水处理厂（1500T/D） 
聊城市东昌府区郑家镇污水处
理厂（8000T/D） 



添加项目标题 

供货--成功案例 

中建集团项目供货案例 中国水利水电项目供货现场 青岛水务集团项目供货现场 



添加项目标题 

成功案例 

中铁二十四局承建济宁南收费站污水处理工程 中铁二十三局高速公路收费站污水处理工程 

涿鹿县中医院迁建项目（一期）污水处理BT 工程 



添加项目标题 

成功案例 

我公司油田污水处理设备工艺流程简单、造价低。
工艺过程中的各工序可根据水质、水量进行调整，
运行灵活。处理设备少，构造简单，便于操作和
维护管理。 

中石油项目污水处理现场 

我公司钢厂冷却水的处理工艺是专门针对炼钢过
程产生的废水研发的，投资少、运行操作管理方
便，稳定可靠、能耗低。 

包钢集团项目现场 



添加项目标题 

成功案例 

碧水源项目施工现场 汾酒集团污水处理设备安装
现场 

云南临沧美丽乡村生活污水
处理改造工程现场 



添加项目标题 

成功案例 

养猪废水处理设备安装现场 屠宰废水处理设备安装现场 镀锌污水处理设备安装现场 



添加项目标题 

成功案例 

雪糕污水处理站现场 矿井水处理现场 泡菜污水处理设备现场 



添加项目标题 

成功案例 

哈尔滨养猪场污水处理设备安装现场 

宁夏脱水菜污水处理设备安装现场 济宁煤矿污水处理改造工程 宁夏润盛化工厌氧反应塔安装现场 

河北邯郸酸洗磷化污水处理设备安装现场 



添加项目标题 

废气治理-成功案例 

东风本田汽车零部件公司 天津制药行业废气治理 喷漆线废气治理现场 



标准 

质量 

服务 

跟踪 

为保证高质量地服务于各行业水处理环保的广大用户，真正地实现“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一” 的服务宗旨，我们郑重地向广大用

户承诺： 

标准 
严格按国家标准、改进工艺、采用新技术、新材料和检测手段，

加强职工培训、采取切实措施、严格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合同中规定的技术条件组织生产和检验，保证不合格的产品不

出厂。 

质量 
公司坚持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承担生产者

的产品质量要求和义务。 

服务 
售前服务：为用户详细介绍产品性能和使用特点及要求，提供
相关技术文件资料，当好参谋。 

售中服务：协助用户做好设备的平面布置、设备基础资料、设
施的管件预设、系统设备的用电、水、气等工艺配置要求。 

售后服务：产品质量保证期1年内免费保修（从产品正式投运

时算起）。保证期内发生质量故障时，接到用户要求解决产品
在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时，1小时内做出明确答复，若需到现场
解决问题，保证在3小时内派出专业技术服务人员赴现场服务。 

跟踪 
定期进行用户回访，不断收
集用户对产品的使用信息，
不断地改进产品性能，提高
产品质量。 

售后服务 



400-863-7369 www.haipu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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