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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实验室水纯化系统 CascadaⅠUF，以纯水为源水，可制备最大2 L/min的 I 级超纯水。灵活的取水手柄可实时显
示水质和操作条件。设计紧凑的取水装置（底盘为28×30 cm）为客户提供真正的灵活使用，使得用户可最大限度地
利用桌面空间，同时可将取水手柄放置于最方便取水的位置。

                                                                  达到或超过各种标准中规定的 I 级水质，如 ASTM、CAP、ISO 3696、CLSI、JIS 
K0577 等，及 USP、EP 和 ChP 中规定的试剂级高纯水要求。
实验室Ⅰ级水适用于以下关键实验室应用：

 　　　　　　　　使用 CascadaⅠ系统，您可以直接从主机上的灵活取水手柄取用Ⅰ级水，也同样可从两个额外的远程取水
手柄取水，其最远放置距离达到 2.9 米（串联可达 5.8 米）。每个取水手柄都放置在支架上，并有 0.8 米自由使用距离

取水手柄可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 GLP 规范要求的 “ 打印报告 ”，进而满足了桌面空间最优化利用的
要求，例如，主系统和水箱都可以放置在实验台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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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体化实验室水纯化系统 Cascada Ⅱ.Ⅰ 5，以自来水为源水，可制备 5 L/h 实验室 II 级纯水，并可从灵活的取
水手柄以最高2 L/min流速取得Ⅱ级纯水和 I级超纯水。取水手柄可实时显示水质和操作条件。设计紧凑的取水装置（底
盘为 28×30 cm）为客户提供真正的灵活使用，使得用户可最大限度地利用桌面空间，同时可将取水手柄放置于最方
便取水的位置。

                                                        达到或超过各种标准中规定的相应水质，如 ASTM、CAP、ISO 3696、CLSI、
JIS K0577 等，以及 USP 、EP、ChP 中规定的纯水水质。
实验室Ⅱ级水适用于以下较为灵敏的实验室应用：

                              保证 Cascada Ⅱ.Ⅰ系统可在水箱中供应II级纯水。通过水箱水质优化再循环、紫外照射灭菌和气体过滤保
持水质，尽可能避免纯水在水箱中被CO2、挥发性有机物、颗粒和细菌等二次污染

                              使用 Cascada Ⅱ.Ⅰ系统，您取用II级水可以采用三种方式：可直接从水箱取水口取用 ，也可从主机上的灵
活取水手柄取用，或可从2个远程取水手柄取用，其距离主机最远放置距离达到2.9米（串联可达5.8米）

水箱水龙头处纯水取水速度大于2 L/min，远程取水手柄处取水速度最高可达2 L/min，并可提供大于120 L/h的峰值
用水量
取水手柄可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GLP规范要求的“打印报告”。进而满足了桌面空间最优化利用的要
求，例如，主系统、预过滤模块和水箱可全部放置在实验台下

化学仪器分析: HPLC、UPLC、AA、ICP、LC-MS、GC-MS、ICP-MS和IC、电化学、痕量分析、颗粒计数、总有机碳
（TOC）检测

                                                                           达到或超过各种标准中规定的I 级水质，如ASTM、CAP、ISO 3696、CLSI、
JIS K0577等，及USP、EP和ChP中规定的试剂级高纯水要求。
实验室Ⅰ级水适用于以下关键实验室应用：

、 、

                         使用Cascada Ⅱ.Ⅰ系统，您可以直接从主机上的灵活取水手柄上取用Ⅰ级水，也同样可从两个额外的远
程取水手柄取水，其最远放置距离达到2.9米（串联可达5.8米）。每个取水手柄都放置在支架上，并有0.8米自由使用距离

使用取水手柄就可以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GLP规范要求的“打印报告”，实现桌面空间的最大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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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a Ⅱ.Ⅰ实验室水纯化系统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平台，整合满足您独特的水源条件、应用需求及功能要求。该系
统使每一个阶段的纯化能力最大化，从而可稳定获得高质量的纯水和超纯水。此外，独特的系统监测与漏水保护功能
可以让您对实验室供水安全更放心。

水箱紫外灯照射时长、水质再循环和电导率水平等功能信
息整合入主系统

水箱空气过滤器减少环境污染物，例如 CO2、颗粒物、细
菌和挥发性有机物

双重液位传感装置为系统提供额外安全保障，独立高液位
传感控制，实现异常超高液位（110%）保护，协同全程
液位传感，实现正常高液位（100%）和低液位（10%）
超纯水产水保护

专利两级反渗透技术，保证优质和稳定的产水质量，当进
水电导率高达 1500 μs/cm 时，产水的典型值为 5 μs/cm

卓越的反渗透纯化能力有效延长后续去离子柱和终端过滤
器的使用寿命

独特的底板设计将不同位点可能的漏水，定向导流至排水
口，位于排水口的漏水传感器可灵敏检测到高度接近1毫米
的微量漏水

在自来水预过滤模块内也可配置漏水保护传感器

紫外光氧化装置提供有效的有机物氧化控制，帮助系统
重启时迅速恢复水质

总有机碳（TOC）监测技术提供实时水质数据

系统状况以图形和彩色图标的方式进行可视化显示

每一步经历最大程度的纯化

IC

IC



Cascada Ⅱ.Ⅰ 5 实验室水纯化系统，可智能化选择显示您进行有效操作所需要的信息。配置7英寸触摸屏，使用图
标和色码显示，进行用户友好的人机互动。当需要时，非常规功能操作，如系统维护、系统启动和历史数据追溯亦可
轻松完成。

77英寸触摸屏幕

具有色标（红色、琥珀色、蓝色）和闪光提示，为 “ 非常规行为 ” 和相应的紧急 / 危险状态提供指示

为耗材更换提供科学管理依据：

指尖触控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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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体化实验室水纯化系统 Cascada Ⅱ.Ⅰ 10，以自来水为源水，可制备 10 L/h 实验室 II 级纯水，并可从灵活的
取水手柄以最高 2 L/min 流速取得Ⅱ级纯水和 I 级超纯水。取水手柄可实时显示水质和操作条件。设计紧凑的取水装
置（底盘为 28×30 cm）为客户提供真正的灵活使用，使得用户可最大限度地利用桌面空间，同时可将取水手柄放置
于最方便取水的位置。

                                                        达到或超过各种标准中规定的相应水质，如 ASTM、CAP、ISO 3696、CLSI、
JIS K0577 等，以及 USP 、EP、ChP 中规定的纯水水质。
实验室Ⅱ级水适用于以下较为灵敏的实验室应用：

                              保证 Cascada Ⅱ.Ⅰ系统可在水箱中供应II级纯水。通过水箱水质优化再循环、紫外照射灭菌和气体过滤保
持水质，尽可能避免纯水在水箱中被CO2、挥发性有机物、颗粒和细菌等二次污染

                              使用 Cascada Ⅱ.Ⅰ系统，您取用II级水可以采用三种方式：可直接从水箱取水口取用 ，也可从主机上的灵
活取水手柄取用，或可从2个远程取水手柄取用，其距离主机最远放置距离达到2.9米（串联可达5.8米）

水箱水龙头处纯水取水速度大于2 L/min，远程取水手柄处取水速度最高可达2 L/min，并可提供大于120 L/h的峰值
用水量
取水手柄可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GLP规范要求的“打印报告”。进而满足了桌面空间最优化利用的要
求，例如，主系统、预过滤模块和水箱可全部放置在实验台下

化学仪器分析: HPLC、UPLC、AA、ICP、LC-MS、GC-MS、ICP-MS和IC、电化学、痕量分析、颗粒计数、总有机碳
（TOC）检测

                                                                           达到或超过各种标准中规定的I 级水质，如ASTM、CAP、ISO 3696、CLSI、
JIS K0577等，及USP、EP和ChP中规定的试剂级高纯水要求。
实验室Ⅰ级水适用于以下关键实验室应用：

、 、

                         使用Cascada Ⅱ.Ⅰ系统，您可以直接从主机上的灵活取水手柄上取用Ⅰ级水，也同样可从两个额外的远
程取水手柄取水，其最远放置距离达到2.9米（串联可达5.8米）。每个取水手柄都放置在支架上，并有0.8米自由使用距离

使用取水手柄就可以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GLP规范要求的“打印报告”，实现桌面空间的最大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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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a Ⅱ.Ⅰ实验室水纯化系统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平台，整合满足您独特的水源条件、应用需求及功能要求。该系
统使每一个阶段的纯化能力最大化，从而可稳定获得高质量的纯水和超纯水。此外，独特的系统监测与漏水保护功能
可以让您对实验室供水安全更放心。

水箱紫外灯照射时长、水质再循环和电导率水平等功能信
息整合入主系统

水箱空气过滤器减少环境污染物，例如 CO2、颗粒物、细
菌和挥发性有机物

双重液位传感装置为系统提供额外安全保障，独立高液位
传感控制，实现异常超高液位（110%）保护，协同全程
液位传感，实现正常高液位（100%）和低液位（10%）
超纯水产水保护

专利两级反渗透技术，保证优质和稳定的产水质量，当进
水电导率高达 1500 μs/cm 时，产水的典型值为 5 μs/cm

卓越的反渗透纯化能力有效延长后续去离子柱和终端过滤
器的使用寿命

独特的底板设计将不同位点可能的漏水，定向导流至排水
口，位于排水口的漏水传感器可灵敏检测到高度接近1毫米
的微量漏水

在自来水预过滤模块内也可配置漏水保护传感器

紫外光氧化装置提供有效的有机物氧化控制，帮助系统
重启时迅速恢复水质

总有机碳（TOC）监测技术提供实时水质数据

系统状况以图形和彩色图标的方式进行可视化显示

每一步经历最大程度的纯化

IC

IC



Cascada Ⅱ.Ⅰ 10 实验室水纯化系统，可智能化选择显示您进行有效操作所需要的信息。配置7英寸触摸屏，使用图
标和色码显示，进行用户友好的人机互动。当需要时，非常规功能操作，如系统维护、系统启动和历史数据追溯亦可
轻松完成。

77英寸触摸屏幕

具有色标（红色、琥珀色、蓝色）和闪光提示，为 “ 非常规行为 ” 和相应的紧急 / 危险状态提供指示

为耗材更换提供科学管理依据：

指尖触控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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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体化实验室水纯化系统 Cascada Ⅱ.Ⅰ 20，以自来水为源水，可制备 20 L/h 实验室 II 级纯水，并可从灵活的
取水手柄以最高 2 L/min 流速取得Ⅱ级纯水和 I 级超纯水。取水手柄可实时显示水质和操作条件。设计紧凑的取水装
置（底盘为 28×30 cm）为客户提供真正的灵活使用，使得用户可最大限度地利用桌面空间，同时可将取水手柄放置
于最方便取水的位置。

                                                        达到或超过各种标准中规定的相应水质，如 ASTM、CAP、ISO 3696、CLSI、
JIS K0577 等，以及 USP 、EP、ChP 中规定的纯水水质。
实验室Ⅱ级水适用于以下较为灵敏的实验室应用：

                              保证 Cascada Ⅱ.Ⅰ系统可在水箱中供应II级纯水。通过水箱水质优化再循环、紫外照射灭菌和气体过滤保
持水质，尽可能避免纯水在水箱中被CO2、挥发性有机物、颗粒和细菌等二次污染

                              使用 Cascada Ⅱ.Ⅰ系统，您取用II级水可以采用三种方式：可直接从水箱取水口取用 ，也可从主机上的灵
活取水手柄取用，或可从2个远程取水手柄取用，其距离主机最远放置距离达到2.9米（串联可达5.8米）

水箱水龙头处纯水取水速度大于2 L/min，远程取水手柄处取水速度最高可达2 L/min，并可提供大于120 L/h的峰值
用水量
取水手柄可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GLP规范要求的“打印报告”。进而满足了桌面空间最优化利用的要
求，例如，主系统、预过滤模块和水箱可全部放置在实验台下

化学仪器分析: HPLC、UPLC、AA、ICP、LC-MS、GC-MS、ICP-MS和IC、电化学、痕量分析、颗粒计数、总有机碳
（TOC）检测

                                                                           达到或超过各种标准中规定的I 级水质，如ASTM、CAP、ISO 3696、CLSI、
JIS K0577等，及USP、EP和ChP中规定的试剂级高纯水要求。
实验室Ⅰ级水适用于以下关键实验室应用：

、 、

                         使用Cascada Ⅱ.Ⅰ系统，您可以直接从主机上的灵活取水手柄上取用Ⅰ级水，也同样可从两个额外的远
程取水手柄取水，其最远放置距离达到2.9米（串联可达5.8米）。每个取水手柄都放置在支架上，并有0.8米自由使用距离

使用取水手柄就可以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GLP规范要求的“打印报告”，实现桌面空间的最大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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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a Ⅱ.Ⅰ实验室水纯化系统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平台，整合满足您独特的水源条件、应用需求及功能要求。该系
统使每一个阶段的纯化能力最大化，从而可稳定获得高质量的纯水和超纯水。此外，独特的系统监测与漏水保护功能
可以让您对实验室供水安全更放心。

水箱紫外灯照射时长、水质再循环和电导率水平等功能信
息整合入主系统

水箱空气过滤器减少环境污染物，例如 CO2、颗粒物、细
菌和挥发性有机物

双重液位传感装置为系统提供额外安全保障，独立高液位
传感控制，实现异常超高液位（110%）保护，协同全程
液位传感，实现正常高液位（100%）和低液位（10%）
超纯水产水保护

专利两级反渗透技术，保证优质和稳定的产水质量，当进
水电导率高达 1500 μs/cm 时，产水的典型值为 5 μs/cm

卓越的反渗透纯化能力有效延长后续去离子柱和终端过滤
器的使用寿命

独特的底板设计将不同位点可能的漏水，定向导流至排水
口，位于排水口的漏水传感器可灵敏检测到高度接近1毫米
的微量漏水

在自来水预过滤模块内也可配置漏水保护传感器

紫外光氧化装置提供有效的有机物氧化控制，帮助系统
重启时迅速恢复水质

总有机碳（TOC）监测技术提供实时水质数据

系统状况以图形和彩色图标的方式进行可视化显示

每一步经历最大程度的纯化

IC

IC



Cascada Ⅱ.Ⅰ 20 实验室水纯化系统，可智能化选择显示您进行有效操作所需要的信息。配置7英寸触摸屏，使用图
标和色码显示，进行用户友好的人机互动。当需要时，非常规功能操作，如系统维护、系统启动和历史数据追溯亦可
轻松完成。

77英寸触摸屏幕

具有色标（红色、琥珀色、蓝色）和闪光提示，为 “ 非常规行为 ” 和相应的紧急 / 危险状态提供指示

为耗材更换提供科学管理依据：

指尖触控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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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体化实验室水纯化系统 Cascada Ⅲ 5，以自来水为水源制备 5 L/h 实验室Ⅲ级纯水，并可从灵活的取水手柄
取用最大 2 L/min 的Ⅲ级纯水。取水手柄可实时显示水质和操作条件。设计紧凑的取水装置（底盘 28×30 cm）为客
户提供真正的灵活使用，使得用户可最大限度利用桌面空间，同时可将取水手柄置于最方便取水的位置。

　　　　　　　　 保证Cascada Ⅲ系统可在水箱中持续供应Ⅲ级纯水。通过水箱紫外照射灭菌和气体过滤保持水质，尽可能
避免纯水在水箱中被 CO2、挥发性有机物、颗粒和细菌等二次污染

　　　　　　　　 使用Cascada Ⅲ系统，您取用Ⅲ级水可有三种方式：可直接从水箱取水口取用 ，也可从主机上的灵活取水
手柄取用，或在两个远程取水手柄上取用，其距离主机最远放置距离达到 2.9 米（串联可达 5.8 米）

取水手柄可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 GLP 规范要求的“打印报告”，进而满足了桌面空间最优化利用的
要求，例如，主系统、预过滤模块和水箱可全部放置在实验台下

水箱水龙头处纯水取水速度大于 2 L/min，远程取水手柄处取水速度最高可达 2 L/min，并可提供大于 120 L/h 的峰值
用水量

专利的两级反渗透技术，保证优质和稳定的产水质量，当进水电导
率高达 1500 μs/cm，其产水的典型值依然可保持在 5 μs/cm

具有颜色分类标识（红色、琥珀色，蓝色）和闪烁提示，为 “ 非常
规行为 ” 和相应的紧急 / 危险状态提供指示

额外可选的漏水传感器可放置在预过滤装置内，并可灵敏检测到高
度接近 1 毫米的微量漏水

所见即所得

- 
- 
- 
- 

- 
- 
-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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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体化实验室水纯化系统 Cascada Ⅲ 10，以自来水为水源制备 10 L/h 实验室Ⅲ级纯水，并可从灵活的取水手
柄取用最大 2 L/min 的Ⅲ级纯水。取水手柄可实时显示水质和操作条件。设计紧凑的取水装置（底盘 28×30 cm）为
客户提供真正的灵活使用，使得用户可最大限度利用桌面空间，同时可将取水手柄置于最方便取水的位置。

　　　　　　　　 保证Cascada Ⅲ系统可在水箱中持续供应Ⅲ级纯水。通过水箱紫外照射灭菌和气体过滤保持水质，尽可能
避免纯水在水箱中被 CO2、挥发性有机物、颗粒和细菌等二次污染

　　　　　　　　 使用Cascada Ⅲ系统，您取用Ⅲ级水可有三种方式：可直接从水箱取水口取用 ，也可从主机上的灵活取水
手柄取用，或在两个远程取水手柄上取用，其距离主机最远放置距离达到 2.9 米（串联可达 5.8 米）

取水手柄可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 GLP 规范要求的“打印报告”，进而满足了桌面空间最优化利用的
要求，例如，主系统、预过滤模块和水箱可全部放置在实验台下

水箱水龙头处纯水取水速度大于 2 L/min，远程取水手柄处取水速度最高可达 2 L/min，并可提供大于 120 L/h 的峰值
用水量

专利的两级反渗透技术，保证优质和稳定的产水质量，当进水电导
率高达 1500 μs/cm，其产水的典型值依然可保持在 5 μs/cm

具有颜色分类标识（红色、琥珀色，蓝色）和闪烁提示，为 “ 非常
规行为 ” 和相应的紧急 / 危险状态提供指示

额外可选的漏水传感器可放置在预过滤装置内，并可灵敏检测到高
度接近 1 毫米的微量漏水

所见即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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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体化实验室水纯化系统 Cascada Ⅲ 20，以自来水为水源制备 20 L/h 实验室Ⅲ级纯水，并可从灵活的取水手
柄取用最大 2 L/min 的Ⅲ级纯水。取水手柄可实时显示水质和操作条件。设计紧凑的取水装置（底盘 28×30 cm）为
客户提供真正的灵活使用，使得用户可最大限度利用桌面空间，同时可将取水手柄置于最方便取水的位置。

　　　　　　　　 保证Cascada Ⅲ系统可在水箱中持续供应Ⅲ级纯水。通过水箱紫外照射灭菌和气体过滤保持水质，尽可能
避免纯水在水箱中被 CO2、挥发性有机物、颗粒和细菌等二次污染

　　　　　　　　 使用Cascada Ⅲ系统，您取用Ⅲ级水可有三种方式：可直接从水箱取水口取用 ，也可从主机上的灵活取水
手柄取用，或在两个远程取水手柄上取用，其距离主机最远放置距离达到 2.9 米（串联可达 5.8 米）

取水手柄可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 GLP 规范要求的“打印报告”，进而满足了桌面空间最优化利用的
要求，例如，主系统、预过滤模块和水箱可全部放置在实验台下

水箱水龙头处纯水取水速度大于 2 L/min，远程取水手柄处取水速度最高可达 2 L/min，并可提供大于 120 L/h 的峰值
用水量

专利的两级反渗透技术，保证优质和稳定的产水质量，当进水电导
率高达 1500 μs/cm，其产水的典型值依然可保持在 5 μs/cm

具有颜色分类标识（红色、琥珀色，蓝色）和闪烁提示，为 “ 非常
规行为 ” 和相应的紧急 / 危险状态提供指示

额外可选的漏水传感器可放置在预过滤装置内，并可灵敏检测到高
度接近 1 毫米的微量漏水

所见即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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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体化实验室水纯化系统 Cascada Ⅲ.Ⅰ 5，以自来水为源水，可制备 5 L/h 实验室Ⅲ级纯水，并可从灵活的取
水手柄以最高为 2 L/min 流速取得Ⅲ级纯水和 I 级超纯水。取水手柄可实时显示水质和操作条件。设计紧凑的取水装
置（底盘为 28×30 cm）为客户提供真正的灵活使用，使得用户可最大限度地利用桌面空间，同时可将取水手柄放置
于最方便取水的位置。

                              保证Cascada Ⅲ.Ⅰ系统可在水箱中持续供应Ⅲ级纯水。通过水箱紫外照射灭菌和气体过滤保持水质，尽可
能避免纯水在水箱中被CO2、挥发性有机物、颗粒和细菌等二次污染

                                 使用Cascada Ⅲ.Ⅰ系统，您取用Ⅲ级水可以采用三种方式：可直接从水箱取水口取用 ，也可从主机上的灵
活取水手柄取用，或可从2个远程取水手柄取用，其距离主机最远放置距离达到2.9米（串联可达5.8米）

化学仪器分析：HPLC、UPLC、AA、ICP、LC-MS、GC-MS、ICP-MS和IC、电化学、痕量分析、颗粒计数、总有机碳
（TOC）检测

取水手柄可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 GLP 规范要求的 “ 打印报告 ”。进而满足了桌面空间最优化利用的要求，
例如，主系统、预过滤模块和水箱可全部放置在实验台下

实实时水质数据可在取水手柄和主监控屏上同时显示……所见即所得
水箱水龙头处纯水取水速度大于 2 L/min，远程取水手柄处取水速度最高可达 2 L/min，并可提供大于 120 L/h 的峰值用水量

　　　　　　　　　　　　　　　　　　　 达到或超过各种标准中规定的 I 级水质，如 ASTM、CAP、ISOR 3696、CLSI、
JIS K0577 等，及 USP、EP 和 ChP 中规定的试剂级高纯水要求。
实验室Ⅰ级水适用于以下关键实验室应用：

                              使用 Cascada Ⅲ.Ⅰ系统，您可以直接从主机取用Ⅰ级水，也同样可从两个额外的远程取水手柄取水，其最
远放置距离达到 2.9 米（串联可达 5.8 米）。每个取水手柄都放置在支架上，并有 0.8 米自由使用距离

使用取水手柄就可以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 GLP 规范要求的 “ 打印报告 ”，实现桌面空间的最大利用率

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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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a Ⅲ.Ⅰ实验室水纯化系统使用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平台，整合满足您独特的水源条件、应用需求及功能要求。
该系统使每一个阶段的纯化能力最大化，从而可稳定获得高质量的纯水和超纯水。此外，独特的系统监测与漏水保护
功能可以让您对实验室供水安全更放心。

水箱紫外灯照射时长、水质再循环和电导率水平等功能信息
整合入主系统

水箱空气过滤器减少环境污染物，例如 CO2、颗粒物、细菌
和挥发性有机物

双重液位传感装置为系统提供额外安全保障，独立高液位传
感控制，实现异常超高液位（110%）保护，协同全程液位
传感，实现正常高液位（100%）和低液位（10%）超纯水
产水保护

卓越的反渗透纯化能力有效延长后续去离子柱和终端过滤器
的使用寿命

专利两级反渗透技术，保证优质和稳定的产水质量，当进水
电导率高达 1500 s/cm 时，产水的典型值依然可保持在
5 s/cm

紫外光氧化装置提供有效的有机物氧化控制，帮助系统
重启时迅速恢复水质

总有机碳（TOC）监测技术提供实时水质数据

独特的底板设计将不同位点可能的漏水，定向导流至排水
口，位于排水口的漏水传感器可灵敏检测到高度接近1毫米
的微量漏水

在自来水预过滤模块内也可配置漏水保护传感器

每一步经历最大程度的纯化

系统状况以图形和彩色图标的方式进行可视化显示

IC

IC



Cascada Ⅲ.Ⅰ5 实验室水纯化系统，可智能化选择显示您进行有效操作所需要的信息。配置7英寸触摸屏，使用图标
和色码显示，进行用户友好的人机互动。当需要时，非常规功能操作，如系统维护、系统启动和历史数据追溯亦可轻
松完成。

具有色标（红色、琥珀色、蓝色）和闪光提示，为 “ 非常规行为 ” 和相应的紧急 / 危险状态提供指示

为耗材更换提供科学管理依据：

指尖触控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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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体化实验室水纯化系统 Cascada Ⅲ.Ⅰ 10，以自来水为源水，可制备 10 L/h 实验室Ⅲ级纯水，并可从灵活的
取水手柄以最高为 2 L/min 流速取得Ⅲ级纯水和 I 级超纯水。取水手柄可实时显示水质和操作条件。设计紧凑的取水
装置（底盘为 28×30 cm）为客户提供真正的灵活使用，使得用户可最大限度地利用桌面空间，同时可将取水手柄放
置于最方便取水的位置。

                              保证Cascada Ⅲ.Ⅰ系统可在水箱中持续供应Ⅲ级纯水。通过水箱紫外照射灭菌和气体过滤保持水质，尽可
能避免纯水在水箱中被CO2、挥发性有机物、颗粒和细菌等二次污染

                                 使用Cascada Ⅲ.Ⅰ系统，您取用Ⅲ级水可以采用三种方式：可直接从水箱取水口取用 ，也可从主机上的灵
活取水手柄取用，或可从2个远程取水手柄取用，其距离主机最远放置距离达到2.9米（串联可达5.8米）

化学仪器分析：HPLC、UPLC、AA、ICP、LC-MS、GC-MS、ICP-MS和IC、电化学、痕量分析、颗粒计数、总有机碳
（TOC）检测

取水手柄可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 GLP 规范要求的 “ 打印报告 ”。进而满足了桌面空间最优化利用的要求，
例如，主系统、预过滤模块和水箱可全部放置在实验台下

实实时水质数据可在取水手柄和主监控屏上同时显示……所见即所得
水箱水龙头处纯水取水速度大于 2 L/min，远程取水手柄处取水速度最高可达 2 L/min，并可提供大于 120 L/h 的峰值用水量

　　　　　　　　　　　　　　　　　　　 达到或超过各种标准中规定的 I 级水质，如 ASTM、CAP、ISOR 3696、CLSI、
JIS K0577 等，及 USP、EP 和 ChP 中规定的试剂级高纯水要求。
实验室Ⅰ级水适用于以下关键实验室应用：

                              使用 Cascada Ⅲ.Ⅰ系统，您可以直接从主机取用Ⅰ级水，也同样可从两个额外的远程取水手柄取水，其最
远放置距离达到 2.9 米（串联可达 5.8 米）。每个取水手柄都放置在支架上，并有 0.8 米自由使用距离

使用取水手柄就可以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 GLP 规范要求的 “ 打印报告 ”，实现桌面空间的最大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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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cada Ⅲ.Ⅰ实验室水纯化系统使用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平台，整合满足您独特的水源条件、应用需求及功能要求。
该系统使每一个阶段的纯化能力最大化，从而可稳定获得高质量的纯水和超纯水。此外，独特的系统监测与漏水保护
功能可以让您对实验室供水安全更放心。

水箱紫外灯照射时长、水质再循环和电导率水平等功能信息
整合入主系统

水箱空气过滤器减少环境污染物，例如 CO2、颗粒物、细菌
和挥发性有机物

双重液位传感装置为系统提供额外安全保障，独立高液位传
感控制，实现异常超高液位（110%）保护，协同全程液位
传感，实现正常高液位（100%）和低液位（10%）超纯水
产水保护

卓越的反渗透纯化能力有效延长后续去离子柱和终端过滤器
的使用寿命

专利两级反渗透技术，保证优质和稳定的产水质量，当进水
电导率高达 1500 s/cm 时，产水的典型值依然可保持在
5 s/cm

紫外光氧化装置提供有效的有机物氧化控制，帮助系统
重启时迅速恢复水质

总有机碳（TOC）监测技术提供实时水质数据

独特的底板设计将不同位点可能的漏水，定向导流至排水
口，位于排水口的漏水传感器可灵敏检测到高度接近1毫米
的微量漏水

在自来水预过滤模块内也可配置漏水保护传感器

每一步经历最大程度的纯化

系统状况以图形和彩色图标的方式进行可视化显示

IC

IC



Cascada Ⅲ.Ⅰ10 实验室水纯化系统，可智能化选择显示您进行有效操作所需要的信息。配置7英寸触摸屏，使用图
标和色码显示，进行用户友好的人机互动。当需要时，非常规功能操作，如系统维护、系统启动和历史数据追溯亦可
轻松完成。

具有色标（红色、琥珀色、蓝色）和闪光提示，为 “ 非常规行为 ” 和相应的紧急 / 危险状态提供指示

为耗材更换提供科学管理依据：

指尖触控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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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体化实验室水纯化系统 Cascada Ⅲ.Ⅰ 20，以自来水为源水，可制备 20 L/h 实验室Ⅲ级纯水，并可从灵活的
取水手柄以最高为 2 L/min 流速取得Ⅲ级纯水和 I 级超纯水。取水手柄可实时显示水质和操作条件。设计紧凑的取水
装置（底盘为 28×30 cm）为客户提供真正的灵活使用，使得用户可最大限度地利用桌面空间，同时可将取水手柄放
置于最方便取水的位置。

                              保证Cascada Ⅲ.Ⅰ系统可在水箱中持续供应Ⅲ级纯水。通过水箱紫外照射灭菌和气体过滤保持水质，尽可
能避免纯水在水箱中被CO2、挥发性有机物、颗粒和细菌等二次污染

                                 使用Cascada Ⅲ.Ⅰ系统，您取用Ⅲ级水可以采用三种方式：可直接从水箱取水口取用 ，也可从主机上的灵
活取水手柄取用，或可从2个远程取水手柄取用，其距离主机最远放置距离达到2.9米（串联可达5.8米）

化学仪器分析：HPLC、UPLC、AA、ICP、LC-MS、GC-MS、ICP-MS和IC、电化学、痕量分析、颗粒计数、总有机碳
（TOC）检测

取水手柄可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 GLP 规范要求的 “ 打印报告 ”。进而满足了桌面空间最优化利用的要求，
例如，主系统、预过滤模块和水箱可全部放置在实验台下

实实时水质数据可在取水手柄和主监控屏上同时显示……所见即所得
水箱水龙头处纯水取水速度大于 2 L/min，远程取水手柄处取水速度最高可达 2 L/min，并可提供大于 120 L/h 的峰值用水量

　　　　　　　　　　　　　　　　　　　 达到或超过各种标准中规定的 I 级水质，如 ASTM、CAP、ISOR 3696、CLSI、
JIS K0577 等，及 USP、EP 和 ChP 中规定的试剂级高纯水要求。
实验室Ⅰ级水适用于以下关键实验室应用：

                              使用 Cascada Ⅲ.Ⅰ系统，您可以直接从主机取用Ⅰ级水，也同样可从两个额外的远程取水手柄取水，其最
远放置距离达到 2.9 米（串联可达 5.8 米）。每个取水手柄都放置在支架上，并有 0.8 米自由使用距离

使用取水手柄就可以充分执行常规系统控制功能，包括满足 GLP 规范要求的 “ 打印报告 ”，实现桌面空间的最大利用率

μ
μ

所见即所得

- 
- 
- 
- 

动物和

- 
- 

多 从逐滴至 2.0 L/min
最大至



Cascada Ⅲ.Ⅰ实验室水纯化系统使用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平台，整合满足您独特的水源条件、应用需求及功能要求。
该系统使每一个阶段的纯化能力最大化，从而可稳定获得高质量的纯水和超纯水。此外，独特的系统监测与漏水保护
功能可以让您对实验室供水安全更放心。

水箱紫外灯照射时长、水质再循环和电导率水平等功能信息
整合入主系统

水箱空气过滤器减少环境污染物，例如 CO2、颗粒物、细菌
和挥发性有机物

双重液位传感装置为系统提供额外安全保障，独立高液位传
感控制，实现异常超高液位（110%）保护，协同全程液位
传感，实现正常高液位（100%）和低液位（10%）超纯水
产水保护

卓越的反渗透纯化能力有效延长后续去离子柱和终端过滤器
的使用寿命

专利两级反渗透技术，保证优质和稳定的产水质量，当进水
电导率高达 1500 s/cm 时，产水的典型值依然可保持在
5 s/cm

紫外光氧化装置提供有效的有机物氧化控制，帮助系统
重启时迅速恢复水质

总有机碳（TOC）监测技术提供实时水质数据

独特的底板设计将不同位点可能的漏水，定向导流至排水
口，位于排水口的漏水传感器可灵敏检测到高度接近1毫米
的微量漏水

在自来水预过滤模块内也可配置漏水保护传感器

每一步经历最大程度的纯化

系统状况以图形和彩色图标的方式进行可视化显示

IC

IC



Cascada Ⅲ.Ⅰ20 实验室水纯化系统，可智能化选择显示您进行有效操作所需要的信息。配置7英寸触摸屏，使用图
标和色码显示，进行用户友好的人机互动。当需要时，非常规功能操作，如系统维护、系统启动和历史数据追溯亦可
轻松完成。

具有色标（红色、琥珀色、蓝色）和闪光提示，为 “ 非常规行为 ” 和相应的紧急 / 危险状态提供指示

为耗材更换提供科学管理依据：

指尖触控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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