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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Ozzi Kleen - Water 
Treatment Experts 

  
Neatport PTY LTD, A.B.N. 62 063 770 534 is a registered company in 
Queensland, Australia, trading as Suncoast Waste Water Management (SWWM) 
which has been a registered business since 1983 manufacturing the ‘OZZI KLEEN’ 
range of waste water treatment solutions for both domestic household, marine,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As the team behind the Ozzi Kleen product range, we strive to engineer, produce 
and maintain the highest level of quality not only for the pride we take in 
delivering reliable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products, but even more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every proud Ozzi Kleen owner. 



Many people today dictate that Australia an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world need 
to save and recycle water, but as a manufacturer we actually have the ability to 
not only tell the world they should be reusing and recycling their wastewater, 
but offer them simple solutions to do so! 
After more than thirty-seven years experience working in the wastewater 
industry, Mal Close the owner, the designer and manufacturer of the Ozzi Kleen 
range of treatment systems, was convinced there was a better way of managing 
wastewater for reuse. Prototypes were first built in the 1980’s and after rigorous 
testing and development a range of Ozzi Kleen products were released onto the 
market. 
The trusted Ozzi Kleen Sewage Treatment System we have been manufacturing 
for decades offers you as a home owner an endless supply of nutrient rich water 
to safely reuse on your property for watering gardens, lawns and trees. 
Our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the best water and wastewater solutions to the 
Australian market has continued to grow, with SWWM now also manufacturing 
Ozzi Kleen products such as the Marine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 and one 
of the first ever Domestic Greywater Treatment System for the urban 
environment. Typically on-site wastewater treatment has only been associated 
with homes not connected to the town sewerage infrastructure. SWWM has 
brought this concept into the homes of all Australians. With the Ozzi Kleen 
Greywater Treatment System (GTS10), homes on town sewerage can divert 
greywater for treatment and reuse. Ozzi Kleen product range provides for a 
wide range of industries Australia wide. 



关于我们：Ozzi Kleen - ⽔水处理理专家 
  
Neatport PTY LTD，A.B.N. 62 063 770 534是澳⼤大利利亚昆⼠士兰州的⼀一家注册公司，经营
Suncoast废⽔水管理理（SWWM），⾃自1983年年以来⼀一直是注册业务，为国内家⽤用，海海洋和海海
洋⽣生物制造'OZZI KLEEN'系列列废⽔水处理理解决⽅方案商业应⽤用。 
  
作为Ozzi Kleen产品系列列的团队，我们努⼒力力设计，⽣生产并保持最⾼高⽔水平的质量量，不不仅是为
了了我们提供可靠的环保产品所带来的⾃自豪感，更更是为了了让每⼀一位傲慢的Ozzi Kleen所有者
满意。 
  
今天许多⼈人规定，澳⼤大利利亚和世界各地的社区需要保存和循环利利⽤用⽔水，但作为⼀一个制造商，
我们实际上有能⼒力力不不仅告诉全世界他们应该重复利利⽤用和回收废⽔水，但为他们提供简单的解
决⽅方案！ 
  
经过三⼗十七年年在污⽔水处理理⾏行行业的⼯工作经验，Mal Close是Ozzi Kleen系列列处理理系统的设计
者和制造商，他确信有⼀一种更更好的废⽔水处理理管理理⽅方式可供再利利⽤用。原型最初是在20世纪80
年年代建成的，经过严格的测试和开发，⼀一系列列Ozzi Kleen产品被推向市场。 
  
我们⼏几⼗十年年来⼀一直致⼒力力于⽣生产的值得信赖的Ozzi Kleen污⽔水处理理系统为您提供⽆无尽的营养
丰富⽔水源，让您可以安全地重复使⽤用您的房产，⽤用于浇灌花园，草坪和树⽊木。 
  
我们致⼒力力于向澳⼤大利利亚市场提供最佳的⽔水和废⽔水解决⽅方案的承诺持续增⻓长，SWWM现在还
制造Ozzi Kleen产品，如海海洋废⽔水处理理系统和⾸首个国内城市环境⽤用Greywater处理理系统之
⼀一。通常，现场废⽔水处理理只与没有连接到城镇污⽔水处理理设施的房屋有关。 SWWM已将此
概念带⼊入所有澳⼤大利利亚⼈人的家中。通过Ozzi Kleen Greywater处理理系统（GTS10），城镇
污⽔水处理理⼚厂的房屋可以将灰⽔水分流处理理和再利利⽤用。 Ozzi Kleen产品系列列为澳⼤大利利亚提供⼴广
泛的产业。 



市场背景 



⼗十九⼤大对环保的关键词 

环保 

千年年⼤大计 

⽣生态⽂文明
观 

优质⽣生态
产品 

空间格局 
⽣生态廊道
与多样性
保护 

三条控制
线 

绿⾊色⽣生产
消费 

结论是不不可忽略略的污⽔水环保处理理的过程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农村双改三年年⾏行行动计划(2018-2020年年)》 
的通知(以下简称《双改计划》)，决定⾃自2018年年⾄至2020年年进⼀一步加强农村房屋改造和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工作(以下简称农村双改)，特制定三年年⾏行行动计划。 
围绕《双改计划》，2018年年⾄至2020年年，湖南省将实施村镇规划“全覆盖”⼯工程、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理⼯工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理⼯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工程、湖湘农⺠民新居⼯工程、农 
村美化绿化⽓气化⼯工程、农村公共空间整治⼯工程、特⾊色⼩小镇培育⼯工程、传统村落保护⼯工程 
、农村建筑⼯工匠培育⼯工程等⼗十⼤大⼯工程，农村⾯面貌和⼈人居环境将明显提升，实现“五个全 
⾯面”，即：全⾯面规范农村建房秩序，全⾯面改造现有存量量危房，全⾯面完成⽣生活污⽔水垃圾治 
理理⽬目标，全⾯面建⽴立特⾊色⼩小镇和传统村落合理理发展机制，全⾯面加强基层规划建设管理理队伍 
建设。 
《双改计划》还为⼗十⼤大⼯工程明确了了⽬目标，确保到2020年年：  
所有村镇编制规划，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率达到50%以上。 
实现洞洞庭湖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镇污⽔水处理理设施“全覆盖”，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理率 
达到70%以上，全省农村厕所污⽔水治理理和资源化利利⽤用率达到70%以上。 
所有乡镇、90%村庄⽣生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理，实现有⻬齐全的设施设备、有成熟的治 
理理技术、有稳定的保洁队伍、有⻓长效的资⾦金金保障、有完善的管理理制度。基本完成较 
⼤大规模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和漂浮垃圾整治。 
完成45万户以上现有存量量危房改造，解决农村贫困户安全居住问题。 
基本构建符合全省实际的规范农村建房管理理体系，农村建房得到有效监管。建成和 
改造10万户以上具有湖湘⻛风貌特⾊色的农⺠民住房。开展50个以上农村装配式建筑试点 
示范项⽬目。 
村庄路路灯配置⽐比例例和⽓气化⽔水平⼤大幅提升，70%以上建制村达到绿⾊色村庄建设标准， 
道路路硬化的⾃自然村⽐比例例达到80%以上。 
所有乡镇和5000个以上村庄达到基本整治要求。 
 
 
 
 

湖南省对双改计划⽬目标 



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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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预估有
20-30万套容量量
（4⼈人/家庭） 

湖南省商⽤用预估
2000套/年年 市场预估 

省外需求 



产品介绍 



RP系列列-家庭（分散式）污⽔水处理理
解决⽅方案 



Ozzi	Kleen	RP10家用污水处理系统可让您重复使用您的所有家用污⽔水，⽤用来浇灌草坪和
花园（10-15⼈人为⼀一家庭单位）。 Ozzi	Kleen污水处理系统采用独特的循环全氧好氧污
水处理工艺作为污⽔水消化系统。这意味着没有化粪池过程，所以没有化粪池的气味；
它是环保的，可以在花园中重复利用营养丰富的水，并且运行成本低（只是其他好氧
污水处理系统运行成本的一半）。重型聚乙烯Ozzi	Kleen污水处理系统的罐体厚达20毫
米，强度比混凝土强100倍。该材料具有500年半衰期。由于Ozzi	Kleen	RP10污水处理系
统水箱采用旋转成型制造⼯工艺并完全无缝，因此不存在渗漏或根部开裂的风险。Ozzi	
Kleen	RP10污水系统水箱不受污水酸度的影响（聚乙烯材料通常用于存储危险化学品）。
机械部件的设计和制造都是为了确保多年的效果，无故障的维修，并得到全面的制造
商保修。Ozzi	Kleen	RP10污水处理厂主油箱在澳⼤大利利亚有15年保修期，泵有三（3）年
保修期。 







如何⼯工作？	
	
Ozzi	Kleen污水处理系统通过循环曝气（氧气）使用
活性污泥，就像澳大利亚的大多数现代城镇和工业
污水处理厂以及世界各地一样。 Ozzi	Kleen污水处理
系统是唯一可以为您提供这种服务的家庭系统。	
	
	
1.生污水来自厕所，浴室，厨房和洗衣房的家庭废水
进入单罐处理系统。	
2.充气周期原水通过曝气器进入单罐，在那里被氧化。
这使得污水中存在的天然存在的好氧细菌继续存活，
这反过来又积极地供给并迅速分解废物。这种有氧
环境提供给有机废物氧化的微生物，同时保持空气
进料和有机/液压负载之间的平衡。 Ozzi	Kleen污水
处理系统没有涉及厌氧或腐败过程。	
3.沉淀周期曝气循环完成后，曝气停止的时间很短，
固体沉降。这导致曝气池顶部的一层清水（流出物）
准备好倾析。	
4.滗水周期一旦沉降时间结束，滗水器将清澈的流出
物抽出并通过氯化器，然后储存在流出槽中，以确
保消毒病原体。污水泵然后将泵出消毒后的污水回
收到灌溉区。 



GT隔油池系列列-分散式厨房油脂隔
离处理理解决⽅方案 



Ozzi	Kleen隔油池是从家庭和商业厨房废水中截取油脂和固体的简单可靠的答案。我们
的隔油池由一个单一的滚塑聚乙烯箱体制成，可提供各种尺寸和规格以适应多种不同的
应用。通过隔油池保留和收集的浮动废物被称为FOG（脂肪，油和油脂）。隔油池还可
以保留和收集不会漂浮的废水中的固体和食物残渣。大多数地方议会要求商业厨房必须
在场所安装隔油池，以防止污水管道受到FOG和厨房内大量食物颗粒的污染。如果这些
污染物不被检查，它们会在收集和涂覆管道时对下水道系统造成严重问题。Ozzi	Kleen	
Grease	Traps的应用包括：露营和房车公园商业和工业综合体医院采矿和建筑工地汽车
旅馆/酒店学校购物中心体育设施住宅Ozzi	Kleen坦克的设计和认证符合AS	/	NZS	1546.1：
2008和NSW	HD准则，标准标志许可证编号SMKB	20032。所有Ozzi	Kleen	Grease	Traps均
由15年的制造商保修承保。 



商业现场污⽔水处理理和⽔水处理理系统 



Ozzi	Kleen已开发并设计了一系列定制设计的成套污水处理和水处理系统，提高了废水和
水处理的质量和可靠性。 Ozzi	Kleen高性能的关键在于循环控制过程，该过程专门用于
使废水处理更加可靠和节能。Ozzi	Kleen正迅速成为澳大利亚领先的包装污水处理系统。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开发，Ozzi	Kleen满足了偏远社区，采矿和建筑项目工作营地，高密
度生活，度假村，酒店，房车公园，岛屿，学校，紧急救援项目，购物中心等等的需求。
Ozzi	Kleen系统可根据客户的不同应用，从我们的标准产品系列中进行定制设计，并具有
内置的灵活性，可处理大量流量变化。这些适应性系统可供购买或租用，并得到我们对
售后服务和维护的强烈承诺的支持。通过多年的废水处理项目经验，我们可以提供预制
工程和模块化设计的优势，为即插即用的废水或水处理解决方案提供了简单性。 Ozzi	
Kleen提供可运输或永久性包装污水处理和水处理系统，可以快速交付，安装和调试。澳
大利亚拥有世界上监管最严格的水和废水行业标准之一，所有Ozzi	Kleen系统都保持认证。 





产品优势 



•  100％需氧或氧气处理	
• 没有腐败过程/气味少单一，耐用的聚乙烯罐	
• 成本效益和可靠	
•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处理最常见的家庭清洁剂和
抗生素	

• 生产经过处理的水重新使用	
• 安全和环保	
• 重量轻，易于安装	
• 由于Ozzi	Kleen循环曝气工艺，运行成本更低轻
松处理大量流入变化（清空水疗浴缸，多个洗
涤负载等）	

• 澳大利亚相关机构认可标准	
• 鼓风机和污水泵3年保修 



澳⼤大利利亚注册商标/全排污标准达标，全球多国专利利保护 



研究背景  研究⽅方法  产品优势  合作意向  公司介绍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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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污⽔水处理理 RP10家用污水处理系统	
(10-15⼈人) 

 

隔油池GT系列列	
GT500,GT1000,GT1500,GT400
0 

澳⼤大利利亚授权经销商批发价格 

市场零售价格 

中国预计批发价格 

中国预计零售价格 

保养 ⼀一年年3-4次检查保养（如⽆无损坏，⽆无需更更换零件），
每次需⼈人⼯工30分钟-⼀一个⼩小时 
 
根据使⽤用量量，平均5-7年年需要清除⼀一次沉积淤泥泥 
 



商业现场污⽔水处理理产品 SK系列列 
 

CO系列列	

澳⼤大利利亚授权经销商批发价格 定制 定制 

市场零售价格 定制 定制 

中国预计批发价格 

中国预计零售价格 

保养 定制 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