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
基础，也是无价的。

几十年来，我们的指导原则一直是可持续的水处理。其
中一个原因是创新技术的使用，这种技术反映在不断变
化的产品中。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经济上、生态上以及
社会上承担责任。

索内贝尔格市（德国）, 2017年7月13日



 

 



1997–2017



20年前开始的一个观念的实现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既定的标
准。MBR技术在饮用水净化和膜过滤中的应用, 在当时令人难以
置信。没有合适的膜系统可用于废水处理, 因此我们开发了自己
的解决方案。通过与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合作，如亚琛工
业大学，柏林工业大学，卡塞尔大学和IPT维斯马在过去的20年
中，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和高效率的清洗污物和废水的
方法。成功地建立了自主研发的MBR技术在城市和工业废水净化
和海洋污水净化等应用领域。

在我们第二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要感谢所有员工、商业伙伴、
股东、支持者和客户对我们的承诺和信任。我们一起成功地实现
了目标，今后仍在继续。

执行委员会 
Eberhard Harms, Daniel Crawford, Mark Grigo

令人兴奋的20年
图林根南部小企业发展到一
个国际化的中型企业。

Mark Grigo, Daniel Crawford, Eberhard Harms（左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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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和数字。
积极发展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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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发展 

2017年：260万欧元 

移交发展 

2017年：1380万欧元



来自5个国家的员工。

全球有超过 
40.000台安装的
膜组件。

员工 

我们27%的员工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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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售后
17 % 项目工程师
23 % 生产
10 % 施工
14 % 销售人员
  6 % 实习生
  4 % 工作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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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

53 % 海军欧洲
21 % 工业 欧洲
20 % MENA 项目
 2 % 亚洲
 2 % 南极洲
 1 % 美国



1997年前，二十年前，星空中有一个特别
的特征。彗星“海尔波普”最接近地球的
1.315 AU，与其他彗星相反，肉眼可见。
黄色的尘土汗水和太阳横扫蓝色的尾气是
经历了从地球的大部分令人印象深刻
的景象甚至从南方图林根索内贝尔格市可
以观察“波普”所有的夜晚比所
有的星星更清晰。在同一年，一个年轻的
公司开始积极进取的团队，在索内贝尔格
市。

清洁水为健康“环境”是开始的口号。与
此同时，马丁膜系统公司（MMS）的膜
系统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创新和可持续的
废水净化概念。

分散式污水处理

船舶污水处理厂

城市和直辖市

北极站

“Paul” 灾区的便携式进水器

高寒地区的废水处理

工业

酒店和餐饮企业

这是一个飞
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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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波普彗星年。

 

 

如果你今天从宇宙中看地球，你就能在所
有大陆上找到马丁的膜模块。在南极洲南
部，在澳大利亚瑞士，山峰高，在北部和
南部的美国、非洲和亚洲。“CUBE”拯
救人类生命，保障人民健康，确保全世界
的生活质量。即使说“异军突起”老离开
（在古代，彗星升天堂，众神）- 马挺膜
系统的发展是一个积极的和令人印象深刻
的20年的成功故事，提供了足够的理由来
庆祝欢迎你代表马挺膜系统公司。

1997

1997
公司在索内贝尔格
市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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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卫舰 F124



我们开发的膜系统
是基于所谓的超滤
膜。通过其定义的
孔径（＜0.1μm）
，将纯颗粒与胶体
完全分离为液体膜
保留这些物质而不
改变它们的物理或
化学性质。危险物
质不能被生产出来

正确的系统。
20年证明可靠。 

1997

 › 陶哈市第一污水处理厂
 › 第一船用污水处理装置
对F124护卫舰” 

1998

 › 在阿尔滕贝尔格的测
试设施为联邦国防技
术和采购办公室

KA TAU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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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MMS技术（状态06 / 2017）：

121艘游轮，47艘海军舰艇，9艘超级游艇，9艘极地站。

类似的系统，10艘研究船，2艘大型渡轮，1艘极地巡航舰

为了确保未来的发展，MMS已与合作伙伴（包括大
型航运公司）合作进行了多项研究项目，该项目将
创造性地、有效地利用MBR技术，例如在大型邮轮
上。 

FINE SCREEN RA 精筛机

BMA ® R-系列

浮选系统（MSF）

12



有一系列的优势和独特的特点, 使 MMS 船舶处理厂在世界上最
有效率的之一。新的条例已经伴随着 mms 的概念与创新的技
术和诀窍, 一直是通过 MMS 作为首批公司之一实施, 如在认证 
RheinSchUO/CDNI, 并成功地引入市场。BMA系列可在不同版
本的标准系统，从10立方米到100立方米的吞吐量每天不同类型
的船舶。当然，他们遵守有关规定和要求。 

海军使用
全球超过200所安装的船舶处理厂和海军污水
处理厂。1999

 › 全世界第一艘船舶精筛机，至今
已安装300多件。

2001

 ›  在船上第一个MBR处理厂
在“Maria S. Me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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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5的新lfm20滤波模块的推出市场，更大的工

厂和一个更简单和更强大的设计成为可能。与lfm20

过滤面积已经翻了三倍相比，20平方米的fm6。在

lfm20推出进一步发展决定性的改进到现有的模块类

型已实施。 

CUBE LFM20124 

（最大过滤器：960平方米）

CUBE FM611 

（最小过滤器：6.25平方米） 

工业处理厂

14



自2001在Knautnaundorf第一市政MBR污水处理厂，大量的污
水处理厂已添加了。MBR 污水处理厂在市政以及工业部门 (如造
纸、汽车生产、屠宰场) 得到了可靠的应用。由于模块化设计，
系统具有很好的可扩展性，能够适应各种需求。不锈钢框架的坚
固结构，尺寸稳定的塑料板（无弯曲）和热焊接膜是我们
膜系统的主要优点。 

市政和工业用途。
从6.25平方米到960平方米的过滤面积。

最大的MBR厂的日产量为5400立方米。2001

 › 第一市政MBR污水处
理厂、德国莱比锡市 – 
Knautnaundorf与VRM
旋转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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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在
Hohtälli，

水位在3.273米
（2004）

污水处理厂在
Schwägalp，
高度1.278米
（2001）

污水处理厂在马特宏峰冰川天堂，
高度3883米
（2008）

废水处理厂蒙特罗萨小屋，
高度2883米
（2009）

2004

 › 第一BMA在河船 
MS“RheinEnergie”

 › 市场推出fm6过滤模块

2006

 › 第一BMA装在巨型游
艇“Eclipse”

 › 第一BMA装在护卫舰
的122型

73°

南极站
“Neumayer III”，
德国2007 

南极站 
“GARS-O Higgins”，
德国 2008

南极站
“Troll”，
挪威2008

南极站的
“Bharati”，
印度2011

南极站,
“Davis”,
“Casey”,
“Mawson”
,澳大利亚
2012 - 2014”

南极洲
南极



破纪录。
极端条件下的废水处理。

2009

 › 造纸厂第一
MBR系统 

2007

 › 第一的南极站Neumayer III

2008

 › 采集Werkringstraße  
Sonneberg 10号，成为公司的
生产工厂

 › 造纸厂第一MBR系统

„ECLIPSE”巨型游艇

南极站NEUMAYER III

马特宏峰冰川天堂，瑞士

蒙特罗萨,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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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奖项“TOP100”

2014

 › 超过20000个FM模块
 › 开始生产，超过2000
个“Paul”便携式进水器

2009

 › 奖项“TOP100”

2010

 › 第一在智利使用“Paul”
便携式进水器

2012

 › 柏林分公司
 › 第一BMA装在“雷神”海上石
油平台

“Paul”用于世界各地的危机和灾难。“Paul”水袋是便
携可在背上运输，并提供饮用水，如无法获得干净的饮用
水或基础设施被摧毁。到目前为止，已经生产了2000台，
挽救了800000条生命。“Paul”便携式进水器跟卡塞尔
大学合作一起开发而被DBU支持。

2011

 › 超过70 BMA系
统已经在使用”

18



“TOP100”是最具创新性的中型公司的
奖项, 是德国中型企业最重要和最具
创新管理的标杆。

MMS在2009和2015年度两次获奖。创
新是优秀企业的重中之重。优秀的公司
在过去三年中以创新和创新的改进获得
了三分之二的销售额。 在2009年Martin
获得了批准的印章从巴登-符腾堡州的
部长Lothar Späth. 2015电视赞助商和
Top100奖项导师Ranga Yogeshwar提
出的奖项在中小企业服务创新。由于“
可持续性和创新携手并进”，MMS获得
了该奖。

认可和创新。
对不断创新发展的官方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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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服务中心索内贝尔格市
 › 开始生产CUBE滤波器系
列(布吕塞维茨市靠近什未
林市)

 › 市场推出LFM20

2016

 › 迪拜分公司
 › 第一艘游船“Scenic Eclipse”

2017

 › 上海的合资公司
 › 市场推出  
AQUACUBE

 › 市场推出FM045
 › 超过40000个FM
模块



在过去几年中，MMS一直通过广泛的投资为国
际市场做准备。 Cube滤清器在布吕塞维市什
未林市附近的新生产线是一个重要的投资，但最
重要的是迈出的重要一步加强未来。以创新的技
术，与IPT维斯马一起研发，塑料零部件都是自
己生产。 这意味着对所有市场需求我们都能灵
活反应。对于服务和维护，48小时服务时间内
的短距离是必须的。为确保这一点, 建立并扩大
了一个运作良好的服务中心和国际伙伴网、分公
司机构和基础设施服务。随着Aquacube的成
功推出市场，我们的新FM045模块即将推出，我
们在饮用水处理进入新的地面，为我们开启了一
个新的有潜力的市场区隔，由经验的人道主义项
目“Paul”。

为未来做好准备。
各大洲的积极发展。

2019

 › 亚洲和美国的扩张

在布吕塞维茨市开始过滤生产

AQUA CUBE FM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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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看法

MMS的销售额和利润稳步增长。确保和创造国家和国
际工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挑战。持续的投资是事
实，MMS将继续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雇主在未来的
基础。在这个程度上, 对未来的看法不是梦想。我们公
司将在未来五年内继续增长。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保
证，而且要扩大现有的地点，以满足未来国际公司的要
求。由新的设计和物流中心扩建的索内贝尔格市工厂考
虑到了这一增长过程，并反映了这一增长过程。

2017

 › 布尔诺/捷克共和
国服务中心

2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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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欧元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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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我们的目标
是2000万欧元的
营业额。



 

 2018

 › 新设计和物流中心这里

 

2019 2020



Life is good – with clean water                       www.martin-membra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