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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质量 创新



传承孕育未来

我们愿意共同携手创造未来 – 企业的未来，环境的未来
，水处理和污水处理的未来．

员工的经验，专业知识，贡献和不断的自我进步是我们
成功的基石和强有力的保障.

让我们回顾公司悠久的传承和历史．正是因为它，让我
们拥有了高度的责任感，并时刻准备好与

➤ 我们的员工

➤ 您，我们的客户

一起，不断迈向成功的未来之路．

„从来不会有任何一条现成的成功之路．
当人们披荆斩棘的开辟出一条通向成功的小径，这条小径就变成了成功之路．”

Franz Kaf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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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任务是我们的使命



水是生命之源

联合国发表了2005年到2015年为国际“生命之水”的十年
宣言，就此探讨水资源问题，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尽管我们无法解决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水资源问题，但是
我们致力于提供先进技术方案和产品，向实现“生命之水
”的十年目标迈进。

水和能源息息相关．为了降低对环境气候造成的污染以
及考虑到传统石化燃料资源的有限性，我们在实际项目
操作中，既要考虑可持续性发展，又要提高所使用方案
的能耗效率.

日益严重的淡水短缺，反常的气候变化，有限的各种资
源，快速的大城市化 – 这些都是未来各个国家，不同的
文化民族都必须面对的挑战．

利用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我们针对各种不同的条件和要
求，为各种问题提供相应的，全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为不同应用领域开发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 集中型，半集中型和分散型的解决方案

➤ 再生水利用

➤ 紧凑的水循环- 能量循环系统

➤ 高效的能量回收再利用系统

”要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拯救生命,任何措施都
比不上使所有人得到安全的水和合格的卫生条件
。”

科菲·安南 (联合国秘书长 1997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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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疾病,拯救生命,任何措施都比不上使所有人得到安全的水和合格的卫生条件。”

科菲·安南

德国前总统霍斯特·克勒先生将2006年德国环保奖授予

Hans G. Huber荣誉博士先生，以表彰他在世界范围内

为环保所做出的贡献



激情 高效: HUBER团队精神

  

以人为本



知识和经验:
我们的优秀员工

高效完成各种任务是我们的使命，包括管理人员、技术
人员和工人在内的每个公司职员都具备相应的多元化才
识。员工们跨学科的经验和知识是我们服务和产品质量
保证的基础。

我们的成功在于员工们的激情和贡献。我们将持之以恒
地满足顾客的各种需求和最高期盼。

我们建立了全球专家组以更好地满足我们顾客全方位的
需求。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市场开发机会，更是
对公司的组织结构最优化的全新挑战。

我们坚信，只要为我们员工提供持续后期教育和在职培
训，我们的目标就一定可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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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面对未来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革“ – 以此为追求的HUBER公司，对
公司组织内部，产品的开发研究和各种解决方案坚持不
懈的进行着优化改良．

我们周围的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着．生态，经济，社会
和法律等周边框架条件不断变化，而客户的要求也自然
而然的与之相符合．

所以，创新是必要的．创造性的想法，意愿和能力三者
结合，才能将创新成功的转换成现实．

我们勇于面对这个挑战，并按照高效的原则，不断调整
内部流程．我们不断开发新的概念，改进现有产品和解
决方案．

我们以自己的创新力量为基础，结合各大学，科研机构
的专业知识和客户反馈的信息，勇于创新，不断进取．

我们的目标: 
通过创新创造更多的客户价值！

„如果有一种能做的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找到它“

托马斯.阿尔发.爱迪生, 电灯泡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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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科技奖: 激励年轻工程师

创新让客户受益



  

全套的产品，方案和服务



水、污水、服务用水和污泥处理设备及解决方案

WASTE WATER SOLUTIONS

向客户提供全套污水处理工艺方案和技术设备是我们的
目标，因为我们希望客户能够充分享受到融为一体的技
术设备和售后服务。

我们的产品按照客户需求，环保要求量身制定。产品的
重点是低成本高质量运行。现代化的生产保证了产品的
最高质量，全球销售经验确保了按照各种客户需求提供
正确的解决方案，而全球性服务则担保了设备的长期高
效运转能力．

在整个运行周期内，我们为所提供的设备和方案承担责
任．

HUBER强调产品使用周期内的最佳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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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以下领域提供各种产品:

➤ 污水机械处理
➤ 污泥处理
➤ 膜处理技术
➤ 过滤和气浮
➤ 滤渣处理
➤ 不锈钢产品

我们的解决方案面向：

➤ 集中型(大型)污水处理厂
➤ 下水道系统
➤ 半集中型和分散型污水处理厂
➤ 污水再利用
➤ 热能回收利用
➤ 紧凑型水和能源循环利用系统
➤ 工业污水
➤ 饮用水处理
➤ 饮用水供应

我们提供全球性服务.



HUBER质量 - 实践验证

  

机械污水处理



机械污水处理是所有深度污水处理工艺的基础．因此，
我们始终将其作为一个核心题目对待．

我们各种栅距的污水处理系列设备包括精细过滤设备，
适合处理各种不同流量的污水，满足不同的处理要求，
例如，膜处理环节中必须进行的精细过滤。

这些设备既可用于污水处理厂的进水工序，也可以用于
初期雨水溢流装置(初期雨水过滤)。

应用领域包括： 

➤ 市政和工业污水

➤ 雨水

➤ 工艺用水

对于从污水中分离出来的滤渣，我们同样能够提供设备
进行处理，实现最经济的解决方案．

针对除砂及后续的砂处理，我们具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
验，可以按各种客户需求提供最佳的处理方案．经过我
们的设备处理后，分离出的砂可从”垃圾“转变成有效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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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型，量身订制的解决方案

– 筛分
– 过滤
– 冲洗
– 运输
– 脱水



最佳性能 – 无时不在

  

污泥处理



污泥处理是整个污水处理技术的一个核心问题．全球污
水处理率越高，由此产生的，待处理的污泥也就越多．
各个国家甚至不同地区的污泥处理要求都存在着很大的
差异．

为了能够向客户提供完整处理方案，我们拥有可应用于
各个污泥处理阶段的全套设备．

我们的污泥过滤设备和处理方案可有效去除污泥中含有
的故障物质和毛发，从而保证后续污泥处理工艺的有效
运行．

在污泥机械浓缩和污泥脱水阶段，我们可以按客户需求
提供最佳的产品和工艺，以帮助客户实现方案优化，并
使其经济有效的运行．

污泥处理工艺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污泥干化和污泥利用
。HUBER公司开发了太阳能污泥干化和带式污泥干化两
种处理工艺设备，您可以根据污泥处理量和可提供的能
源状况进行灵活原则．通过利用HUBER “sludge2-

energy”工艺，可成功实现将污泥本身转换成资源 – 热，
电或者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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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为一体

– 过滤
– 浓缩
– 脱水
– 运输
– 干化
– 再利用



  

污水再利用是解决世界范围水资源危机的核心手段之一

深度污水处理



为了实现节约用水和保护环境，污水深度处理和再利用
就变得日益重要．

传统的，但经过改进的沉淀池结合高效的过滤设备就可
以确保出水质量，为安全饮用水供水和后续深度污水处
理提供基础保证。砂滤装置作为多级处理工序可进行硝
化和反硝化处理，从而进一步完善处理流程。

膜生物反应器代表了污水处理的新方向．针对市政和工
业污水处理的应用方向，我们对其不断进行改良．

最优的出水质量和极小的占地面积，保证了HUBER膜技
术在各个相关领域的成功应用．

在HUBER膜技术的帮助下，污水可利用简单可靠的手段
进行净化，使其满足回用水的卫生质量标准，从而利用
其进行灌溉，冲厕或作为工艺水应用在工业领域．

HUBER经验技术可以帮助许多，特别是缺水地区缓解日
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HUBER技术，变污水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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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技术，最高效率
– 沉淀
– 过滤
– 膜技术



  

未来城市的HUBER循环解决方案



绿色建筑(Green Buildings) 

污水再利用和热能回收

大型的建筑物如酒店，购物中心，写字楼等都需要消耗
大量的水，热能和电能．满足这些要求不仅会产生高额
的费用，还会加重环境的负担．从这些建筑物中产生的
富含热能的污水往往会被直接排放至下水道．在全球气
候变化影响的大背景下，从污水中获取能源或热能已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已可以利用创新性的膜过滤
技术成功在污水处理领域实现中水回用．作为其补充，
雨水处理和再利用的推广也可以有效的节约水资源．但
最重要的是，在考虑整套”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基础上
，我们要发展和推广有经济利用价值的概念和解决方案
，而且这些方案必须在大型建筑物的规划设计阶段就被
考虑进去．

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HUBER公司早已开发研究出了各

类解决方案，可以按照任何的要求为您提供成熟正确的
解决办法．   

HUBER绿色建筑(Green Buildings)解决方案是未来

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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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是：

将污水污泥处理的能耗降至最低

将污水作为能量来源使用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市政和工业污水的热能回收利用

水和能源紧密结合，不可分割．我们进行污水污泥处理
时，都要消耗能源．在生产能源的同时也会释放大量
CO2，而CO2正是引起全球气候反常的重要原因之一．我
们追求的目标就是，开发出耗能最少的高效HUBER污水
处理解决方案．

污水中也含有能源:比如可在厌氧消化塔中转换成沼气的
化学能源和可通过水轮机转换利用的水力势能．当然最
大的能源组成部分还是污水中含有的热能．这部分热能
可通过热交换器和热泵回收转换成可利用的能源．

HUBER ThermWin®污水热能回用系统因此而生．它通过
应用专门针对污水介质设计的污水热交换器， 将这一愿
望转换为现实．

这样我们可以把污水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来使用，从而
可实现CO2减排，将化石燃料的消耗降至最低．

HUBER解决方案有助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可将污水
转化为资源．

污水是一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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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高性能，无与伦比的使用寿命

  

闪光之路: 不锈钢产品



质量理念:

高质量不锈钢制成的多样化产品，满足最高技术要求

我们整个产品系列都由不锈钢制成，反应了我们在饮用
水及污水处理产品方面的高质量标准。

作为第一家将不锈钢作为水处理及污水处理设备基础材
料的供货商，我们非常自豪．实践证明，不锈钢是确保
设备连续高质量工作的唯一材料。

专业化的制造流程，特别包括对所有产品系列的酸洗钝
化处理，由此保证不锈钢产品的突出质量，例如耐腐蚀
，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基本不需维护。

HUBER公司最初发展起步于饮用水处理领域．几十年来
我们始终秉持当初对产品质量的承诺，利用我们在不锈
钢加工领域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不断为客户提供着高质
量，高标准的不锈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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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产品应用于完美的处理工艺 - 造福我们的工业界客
户

  

多样性，高技术 - 服务于工业污水客户



系统解决方案: 专业对专业

我们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成熟的技术和全套处理设备
，可根据工业污水用户的具体需求选取最适合的机械设
备。相对于一些只能提供部分环保设备的供货商，
HUBER是用户理想的业务伙伴。

作为我们的客户，您可以完全的信任我们．因为我们不
仅为您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丰富的经验，还会严格的为
您保守商业机密．

我们保证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HUBER产品和最佳的，以
实现客户要求为目的的解决方案．

我们将优秀的产品应用于完美的工艺，并将其转换为现

实，是您最理想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技术服务保证设备的最大运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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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视角: 我们的产品



HUBER-制造: 高新技术和经验的结合，新一代的质量标准

生产是我们的重心所在．所有的HUBER产品均由我们优
秀的员工完成，他们承诺质量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他们
均经过专业培训，并且拥有丰富的经验．高素质员工和
电脑操控高端精密加工设备的结合让我们得以生产出最
高质量的机械，供全球用户使用．

经验丰富的设计师队伍不断设计并完善着设备的性能．
科研，开发，销售，技术，生产和服务等各团队的紧密
合作，为HUBER专业的工程师们创造了不断开发新型设
备的良好前提条件．

„整合产品政策“作为Huber公司的一项重要指导方针，始
终贯穿整个生产流程，它从一开始就要求考虑原材料的
优化选用，产品的高效运行，节约能源，符合环境要求
等环节。

全部HUBER产品采用不锈钢材料制造，可以实现原材料
再利用循环。整个设计、制造流程均有不断的质量检验
，具备相关检验证明。

质量和创新是产品经济，安全，可靠的保证．我们的员
工籍此不断开拓最优化产品制造之路．

正是这一坚持使我们成为全球知名的高品质设备制造商

．我们一如既往，面向未来，不断探索，积极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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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 全球性服务网络 – 无论何时何地.

  

售后服务 – 24小时 – 全球性



全球服务，安全可靠

客户认同不仅以高质量的产品为准，而且完善的售后服
务保证产品使用寿命也是其重要标准。

我们非常自豪能够向您提供 „HUBER 全球服务”。 全球
范围内我们全天24小时待命，向客户提供完善的售后服
务，让您充分享受到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

通过远程电讯服务可对设备进行监控，及时解决问题，
保证了机械设备的最大运行可靠性。

我们认为向客户提供的不应仅是产品本身．整个产品生
命周期内的运行和性能都是我们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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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 – 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挑战

  

HUBER – 世界著名



HUBER技术 – 全球应用

水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我们随时准备迎接挑战，这也
是HUBER公司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原因．

我们从世界各地的项目中总结出经验和建议，并将之应
用到我们为客户提供的最优方案中，以满足客户的个性
化需求.

➤ 我们为客户在设计过程中提供专业咨询

➤ 我们确保运输和提供安装服务

➤ 我们提供详备的操作人员培训

➤ 我们提供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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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工程师现场支持.

  

客户的认同是我们的义务和目标



客户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为环保提供解决方案．

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产品以质量为基础，
不断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我们以客户为导向，双方相互的信任和共同合作是我们
所追求的.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解决水和污水问题始终是我们的
任务．我们可以为您提供方案，设计和优化处理设施，
以及运行和保养服务．

我们期盼能成为您最好的合作伙伴，与您携手一起解决
各种水和污水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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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R SE的总部和生产基地，
位于德国波兴镇

  

活跃在世界各地 – 总部位于德国波兴镇



我们的理念是持续的发展.
成就未来，赢得客户的信任是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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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er Köhler             Georg Huber, CEO             Dr.-Ing. Oliver Rong, Vize CEO             Dr.-Ing. Johann Grienberger

HUBER SE领导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