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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世环会【生态舒适展】
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COMFORTECO CHINA 2021  

制冷  供暖  新风  净水  管路  智能

绿色节能  舒适健康
                    融合创新  共筑生态

30,000m2 规模

15,000+         展品

1,000+展商

世环通小程序扫码参观预登记

中华环保联合会

水处理展

同期举办

微信预登记 会议报名

扫描二维码完成预登
记，获取精美礼品！

在线网络预登记

登录 www.comfortecochina.cn，
点击观众中心，进入报名
参观页面，填写信息完成

预登记。

扫描小程序，查看 2021 世
环会【生态舒适展】精彩

会议，即可预登记！

电话预登记

您可以致电 400-665-3755 
我们会有客服为您提供

登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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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闹钟音响

500 积分
以上 兑换

100元天猫购物卡

600 积分
以上 兑换300 积分

以上 兑换

电脑包

200 积分
以上 兑换

运动书包

100 积分
以上 兑换

手持风扇

邀请5名专业观众预登记并到场，
展后可额外获得100元天猫购物卡

完成预登记并到场可获得 100 分奖励

展前收到参观电子胸卡，节省参观入场时间

定期收到行业快讯，产品和技术资讯及时掌握

凭电子胸卡提前预约展会现场的各研讨会

有资格参与展期三天观众幸运抽奖，赢取幸运大奖

到场凭积分即可兑换天猫购物卡、LED 闹钟音响、电脑包等精美礼品

预登记方式

预登记礼遇

防疫小贴士

实名认证
测温 / 健康码检查
防疫物资
现场医疗点

人流管控和进馆路线
建立现场防疫防控工作机制
防疫宣传、疫情防控须知
展品消杀

展商展前重要提醒
车辆进馆检查
展台 / 功能区设置
防疫巡查 & 广播提醒

场馆消毒、垃圾清运
空调及排风设备防疫防控措施
餐饮防疫防控措施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注 :  积分可在展期现场直接兑换天猫购物卡、便携式音响、运动书包等精美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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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世环会【生态舒适展】
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COMFORTECO CHINA 2021

世环会【生态舒适展】，作为舒适系统行业高品质的商贸交流与集成化

解决方案展示平台，将于2021年6月2-4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再度拉开帷

幕。展会规模达30,000平米，以健康、自然、舒适、环保、节能为理念，

整合各方行业资源，呈现“冷暖风水智”五大舒适集成主题，同时还进一

步吸纳了建筑给排水系统解决方案。现场展示的前沿产品与技术横跨民用

及商用两大应用领域，更完整的体现了舒适系统行业上下游产业链。

汇聚国内外舒适系统行业领域的1,000家展商

打造“冷暖风水智”主题，推动健康舒适产品的系统化、
集成化，标准化

为民用舒适系统行业需求提供实战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

展会同期50+专题论坛活动追踪行业热点与技术前沿

世环通小程序+APP实现365天全行业信息一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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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此外，展会同期还将举办50余场行业主题活动

与专题论坛，深入高档住宅、星级酒店、学校后

勤、商业办公等各细分领域，让观众能够与业内资

深专家及同行精英近距离面对面，深入了解产品和

技术应用案例，并有机会提前掌握行业新概念与新

技术价值，从而为业务合作与职业发展提供助力！ 官方微信公众号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HOT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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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
中央净水
中央软水
新风&除湿系统  
空气净化&消毒消杀
中央空调
舒适热能
管路系统

同期展会 ...........................................
世环通 ..............................................
预登记方式 ........................................



4 55

展会概况 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中央空调
智慧空调
辐射空调系统
全空气系统空调

全屋净水系统
全屋软水系统

全屋热水系统
智能供暖系统 
热泵系统
太阳能系统
壁挂炉

金属管材与管件
塑料管材与管件
环保家装电线
地暖管材与分水器
铜水阀\不锈钢水阀

中央新风系统
中央吸尘系统
中央除湿系统
室内空气净化系统
空气消杀设备

智能控制系统
智能厨卫
IOT智慧物联
安全健康环境监护

展馆交通

轨道交通
2 号线徐泾东站 5 号、
4 号出口

出租车 / 自驾车
A. 高架道路：延安高架、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 - 建虹高架 - 盈港东路 - 诸光路（国家

会展中心西门）；北翟高架、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 - 崧泽高架 - 蟠龙路下匝道 - 龙
联路 - 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西门）。

B. 地面道路：北翟路 / 天山西路 / 仙霞西路方向，申长路或华翔路 - 崧泽大道 - 诸光路（国家
会展中心西门）；延安路方向，延安西路 - 沪青平公路 - 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西门）。

注：出租车由涞港路经 18 号门进入南厅外停车区下客，或由崧泽大道经 10 号门进入北厅外停车区下客。

公交线路
A. 865 路：可驳接地铁上海动物园、漕河泾开发区、锦江乐园站
B. 706 路：可驳接地铁九亭站
C. 776 路：可驳接地铁紫藤路、中山公园站

扫码预约大巴接送 

展品范围 目标观众

展馆分布

◆ 暖通经销商
◆ 家电经销商
◆ 净水经销商
◆ 建材经销商
◆ 厨卫经销商

◆ 装饰装潢公司
◆ 建筑设计公司
◆ 室内设计师
◆ 建筑暖通设计师

终端用户

◆ 房地产开发商
◆ 酒店管理集团
◆ 学校/教育机构

工程公司

◆ 暖通工程
◆ 建筑工程
◆ 净水工程

◆ 空调工程
◆ 酒店工程
◆ 环境工程

◆ 医院/康养机构
◆ 餐饮集团
◆ 商业办公

经销代理&设计机构

+86 21 60908441

helen@chcbiz.com

火爆招募现在正在火爆招募
实力买家详情请联系

VIP买家俱乐部

VIP买家钻石俱乐部（以下统一称“俱乐部”）是世环会携旗下7大主题展会上海水展/上海泵阀展/上海固
·废气展/上海智慧环保展/上海空气新风展/上海建筑水展/世环会【生态舒适展】全年为来自政府部门、设计
院、工程公司、经销代理商、终端用户及业主等专业领域的采购决策者倾力打造的一个精准、高效、多元化的
采购交流平台。借助世环会在全球环保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俱乐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为有采购需求的VIP买家与供应商高层建立深度沟通的渠道。

与此同时，俱乐部成员不但可以在展前优先获得高价值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资讯，还能够第一时间在展会现
场与供应商进行面对面的采购对接活动，并尊享VIP买家钻石俱乐部专属定制服务所带来的全方位观展体验。

获得世环会旗下所有系列展 VIP 身份
展会现场对接会专属服务，1 对 1 专人引导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现场豪华礼包
展会同期会议 VIP 专属折扣或免费名额
专属采购顾问，提供全年供应商配对服务
尊享俱乐部现场休息室餐饮服务
全年环保行业、产品、技术、案例资讯实时推送
限量 VIP 身份会员卡，彰显尊贵

加入 VIP 买家俱乐部，
获取以下会员特权：

展会概况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以上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品牌荟萃

世环会【生态舒适展】

净水展5.2 Hall
展馆

5.2 Hall
展馆 空气新风展

净水展6.2 Hall
展馆

5.2 Hall
展馆 建筑水展

5.2 Hall
展馆 舒适系统展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1700号/
上海市盈港东路168号

2021 年 6 月 2 日  星期三  09:00-17:00
2021 年 6 月 3 日  星期四  09:00-17:00
2021 年 6 月 4 日  星期五  09:00-15:00

N 

7.1 Hall
展馆

4.1 Hall
展馆

5.2Hall
展馆

8.1 Hall
展馆

盈 港 东 路

南 广 场

徐泾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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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会议 同期活动&会议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活动时间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6月2-4日

6月2-3日

5.2馆内

5.2H975

NEW

NEW

HOT环境中国碳中和绿色科普展厅

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多能源两联供应大赛 

会议时间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6月2日上午

6月2日上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全天

6月3日上午

6月3日下午

6月3日下午

6月3日

6月3日

6月3日

5.2馆会议室A

C0-02

5.2馆会议室A

C0-03

5.2H975

5.2号馆会议室C

6.2馆

M602

5.2馆会议室B

5.2馆会议室A

M603

M503

M502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HOT

2021不锈钢管道应用热点与趋势论坛

2021年健康电器发展高峰论坛

2021中国建材家居产业智装快装峰会暨第二届装配式技术研究论坛

2021室内空气卫生智能化创新管理论坛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趋势论坛 

驭见未来⸺2021中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品技术趋势论坛 

2021学校净水&新风项目招标会

2021智慧校园之现代后勤专题研讨会 

2021“场所精神”构建设计新生态论坛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2021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论坛

2021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2021新风净化行业发展交流研讨会

会议议题

•  上海优质饮用水建设情况与管材应用 •  沿海地区抗咸潮管材的选用

•  装配式建筑与绿色建材认证对建材管道行业的影响 •  管道直饮水发展趋势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A
主办机构 ：中国建材市场协会金属建材应用分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不锈钢管道应用热点与趋势论坛 NEW

现代家电传媒集团集40多年行业的沉淀及“营销顾问，渠道传媒”的初心，联手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北京泛博瑞咨询有限公司，以泛家电行业渠道融合、资源整合之势，将
“2021赋能万商万店万里行系列活动”落户上海，以泛家电行业场景化&智能化营销创新峰会、2021年健康电
器发展高峰论坛峰会两场主题峰会对泛家电行业基于场景化、智能化新一轮再造与重构进行深度分析，对行业
营销创新实战案例进行解读，对渠道模式升级过程中的问题做出剖析。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C0-02 会议室
主办机构 ：现代家电传媒集团、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年健康电器发展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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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拥抱智能发展机遇，融入数字经济浪潮，经济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已是顺应趋势。深入推进室内卫生行业智
能化，推动行业内数字化转型，引导空调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对于企业来说，智能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某一项业
务的智能化升级，更是整体业务创新、效率提升的利器。依靠先进科技加持，把智能化广泛应用于企业各个环
节，作为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促进与智能化的融合，是必经之路。搏击未来，企业发展需要进一步科技
创新，并抓牢智能化的发展藤蔓，来提高自身的产业地位和核心竞争力。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C0-03 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NEW2021室内空气卫生智能化创新管理论坛

王    彬 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孙海东 上海智燊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群龙 上海奥菲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宇 上海有个机器人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胡    波 纯享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中兴 华东理工大学  教授

徐文华 同济大学暖通工程  教授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集中空调清洗消毒数据可视化发展

集中空调水处理实时监测系统

细菌微生物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的研究与探索

开启楼宇轻量化智慧升级时代

后疫情时代的公共空间环境卫生预防管控

空调水处理中军团菌的防止方法及各项政策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空调运维服务该如何创新

由慧聪网主办的“驭见未来·2021中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品技术趋势论坛”将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
行，并邀请行业资深专家、权威分析机构以及知名企业高层等对行业相关政策、最新话题、前沿技术进行深度
解读与分析，以期为从业者提供在技术、供应链及市场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及预测，构建健康环境电
器行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圈，共享未来产业共赢之道。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号馆会议室 C
主办机构 ：慧聪家电、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驭见未来——2021中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品
技术趋势论坛

NEW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H975
主办机构 ：国际住宅管道工程标准化学会、世界技能大赛 『管道与供暖项目』 中国集训中心
承办机构：上海贝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趋势论坛 NEW

会议议题

•  两联供系统设计工艺

•  双源三联供系统设计工艺

•  装配式被动房建筑趋势

•  南方刚需供暖市场的壁挂炉产业格局

•  健康生活水系统，家庭新风的检测标准

•  2020舒适家行业白皮书内容解读

马红军 上海品宅装饰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PO 

于海华 宏岳集团  装配式研究院院长 

田冠勇 和能人居  副总裁 

张泽东 贝朗(中国)卫浴有限公司 家装事业部  总经理 

窦     婷 上海储为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装配式内装，不止快、好、省，价值再升级

快易式供水系统在快装中的应用

面向未来的装配式装修

厨卫空间的长期主义

装配式内装应用三问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A
主办机构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材家居分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中装兴嘉（上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中国建材家居产业智装快装峰会
暨第二届装配式技术研究论坛 

NEW

同期活动&会议 同期活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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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2020年初开始肆虐的新冠疫情，不仅改变和颠覆民众原有的那套居住价值理念，也倒逼着国内许多房地产
开发商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开发思维和产品服务标准。健康人居深入人心，人居建筑4.0时代或正在到来。由大
商汇教育服务平台联合荷瑞会展主办《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论坛》将于6月3日准时举办，届时众多
行业专家将亲临现场，为大家带来深度剖析！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603 会议室
主办机构 ：大商汇教育集团、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论坛 NEW

荷祥会展联合中国招标网在展会现场为观众及展商现场发布学校、医院、地产行业的净水及新风的招标前
期项目信息。现场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项目的进展情况、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帮助大家在展会现
场比竞争对手更早了解到项目全貌、提前了解参与投标的时间并做准备、提高中标几率。展会现场更有净水及
新风行业的招标专家和大数据分析专家为大家现场解答投标中遇到的问题。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6.2 馆
主办机构 ：中国招标网、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学校净水&新风项目招标会 NEW

2021正值国家”十四五”规划的起步期，2021智慧校园之现代后勤专题研讨会，乘风破浪，不忘初心，将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作为战略目标和行动导向，整合行业
有效资源，引领教育后勤管理变革，助力教育后勤服务增值，不断提升教育后勤服务保障能力，助推新时代教
育后勤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602 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智慧校园之现代后勤专题研讨会 NEW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A
主办机构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HOT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由中国装饰工程联盟和荷祥会展强强联手，围绕整装供应链发展之
路，邀请装企高管行业大咖企业代表等汇聚一堂，交流、碰撞、嫁接，旨在探讨家装 行业发展，搭建一个让供
应商与采购方零距离接触、思维碰撞与交锋的平台，亦为您提供一个推广品牌、对接上下游资源和获取潜在交
易机会的绝佳平台！助力实现您的业务合作与职业发展！

2021暖通舒适家行业全面升级！南方采暖刚需市场已经形成，暖通舒适家行业正向精工、专业化发展！为
推动供暖供冷舒适家行业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行业专业规划与施工技能，提高供暖、供冷及舒适家行业的专业
技能水平，重磅打造“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多能源两联供大赛“，现场实操PK“天水地水”“天氟地
水”“天氟地氟”等两联供系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灵活的施工技巧，看高手过招定能让你一饱眼福。精彩赛
事不容错过！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3 日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H975
主办机构 ：国际住宅管道工程标准化学会、世界技能大赛『管道与供暖项目』中国集训中心
承办机构：上海贝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多能源两联供大赛 NEW

同期活动&会议 同期活动&会议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B
主办机构 ：中国设计联盟网、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场所精神”构建设计新生态论坛 NEW

蔡文华 上海安莘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合伙人

徐友贤 新加坡Portfolio Design Partnership Pte Ltd  创始人\总建筑师

杨像腾 中国设计联盟网  发起人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水元素与环境的艺术对话

建筑室内设计里的生态意识

“共享设计”想象力构建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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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姐          +86 21 3323 1379          marcom@comfortecochina.cn

了解更多会议敬请联系

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会议议题

•  十四五规划下，新风净化行业的发展机遇 •  变局中开新局，痛点下的创新发展之路

•  空气品质与智慧物联服务方案分享 •  新风净化产品质量与测试交流

•  新风空调一体机的市场与发展 •  空气净化产品在特殊场所的应用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消费者对健康意识的增强。新风净化行业正面临着挑战与机遇，行业企业需坚持不
懈的用创新技术推动净化行业的前进发展，提升科研实力和生产能力，创新技术，做好产品。为准确把握2021
年空气净化设备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助力企业在多产业领域脱颖而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低碳建筑研究中心拟定于2021年6月3日“世环会【生态舒适展】”同期，举办“2021新风净化行业发展
交流研讨会”。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502 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低碳建筑研究中心、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机构：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工程分会、中国绿建委建筑室内环境学组、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空净专委会、建筑安全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全国生态校园行动工作委员会

报名参会

2021新风净化行业发展交流研讨会

中
央
净
水

余姚市天沁净水器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642

上海湿腾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22

中央净水器

中央净水机

福建省埃克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916

中央净水机2.5T 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

深圳市美辰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市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355

展位号：6.2H701

福建邦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618

德国法兹FineSky中央净水机

DN系列中央净水器

中央净
BD-500-150AB

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

东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401

FEX Black中央净水机 看产品细节

森乐净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420B

CL600系列中央净水器 看产品细节酒店的规划设计中，净水系统、中央空调/新风系统、生活热水系统的设计和设备选用是提升入住体验感
的重要一环。安全、清洁、舒适、便捷和节能是衡量酒店舒适系统的基本标准，在后疫情时代人们最关心疫情
的反复和公共场所的安全性问题，消费者对入住酒店的水质和呼吸方面的安全问题有了刚需，国家也出台了对
酒店用水、用风、用热的规范性标准，酒店在规划舒适系统方案时不仅要考虑到节能环保等长远发展的需求，
也不能忽视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503 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分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同期活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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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展品速递

中
央
净
水

中
央
软
水

昆山怡口净水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436

500Power黑钻系列软水机 看产品细节

温州市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456

新外观沐浴软水机 看产品细节

浙江中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418

中广欧特斯中央软水机大白系列 看产品细节

哈尔滨斯芙特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675

软水机C-2000型 看产品细节

帝尔塔净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420

德尔塔DLT52(ESCALDA)
无电软水机

看产品细节

展位号：

诺百纳R1R3软水机 看产品细节

深圳市诺百纳科技有限公司 6.2H313

展位号：6.2H446

中央软水机CS15 看产品细节

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470

优口中央软水机 看产品细节

优口(广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金利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匠仕工业设计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306

展位号：6.2H526

上海瑞帮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742

曼稣勒环境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342

珠海市国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354 厦门艾淇尔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208A

江苏纯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634 江苏嘉恒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9140

中央软净一体机 瑞卡诺中央净水器

中央净水器 别墅家用中央净水机

G.MAN德兹曼德国进口
过滤家用中央净水机G-F200AIC

新一代中央净水机

中央净水器 全自动 中央净水机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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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风
/

除
湿
系
统

佛山市南海南洋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净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96

展位号：5.2H323

艾易西(中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76

格韦特新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49

宁波威霖住宅设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75 神恩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07

富罗尔(江苏)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35 台州奇林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32

超薄除PM2.5全热交换新风机 VFS-U500吊顶式单向
流新风净化系统

直流墨金系列 格韦特全热回收新风机

全屋全热交换新风净化机 碧落DC热回收
新风净化一体机

除霾中央新风换气机(侧开款） 新风除霾全热交换一体机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布朗(上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66

布朗•赫马克HRV系列 看产品细节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21

ZY直流全热交换器 看产品细节

浙江星月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33

DM-F2500-IMP 看产品细节

广州迪森劳力特空气净化技术
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45

吊顶式新风机 - 标准系列 看产品细节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108

PM2.5净化型新风系统 看产品细节

爱迪士(上海)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85

Easy InspirAIR Monet ECO智岚
中央式智控热回收新风净化系统

看产品细节

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01

远大洁净新风机 看产品细节

广东百朗新风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69

NOAH Plus 看产品细节

新
风
/

除
湿
系
统

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品速递

常州九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39

睿仑空气处理技术东台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119 浙江东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77

双冷源深度除湿系统

全热净化新风
除湿&制热一体机机

中央新风机

看产品细节

上海士诺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02

钻石系列 看产品细节

广州多乐信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123

家用除湿机 看产品细节

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81

全热新风除湿机 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新
风
/

除
湿
系
统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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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聪信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笨鸟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25

展位号：5.2H128

中创芯净(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65

浙江金大万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139

江苏黑森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01 江苏帝源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81

广东瑞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65 昆山康丽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79

IA1019S氧聚解空气处理系统 空气净化机

菲尔博德空气净化器 工业级臭氧消毒机

AP5006家用空气净化器 帝源空气消毒机DY860

空气消毒机 空气净化器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空
气
净
化
/

消
毒
消
杀

杭州瑞亚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63

AM系列新风除湿系统C3 看产品细节

上海湿腾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22

湿腾防霾全热交换
新风除湿机

看产品细节



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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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空
调

科龙中央空调

迪莫环境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825

展位号：5.2H710

上海湿腾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22

格瑞智慧人居环境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812

上海士诺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02 浙江造梦者进出口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33

佛山市南海南洋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96 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830

龙焰•全季候空气
源热泵无水地暖

五恒系统

迪莫全直流变频变
流量VWF热泵

吊顶式单冷源五恒新风机

全空气系统 空气源热泵两联供/空调、
地暖水一体机

静音型空调风柜(2000-12000风量)
可选配过滤箱

三星windfree“无风感”
中央空调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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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维尔中央空调有限公司

能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48

展位号：5.2H861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40

武汉施尔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873

山东爱客多热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847 浙江中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6.2H418

江苏诺问特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849 玛思特(无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979

A+空气源户式变频两联供系列 日立水墅适

采暖热水两用炉 地暖空调一体机

凯撒冷凝K-1系列 中广欧特斯地暖空调一体机
双子星2代系列

冷凝式燃气暖浴两用炉
智星系列

空气源热泵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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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管一管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39 索兰德中国 展位号：5.2H466

烟台东晖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61 弗沃德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59

德国专利
零冷水热水管

铝塑复合管系列

装配式PB管道系统 原装进口V系列
五层阻氧PE-Xc地暖管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班尼戈管路系统(宁波)有限公司

沙克拜特 SharkBite

展位号：5.2H446

展位号：5.2H703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55

阔特国际贸易(杭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37

佛山市云峰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67 英国德罗奇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59

淮安市金貂线缆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79 科尔德斯电气(嘉兴)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49

CBCNC2003-A 恒温循环阀 VASEN伟星净水机

沙克贝特恒温阀 极奢系列 家装
铜芯PPR给水管

PP-R双层抗菌管 超壁厚铝塑管道系统

霍巴特高端阻燃电线 家装双层阻燃系列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玉环未涞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964

展位号：5.2H981

浙江达柏林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44

上海图本派普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965 

L1PB26-R52 强制平衡式
燃气采暖热水炉摩卡金 天然气12T

风盘用高杆球阀

意大利图本壁挂炉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叠片式反冲洗前置过滤器

管
路
系
统



管
路
系
统

浙江正同管业有限公司

福建革升不锈钢水管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651

展位号：5.2H436 浙江卡博铜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38

光丰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19

浙江皓基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37 浙江革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71

不锈钢管

304不锈钢管件
双卡压式90度弯头 A型

青铜球阀

卡压三通

铜闸阀重型通径 滑压式不锈钢系列管接

玉环市红日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64

 南鲸豚防水锤系列

安徽江杰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43

薄壁不锈钢覆塑管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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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拓康源管道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57

内嵌焊环式紫铜T通 看产品细节

上海索邦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50

中国红内螺纹三通 看产品细节

江苏品升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54

PP-R不锈钢净水管 看产品细节

广东恒联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15

不锈钢双卡压式管件 看产品细节

广东双兴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58

薄壁不锈钢管管件 看产品细节

苏州宝地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01

苏州宝地管业90°弯头 看产品细节

上海瑞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34

覆塑不锈钢管道系统 看产品细节

威文管道系统 ( 佛山 ) 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29

Wavin AS+极致静音排水
管道系统

看产品细节



第六届上海建筑水展
上海国际建筑给排水设备与技术展览会 BUILDEX CHINA (SHANGHAI) 2021

第六届上海建筑水展作为国内建筑体给排水行业的高品质专业展，聚焦于
住宅与商业空间，集中展示健康饮水管道、建筑排水系统、环保家装电线三大
主题，并与制冷、供暖、新风、净水等主题相结合打造生态舒适系统，清理呈
现高新技术与解决方案，搭建一站式资源共享及商贸交流平台。

在展会期间，展出的新产品和演示的前沿技术横跨民用建筑、商用建筑和
市政建设三大领域，为观众提供了建筑给排水和隐蔽工程领域全产业链的产
品、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此外，通过与众多在行业内颇具影响力的家装工装
机构、协会及行业媒体的合作，推出了十余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让观众能够与
业内资深专家及同行精英近距离面对面，深入了解产品和技术应用案例，并有
机会提前掌握行业新概念与新技术价值，从而为业务合作与职业发展提供助
力！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水展
上海国际水处理展览会（净水）AQUATECH CHINA 2021

同期展会 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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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上海空气新风展
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 AIRVENTEC CHINA (SHANGHAI) 2021

上海空气新风展（全称：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是国内具有行业影
响力的专业展会，上海空气新风展旨在通过与环境综合治理相融合，旨在打造
一个贯通空气净化及新风系统领域上下游产业链的商贸交流平台。作为业内高
品质的空气与新风展览会，2021年第七届上海空气新风展将于2021年6月2-4日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如期举办，展品范围覆盖：空气净化设备、新风
系统、加湿除湿、空净/新风配套产品。2020年的第六届上海空气新风展吸引了
223家参展商与24,296名专业观众汇聚一堂，同期高峰论坛举办21场行业高峰论
坛，42场新品发布会，特邀终端用户领域954名采购决策者莅临现场，与行业权
威共同探讨超过100个热点话题。

第十四届上海国际水处理展览会（净水）作为上海国际水展三大主题之
一，将于2021年6月2-4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再度拉开帷幕。作为净水业界年
度饕餮盛宴，2020年不但汇聚了516家参展企业，更吸引了包括世环会其他系列
展在内共计80,297名专业观众。展会中展出的新产品和演示的前沿技术横跨民
用及商用两大领域，包括净饮水设备、净水配件、物联网、智能家居、水卫浴
洁具、食物垃圾处理器等主要设备及相关配套部件，为观众提供了净水行业全
产业链的产品、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

此外，上海国际水展通过与多家业内专业协会及行业媒体合作，将推出多
场水家电专题论坛和活动，让观众能够与业内资深专家及同行精英近距离面对
面，深入了解产品和技术应用案例，并有机会提前掌握行业新概念与新技术价
值，从而为业务合作与职业发展提供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