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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高涨的舒适系统行业
舒适系统在中国近几年快速发展，但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市场容量远远没有饱和。预计未

来每年平均增幅将超过30%，其市场前景非常广阔，属于典型的朝阳产业。随着房地产市场回暖和
精装修占比逐年提升，舒适系统行业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壁挂炉、热泵
2021年全国两会建议在南方启动清洁低碳供暖试点示范工程，

“十四五”时期力争建设20个试点城市，惠及40万户居民，覆

盖4000万平方米供暖面积。2021年暖通行业增幅预计将达两

位数以上。

展会概况

数据来源：奥维云网（AVC）、中央空调市场

中央空调
2021年1-4月精装修市场中央空调配套量达到24.69万套，

同比增长 19.8%

配套率累计41.9%，同比增长 10.8%

新风系统
2021年一季度精装修市场新风配套量近13万套，

同比增长 10.6%；配套项目150个，同比增长 22%。

另外，截至一季度配套率首超30%，达到33.7%，较去年同期

增长 9.3%，配套率增速明显。

净水系统
2021年1-4月精装修市场净水器配置率已经达21.2%，较去年

同期增长了 6.5个百分点，与2020年的配套率相比，提升

了 5.1%。

03



历时 3天，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届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
览会于 2021年 6月 4日在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圆满落幕！

3万平米展示空间，汇聚 731家优质企业，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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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共计 32,160名专业观众，覆盖系统集成商、家电 /厨卫 /空调 /建材等领域经销
代理商、暖通工程公司及安装公司、以及学校、医院、房地产开发商、酒店集团等终端行业用户，产业
链上下游互通有无，为处于转型期、新一轮发展期的舒适产业，注入新的驱动力量。

世环会【生态舒适展】倾情呈现
展会概况

30,000m2

规模
731
展商

32,160
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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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热泵、壁
挂炉

20%

部分品牌展商

满意度 参展意愿

731家知名品牌荟萃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展商分析

86% 满意 

14% 一般
82% 有意愿 

18% 一般

展品类别

86%

14%

82%

18%

18%

5%

27% 

新风系统及空
气净化设备

冷暖空
调系统

全屋净水系统
及净饮水设备

13%

管路系统 智能家居系
统及其他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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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寄语
展商寄语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 市场推广 | 陶蓉
本届世环会【生态舒适展】以健康、自然、舒适、环保、节能为理念，在对生态舒适的探索
之道上，世环会【生态舒适展】与我们日立中央空调的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我们把“水墅
适”水系统中央空调带到了展会现场，为到场观众打造水系统舒适新体验，让众多用户
看到日立的实力，让我们日立对未来更加有信心。非常感谢主办方的精心策划，让我们
共同让消费者向舒适生活更进一步。

武汉施尔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品牌企划中心 | 尉基钊
世环会【生态舒适展】作为一年一度的舒适行业盛会，施诺在此次世环会上也交出了一份
相当亮眼的答卷。连续三日，施诺展台人气爆棚，赢得了众多观众嘉宾的认可，也为未来
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现场还有与我们需求相匹配的会议论坛，共同探讨了环境智能新方
向。还有在知名媒体的现场采访下进一步提升了品牌曝光量。衷心感谢主办方，给施诺提
供了一个全方位的展示平台，期待今后继续合作，愿世环会越办越好！

润索 | 市场部经理 | 丁珺珺
疫情当下，此次世环会【生态舒适展】的人流量超出了预期值。对于润索来说，目前润索在
中国还属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更广的走向广大中国群众的视野，与高匹配需求客户的
沟通及合作是我们参展的重要因素。世环会【生态舒适展】观众针对性强，通过这次参展，
我们达到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的目的，也获得了许多参展观众的关注和认可，希望
明年可以继续携手合作，为中国消费者和行业从事者带来更多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科龙中央空调 | 营销室主任 | 崔冠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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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各方行业资源，呈现了“冷暖风水智”五大舒适集成主题。作为暖通空调行
业的专业品牌，科龙中央空调也携明星产品亮相展会现场，向外界展示了创新技术及全
新舒适家系统解决方案。
未来，科龙中央空调将继续深耕，用专业品质，为各个行业提供更舒适、节能、环保、智能
化的环境解决方案，促进中央空调行业的发展，也希望世环会【生态舒适展】能够越办越
好，期待2022年与大家再相见。

沙克拜特管道系统 | 总经理 | Baron Wang

健康、舒适、环保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积极推动和住宅不动产业主对住宅室内环境最关心
的项目，世环会【生态舒适展】作为非常有影响力的专业展会，提供了渠道商专业交流的
平台，有效的让健康、舒适、环保通过渠道商，让不动产业主享有。SharkBite品牌通过展
出、论坛，把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产品、解决方案、技能水平传递给下游产业链，让品牌
的理念在中国市场得到更高的认可的同时也让不动产业主享有更健康、舒适、环保的室
内人居环境，非常感谢主办方的精心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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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公司 /
安装公司 /
方案提供商

19%

观众分析

32,16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观众

观众满意度

行业类别

52%

代理 / 经销 /
进出口商 

设备及材料
生产商

商业 / 公共
服务用户

政府，协会
及媒体

科研、设
计院所

其他

11% 9%
2% 2% 5%

93%  满意
7% 其他

7%

93%

33% 上海
19% 江苏
14% 浙江
4% 山东
2% 安徽
2% 北京
2% 河南
2% 河北
2% 广东

20% 其他

观众分布 观众职位和部门

31% 采购经理
25% 工程部 /技术部
17% 市场 /销售
13% 设计师 /工程师
12% 董事长 /总经理
2% 其他

观众决策力

32% 决策成员之一
30% 最终决策者
18% 推荐 /建议者
15% 提出需求
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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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观众评语

合作协会

观众分析

昆山市房地产业协会
很荣幸组织会员单位参观 2021世环会【生态舒适展】。碳中和的发展大潮下，地产行业

的转型发展已是势在必行，本次展会打造了一个集展示、会议、活动、互联网四位一体的多模
式商贸综合体平台，现场展示了众多行业新品、前沿技术与地产项目配套方案，有效促进了行
业上下游的商贸交流！

牛侃暖通鉴
由“牛侃暖通鉴”自发组织的上海暖通设计师“牛侃观摩团”一行 33人于 2021年 6月

3日参观了 2021年上海生态舒适展。设计师们有序且重点地参观了净水、空调、新风、管路、
热泵和智能控制相关的生态舒适展馆，各参展商均展示了相关领域最具实力的设备产品，较多
了体现了节能、环保、低碳、智能、舒适的设计理念。而如何响应全球绿色零碳的转型契机，
将这些优秀的系统和产品应用到工程设计和实际项目中，助力中国早日实现“碳中和”愿景，
更是需要暖通设计师们发挥专业力量，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
今年已经是合作的第四年了，展会主办也是不断革新，集合很多优质的家装材料商，每年

我们都在现场举办一场围绕最新最热的家装界话题论坛，今年论坛围绕“整装供应链发展之路”
这一主题进行深入探讨，邀请家装界的上百位领军人物为整装时代的供应链优化出谋献策，共
同推进装饰建筑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希望家装时代的佼佼者们可以跟材料商互动更密切，因
为整装需要为业主提供完整的产品供应链，供应链是装企的“军火库”，更是整装工程交付的
核心支持，是企业加强竞争壁垒，打造护城河的必争之地。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酒店设施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低碳建筑研究中心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分会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建筑新风系统技术服务管理
中心

浙江省饭店业协会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 被动房技术中心
大商汇教育集团 广东省燃气采暖热水炉商会
昆山市房地产协会 上海赣南暖通行业协会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净化服务委员会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
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 中国制冷产业联盟

08



会议活动一览

会议精彩纷呈，大咖云集碰撞思维火花
同期会议

展会同期开展了14场专题论坛及活动，主题涵盖工程净水、室内空气、暖通工程、健康电器、
健康住宅、家装设计、绿色酒店等，吸引了2,460位专业听众到场参与，助力业内人士把握政策
方向，了解市场走向，理清未来趋势。

2021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
术论坛
聚焦酒店舒适系统的基本标
准，助推酒店行业绿色发
展。

驭见未来――2021中国健康
环境电器创新产品技术趋势
论坛
聚焦健康环境电器行业，为
从业者在技术、供应链及市
场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信息及预测。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
装』生态链趋势论坛暨舒适
家行业技能大赛—多能源两
联供大赛
集系统展示、实操比赛、论
坛交流于一体，多维度提升
行业竞争力。

2021绿色地产健康人居环
境系统发展论坛
围绕健康人居环境系统中
的产品应用及解决方案，
助力绿色地产发展升级。

2021上海赋能万商万店万里
行系列活动2021年健康电器
发展高峰论坛
聚焦泛家电行业，为厂商高效
转型升级和“破局”发展提供
借鉴和参考。

2021舒适家居行业全产业
链合作发展论坛
聚焦多元化趋势，促进舒
适家居行业全产业链融合
发展。

碳中和时代：房地产绿色建
筑与舒适系统应用
解构碳中和概念，共同推动
房企低碳转型发展。

09



同期会议

2021“场所精神”构建设计
新生态论坛
将展会、企业、设计师、用
户连接在一起，推出“共享
设计”新模式，把握行业新
机。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
峰论坛 
围绕整装供应链发展之路，
实现家装行业上下游资源无
缝对接。

2021中国室内净化高峰论
坛暨精装房净水与公共直
饮水大会
聚焦工程配套市场，铺就
商用净水新赛道。

2021室内空气卫生智能化创新管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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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全国水处理产业合作发展交流会
暨管道直饮水专题会
直击智慧直饮水、分质供水、健康直饮
水标准、管道直饮水运营等内容，推动
管道直饮水行业发展。

第五届新风净化行业新材料、新技术、
新产品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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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学校净水&新风行业招投标趋势及
项目分享会
15个学校招标项目、8个医院招标项
目，供需一站式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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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会议

部分会议回顾

健康品类市场现状及趋势解析

GfK中怡康厨小事业部高级研
究经理  梁斌

中国房地产全装修市场健康电
器大有可为

北京中锐行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仁梁

美好快乐生活家

建霖集团 A&M水美乐净水总
经理  周青华

2021上海赋能万商万店万里行系列活动2021年健康电器发展高峰论
坛

部分议题及嘉宾：

会议背景：
现代家电传媒集团携手上海国际水展，推出2021年健康电器发展高峰论坛峰会，对泛家电行业

基于场景化、智能化、定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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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厂商高效转型升级和“破局”发展提供更多借鉴参考。

2021绿色地产健康人居环境系统发展论坛

部分议题及嘉宾：

绿色宜居 低碳生活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人居环境委
员会秘书长  朱彩清

科技建筑 健康生活

第一服务控股有限公司联席
CEO、第一人居董事长  贾岩

新风系统目前住宅项目中的应用有待改善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建筑新风系统技术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朱伟

会议亮点：
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开启，各类房企将加速推进健康宜居低碳建筑业务。此次论

坛围绕健康人居环境系统中的产品应用及解决方案，邀请业界专家及产业上下游企业代表，深度探
讨行业未来发展，助力绿色地产发展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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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场所精神”构建设计新生态论坛

部分议题及嘉宾：

“我”眼中的“场所精神”

上海安莘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创办合伙人
蔡文华 

建筑微空间 : 如何“设计”水
与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艺术及
建筑理论博士、同济大学客座
讲师  郑迈克

空间设计里的生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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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背景：
会议围绕设计与生态舒适产业的业态和趋势进行深度剖析，为设计产业树立和强化“场所精

神”助力，促进行业发展。

2021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部分会议嘉宾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宏 上海康桥万豪酒店工程总监  马文雄

上海静安瑞吉酒店工程总监  黄留荣 上海扬子江大洒店有限公司工程总监  宋仲良

上海虹桥金臣皇冠假日酒店工程总监  董刚 上海悦榕庄酒店工程总监  陈旭峰

上海阿纳迪酒店工程总监  蒋传国 中谷小南国花园酒店工程总监  孙熙程

上海宝龙艾美酒店工程总监  张杰 优胜美地酒店经营管理公司工程总监  封金龙

会议背景：
安全、舒适、便捷和节能是衡量酒店舒适系统的基本标准，在后疫情时代消费者对入住酒店的

水和环境、空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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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安全保障。

同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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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部分会议嘉宾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材料应用分会 秘书长  梁宏瑀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  理事长  刘广贵

上海市室内装饰行业协会秘书长兼住宅委 秘书长  
丛国梁 上海 T6国际设计装饰 董事长  曾令伟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 董事长  徐国俭 上海幸嬴空间设计 董事长  杨林生

上海进念佳园装潢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军 河南沪上名家装饰 董事长  孙蕾

上海俞润装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俞爱武 浙江十杰装饰 创始人  雷震

上海朗域装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焦毅 绿色家装饰 董事长  王大川

沪佳装饰 董事长  李刚 江苏米多家居 董事长  杨锁红

沪尚茗居 总裁  徐泽宇 沪佳装饰 集采中心总监  张圣君

拉齐娜国际设计 总裁  束传宝 甄采供应链 CEO  甄诚

会议背景：
此次会议由中国装饰工程联盟、中国家装界精英汇和荷祥会展联合推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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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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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会议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趋势论坛
暨舒适家行业技能大赛—多能源两联供大赛

会议背景：
本次活动系统展示、实操比赛、论坛交流三大板块内容，行业资深人员共聚一堂，技术切磋交

流，精湛的安装水平为到场观众呈现精彩的两联供系统工艺。

参赛主机企业：
科龙、蔓茨、迪莫、施诺、伽帝芙多组赛队参赛，囊括了目前市场上天氟地氟、天水地水、天氟地

水的两联供形式，及市场上两联供系统常使用的材料和安装工艺，实操与理论相结合，点拨当前两
联供市场的技术要点。

大赛集锦：

蔓茨

科龙迪莫

伽帝芙

施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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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

新品发布会
为进一步契合舒适系统行业市场风向，深谙业态脉搏的世环会【生态舒适展】在展会现场特设“新

品发布会”活动，邀请了 30家企业代表开展技术推介、产品宣传等活动。

参与企业

汉斯希尔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供热 /空调 /中央吸尘

新风 /净化

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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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量传播，全网覆盖
展前：引流推广

新媒体

权威媒体

百度、360、搜狗等
搜索平台曝光量
1300万+

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
移动资讯平台曝光量

690万+

抖音
曝光量

230万+

微信朋友圈
曝光量

1030万+

200+权威大众/产经/行业垂直媒体推广

合作媒体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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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媒体

造梦者 (Dream Marker) 生态舒适家

班尼戈管路系统（宁波）有限公司

东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艾泊斯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润索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展期：媒体采访

今年主办方延续往届现场服务，贴合展商需求，邀请网易家居、腾讯家居、艾肯家电网、i传媒、
慧聪网等业界媒体到场，聚焦时下热点话题，对话大牌展商，通过直播、视频、图文等形式进行多样
化宣传，打造业内高质量品牌信息传播平台。

爱迪士 (上海 )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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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预定
联系人：朱先生 
电   话：+86 21 3323 1456 
邮   箱：sales@comfortecochina.cn

参观咨询
联系人：金先生
电   话：400 665 3755 
邮   箱：visitor@wietecchina.cn 

更多展会信息
请关注

官方微信公众号

明年再见
2022年 6月 8-10日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