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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水处理展览会（简称：北京水展）是华北地区超大规模的水处理

商贸交流平台。自2010年起，由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在京举办，并于2015年

与中国膜工业协会旗下的“中国国际膜与水处理技术暨装备展览会”成功实现强

强联合的战略合作。坐拥2.5万平米展示面积的北京水展由环保水处理、膜与水

处理、净水、环境综合治理、泵管阀、仪器仪表、空气净化及新风7大主题展区

组成，预计将汇聚800多参展企业和超过2万件展品。现场展示的水处理专业产

品和技术横跨市政、工业与民用三大领域，为业内人士提供覆盖全产业链的水处

理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展会同期举办近10场专题论坛和活动，网罗华北市场

热点话题，聚焦行业技术前沿及发展趋势，助您拓展业务渠道，把握行业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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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展

展会概况2021北京水展

展会简介

展会亮点 

3 近百家优秀品牌指定的华北地区新品发布平台

800+展商 2万+展品提供一站式信息咨询和采购平台4

立足华北市场11年，是区域水处理行业发展的风向标1

2 七大主题展区，覆盖水处理全产业链上下游

5 近10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追踪行业热点与技术前沿

6 展会直连世环通小程序，助力全年在线搜索优质供应商

2021 北京水展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水处理展览会
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膜与水处理技术及装备展览会
WATERTECH CHINA (BEIJING) 2021

主办机构：中国膜工业协会、荷兰阿姆斯特丹RAI 国际会展中心、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

合作机构：

国家液体分离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浙江省膜产业协会

工业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新风与净水分会

国家净水技术动员中心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北京中科安化工业技术中心

山东省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净水专委会



北京 | 国家会议中心
展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天辰东路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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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2021北京水展

展品范围

目标观众

民用 / 市政领域：工业 / 市政领域：
水务集团、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公司等政府/
公用事业；石化、电力、电子、钢铁、制药、
食品、饮料、印染、纺织、印刷、煤化、化工
等工业终端用户；水处理、环保、建筑等工程
公司；设计机构；经销/代理商

净水/空净/新风/家电/厨卫/暖通/建材经销
商、学校/教育、医院、酒店集团、餐饮连
锁、住宅地产、商业地产、装饰装潢公司、工
程公司、安装公司、物业公司、政府部门、企
事业单位、休闲娱乐场所

展馆交通、时间、分布

2021年10月10日  星期日  09:00-17:00 
2021年10月11日  星期一  09:00-17:00 
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09:00-15:00

地铁路线：地铁8号线，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
站E、H、I出口直达

Hall 1 Hall 2 Hall 3 Hall 4

E1 E2 E3 E4
序厅

展馆入口

环保水处理
泵管阀

环保水处理
膜与水处理

膜与水处理
净水

净水
空气净化及新风

天     辰     东     路

天     辰     西     路

规
    

划
    

四
    

路 大
    屯

    路

膜成套设备环保水处理 泵管阀膜及相关产品 仪器仪表水环境综合治理

净 / 饮水设备 空气调节
净化设备

安全饮水管道 新风系统
换气设备

净水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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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荟萃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序不分先后

加入VIP买家俱乐部，
获取以下会员特权：

获得世环会旗下所有系列展VIP身份

展会现场对接会1对1专人引导服务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现场豪华积分大礼包

展会同期会议及各类线下会议VIP专属折扣或免费名额

展会现场VIP专属绿色通道，无需排队等候

世环通小程序线上专栏采购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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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产品、技术、案例实时推送

现在正在火爆招募
实力买家 , 详情请联系

+86 21 6090 8459 

Junky@chcbiz.com

VIP买家俱乐部

展会概况2021北京水展

环保水处理

仪器仪表 空气净化及新风

水环境综合治理

泵管阀

净水 膜与水处理



官方小程序预登记

扫描小程序码完成
预登记，获取会议

详情！

防疫小贴士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提前实名制预约
测温/北京健康宝验码检查
佩戴口罩，保持1米社交距离
防疫物资配备

现场医疗点
防疫宣传、疫情防控须知
车辆进馆检查

场馆消毒
空调及排风设备防疫防控措施
餐饮防疫防控措施

预登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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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北京水展

200 积分100 积分

100元
天猫购物卡

600 积分 兑换300 积分

电脑包数据线 暖手宝

500 积分

键盘

兑换兑换兑换兑换

组团参观人数达15人以上，
可享专车接送达（仅限北
京、天津、廊坊地区，
详情请拨打021- 3323 1362）

1

2

3

4

5

完成预登记并到场可获得100积分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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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期间观众幸运抽奖，赢取精美礼品

现在预登记，享多重礼遇！

注： 积分可在展会现场直接兑换天猫购物卡、键盘、暖手宝、电脑包、数据线等精美礼品。

邀请3名专业观众预登
记并到场，可获得50
元天猫购物卡

邀请5名专业观众预登
记并到场，可获得100
元天猫购物卡



同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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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会

2021膜术师论坛

会议议题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0 日  全天
会议地点：北京 |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机构：中国膜工业协会
协办单位：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膜工业协会会展部、中国膜工业协会培训部

近几年来分离膜技术在市政给排水、工业废水资源化等方面的应用日趋成熟。膜技术有效地解决了传统水
处理无法满足以再生回用为目的的污水深度处理要求，同时膜系统作为独立的操作单元，占地面积相对较小，
便于与其他工艺技术集成，成为提标改造的一项重要选择。

膜技术应用于市政水处理中，特别是提标改造促生了大量的膜法水厂。这些年来，这些项目到底运营得好
吗？这些年来，针对市政水处理的需要，膜性能有了哪些方面的改进？涌现出哪些新技术、新工艺、新思路？

御水有法，彰显膜术神奇；星光熠熠，展示大师风采。“2021年膜术师论坛”将于2021北京水展同期举
办。本期膜术师论坛的主题是“膜与市政水处理”。会议将特邀膜法市政方向膜专家参与本次论坛。

2021北京水展

1.  产业、战略与市场

2.  新发明、新产品、新技术与新工艺

3.  应用案例

▷ 膜技术在市政水处理行业的应用前景、
 政策趋势等

▷ 水厂膜系统远程控制与网络化运营管
 理新思路等

4.  配套技术
▷ 膜前预处理及膜后深处理的新技术与新工艺

▷ 药剂、泵阀、膜壳等配套装备的选配技术

▷ 现代化工业控制系统

5.  水厂运营、管理与系统维护
▷ 水厂膜系统的长期维稳

▷ 市政水处理运营管理经验分享

▷ 应用于市政方向的新发明专利

▷ 高性能膜产品

▷ MBR工艺技术

▷ 膜集成工艺技术等

HOT

▷ 设计案例

▷ 运营状况

▷ 新型膜技术在市政污水提标增效、水厂改造中的应用案例等



同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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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北京水展

2021化工废水处理技术交流研讨会

报名参会

会议议题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0 日  全天
会议地点：北京 |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机构：北京中科安化工业技术中心、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
案,碳达峰将成为接下去十年的国家重点工作之一。在双碳目标下，水处理企业如何通过技术优化升级，在大背
景大机遇下赢得先机？如何为其他产业节能减排、实现低碳转型提供助力？

化工废水中的污染物质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往往不可能用一种处理单元就能够把所有的污染物质去除干净,
一般一种废水往往需要通过由几种方法和几个处理单元组成的处理系统处理后，才能够达到排放要求。化工产
品在生产过程中工艺用水和冷却用水量很大，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清污难以分流，耗水量大，水循环利
用及回收利用率低；化工废水的水质复杂且污染物含量高；废水中的污染物大都具有毒性，如重金属、铅、镉
等。

会议围绕化工废水膜分离、结晶及蒸发结晶、超重力及其它废水技术展开深入交流，旨在为化工行业人士
搭建一个废水处理技术的交流研讨平台。

▷ 高效集成水处理技术及其应用

▷ 超重力技术在废水处理中的应用

▷ 化工废水工艺技术开发与应用

▷ 高品质的活性碳纤维用于液体净化及工业废水

▷ 制药行业废水治理-管理与技术

▷ 绿色精制结晶技术及结晶工艺废水技术

▷ 调控结晶—精准提取高盐高有机物废水资源化技术

▷ 含盐废水蒸发结晶关键技术浅析

▷ 制药工业废水处理技术现状与发展趋势

▷ 污水除盐新技术及实际工程案例解析

▷ 水资源分质处理与循环高效利用

▷ 水处理新技术、仪器、设备参观交流

NEW



同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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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一届全国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高端论坛

2021北京水展

▷   双碳目标下污水资源化的机遇与挑战

▷   污水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关健难点与瓶颈分析

▷   污水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新技术、新工艺及新模式

▷   污水资源化工程设计与集成系统开发

▷   污水提质改造与循环再生利用案例示范与剖解

▷   污水预处理、深度处理及组合处理工艺研究

▷   新型污水处理设备与装置成果介绍

会议议题

报名参会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1 日  全天
会议地点：北京 |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机构：中国膜工业协会
主办机构：《水处理技术》杂志、国家液体分离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浙江省膜产业协会、国家净水技术动员中心
协办单位：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工业废水处理与资源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为深入落实《关于推进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导意见》文件要求， 优化水资源结构，提升水资源供给，打好
水污染防治攻坚战，保障水生态安全，实现水资源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献力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由全
国中文核心期刊《水处理技术》杂志联合国家液体分离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组办的“2021第一届全
国污水处理与资源化利用高端论坛”定于10月11日在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水处理展览会同期同地召开。论坛将围
绕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使命，聚焦污水循环再生利用目标，从政策服务、技术创新、工程应用到装备制造广邀业
界权威学者或名企高管展开专题研讨，深剖工业污水、城镇污水及农村污水等关健领域治理路径，领先推广提
质利用成果，以科学行动助推污水资源化利用高质量发展！

NEW



同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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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北京水展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0 日  全天
会议地点：北京 |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机构：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森德（中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中国建筑金属结构》杂志社

报名参会

NEW2021智慧节能建筑与数字化应用产业发展论坛

▷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新风与净水分会更名大会；同期《中国建筑金属结构 · 新风与净水》专刊创刊启动仪式
▷   建部《中国舒适家居行业发展白皮书 2.0》编写启动仪式
▷   住建部《首批中国智慧节能建筑与数字化技术示范产品选型手册》阶段报告
▷   住建部《工业化建筑标准化部品与构配件选用指南》和《工业化建筑标准化部品与构配件产品目录（第二批）》发

布仪式
▷   从 BIM 到 CIM 的智慧建筑数字孪生平台创新及展望
▷   智慧冷暖舒适系统（供冷、供暖、新风、净水、智能控制等）在建筑工业化中的应用与发展
▷   模块建筑的整体集成化和标准化发展探讨
▷   “改善型住房”需求下，功能系统如何助力住宅品质提升

在“双碳”战略目标大背景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是大势所趋。从住有所居到居有其美，印证了新时代、新环境下的健康舒适家居行业的发展路径必然是“产
品系统化、系统集成化、集成智能化、智能标准化、标准一体化”，以用户体验为核心，促进“冷、暖、风、
水、智”系统之间的融合发展，推动健康舒适室内环境行业高标准、高规格发展，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净化
与新风委员会、舒适家居分会、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建筑五金水暖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中国建筑金属结
构》杂志社，联合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森德（中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
司等拟定于2021年10月10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新风与净水分会”更名大会，
同期召开“2021智慧节能建筑与数字化应用产业发展论坛”、“2021智慧节能建筑与数字化应用产业博览会暨健
康舒适系统展览会”、“第十一届北京国际水处理展览会”、住建部《工业化建筑标准化部品与构配件选用指
南》和《工业化建筑标准化部品与构配件产品目录（第二批）》发布仪式、《中国舒适家居行业发展白皮书2.0》
编写启动仪式等。

届时大会将邀请地产公司、设计单位、大型建筑工程企业、家装公司以及物业公司等代表，无缝对接上下游
产业资源、项目工程、城市更新行动旧改项目、设计院所产品选型等需求。本次展示的优秀产品及项目将优先纳
入住建部科技成果评估，通过专家评估的“科技成果项目/产品”将颁发住建部“全国建设行业科技成果评估证
书”，并列入“全国建设行业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向有关单位和部门推荐使用。

会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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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会议2021北京水展

目前管道直饮水在全国各地发展迅猛，特别是高端商业地产与精装房趋势催生了管道直饮
水配套实施。山东净水专委会于上海水展期间成功举办“管道直饮水专题会”，会后得到众多
运营商高度好评，期待再次举办直饮水话题会议，为了满足各地运营商需求，搭建学习平台，
主办方特决定于10月10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2021管道直饮水入户运营模式论
坛”，此次论坛将继续围绕“管道直饮水”话题专题交流，针对智慧直饮水、分质供水、健康
直饮水标准、管道直饮水运营等相关内容进行分享探讨，寻求合作发展机遇，推动管道直饮水
行业发展。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0 日  下午
会议地点：北京 |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机构：山东省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净水专业委员会、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

NEW

NEW

NEW

2021管道直饮水入户运营模式论坛

报名参会

报名参会

报名参会

疫情促使净水行业“洗牌效应”加剧显现，当下净水经销商需如何突破现有经营困境？如
何正确选择代理的产品？如何拓宽获客渠道、高效获客？如何转变营销思路，减轻资产负担？ 
为此，10月11日，北京水展将首次于展会现场推出“净水营销课程专题论坛”，旨在将营销
策略与实操相结合，聚焦“三大营销策略”，为净水行业代理商、经销商、工程商指引方向！

▷   净水营销的三大策略 ▷   如何借力家电暖通渠道拓展净水市场
▷   如何通过净水沙龙拓展客户 ▷   净水服务与客户裂变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1 日  上午
会议地点：北京 |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机构：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

净水营销课程：净水行业的困境与出路

现制现售水行业发展多年，目前大多社区和农村都已经安装售水设备，其低廉的价格、便
捷的饮水方式已经被大众所接受。随着全国各地方现制现售水行业政策法规的出台，现制现售
水行业将进入规范化发展，为了促进现制现售水行业健康发展，主办方决定于10月11日展会
期间举办“2021现制现售水行业发展论坛”，届时，将邀请行业专家、行业代表性企业、行
业优秀运营商现场分享，欢迎行业人士踊跃参加。

▷   现制现售水行业发展概况 ▷    现制现售水卫生监督政策解读
▷   富氢现制现售水机发展方向分析 ▷   智慧售水与大数据及媒体资源综合运用
▷   爱心水站模式分析

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1 日  下午
会议地点：北京 | 国家会议中心
主办机构：山东省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净水专委会、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

2021现制现售水行业发展论坛

会议议题

会议议题

会议议题

▷   智慧管道直饮水发展方向 ▷   管道直饮水、分质供水运营模式分享
▷   如何低成本、低投资运营管道直饮水 ▷   管道直饮水经典案例及解决方案分享
▷   管道直饮水运营的需要避开的“36”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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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浙江美易膜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406

有机物分离膜系列产品

蓝星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2H503

强化生物处理技术（HTAO）

奥赛科膜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展位号：2H401

OM系列MBR帘式膜组件

哈尔滨乐普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2H804

膜外壳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杭州求是膜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PVDF内支撑帘式膜片

上海斯纳普膜分离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414

平板膜组件

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中空纤维超滤膜组件MF3OA160

北京海普润膜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306

超滤膜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2H4082H303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膜
与
水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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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展品速递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膜
与
水
处
理

浙江东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2H603

EDI电去离子装置

北京坎普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2H517

MBR膜组件

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207

DT碟管式膜处理技术

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H521

石墨烯膜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杭州沃德塑胶有限公司 展位号：

环保水处理配套系列

山东赛利科膜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721

碳化硅陶瓷平板膜

淄博蓝景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平板膜组件

济南艾贝尔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2H617

水处理设备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2H3082H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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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徐州洁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505

增强PVDF复合帘式膜

山东克雷尔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218

4″端 侧联膜壳

湖南澳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205

抗污染系列膜元件

天津天一爱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210

 MBR膜组件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大连科纳科学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

平板膜（超滤、纳滤、反渗透）
制膜设备

济宁普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712

帘式膜、膜丝

富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

超滤膜

浙江洁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H513

MBR膜生物反应器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1H1562H312

膜
与
水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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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江苏沛尔膜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H611

MBR膜元件

中科朗盛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2H615

反渗透膜元件

文安县帅先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2H713

ABS(10寸膜壳、250膜壳)

济南安吉尔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2H610

食品饮用纯净水设备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山东金泽能膜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

PVDF超滤膜

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2H219

碱回收扩散渗析器

深圳市裕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

 PVDF外压式超滤膜组件

江苏省宜兴非金属化工机械厂有限公司 展位号：2H217

陶瓷平板膜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2H4212H309

膜
与
水
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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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污
水
处
理

 可提升曝气管 HXBS型旋转式滗水器

无锡万川环境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11

WQF浅层气浮

石家庄龙翔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17

德国特拉多姆中国工作中心 展位号：1H093

量子水处理器

山东和创智云环保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45

HCCL集成式次氯酸钠发生器

扬州瑞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68

叠螺污泥脱水机

上海同臣环保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21

MINI型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江苏恒玮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71

上海中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48

高速卷流气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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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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污
水
处
理

广州桑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83

污水零排放工程

克汀集团 展位号：1H179

废水全蒸发设备（CD DRYER)

山东龙安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59

微电解、双自由基催化系统

镇江艾元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16

ECOSORB TL-10新材料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嘉兴南艺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H808

活接式隔膜阀、
法兰式隔膜阀、手柄式蝶阀

边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75

不锈钢气动隔膜泵

北京好利阀业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2H608

止回阀

开立基业(北京)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2H410

中线软密封蝶阀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泵
泵
管
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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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一体化BME-MCS系列 普罗碳

江苏金博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61

分散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

无锡博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13

上海在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67

单向流负压排水系统

普罗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72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福建泽信智联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73

不锈钢系列一体化净水设备

河北厚诺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89

水箱

合众广源(北京)生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27

生物转盘

苏州智泉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05

生态透水模块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村
镇
污
水
及
水
环
境
治
理



19

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仪
器
仪
表

泵

上海淳业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89

通用型控制器系类

北京连华永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55

多参数水质测定仪
5B-3B(V11)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天津众科创谱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191

便携式水质快速测定仪

江苏盛奥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252

SH-650型便携式常规
五参数测定仪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北京虹润坤瑞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15

在线水质监测仪/环境监测仪

余姚市三力信电磁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19

WZS系列二位二通
自动式（铜）电磁阀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余姚市金泰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23

LZS-带报警 塑料管精
密耐用转子流量计

荏原电产(青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1H003

荏原电产御控云网关YC-7300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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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售
水
机

滕州市世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37

惠民水站 看产品细节

河北卧牛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25

小区全自动无人售水机商用自助水站
扫码净水器双出水社区直饮水机

看产品细节

津卫士智能家居设备(天津)有限公司 展位号：3H327

自助售水机、商务机、家用机 看产品细节

沧州铸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616

饮水机系列 看产品细节

发泡一体售水机

发泡、防冻、节水、售水机

山东水至尚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520 

全自动售水机 看产品细节

北京海云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101

看产品细节

德州佳奇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756

液晶广告屏全自动售水机 看产品细节

河北众寻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634

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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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江门市腾飞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H542 

B6系列沸腾式电开水器 看产品细节

青岛科源美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418

科菲系列RO直饮机 看产品细节

上海艾迪卫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H322

艾迪卫E系统校园温热直饮机 看产品细节

苏州艾力方泉环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438

商务直饮机 看产品细节

中小学生饮水机2D6

商用开水器

广东欧宏厨卫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3H005   

学校开水器 看产品细节

佛山市康丽源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528

看产品细节

天津纳科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3H422

节能饮水设备 看产品细节

北京方立中合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110

看产品细节

开
水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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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展位号：6.2H675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净水机CF01 看产品细节

展位号：6.2H420深圳安吉尔饮水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A7pro净水器 看产品细节

展位号：6.2H306怡口净水系统有限公司

商用中央净水系统 看产品细节

展位号：6.2H360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橱下冷热即饮净水机
DR1600HA1

看产品细节

珠海市国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316

G.MAN德兹曼进口过滤家用无废
水末端净水机G-R800UF

看产品细节

沃世达(厦门)水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H144 湖南康之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18

互联网管线机欧米大通量净水器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上海瑞帮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701

5:1废水比RO机 看产品细节

家
用
净
水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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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净
水
配
件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海宁市倍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119

第八代智能速净反喷洗前置过滤

杭州澳科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3H620

韩式超滤

嘉良(山东)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3H207

LORA阀控直饮水远传水表

北京黑皮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H728

水F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浙江铭泉水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740

塑钢压力桶

迪姆特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

减压电磁阀

3H219

宁波市世通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3H340

快速接头系列

郓城县汇泉净化器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2H122

韩式快接滤芯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展位号：5.1H270

展位号：4.1H490

展位号：5.1H617

展位号：5.1H336

展位号：4.1H411 展位号：5.1H348

展位号：5.1H616 展位号：5.1H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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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净
化
与
新
风
系
统

森德(中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吊顶式除湿净化机组

江苏净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壁挂式新风系统

卡洛尼环境技术(中山)有限公司

卡洛尼壁挂风机A100

爱迪士(上海)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智尊中央式智控热
回收新风净化系统

迈迪龙(浙江)新风科技有限公司

家装排毒新风机CHRV-DME-1

上海精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过滤无纺布

看产品细节

知行系列壁挂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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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信和洁能新能源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AAVI Leaf系列

天津市第五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以上排名不按先后，实际以现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