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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万豪酒店
上海佰翔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华尔道夫酒店
上海卫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外滩悦榕庄酒店
上海小南国花园酒店
杭州国大雷迪森酒店
洲际酒店
绍兴国际大酒店
上海绿地铂瑞酒店

医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市光华中西医结合医院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人民医院
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
上海华泰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嘉会国际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嘉华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固诚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天佑医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东方医院

房地产开发商
上海千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新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民外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铁建苏州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山和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山方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山普尔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山海之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昆山鑫扬房地产开发公司

消防工程
上海三河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威煌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栗香消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盈硕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汇宸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市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台州力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天水汇业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省宣城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
三机建筑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丁豪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三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上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丰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光大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凯秘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劲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墨丘利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夏琳建筑工程中心

商场/体育馆
宝山万达商场
家家福购物商场
惠州市永强冷气电器商场
旺角购物商场
河北省辛集市敬美家电商场
珲春市南方商场
武汉武商集团十堰人民商场有限公司
龙口市水宜佳电器商场
衡水领盛电器商场
南通镖镔体育馆有限公司

节能减排刻不容缓，风机、压缩机行业发展大有潜力

上海节能装备展⸺风机和压缩机主题基于如此背景之下，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整合世环会旗下系列展多年积累的强大资源库和领先经验，携手同期水
处理展、泵阀展、环保展、绿色建筑展等打通工业、民用、建筑、市政等行业上下游，覆盖钢铁/食品/制药/纺织/电力/电子/制造业/化工/冶金/石化/造纸/空分
等工业终端领域、环保/水处理/市政/建筑等工程公司、设计机构、经销代理等100w+的专业观众数据，并联合业内权威机构共同为风机、压缩机展商和观众
提供一个集展示、交流、采购、线上四位一体的多模式商贸综合体平台!

聚焦“双碳”，工业终端共赴节能盛会

建筑通风设备市场在风机应用领域中占重要位置，民用建筑通风设备市场占比达38.8%，工业建筑通风市场占比达到26.35%。工业民用建筑的大量建
设，使得建筑通风设备的销售量不断增长。而新风系统产业等需求扩张，也刺激了作为新风系统重要构成部分之一的风机高速发展。得益于同期展建筑管道
系统展、舒适系统展多年在建筑行业的深耕，上海节能装备展⸺风机和压缩机主题共享20w+建筑行业数据，并联合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分会、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材家居分会等权威机构现场举办多场绿色建筑、房地产/酒店节能系统等高端论坛及采购大会，吸引了大量的建筑行业人员现场参观，
并与展商直面集采需求。

深挖建筑行业通风需求，助力风机企业开拓无限商机

一展打通工业、民用、建筑、市政等行业上下游

建筑行业观众名单（部分）

2020年我国首次提出了30·60双碳目标这一伟大征程，而“十四五”是我国履行这一庄严承诺的关键期，这为节能行业发
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其中节能提效路径是碳减排目标的关键手段之一，而生产装备改造升级又是提高能效的重要手段。

风机、压缩机、泵、电机等作为电能的消耗大户，年耗电量占全国用电量的40%左右，一部分设备陈旧，每年浪费电力达
400多亿度，节能减排大有潜力可挖。“双碳”目标的提出也迫使国内企业必须尽快完成工艺的升级、设备的更新，这对于风
机、压缩机等通用机械产业而言，既是挑战的同时又蕴藏着无限的商机。

历届参展展商（部分）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直复营销

83万人次
语音

104万条
短信

156万封
打开率：15%

邮件 微信粉丝量
40,000+

数字营销

搜索平台
曝光：12,558,103

点击：114,823

视频
曝光：21,934,880 

点击：190,340

其他渠道

短信
30W+

邮件
20万封

打开率：15%

新闻稿
500+

线上/线下采访
30+家

公众号推文
 100+

阅读量：30W+

媒体
300家

VIP买家中心

100多人电话中心
全年精准邀约

世环通小程序
网罗万家采购商

线下展会
VIP买家配对会

展会营销曝光渠道

风机展区

展会介绍



上海节能装备展⸺风机和压缩机主题同期上海国际泵阀展、上海国际
水展、上海国际环保展历时十多年共同累计了多达百万条专业观众数据，其
中包含地铁/隧道/工矿等市政工程、制药/食品/酿造/纺织/印染/冶金/化工/
石化/钢铁/制造业等工业终端、环保/水处理等优质买家数据。同时，主办方
在此期间进行了多次市场调研，拜访行业巨头、协会团体，了解风机行业最
新的发展动向与需求，通过最真实的数据分析，得出准确的市场需求。并且
与同期展会多展联动，特邀化工、冶金、制药、钢铁、电力、消防、环保水处理
等工业终端领域的采购、生产、工程、总经办等部门及高层莅临展会现场采
购风机，助力风机企业与市政、工业终端买家的无缝对接。

压缩机作为制造行业的主要动力源，其能耗问
题是压缩机制造企业乃至应用行业高度关注的问
题。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国内钢铁、冶金、电
力、电子、机械制造、医药、食品、水泥、喷涂、纺织
轻工业以及石油化工等行业也将提质增放，从而
为压缩机行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上海节能装
备展⸺风机和压缩机主题背靠世环会强大的资
源库，而世环会[工业节能与环保展]是专注节能减
排与环保的世界环境博览会平台，为全行业提供
系统化绿色解决方案，拥有多达百万条的工业终
端数据，展出面积达220,000平方米，吸引了3,000

家品牌企业参展，迎来国内外各领域100,000名专
业观众。展品涵盖污水/废水处理设备、泵、风机、
压缩机、阀门、智能供水设备、电机、制冷设备等节
能环保装备，共同构成环保产业链格局以及强大
的规模效应，为企业参展效果保驾护航。

 “双碳”背景下，工业终端节能需求井喷式增长

精准触达市政、工业终端等买家，构建节能
风机采购平台

现场组团名单（部分）
广州化工交易中心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杭州纺织行业协会

杭州市石油和化学工业行业协会

惠州市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南通电力行业协会

上海华都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上海寰球化学工程

上海热处理行业协会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苏州机械工程学会

苏州市电镀协会

天津节能减排协会

天津市锅炉应用技术协会

天津市节能协会机械分会

温州市食品制药机械行业协会

无锡表面工程协会

上海医药行业协会

无锡电镀行业协会

无锡市消防协会

橡胶工业协会

云南省消防协会理事单位

浙江膜产业协会

中国电镀协会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

中国化工企业联盟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建筑节能减排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石化联合会

中国石油企业协会

中国水处理协会

中国医药集团联合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饮料行业网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盐常州化工

......

制药
DSM江山制药
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东海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奥星制药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敏杰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污水处理厂
舟山市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污水处理厂有限公司
上海污水处理设备公司

买家名单（部分）

化工
巴斯夫化工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同鑫化工厂
句容市天华化工厂

冶金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矿产资源研究院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
上海东方冶金工业炉有限公司
西门子奥钢联冶金（上海）有限公司
兰州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食品
上海申美饮料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松林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
上海食品厂
好丽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电力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南通市电力行业协会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华东电力实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压缩机展区

纺织
三田金纺织有限公司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略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承为纺织品有限公司
上海新纺织产业用品有限公司

市政工程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上海法赫桥梁隧道养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地基注浆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建设有限公司
中铁十六局地铁工程有限公司



风机专区现场活动
主办方也将借助与多家权威行业协会及专业媒体的合作关系，在展会

现场开设多场精彩论坛。论坛将围绕如何科学降低生产能耗污染，改善生
产工艺等话题进行积极探索和讨论，从而促使风机、压缩机行业在节能降
耗领域走向成熟。同时企业可与行业大咖及专业观众现场面对面沟通交
流，展现企业自身产品技术实力的同时，也开拓了潜在商机。

能源领域：石油及天然气、火电、核电、热电等

工业终端用户：石油化工/煤矿/冶金公司、造纸/电子/玻璃制公司、机械制造/
汽车部件制造/气力输送公司、制药、食品/酿造公司、水泥/喷涂/印染公司等

环保/水处理：污水处理、工业废水处理、空净系统、工业除尘、烟气脱硫、沼气
纯化脱硝、油气回收、环保成套设备制造等

市政/民用/公共事业：轨道交通、铁路、隧道、公路、高层住宅、商场、酒店、医
院、体育馆、办公楼等

经销代理：经销商、代理商、进口商、出口商、OEM、ODM、OBM等

工程公司：环保工程、建筑工程、消防工程、环境工程、厂房工程、三废处理工
程、暖通工程、制冷工程、通风系统工程等

设计机构：研究院、设计院、咨询公司、工程设计公司等

建筑行业：酒店/医院/办公楼/餐饮/等商用建筑、房地产开发商等

风机
智能风机、电暖风机、冷风机、通风机、鼓风
机、离心鼓风机、罗茨鼓风机、离心通风机、
轴流通风机等特殊用途风机、斜流风机、横
流风机、环保节能风机、隧道风机、管道风
机、高压风机、防爆风机、排尘风机、锅炉引
风机、混流风机、射流风机、斜流风机、屋顶
风机、诱导风机、回旋风机等各类风机

通风设备
节能环保空调、集中送风和
排风设备、排风降温系统、
采暖通风设备、防爆通风设
备、冷暖通风设备、水暖通
风设备、水帘降温通风设
备、工业风扇、节能吊扇、负
压式排风扇通风设备等

风机配件
风机电机、风机叶
轮 、风 机 叶 片 、风
机 外 壳 、皮 带 轮 、
联 轴 器 、消 音 器 、
传动件（轴承）、支
架、风阀、风管、风
机盘管、风机箱等

压缩机
空 气 压 缩 机 、工
艺 压 缩 机 、特 种
压 缩 机 、压 缩 机
零 部 件 、压 缩 空
气 后 处 理 设 备 、
润滑油及行业相
关辅助设备等

压缩机配件
电机（电脑控制器、电磁
阀、传感器、接触器）、压
缩机（机头）、油分、冷却
器、排水装置、空滤、油
滤、单向阀、进气阀、螺
旋阀、控制管路、回油管
路、放空阀、安全阀等

真空技术
真空泵、真空系统、真
空阀门及真空零部件、 
真空测量与校准仪器、
仪表及真空检漏仪器、
真空应用设备、真空材
料、真空泵油及真空工
程配套设备等

风机专区展品范围

风机专区媒体&协会
媒体 媒体 媒体 协会
流程工业 《精细化工》 压缩机行业网 上虞风机协会
通用机械 制药网 风机产业网 上海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流体机械 压缩机网/压缩机杂志 压缩机产业网 杭州市机械工程学会/杭州市仪器仪表学会

《化工与医药工程》 中国化工报/中化新网 机经网 中国海诚工程
《化工信息周刊》 化工环保/石油化工 中国造纸 昆山安环协会
《现代化工》 冶金动力 石油商报 南通电力行业协会

生意宝 亚洲工业网 环球时报/环球网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盖德化工网 制冷快报/制冷商情杂志 中国压缩机网 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
海川化工论坛 富金机网 中国空压机网 上海化工研究院
开洋聊化工 风机网 土木在线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金雨路55号虹桥525创意园A座4F（近先锋街）201103

www.chcexpo.com+86 21 3323 1323 +86 21 3323 1366

展位预订
李先生
+86 21 3323 1375
sales@flowtechsh.com
http://fan-compressor.wietecchina.cn

世环会•2022碳中和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峰会

2022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2022化工行业超低排放及节能技术论坛

2022通用机械先进制造技术高端论坛

2022石油化工压缩机技术创新论坛

面向高效节能与降碳需求的制冷系统安装施工与运维管理专题研讨会

助力“双碳”目标⸺2022工业环保节能工程与技术应用研讨会

2022风机压缩机主题展新品发布会

2022展会现场会议活动（拟定）
风机专区目标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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