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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双碳”目标承诺的第一个五年，是实现工业绿色发展、产业低
碳转型关键的五年。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大国，要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必须大力推动重
点领域节能降碳。其中，工业领域深入推进机械、石化、矿业、冶金、供水、市政、建筑、废水处理、电
力、纺织和食品工程等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工艺革新、全面建设绿色制造体系迫在眉睫。而作为一个庞
大的产业群体，泵管阀是国民工业经济中应用特别广泛的通用设备。在这种背景下，泵管阀产品在绿色环
保、节能降碳等技术层面不断迭代更新，产生的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使着工业领域对其产品的需求
规模保持高速增长，进而推动泵管阀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将为企业创造绝佳的市场机遇。

上海国际泵阀展简介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泵阀展
2022年6月8-10日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3.1H & 4.1H

“双碳”目标引领，泵管阀行业迎势而上！          

目前我国泵阀行业市场竞争激烈，相比以往各种推广的渠道，上海国际泵阀展无疑是各品牌业务拓
展中最为“短、平、快”的平台。展会秉持“助力泵管阀生产端与需求端无缝对接”的初心，帮助展商
直面大量来自水司/水务/污水厂、设计院、市政/建筑/环保工程公司、经销代理、工业终端等目标客户。
为展商今后的品牌推广、渠道开发、新品发布以及抢占国内外市场，打下夯实的基础。

在国家“双碳”政策的推进下，为了促进展商与广大高耗能行业之间的经贸合作和技术交流，上海
国际泵阀展与国内权威机构“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节能协会”达成战略合作，积极组织会员单位
参与展会，并协同旗下各专委会在现场举办活动和论坛，为展商和目标客户间牵线搭桥、推动产业合
作，助力“双碳”目标最终实现，展现专业品牌展会的担当和价值！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泵阀展将以十年为起点，于2022年6月8-10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蓄势再出发。
威乐、安德里茨、KSB、戴博、代斯米、伯尔梅特、冠龙、添理仕等1,200多家优质品牌将齐聚申城，集
中展示泵、阀门、管道/管接件、智慧供水设备、执行机构、泵管阀配套设备、电机、直饮水系统等产品
及技术解决方案。展会现场总规模将达60,000平米，将吸引50,000多名专业观众莅临参观，上海国际泵
阀展将发挥品牌展会作用，利用多年积累的资源和经验，站在行业转型升级的转折点，助力中国泵阀人
抢占发展先机，为展商和目标客户打造一个集展示、交流、采购、线上四位一体的多模式绿色智能商贸
综合体平台！

节能环保泵阀展，绿色创新降能耗
2022上海国际泵阀展在行动！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主办机构│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节能协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协办机构│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设备分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管道委员会

指导单位│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支持单位│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上海市安装协会、上海市建设协会

合作机构│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

同期举办│第十五届上海国际水展、2022上海国际环保展、2022上海智慧环保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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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展厅

智能供水设备
成套设备 变频器 稳流罐  
立式离心泵 控制柜  
控制水箱 计算机软件

展品范围

展馆分布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7.1
展馆

Hall6.1 展馆Hall

5.1 展馆Hall

4.1展馆
Hall

3.1展馆
Hall

2.1 展馆Hall

1.1 展馆Hall

8.1展
馆
Hall

环保水处理展/膜与水处理展

4.1展馆
Hall 泵与智慧水务展

5.1展馆
Hall

5.1展馆
Hall

5.1展馆
Hall

7.1展馆
Hall

8.1展馆
Hall 膜与水处理展

6.1展馆
Hall

环保水处理展

3.1展馆
Hall

6.1展馆
Hall

节能装备展(风机、压缩机)

3.1展馆
Hall 阀门管件展

环境综合治理展

智慧环保展

固·废气展

节能装备展(锅炉)

世环会【工业节能与环保展】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徐泾东站 地铁入口，无缝对接，便捷入馆。
参观必经之路，人流众多！

智能供水设备
成套设备  稳流罐  变频器  控制柜  
立式离心泵  计算机软件  控制水箱  
其它智能供水设备

泵管阀配套设备
数控机床  密封件  衬垫  涂层  泵壳  泵阀检测设备  
粘合剂  焊接  法兰   阀门定位器  轴承/联轴器  
铸造件/锻造件  其它泵管阀配套产品

泵

离心泵  计量泵  螺杆泵  转子泵  罗茨泵  柱塞泵  滑片泵  漩涡泵  升液泵  软管泵  凸轮泵  隔膜泵
活塞泵  污水提升泵  喷射泵  往复泵  齿轮泵  轴流泵  混流泵  真空泵  其它泵

管道 / 管接件
复合管  弯管  波纹管  水泥管  
弯头  管接头  软管  管道机械  
三通四通  其它管道/连接件 泵与

智慧水务

4.1Hall

电机
YE2/YE3/YE4电机  防爆电机  
风机电机  电机定子  电机磁体  
电机轴承  其它电机配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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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处理设备及行业相关辅助设备等

风机

工民建筑风机  工业风机  工程风机
通风设备  鼓风机及风机配套件

阀门
球阀  排污阀  止回阀  节流阀  柱塞阀  铜阀  旋塞阀
控制阀  蝶阀  疏水阀  仪表阀  闸阀  截止阀  电磁阀
隔膜阀  安全阀  减压阀 调节阀  底阀  其它阀门

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机构
手动执行机构  液动执行机构
气动元器件  其它执行机构

阀门管件
3.1Hall

北广场观众入口：自驾直达，停车场

西广场观众入口：地铁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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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荟萃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参展企业名单（部分），排序不分先后

工业终端用户
石油 / 天然气 / 火电 / 核电 / 热电公司
涂装 / 镀锌公司
矿业 / 陶瓷 / 制砖公司
炼油 / 炼焦公司
钢铁 / 冶炼公司
金属表面处理 / 热处理公司
电子元件 / 电池涂料 / 油墨公司

农药 / 火药公司
食品 / 酿造公司
水泥 / 玻璃公司
纺织 / 印染公司
医药 / 生物 / 化工公司
橡塑 / 皮革
印刷 / 造纸厂

建筑机电总包
化学工程公司
医药工程公司

政府 / 公用事业
水务集团
污水 / 自来水厂
其他市政单位 / 公用事业单位

工程公司
环保工程
建筑工程
环境服务
三废处理工程
装饰公司
水处理工程公司
给排水工程公司

消防工程商
暖通工程商
供水成套设备供应商

设计机构
科研设计机构
设计院
咨询公司

水利
农林灌溉
泵站改造
饮水工程

经销 / 代理商
经销商
代理商
进口商
出口商

OEM
ODM
OBM

目标观众

经销代理
上海五金矿产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亿革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伟元台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力梁发展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庞兴五金有限公司
上海德东五金有限公司
上海置杰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金凤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中山市瑞柏特五金有限公司
余姚市润泽商贸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
上海寰球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怡帆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机械设备成套（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庆泽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安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承前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设计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设计院
上海市水利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设计院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宁波世纪华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苏州市给排水设计院

2021现场参观企业名单（部分）

化工
巴斯夫化工
埃克森美孚公司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东恒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乐瑞固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乾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新亚化工集团公司
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
河北东华化工总公司

工业终端
浦东新区白龙港污水污水处理厂
南京江心洲污水处理厂
上海三协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东海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松林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依和电力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海惠电镀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基隆造纸科技有限公司

自来水及水务公司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水务供水分公司
上海浦东威立雅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北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自来水有限公司
嘉兴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杭州市水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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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色泵阀平台
力促上下游产业链联动

资源为王，上海国际泵阀展多年来一直与长三角各地水司、水协保持着紧密的合作。2022年，主办方再度拓宽
渠道，打破局限于长三角地区的格局，联合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等，集结超500家来自
江、浙、沪、皖、闽、鲁、赣等地的水司、水务工作者齐聚上海，围绕“绿色低碳”展开讨论，分享在“双碳”经
济下，“节水优先、智慧供水、再生水利用、可持续发展”等实战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资源延伸至华东六省一
市！此外，主办方也于近期与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达成了再度联手打造水务大会的合作意向，聚焦智能化设备与技
术在水务行业的应用。“双水务大会”齐头并行，届时现场的水司、水务观众数量及质量将再创新高！

上海国际泵阀展通过与各大设计院及行业协会等权威机构的长期合作，形成了以中国工程建设标
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及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
委员会为核心的专家团。明年的长三角给排水设计师大会除延续建筑板块外还将深化市政主题，将吸引
现代院、华东院、上海院、上海市政设计院、上海建工院、上海城建院、杭州院、宁波院、南京建筑给
排水协会等超400名设计师共同参与。除此之外，主办方也将通过上海市安装协会、上海市建设协会等
渠道组团邀请工程总承包、分包、安装公司等采购部负责人至展会现场参观参会。

“双碳”时代，节能降耗刻不容缓。上海国际泵阀展主办方紧跟政策，立足于实，邀
请中国节能协会联合主办，并与旗下的冶金工业节能专委会、热电产业委员会及铁道节能
专业委员会等专委会达成战略合作，秉持“节能环保，绿色创新，减污降碳”的理念，共
同打造行业盛会。

各行各业越来越高的能效要求，也催生了一个巨大的节能电机、风机以及压缩机市
场，其行业趋势也向着更加高效、节能、智能的方向发展。主办方乘势追击，同期举办上
海节能装备展⸺风机和压缩机主题，携手江苏省压缩机协会、广东省压缩机行业协会、空
压机网等众多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多元发展，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为风机、压缩机和电机
企业提供一个集中展示先进、高效、节能产品和技术的专业平台！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华东六省一市水协齐聚一堂，探索智慧水务绿色低碳之路

开辟节能新展区，压缩机风机电机势在必行

聚焦绿色给排水设计，开拓设计院、工程公司资源

1

2

3

展会亮点

打造绿色泵阀平台
力促上下游产业链联动

打造绿色泵阀平台
力促上下游产业链联动

打造绿色泵阀平台
力促上下游产业链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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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不断走访挖掘江浙沪、山东、河北、广东等地五
金机电城、五金商会和行业垂直媒体，与产业基地达成展会推
广共识，开发经销代理商并组织亲临展会现场。通过与供求方
展前建立联系、展中深度洽谈、展后持续维护，使得展商与经
销代理方建立深度合作关系，以期为厂商与经销代理商搭建一
个更加精准有效的合作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
明年现场将升级采购配对服

务，重磅推出千人工程项目采购
年会，重点邀请高频采购、具备优质

项目的VIP买家莅临展会现场采购，助力
企业深入了解工程项目方采购流程、供应
商准入标准、供应商筛选规则，供应商质
量管理模式、评估标准等，旨在为企业在
工程领域方面赋能。

自2021年主办方携手中国计量大学在展会现场同期推出首届
“FLOWTECH CHINA 全国流体装备技术创新奖”（简称“流体装备技术创

新奖”）后，受到业界的广泛好评与持续关注。“流体装备技术创新奖”建立的
科技创新激励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人才创新潜能，为行业技术转型升级提供人才

和机制支撑，更好地推进了全国泵阀行业创新技术的发展，充分发挥流体装备技术在实施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流体装备创新成果的转移和转化，提高流体装备领
域的科技创新意识，引领中国泵阀行业未来发展新趋势!

上海国际泵阀展一向重视工业终端观众资源，“双碳”目标的提出对工业终端的低碳与
可持续性发展也提出了新要求。在此背景下，主办方除了延续与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上
海化工研究院、北京长城电商及各地的钢铁冶金、电力、食品、化工医药等工业终端协会合
作外，还将与中国节能协会以及旗下冶金工业节能、热电产业专委会等开展深度合作，将在
明年现场围绕“双碳”目标针对工业终端领域开设相关论坛及中石化物资采购见面会，这将
极大提升展会现场活动品质，届时也将吸引全国各地工业园区、工业终端用户至展会现场，
保障参展收益！

上海国际泵阀展经过10年耕耘砥砺，现已坐拥水司/水务/污水厂、设计院、工业终端、工程公司、经销代理等百
万观众数据库，每年通过短信、语音及电子邮件等对百万数据库针对性发送；与百度、微信朋友圈、抖音、360、今日
头条等线上广告方达成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技术助力参展企业曝光，全方位展示企业形象，将我们展会庞大的
数据资源优势和搜索引擎、短视频的高曝光优势结合起来，与参展企业实现强强联合，共享宣传渠道。同时主办方线
下积极参与各种行业活动，踊跃投身市场一线，并扩大五金城、工业园区等的宣传投入，延伸企业参展附加值。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整合工业资源，精准触达工业终端用户 

7

深挖全国经销代理，助力企业开拓蓝海商机

4

聚焦全国工程项目，千人工程采购会重磅推出

5
为行业领军者喝彩，引领泵阀发展新趋势

6

全年线上线下持续曝光，延伸参展附加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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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高端会议齐开
共话行业前瞻思考

2022 全新的一年，上海国际泵阀展也将带着全新升级版阵容，王者归来，力争在落实国家
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中积极作为，全面推进工业节能和绿色低碳发展，联合中华环保
联合会、中国节能协会、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中国土木工程学
会水工业分会、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
专业委员会、中国计量大学等专业机构，将在展会同期举办 50 多场“智慧水务”、“给排水设
计”、“污水处理”、“工业环保”等方向的高峰论坛以及年度新品发布会等活动，并邀请到
业界领袖、技术专家、科研学者就目前行业痛点及热点进行分享与探讨，助力企业和
行业大咖做面对面的交流，以会促展，延伸参展价值。

主办机构：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支持单位：江苏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安徽省城镇供水协会、 福建省城市       
                         建设协会给排水分会、江西省城建管理协会供水专业委员会、 山东省城镇供排水协会

“十四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起点，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及“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全面推行绿色低
碳循环经济发展”。华东六省一市多年来都是我国的经济重心，是中国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经
济区，也代表着全国智慧水务的领先水平，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智慧水务赋能
供水产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由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及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在展会同期共
同举办“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端论坛”，邀请产业链上下游的专家和优秀企业家围绕“提
质增效、减污降碳、数字化转型、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四大着力点，聚焦《城镇水务2035年
行业发展规划纲要》，研讨谋划智慧水务行业加入到碳管理体系中协同发展，促进产业与国家
战略同频共振，加快环保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绿色复苏”和华
东城镇水务的可持续发展与升级。

现场会议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多场高端会议齐开
共话行业前瞻思考

2022华东六省一市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会议规模
350人

扫码观看
21年现场演讲

上海城投及各区县自来
水公司、江苏/浙江/安
徽/山东/福建/江西等水
协及自来水公司等。

听众类型

历届演讲嘉宾（部分）

殷荣强 上海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 党委书记

沈伟忠 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秘书长

赵平伟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 副总工程师

张凌娜 上海浦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公用事业院给排水专业副总工程师

许嘉炯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副总工程师

朱奚冰 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刘友飞 绍兴市水务产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高和气 合肥供水集团 党委委员、副总/董事

08 www.flowtechsh.com  



主办机构：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承办机构：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机构：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

主办机构：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设备材料工作委员会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背景下，建筑给排水将担负新的历史重任 , 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
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建筑给排水要走到节能减排工作前列。为重点突出
“十四五”“城市给水、排水规划”，上海国际泵阀展主办方联合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
专业委员会在展会同期举办“第六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本次大会围绕“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优化、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展开广泛讨论，
确保在建筑给排水设计中真正实现节能、节水的目标。将邀请行业权威专家进行精彩报告和互
动分享，聚焦我国建筑给水排水行业动态，展示前沿创新科技水平，研讨产业高质量发展之策，
促进产业循环经济。

历届演讲嘉宾（部分）

董长杰 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设备材料工作委员会 主任

张卫平 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

刘富强 同济大学 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方卫国 杭州萧山环境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刘常营 嘉兴学院 特邀教授

方  强 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 秘书长

吴丽峰 绍兴市水务产业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第六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2022年智慧水务论坛暨智能管理
与设备在水务企业运用研讨会

历届演讲嘉宾（部分）

徐  扬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副总工程师

陈新宇 华建集团华东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副总工程师

李云贺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机电院总监

赵  俊 华建集团给水排水专业 副总工程师

王  伟 上海江欢成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顾正友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陈旭辉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薛学斌 中衡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易家松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刘升彧 杭州水务设计院 院长

会议规模
250人

扫码观看
21年现场演讲

长三角各地建筑工程
单位、施工单位、设计
院、各地给排水协会
等专业人士。

听众类型

会议规模
300人

浙江地区水务 / 水
司、水利建设、机械
制造、污水厂、环保
企业等。

听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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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主办机构：海川化工论坛、上海化工研究院

2022化工环保三废治理前沿技术与工艺成果交流会

历届演讲嘉宾（部分）

王志伟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博导 

刘勇弟  华东理工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教授/博导 （原院长）

李  森 上海化工研究院环评中心 副主任/ 博士

主办机构：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2022绿色化工和制药生产技术开发及
环保处理新技术应用交流研讨会

历届演讲嘉宾（部分）

胡兴邦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教授、博导（化工系主任）

张吉松 清华大学 化工系副教授

关明华 中石化抚顺石油化工研究院 总工教授级高工

韩一帆 华东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教授、博导

主办机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设行业分会水工业委员会、村镇环境科技产业联盟

历届演讲嘉宾（部分）

张健民 云南合续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  

许向阁 万若（北京）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  敏 水艺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环保装备事业部总工

尤  鑫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科学研究院 高级工程师

吴德礼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上海污染控制与生态安全研究院 教授/博导、执行院长  

王志平 上海交通大学 副教授 

村镇污水处理实用技术研讨会

化工协会、化工研发中心 / 研究院、
设备设计与制造企业、新材料研发、

工程公司、化工企业等。
会议规模
200人

听众类型

制药机械生产商、化工设备生产商、
原料药生产商、制药厂、化工厂等

设备科、技术科、生产部、环保部、
采购部的负责人等。

会议规模
200人

听众类型

工程公司、污水厂、设
计院、终端用户等。

会议规模
200人

听众类型

10 www.flowtechsh.com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第六届中国智慧水务高峰会议
暨2022长三角（区域）污水厂运维管理高峰论坛
主办机构：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上海排水行业协会、上海排水行业协会污水处 

                         理运营专业委员会、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历届演讲嘉宾（部分）

葛惠华 上海排水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邹博源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博士

吕  贞 常州市排水管理处 技术总监

陈莉佳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郭  恰 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博士

主办机构：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

历届演讲嘉宾（部分）

杨向平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水污染防治装备专业委员会 主任

于鸿立 中国环保机械行业协会 秘书长

黄  瑾 上海市城建设计研究总院 副总工

秦春禹 北京北排装备产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薛  罡 东华大学 教授

排水与污水处理装备高质量发展论坛

工程公司、污水厂、设计
院、工业终端等。

会议规模
200人

听众类型

工程公司、污水厂、水务、排
水公司、工业终端用户等。

听众类型
会议规模
200人

扫码观看
21年现场演讲

*以上论坛主题，以现场实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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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现场活动

创新奖

 发布会

全国流体装备技术 创新奖

2021 年评审团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

中国泵系统绿色节能产业联盟

北京水利水电研究院

浙江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省机电产品质量检测所

浙江工业大学工业泵研究所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流体装备分会

沈阳水泵研究所

智能流体装备及其测控技术浙江省工程研究中心

主办机构：中国计量大学、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中国泵系统绿色节能产业联盟

年度新品 发布会
助力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充分探索泵阀低碳技术的研发，持续领跑行业新

趋势，上海国际泵阀展凭借在全国市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流体机械行业领域累
积的资源优势，致力为企业提供多方位的服务，在展会同期推出新品发布
会，邀请行业领军品牌共襄盛举，同时在“双碳”背景下，也将有更多的
新型节能产品及相关案例亮相，为泵阀行业提供前沿资讯和先进的科学解
决方案，整合行业资源，助力企业新产品、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提高竞
争力，打造新闻爆点，吸引流体输送行业关注。在向全国观众展现企
业创新产品和技术实力的同时，也开拓了潜在商机！

上海国际泵阀展始终聚焦流体机械最新发展、走在行
业前沿，为充分发挥流体装备技术在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流体装备创新成果的转移和转化，
提高流体装备领域的科技创新意识，鼓励和表彰在推进流体装

备 技 术 创 新 中 的 先 进 单 位 和 集 体 ， 展 会 现 场 将 同 期 开 设
“FLOWTECH CHINA 全国流体装备技术创新奖”。召集来自于协

会、院校、设计院、水务、企业等业界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团，并在
现场进行奖项颁布，共同见证行业的创新及技术进步，为行业领军者

喝彩，引领中国泵阀行业未来发展新趋势！

水司 / 水务 / 污水厂、给排水设
计院、市政 / 建筑 / 环保工程公
司、经销代理、工业终端等。

活动规模
100人

听众类型

历届新品发布会参与品牌（部分）
企业品牌 发布产品 / 技术
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一体化智慧泵站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兼顾高效和防堵，多种叶轮设计的潜污泵
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ABB运动控制数字化产品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商用一体化变频解决方案
代斯米泵业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代斯米泵产品数字化发展战略
丹佛斯（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丹佛斯面向能源中和水厂的智慧传动解决方案
荏原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EVMS立式不锈钢多级泵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智慧云平台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M5-R(S)高效智能立式多级泵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效静音水务专用泵产品
新界泵业（浙江）有限公司 CA永磁变频增压泵系列
凯帛瑞水泵有限公司 创新型干湿两用排污泵在水行业中的能效成本分析
深圳市利佰特泵业有限公司 利佰特研磨泵在污水中排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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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千人工程项目采购商年会暨供需配对会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22

为帮助企业更好的对接“给水排水、水处理、污水处理、废气等环保工程”优势资源，了解工程项目方

采购流程、供应商准入标准、供应商筛选规则，供应商质量管理模式、评估标准等，主办方将在2022展会

现场升级采购配对服务，新推出千人工程项目采购商年会暨供需配对会，邀请在世环会平台内高频采购的

VIP买家莅临展会现场采购，旨在为企业在工程领域方面赋能。

服务模式
采购商年会将按照工程
采购类型进行分类，每
半天为一个专场，每场
约有200位左右参与人
员，其中工程采购方与
供应方约各占一半。

广东泵阀展
3 月 31 日 - 4 月 2 日   |   广州

-  世环通 工程采购大会

世环会
6 月 8-10 日   |   上海

-  工业水处理专场
-  环保工程专场
-  泵管阀专场

第十二届北京水展
10 月 18-20 日   |   北京

-  世环通 工程采购大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水环境分会

上海市排水行业协会

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上海市制药行业协会

上海化工园区管委会

上海市松江区安全生产协会

上海市生物医药行业协会

上海市食品行业协会

主要合作单位

拟到场的VIP买家（部分）

活动安排

上海塑料行业协会

上海市电镀协会

上海市印刷行业协会

江苏省城镇供水协会

江苏省各化工园区管委会

无锡电镀行业协会

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

浙江省石油和化学工业行业协会

杭州市纺织行业协会

宁波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安徽省城镇供水协会

福建省城市建设协会给水排水分会

江西省城市建设管理协会供水专业委员会

四川省水污染治理服务协会

广州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东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大亚湾石化产业园区管委会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山东省城镇供排水协会

.......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融合（哈尔滨）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德隆 ( 集团 ) 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国栋安泰控股集团

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达源环境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科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中材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煤科工集团杭州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北京亦庄水务有限公司

北京中电联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北京）水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东莞市莞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德龙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建设集团

湖北臻润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金剑环保有限公司

克拉玛依市华隆油田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环保集团清源水务有限公司

南京扬子石油化工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同方工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格润内泽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泰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新希望集团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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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乐水泵是世界领先的水泵和水泵系统的制造商之一，集团产品
主要应用于供热，制冷，空调技术，供水和污水处理。威乐水泵业务
网络现已遍布全球70多个国家，已实现全球的生产化，在中国同样
拥有工厂。 威乐水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WILO SE ） 总部位于德国
多特蒙德，是最早开始研发和创新水泵系统的集团之一。目前在全
球范围内拥有子公司70家，员工7,800名。2019年威乐的营业额为
13亿欧元。 WILO SE自2009年至今连续10年被评为“最佳雇主”，自
2016年至今连续四年荣获“德国品牌金奖”，该奖由德国设计协会
和德国品牌研究所共同颁发，威乐连续三年荣获“机械工程类--行
业卓越品牌--金奖”。

威乐（中国）水泵系统有限公司
Wilo China Ltd.

www.wilo.com.cn

丹麦格兰富公司是一家全球性水泵及解决方案供应商，成立于
1945年，总部设在丹麦维堡市边昂布。2020年集团净营业额达263
亿丹麦克朗，在全球各地拥有雇员超过19,000人，年产量超过
1,700万台水泵装置。1995年，格兰富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在全
国18个城市设有办公室，拥有两家生产厂和一个研发中心，员工
1,600多名。2020年，格兰富中国区营业额超过30亿元人民币，产品
广泛应用在工业、建筑、水务等多个领域。从2021年起，格兰富围绕
四类全球客户细分市场⸺商业建筑服务、民用建筑服务、工业和
水务领域设置销售、市场、技术和运营，以加大对创新和数字化的
投资，应对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GRUNDFOS Pumps (Shanghai) Co.,Ltd.

www.grundfos.cn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为安德里茨集团的独资
子公司，全国拥有超过1,600名员工，并在北京、上海、成都、无锡均
成立了分公司开展销售业务，中国的制造中心设立在广东佛山，其
中佛山的工厂总面积已经超过68,000平方米。安德里茨（中国）有
限公司致力于为水电、制浆造纸、金属以及分离技术四大业务领域
以及许多其它行业和产品提供技术和解决方案，安德里茨泵业属
于其中的水电领域。从设计、制造、项目管理、安装指导、服务到培
训，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安德里茨（中国）有限公司
ANDRITZ (China) Co.,Ltd.

www.andritz.com/china-cn

赛莱默(XYL)是全球领先的水技术公司，致力于开发创新的技术解
决方案，以应对全球水资源挑战。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专注于市政、
工业、民用和商用建筑等领域的水输送、水处理、水测试、水监测和
水回用。此外，赛莱默还为水、电力和天然气等公用事业提供业界
领先的产品组合，包括智能计量、管网技术和先进基础设施分析解
决方案。公司在全球拥有16,000多名员工，运用其在诸多应用领域
的技术专长，专注于提供可持续的综合解决方案。赛莱默总部位于
纽约州莱伊布鲁克，2019年营业收入达52.5亿美元，生产和办事机
构360多处，业务遍布7大洲150多个国家，旗下多个产品品牌在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均占据了市场领先地位。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Xylem(China)Co.,Ltd.

www.xylem.com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是由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与德国KSB公
司合资建立的泵专业公司，德国KSB公司出资80%，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出资20%，公司注册资本2,700万美元。公司位于上海市
闵行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占地面积13.7万平方米，拥有700多名
职工。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综合了合资双方的技术优势，自1994
年成立以来，稳中求进，蓬勃发展，全国范围内有4个分公司，3个办
事处，产品适用于清水，污水，能源，楼宇，制造业，运输业，矿业，化
工与石化等5大行业领域、34个细分市场。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KSB Shanghai Pump Co.,Ltd.

www.ksb.com

代斯米作为一家全球性公司，专门从事海洋、工业、溢油回收、国防
&燃料和公用事业中的本地及全球泵解决方案的开发和产品制造。
我们的产品范围――辅以其他世界领先的制造商的代理产品――
被广泛赞誉的产品设计和泵系统，溢油回收机组，并通过我们的服
务网络提供一级售后服务。代斯米的产品设备通过六大洲的子公
司和分销商网络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为了应对客户在未来可能
提出的更为全面的系统需求，包括代斯米泵产品在内，我们向客户
提供完备的解决方案和系统以及单个标准泵或配件。基于代斯米
久经考验的技术，我们针对客户的个别需求提供解决方案。

代斯米泵业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Desmi Pumping Technology(Suzhou)Co.,Ltd.

www.desmi.com/cn

意大利宾泰克（PENTAX S.P.A）是一家有着超过60年历史的水泵制造
企业。是意大利最早的制泵企业之一。目前宾泰克水泵产品已经行
销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电动水泵的领先制
造企业，宾泰克目前拥有涡流泵、自吸泵、离心泵、潜水泵、深井泵、
立卧多级泵、变频增压机组等七大系列200多品种，广泛应用于工业
设备、供水设施、供暖系统、空调系统、制冷系统、太阳能系统，污水
处理，农业灌溉等多领域，为客户提供持续、可靠的清水、生活水、污
水、热水、冷却水等介质的循环、增压、传输的解决方案。公司目前的
产品：超过1,200个型号，流量达到18,500l/min，扬程1,000米，功率范
围从0.37KW-1250KW，适用于各种电压、50/60Hz频率的工作环境。

宾泰克（天津）泵业有限公司
Pentax(Tianjin)Pumps Co., Ltd.

www.pentaxpumps.cn

戴博是国际领先的水处理系统制造商，总部位于意大利。经过40多
年的发展，戴博的产品已经遍布于世界各地120余个国家和地区。
在人类最宝贵的资源⸺水的输送与管理科技领域，戴博已成为
主要参与者之一。戴博在全球拥有6个生产基地，1,700多名员工和
14个销售分支机构，总销售额超过3.4亿欧元。在全球的六大工厂
中，戴博中国落户于青岛，坐拥便捷物流，致力于为本土客户提供
最优质的服务。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DAB Pumps(Qingdao)Co.,Ltd.

www.dabpumps.cn

14 www.flowtech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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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本水泵致力于生产没有时间和地域限制的产品。从1927年开始
川本制作所生产的民用，工业用水泵就出口到东南亚，美国，欧洲，
中东，非洲和澳洲，迄今已有100多年历史。我们已经制造出520多
类6,800种产品，为高层建筑供水，农业灌溉，海水养殖和家庭供水
提供便利。在公园，喷泉让你感觉轻松，在高层建筑中，使用水循环
空调使环境保持舒适，宜人。水泵的使用保证了水环境的安全，在
生活和生产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川本（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Kawamoto Pump(Suzhou)Co.,Ltd.

www.kawamotokps.com

荏原机械（中国）有限公司，荏原制作所在中国的独资企业。于2006
年设立于北京，致力于运用先进的荏原产品服务于中国的发展。我
们以客户需求为己任，全方位地为用户提供优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目前已在北京、烟台、淄博设立制造基地，业务覆盖建筑、工业和市
政水利等多个领域，为客户提供通用泵、定制泵、供水机组、水处理
等产品和服务。

荏原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Ebara Machinery (China) Co.,Ltd

www.ebara.cn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之一，在2018年被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授予中国国家实验室认可
证书，2019年荣获浙江制造“品字标”认证。其在主打产品新一代
CDM（F）轻型立式多级离心泵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推出SS高
效静音水务专用泵，用更优越的水力智慧，服务于更出色的智慧水
务，旗下产品TD管道循环泵，NIS、NISF系列端吸离心泵，LLT立式
冷却塔专用泵，NSC系列中开泵，WQ潜污泵，SJ不锈钢深井泵等不
断创新优化；成套智慧供水、排水设备技术领先；结合自动化控制
技术全新升级推出CDME立式多级智能变频泵、TDE立式单级智能
变频泵、CHME系列卧式智能恒压变频泵，可实现恒压、恒温、恒压
差等智能控制功能。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CNP

www.cnppump.cn

利欧泵业拥有民用泵、商用泵、工业泵、智慧水务等产品系列，服务
于空调暖通、楼宇供水、民用排水、水利水务、电力石化、矿山冶金
等领域。依托集团资源优势，拥有温岭、湘潭、印尼、匈牙利、乌兹别
克斯坦等基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500多人研发团队、近600
项 专 利 、C N A S 及 C M A 、U L 目 击 实 验 室 等 认 证 的 检 测 中 心 及
ISO9001、ISO14001、ISO45001等体系认证，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AAA级“守合同重信用”、国家级
博士后工作站，先后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农业机械科学
技术奖等荣誉。在中国拥有4大销售区、20家分公司、400多个销售
服务网点，授权代理140多个国家，销售网点超过15,000个，全球客
户5亿多。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Leo Co.,Ltd.

www.leogroup.cn

新界泵业，目前拥有6大品牌，十二大产品系列、2,000多种规格，8
家控股子公司。公司通过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认证，
并按照GB/T19580实施卓越绩效管理。与中国农业大学、浙江大
学、中国农机院、沈阳水泵研究所等一流院所进行技术合作。2014
年，公司实验中心通过CNAS实验室认证，跨入国家级实验室行列，
累计主持或参与起草/修订国家/行业标准达66项，公司及子公司
累计获得授权专利317项。业务网络遍及全球，产品远销100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国内有9个区域配送中心，有近千家批发商和7000
多家分销商，在济南、石家庄、武汉、西安布局售后服务中心。2011
年11月，“新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
标”。

新界泵业（浙江）有限公司
SHIMGE Pump Industry Group Co.,Ltd.

www.shimge.com

河见电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79年，经四十多年成长，名列
台湾重要沉水泵浦制造商之一。河见自创业开始以沉水泵浦为主
要产品，积极致力于流体技术、节能机械发展，公司全体员工在泵
浦领域上辛勤耕耘，坚持提升机械工业水准及提高顾客的满意度
为目标，以高品质、低耗能的产品以及高水准、专业的服务为职志，
在不断地自我努力革新，追求卓越，以赢得国内外客户高度评价。
一直以来，河见泵浦广泛使用在各个领域，从小型简易排水、农业
灌溉、水产养殖、建筑工地、工厂污废水、污水处理厂、抽水站和采
矿排水。

河见泵业（上海）有限公司
Hejian Pump Industry(Shanghai)Co.,Ltd.

www.hcppump.com.cn

滨特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08月16日，注册地位于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里路55号九层921B，法定代表人为
陈霞。经营范围包括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内企业间的贸易及贸
易代理；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及商品展示；商务咨询服务；机械设
备、电机和电气设备的经营性租赁；机器和机械器具及其零件（包
括水处理设备及其系统）、电机和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的进出口、批
发、网上零售（大宗商品除外）、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其他相关配
套业务。

滨特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entair Trading (Shanghai) Co.,Ltd.

www.pentairwater.cn

Pedrollo公司自1974年创建伊始，始终致力于创新和研发，并保证
产品优良品质和可靠性能。凭借其45年不间断的发展，成为了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优秀品牌。作为国际知名电动水泵行业的佼佼者，
PEDROLLO90%产品远销全球160个国家地区。为保证产品最大的
精度和最高的品质，PEDROLLO产品所有部件自主生产，并实现从
生产到装配全自动化生产线。其拥有自己的铸造厂、冲压钢部件的
机械车间、电机绕组分区和机械工作中心等，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
米，目前仍在持续扩建中。Pedrollo水泵产品可应用于大多数家
用、民用、农业和工业领域。

佩德罗（青岛）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PEDROLLO S.p.a

www.pedrollo.cn

*展商速递为部分推荐展商，以现场为准，解释权归主办方 15



泵
展商速递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是一家专注于泵、阀、环
保设备和流体输送系统、电气控制系统等研发和制造的大型企业。
产品种类涵盖多系列共五千多种，广泛应用于市政、水利、建筑、消
防、电力、环保、石油、化工、矿业、医药等国家支柱领域。经过二十
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布局，现拥有五大工业园区，总部设在上
海，分布江苏、大连和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总占地面积55万平方
米。集团总资本6.5亿，总资产30多亿元。2020年集团销售收入达33
亿元，纳税总额超过1亿元，累计向社会捐赠超千万，销售业绩始终
保持行业前茅。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Liancheng(Group)Co.,Ltd.

www.lcpumps.com

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专注于屏蔽泵的研发&制造。2007年，为
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新沪公司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国家级
高新区斥资3亿元人民币开始兴建占地10万平方米的大型生产基
地，并于2009年年底正式投产。其作为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
员单位、全国旋转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起重冶金和屏蔽电机标
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单位，参与起草了一系列屏蔽泵和屏蔽电
机标准。新沪产品远销欧美亚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化工、
石化、石油精炼、纺织、机车、中央空调、航空航天、核电、空调系统
冷暖循环供水、建筑、环保、暖通、新能源等诸多领域。

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
Hefei Xinhu Canned Motor Pump.,Ltd.

www.shinhoopump.cn

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是ABB集团在中
国的交直流传动及可编程控制器产品供应商。ABB的传动产品用
于从0.12kW至100,000kW的电机调速，广泛应用于冶金、造纸、石
油天然气、风力发电、纺织、橡胶塑料等众多行业。在金属轧机、起
重机、石油钻机、压缩机、挤出机、拉丝机、风机、泵类等应用中，传
动设备及可编程控制器都起着提高精度控制、实现高效节能的重
要作用。随着公司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生产管理、工艺装备与质
量控制等方面的不断提高，ABB传动公司不仅面向中国市场供应
传动及可编程控制器产品，而且向亚洲市场出口标准传动，并提供
相应的支持与服务。

北京ABB电气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ABB Beijing Drive Systems Co.,Ltd.

new.abb.com/cn

上海三相电机分公司成立于1993年，注册资金542万US$，占地面
积18,558平方米，建筑面积14,387㎡，员工230名。主要经营范围包
括空调风扇电机、产业机器的各种电机、直流无刷电机及泵、电动
泵的制造和销售。生产空调器配套用电机和其他各种电机、带电泵
类产品及电气机器的小家电应用产品，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与上述
产品相关的同类商品的进出口、批发、佣金代理，并提供上述产品
的设计、安装、售后服务、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年生产能力50～70
万台，生产交流/直流空调室内外风扇电机及产业机器用电机、各
类水泵等。

上海三相电机有限公司
Shanghai Sanso Electric Co.,Ltd.

www.sanso.com.cn

金龙电机是一家集智能伺服永磁电机、异步电机、驱动、变频控制
系统的科研、开发、制造、销售、并提供电机系统集成和低碳节能电
机解决方案的专业企业、伺服电机定制专家，形成了永磁伺服电机
及驱动控制系列产品、新能源汽车电机及驱动控制系列产品、高效
三相异步电机及变频节能系统三大主导产品体系，覆盖新能源汽
车、机器人、数控机床、智能制造、煤矿、石油、环保行业及水泵电
机、空压机等通用机械、交通运输领域，为智能化提升行业提供各
类产品和解决方案，是目前集电机和控制系统一体综合性智能化、
产品多元化的制造企业。各类产品出口到80多个国家，是国内智能
化电机产品最大的出口企业之一。

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Jinlong Electrical Machinery Stock Co.,Ltd.

www.china-jinlong.com

山东孚日电机有限公司是山东孚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设的一家
集电机研发、生产、销售、维修和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厂家，总投资
8.6亿元，总占地面积360亩，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各类先
进的制造、检测及配套设施等500多台套，年生产能力可达1,000万
千瓦。历经数载发展，孚日电机已得到世界各地很多客户的认可，
产品出口到德国、希腊、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台湾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山东孚日电机有限公司
Shandong Sunvim Electrical Machinery Co.,Ltd.

cn.sunvimdj.com

海城三鱼泵业有限公司创始于1972年，总部位于人杰地灵的辽宁
省海城市,是一家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水泵生
产企业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占地15万平方米，年生产能力
达100多万台，200多个规格品种，产品行销全国30多个省、市、区，
以及东南亚、土耳其、阿根廷、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产销量及经济
效益均居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三鱼公司不仅设立了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还曾多次荣获省优、部优、省科技
进步奖、优秀新产品奖、名牌产品、国家免检产品、行业优质品牌、
全国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称号，且企业的信用
等级达到AAA级。

海城三鱼泵业有限公司
Haicheng Suprasuny Pump Co.,Ltd.

www.sanyupump.cn

Hydroo是一家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自主研发、设计、制造并销售
的水泵制造商。Hydroo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销售服务网络，为各
类泵工程和水泵终端用户提供专业可靠的产品和服务。Hydroo拥
有完善的产品系列，在供水、增压、消防、地下水抽取、暖通、排污、
污水、市政、灌溉、海水淡化和反渗透等诸多领域，以及例如OEM集
成等其他行业应用，为客户提供各类高端泵产品和泵解决方案。
Hydroo的产品满足市场上50Hz/60Hz不同需求，并为客户提供个
性化定制服务。Hydroo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生产、研发总部和
位于中国杭州的运营分部，是为客户提供长期可靠、专业的个性化
定制服务的有力保障。

浩卓泵业（杭州）有限公司
Hydroo Pump Industries (Hangzhou)Co.,Ltd.

www.hydroochina.com

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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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展商速递

金华江科动力有限公司现拥有员工500余人，占地面积210余亩，
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生产装备齐全、检测设施完善、技术力量雄
厚、产品性能稳定，企业已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产品通过

“3C”、“CE”、CQC中国节能产品认证，并入围惠民工程企业名录。
先后获得“浙江省名牌”、“浙江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称
号，是目前浙中地区同行业中，生产规格最齐全、产销量最大、配套
率最高的企业之一。公司生产的高效电机、各类压缩机专用电机、
各类调速电机、永磁同步电机等10大系列、600多个规格产品广泛
应用于压缩机、风机、水泵、矿山机械等领域，受到国内外客户的好
评，并远销欧美、东南亚及中东等国际市场。

金华江科动力有限公司
Jinhua Jiangke Power Co.,Ltd.

www.qiangjin.cn

中擎电机有限公司位于安徽六安市，公司主要致力于研发和生产
中小型低压三相异步电动机。目前生产高效YE3、超高效YE4、
YVFE3变频调速、以及YEJ电磁制动；防爆YBX3、YBX4、YFB3及
YBBP变频隔爆型电机及低压大功率、永磁电机等等“”中擎“”品牌
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作为国内生产中小型低压电机的新兴企业，公
司坚持秉承高质量的电机设计和成熟的生产技术，拥有先进的生
产设备和生产工艺，采用特色的现代化管理模式，严格按照国家标
准实施全面质量管理，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2022年主力研发YE5及YBX5电机。

中擎电机有限公司
Zonq Motor Co.,Ltd.

www.zonqmotor.com

丹麦AVK，创立于1941年。AVK集团目前由全球超过90个公司组
成。AVK的核心业务是生产阀门、消防栓和管件，产品主要应用在
供水、污水处理、燃气管网和消防领域。此外，AVK在水处理、大坝
和水库、暖通、化工、海洋和其他工业领域也建立了强大的品牌。
AVK的产品基于主要的国际标准来设计，并被销往世界80多个国
家。AVK集团给客户的承诺是品质、可靠、功效和长久的使用寿命。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AVK的产品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AVK集团
先后于1997年在中国香港和2002年在上海设立直属营销机构，并
于同期在安徽马鞍山投资建厂。我们不仅仅制造产品，更为客户提
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埃维柯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AVK Valves (Shanghai) Co.,Ltd.

www.avkchina.com

TALIS/ERHARD易华德阀门公司创立于1871年，至今有130多年的
悠久历史，欧洲著名的阀门品牌。是德国水行业、污水行业规模较
大的阀门生产厂家之一，拥有德国及欧洲水和污水市场的大部分
份额，是德国规模较大的水务集团――德国柏林水司的定点供应
厂家。经营范围包括机电设备、仪器仪表、泵系统及上述商品零配
件、五金交电、计算机软、硬件的批发、佣金代理、进出口，并提供相
关配套业务。

添理仕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Talis-Erhard (Shanghai)Trading Co.,Ltd.

www.talis-group.com.cn

Armaturen-Und Maschinen-Antriebe 是阀门自动化行业领先的
执行器制造厂商。自1964年成立以来，AUMA公司就始终致力于电
动执行器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欧玛执行器（中国）有限
公司是德国AUMA集团公司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在华业务遍及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以满足国内用户的各类选型需求及提供快捷的供
货和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力、石化、冶金、纺织、水利、污水处
理、建材等各工业及民用领域。

欧玛执行器（中国）有限公司
AUMA Actuators（China）Co.,Ltd.

www.auma-china.com

VAG集团始创于1872年，最初是一家专门生产水泵和耐用阀门的
工厂，位于德国工业城市曼海姆。现如今是一家拥有超过1200名员
工的公司，业务遍及全球。从最初的Bopp&Reuther发展成为VAG
集团，最初的行业先锋已成为阀门专家。哪里需要抽水、水处理、储
水和配水，哪里就有VAG。世界需要现代水处理系统，而VAG恰恰能
够提供这些。凭借水和污水领域的创新标准，VAG对自己的定位已
经不仅是解决方案供应商，还是高品质耐用阀门及相关配件制造
商。VAG阀门可应用于拦河坝、水坝、自来水厂、饮用水供应管网和
污水系统等需要可靠关闭阀和调节阀的地方。

德国VAG水处理系统(太仓)有限公司
VAG Water Systems (Taicang) Co.,Ltd.

www.vagchina.com

伯尔梅特是全球水力控制阀行业公认的领跑者，拥有种类齐全的
高品质控制阀门。其阀门产品用于：农田和温室灌溉、草皮绿化灌
溉、园林景观灌溉、市政、工业、建筑、电力、石化、石油、天然气等领
域。伯尔梅特经营网络分布广泛，子公司和分销商遍布全球，在澳
大利亚、巴西、中国、意大利、墨西哥、英国、美国拥有子公司，分销
商或办事处分布于全球85个国家，在20多个国家占有重要市场份
额。从英法海底隧道到中国三峡大坝工程，从亚洲与南美的农田到
北海和波斯湾的油田，伯尔梅特控制阀门产品的应用无处不在，已
成为众多政府和企业的首选。在工业领域，伯尔梅特的大型项目包
括三峡工程，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

伯尔梅特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Bermad CS Ltd.

bermad.com.cn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是国内一家
著名的以研发制造给排水阀门、工业阀门及其自动控制系统和环
保设备的港澳台投资企业。冠龙公司主要从事节水阀门的研发、设
计、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蝶阀、闸阀、控制阀、止回阀等阀门
产品及其他配套产品，主要应用于城镇给排水、水利和工业等下游
领域，并出口至美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巴西等国家。公
司先后获得“中国城镇供水协会推荐产品”、“建设部科技推广项
目”、“上海市守合同重信用企业”、“上海市专利示范企业”、“CNAS
实验室认可证书”等众多殊荣。截止2020年10月底，冠龙已拥有国
家专利百余件。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Karon Eco-valve Manufacturing Co.,Ltd.

www.karon-valve.com/karon.html

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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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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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28年里，我们积累了各领域成功解决方案的经验，我们拥有
最先进的加工中心及各种生产、检测设备。通过了PED，3A产品认
证，获得国家卫生许可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洁净安全阀TS
认证。我们始终致力于以客户为中心，依据客户需求不断开发新产
品、改善新工艺满足客户要求。在以企业愿意为方向，以质量方针
为指导思想下，东正的每个员工都以工匠精神，生产出优质的产
品，如：高洁净泵、高洁净阀门、阀门控制技术、安全控制技术、清洗
技术及各类设备。无论您制造的是药品、半导体、新能源、牛奶、啤
酒、糊状食品、药剂还是化工产品，我们优质的产品都是您最佳的
选择。

东正科技有限公司
Donjoy Technology Co.,Ltd.

www.donjoypump.com

精工阀门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78年，是一家集阀门研发设计、制
造、营销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耸立在素有“中国阀门城”之称的
温州龙湾。公司现有先进的生产设备。由于产品质量尤佳，是中石
化、中石油、中国电力等物质采购供应商，在国内外阀门市场具有
一定的占有率。公司先后荣获：浙江省著名商标、浙江省工业行业
龙头骨干企业、浙江省AAA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温州市名牌产
品、温州市专利示范企业等等殊荣。发明了多项专利，多项产品列
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多项成果荣获科技进步奖。公司已先后通过
了质量体系认证，环境健康认证，API认证等。

精工阀门有限公司
Jinggong Valve Group Co.,Ltd.

www.jinggongvalve.com

上海沪工阀门的主导产品包括锻钢阀、球阀、蝶阀、美标阀、特殊阀
等共有50多个系列、几千种型号规格，拥有先进的阀门性能检测、试
验中心、加工中心、数控机床、等离心堆焊、超频真空热处理设备、球
面专用数控机床等。集团设置完备的质保体系，通过ISO9001，
ISO14001，GB/T28001等体系；API6A/6D、CE、TS特种设备生产许可
证，是中国知名阀门十佳品牌、上海市泵阀二十强、中国石油和石油
石化工设备工业协会会员单位、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排水水设
备分会会员单位、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招标与采购网集团级供应商会
员；集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嘉定区文明单位、高新技术企业、集团
连续7年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连续7年信用等级AAA级。

上海沪工阀门有限公司
Shanghai Hugong Valve Factory (Group).,Ltd.

www.hgvalve.com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下设6家国内分公司，2家海外分公司，占地
面积540,000㎡，拥有员工3,500多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高中低压阀门制造企业。是中核集团合格供应商，中石油、
中石化入网单位，国电、华能、华电、大唐、中电投五大电力入网单
位，是中铝、中化建、首钢、武钢、河北钢铁入围单位。产品涉及到国
标、美标、德标、英标、日标、俄标等标准，主要有闸阀、截止阀、球
阀、蝶阀、止回阀等12大类，200多个系列，4,000多个规格，年生产
能力12万余吨，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化工、电力、冶金、水利、医
药、市政建设、给排水等国民经济各个领域，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
区，深受客户的信赖和好评。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Yuanda Valve Group Co.,Ltd.

www.hbyuanda.com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加工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无锡圣汉斯
公司应运而生。经过十多年艰苦奋斗，创新发展，圣汉斯取得了今
天的成就，成为了专业的具有较大规模的执行器生产厂家之一。公
司现有现在四大系列执行器，阿尔法A系列不锈钢执行器，阿尔法
B系列铝合金执行器，阿尔法C系列铝合金执行器，HPY系列拨叉式
执行器，离合式手轮机构，阀位反馈装置，过滤减压阀等阀门控制
附件。现有32~800近20多个规格，扭矩从5Nm~300,000Nm都有覆
盖。

无锡圣汉斯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Wuxi St. Hans Automation Engineering Co.,Ltd.

www.sthans-auto.com

杭州春江阀门致力于专业的阀门类产品设计、研发、制造，是一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是

《减压型倒流防止器》、《给水排水用软密封闸阀》等30余项国家、行
业标准起草单位，原部定点企业，浙江省最大的阀门生产厂家之
一。是中国阀门知名品牌、全国给水排水行业名牌、全国房地产总
工设计选型优选品牌、浙江省著名商标，是全国用户满意企业、浙
江省工商企业AAA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省纳税信用AAA级企业、
出口产品一类管理企业，是军队采购网入库单位、中核集团合格供
应商。

杭州春江阀门有限公司
Hangzhou Chunjiang Co.,Ltd.

www.chunjiangvalve.com

TTV自1982年成立以来，历经了持续的发展，达到了国际领先水
平。技术先进性和高度竞争力使得TTV阀门在全球多个国家都取
得了成功。TTV专注于设计、生产和质量。TTV在欧亚都有铸造厂，
这些铸造厂始终保持合作并不断致力于更优质和更有效的生产。
TTV阀门制造超过30年，这些产品在所有行业领域都得到了证明。
所有阀门在发货前均得到流体静力学和双向测试，因此能够百分
百保证质量。TTV在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杭州）、墨西哥（哈利斯
科）和南非（约翰内斯堡、萨索尔堡和开普敦）均设有工厂，几乎在
全球各地设有授权经销商。

替替威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TTV Valve Manufacturing Co.,Ltd.

www.ttv.es

凯鑫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厂区面积
25000平方米，拥有各类员工200余人，主要从事研发、制造塑胶管
件、塑胶管材、塑胶阀门、耐腐蚀泵等非金属化工防腐设备，产品远
销海内外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近2亿元。产品广泛应用于
石油、化纤、氯碱、铜箔、锂电、制药、钢铁等领域。在技术上，通过生
产自动标准化操作，提高生产质量；在选材上，严选进口原料，从源
头确保产品品质；在设备上，已定70000克CPVC专用注塑机，可一
次成型生产单重80公斤的产品；在产品上，基本涵盖所有类型产品
及材质（PVDF/CPVC/UPVC/PPH/RPP），蝶阀生产口径可达
DN1000。

凯鑫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Kaixin Pipeline Technologies Co.,Ltd.

www.kxp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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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alue致力于成为工业管路业内专业性强、产品系列配套全、品
质佳的PPH和PVDF制品供应商。H-value不仅拥有优秀的产品设
计理念和业内专业的工作经验团队，产品使用法国阿科玛KYNAR®
的PVDF原料和及时更新模具，更追求至善的生产工艺，提供专业
的安装指导服务，这就是H-value发展的基石。H-value开发的
PVDF加工、安装的新理念、新工艺、新设备会提高PVDF行业水平。
PVDF(聚偏二氟乙烯)和PPH（均聚聚丙烯）都具有耐化学品腐蚀，
耐高温等优秀性能，均是工业管路的重要原料。PVDF的洁净度和
耐化性更突出优点，有更多的用途。

上海琚氟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H-value Plastic Technology Co.,Ltd.

www.h-value.cn

中国·合力阀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各类阀门的企
业，公司具有多年的阀门制造经验，产品不断创新。产品分为抽汽
止回阀,高加入阀，水压试验堵阀，泵保护阀，排渣阀门，平行双闸
板闸阀，真空阀门等系列，广泛应用于电力、冶金、石化、轻纺、食
品、医药、环保、城建、供热、以及科研等领域，畅销全国各地，部分
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和信赖。合力实力雄
厚，设备精良，工艺精湛，检测手段完备，聚集了一批高素质的科技
管理人才，形成明显的人力资源优势和强大的技术优势；并建成了
配合生产现场的动态微机管理系统和CAD辅助设计系统，顺利通
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中国 · 合力阀门有限公司
China·Heli Valve Co.,Ltd.

www.helifamen.com

宁波市博业塑胶阀门有限公司在强化原有产品质量的基础上，不断
开发新的产品。从最早单一的几个阀种、几种规格，发展到目前拥有
阀门类16类别、两大系列，规格从DN15到DN800；直管公英制2大系
列22种规格，管配件9大品种，耐腐泵2大系列、六种规格，以及密封
配件、全塑防腐螺丝、焊条等，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系列防腐产
品，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氯碱、冶炼、制药、染料、食品、电镀、环
保、纯水等工业部门。企业成功通过ISO9001-2015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并且一直遵循产品质量运行体系。

宁波市博业塑胶阀门有限公司
Ningbo Boye plastic valve Co.,Ltd.

www.blsjfm.cn

中国·唐工阀门有限公司创建于1990年，是一家集阀门研制、开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专业企业，公司厂房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30,000平方米，现有员工585人，有高、中高级工程师15
人，专业技术人员58人，拥有现代化机械加工中心、数控机床加工
中心、材料检验与化学分析实验室、压力试验等设备480余台（套），
设备配套齐全，性能检测和压力试验程序完善。主要产品有闸阀、
截止阀、止回阀、球阀、碟阀、高温高压电站阀、锻钢阀、汽动阀门、
气源球阀、高压锻造管件、阀门管道配件、高压针阀、天然气*阀、仪
表阀、阀组、美标阀门等系列产品。

中国唐工阀门有限公司
China·Tanggong Valve Group Co.,Ltd.

www.cntgvalve.com

圣戈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隶属于圣戈班集团，自1985年进入中
国市场，至今在华已设立1家研发中心和近40家生产基地。圣戈班
材料和解决方案遍布于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和工业应用的方方面
面，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今，圣戈班在华已拥有近6,570
名员工，2018年营业额约为12.09亿欧元。圣戈班设计、生产并分销
高性能材料，为消费者提供创新解决方案。这些材料和解决方案遍
布于建筑、交通、基础设施和工业应用的方方面面，与我们的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它们是每个人幸福生活的源泉，是人类美好未来的
基石；不仅为消费者带来舒适、安全和品质生活，同时也积极应对
可持续建筑、能效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圣戈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Saint-Gobain China Copyright

www.saint-gobain.com.cn

GF管路系统在34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自己的销售公司，在美国、欧
洲、亚洲设有32个分公司，为当地客户提供充足的库存的同时确保
发货的及时性。凭借60,000余种产品，GF管路系统可为顾客提供完
整的系统解决方案。GF管路系统可为客户从金属管道向塑料管道
转换项目的每个阶段提供支持。拥有超过60年的塑料系统经验以
及100个国家的产品应用经验。凭借先进的自动化和数字化解决方
案，GF管路系统帮助客户优化其应用，以便轻松访问系统数据。GF
管路系统的塑料管道系统不会出现腐蚀的情况，因而在其整个使
用寿命内无需进行替换。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Georg Fischer Piping Systems Ltd Shanghai

www.gfps.com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直缝焊管、热镀锌钢管、方矩
形钢管、热镀锌方矩形钢管、内衬塑复合钢管、涂塑复合钢管、螺旋
焊管等多种产品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已经形成天津、
唐山、邯郸、陕西韩城四个生产基地，旗下8家钢管生产企业拥有
160余条生产线，并拥有3个国家认可实验室、1个天津市焊接钢管
技术工程中心、2个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远
销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中东、东南亚等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2019年，生产各类钢管突破1700万吨。自2006年至今，
连续14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制造业500强，连续14年焊接
钢管产销量排名全国第一。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ianjin You Fa Steel Pipe Group Stock Co.,Ltd.

www.yfgg.com

华生管道科技有限公司始建于1988年，是一家集UPVC、CPVC、
PE、PPH、PVDF、AGR等材质的工业、给水、环保水处理设备类塑料
管道产品研发、制造于一体的管路系统专业生产企业。经过多年的
探索与提升，目前华生已成为行业内的领先企业，是江苏省塑料管
道系统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
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成员单位。公司占地
面积20万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6亿元人民币。公司现有员工400
多人，下设模具事业部、管路系统事业部、精密注塑事业部，原料混
配系统6套，造粒生产线8条，管材挤出生产线30条，注塑机200多
台，大型加工中心等。

江苏华生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Huasheng Plastic Co.,Ltd.

www.czhuasheng.com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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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协羽塑胶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
UPVC、CPVC、PP-H等塑胶阀门、管材及配套管件的企业。本公司所
生产阀门、管件均采用高精密的CNC、数控车床，数控镗床进行机
加工，确保产品的密封性和稳定性。产品行销海内外，广泛应用于
各种管路系统，及各应用领域，品质深获客户的好评与肯定。协羽
公司秉承以客为本、以质求存、以优取胜、以精图新为宗旨，我们期
待与您更加紧密的合作，开发，服务与交流。

厦门协羽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Xiamen Shieyu plastic Co.,Ltd.

www.shieyu.cn

中佳塑业始建于2002年，专业从事UPVC、CPVC等材质的管材、管件
及阀门类塑料制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于一体化。公司地处江苏常
州武进区遥观镇薛墅巷工业集中区，近邻沪蓉高速、沿江高速，交通
便利，环境优越。本公司占地面积50,000平方米,年生产能力30,000
余吨。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保证，以服务为宗旨，做一
流产品，创一流品牌。并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专业研发符合
国标、美标等标准的工业、给水系列的管材、管件及阀门。公司已通
过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三体系认证。产品深受广大用
户的欢迎，现已成为国内具绿色生命力管道的生产企业之一。

常州市中佳塑业有限公司
Changzhou Zhongjia Plastic Industry Co.,Ltd.

www.czzhongjia.com

泵阀配套

三晶电气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5040万，拥有一支行业经验丰富
的强大研发及技术服务团队。三晶电气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Intertek“授权卫星实验室”、华南区首张TüV莱茵WMT实验室资质证
书等多项殊荣，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22项、实用新型专利59项、外观
专利17项、软件著作权42项、软件产品6项。三晶电气提供专业的通
用变频器、智能水泵变频器、太阳能水泵系统。智能水泵变频器和和
太阳能水泵系统解决方案在国内市场排名第一。三晶电气执行本地
化服务策略，国内拥有20多个联络处，80多个服务网点，国际服务网
点遍布全球。因其良好的品质和完善的服务网络，至今三晶电气已
有200万套产品成功应用于全球各地。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Sanjing Electric Co.,Ltd.

www.saj-electric.cn

密凯加（青岛）机械密封件有限公司是一家意大利独资企业。公司注
册资金350万美金，坐落于中国山东省美丽的青岛胶州湾畔，厂区面
积达20,000平方米，是世界上一流的专业生产各种流体泵用的机械
水封公司。除意大利外，集团还分别在中国、巴西、瑞典、美国和印度
投资建立了生产基地实行国际化战略运营。Meccanotecnica Umbra
集团公司一直以质量和技术为本，集团秉承的技术研发中心与意大
利大学联合办学的战略方针确保产品拥有有力的专业技术保障。这
使密凯加确保可持续地给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公司还非常重视
与客户间的技术合作，产品销往世界50多个国家。

密凯加（青岛）机械密封件有限公司
Meccanotecnica Umbra(Qingdao)Co.,Ltd.

www.meccanotecnica.cn.com

上海泰胜有着广泛的商品信息网络，合作伙伴遍及世界各地，已经
成为欧美许多贸易商在中国的全权代理商，成为了意大利齐尔美特
公司在中国的授权总代理，在过去的二十一年在中国国内市场凭借
着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优质的服务，使齐尔美特品牌成为进口压
力容器的主导品牌，特别使齐尔美特压力罐在中国制冷、采暖、太阳
能和给排水行业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并拥有非常高的市场占有
率。近年来在中国市场力推意大利齐尔美特优秀技术团队所开发的
MATIC-PRO定压补水排气装置，该产品拥有欧洲先进技术，非常稳
定精准控制系统的压力，目前被广泛用于商业建筑、工业厂房、公共
场馆等设施的采暖、制冷系统中。

德尔玛轴承有限公司
Delmar Bearing Co.,Ltd.

www.zgdem.com

德尔玛轴承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高精度、低噪音、超长寿命深
沟球轴承的高新技术企业，不断的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技术、工
艺、设备。采用德国轴承套圈制造技术，在高温热处理后，通过液氮
将套圈急速冷冻到零下80—90度之间，在一定时间内通过物理反应
强行将残余奥氏体转变成残余马氏体，并尽可能的消除残余奥氏体
和马氏体，使其承受的循环应力次数由原来的18×106，提高到
120×106同时优化设计了轴承的内部结构及密封结构，采用高温抗
剪切油脂。轴承的寿命达到10倍以上的额定寿命。公司拥有发明专
利等各项专利二十余项，建有完善的试验研究中心。公司产品主要
应用于汽车、机器人、电机、水泵、空压机等领域。

上海泰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Tyconn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www.tyconnint.com

浙江加耐特阀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阀杆、冲压手轮，球体，螺
母，热处理加工的企业。 公司引进先进的数控机床、加工中心、锻压
机滚丝机、理化实验设备、冷压成型技术等。生产加工各种材质的国
标、美标、日标、德标、英标的闸阀杆、蝶阀杆、截止阀杆、软密封闸阀
杆、包装机械丝杆、球阀杆及冲压手轮等各类阀门配件。公司生产的
阀杆光杆部位及倒密封部位的表面光洁度能达到镜面效果对密封
性能有质的提升。底端及中段加大部位采用热锻一体成型技术，加
强抗拉强度。螺纹部位采用滚丝机冷压成型技术，标准统一，相比传
统技术生产的阀杆，具有100%通配性、同心度高、耐磨性好、开启力
低、抗拉性强等优点。

浙江加耐特阀杆有限公司
Zhejiang Garnett stem Co.,Ltd.

www.jianaite.com

郁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设计、制造为一体的专业生产
厂家，主要生产阀门专三面数控铣床、双面数控铣床、多孔钻床、钻
床攻丝机等设备，产品主要用于：阀门制造业、管件制造业、工业泵
制造业、消防栓制造业等。机床已畅销国内多个省份，同时远销国外
多个国家，包括印度、伊朗、马来西亚等国家。机床操作简单，每个人
可同时操作2-3台，为客户节省了人工成本，提高了效率，赢得了客户
的一致好评。公司创立至今，一直以质量优先为标准，以合理的价
格、优质的产品、及时的售后服务换取了我厂在全国的信誉。公司秉
承“质量为本、服务至上”的产品设计制造理念，对产品的结构和质
量高度重视。

泊头市郁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Botou Yudu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www.fmzyj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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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泵
展商速递

江苏亚梅泵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72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示范合格单
位，江苏省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贯标优秀企业。公司集机械加工、冷
热加工、熔模铸造、科研生产于一体，具有完善的生产装备、理化试
验、检测手段，水泵性能测试台具备380V、6kV、10kV高低压测试能
力，最大测试功率达到800kW。公司设有6个车间和6个部门，专业
生产“亚梅”牌不锈钢耐腐、耐磨化工离心泵和非金属氟塑料泵，广
泛应用于化工、环保、冶金、电力、石油、煤炭、造纸、食品等。产品销
售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国内众多大、中型企业提供产品服务，
部分产品出口多个国家。

江苏亚梅泵业有限公司
Jiangsu Yamei Pump Industry Group Co.,Ltd.

www.jsyamei.com

昆山美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耐腐蚀泵及电镀过
滤机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现代化大型制造企业。美宝专业与生
产耐酸碱自吸泵、耐酸碱立式泵、耐酸碱磁力泵、定量加药泵，电镀
过滤机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废气、废水领域，广泛应用与电镀、涂
装、PCB线路板、蚀刻、废气、污水处理等领域。目前美宝在东莞、天
津、重庆、福建、温州、常州建立了分公司，并在华北、华东、华中、华
南四大区域的各大城市指派20多位资深技术售后服务专家直接入
驻当地，为全国的终端使用客户提供面对面的耐酸碱泵浦安装使
用服务。

昆山美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Tianjin Meiba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o.,Ltd.

www.meibao88.cn

黄山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创建于1996年，专业从事螺杆泵研发、设
计、制造和服务。公司提供各种类别和形式的螺杆泵，主要有三螺
杆泵、双螺杆泵、单螺杆泵，以及螺杆泵系列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
冶金、电力、船舶、石油、化工、环保、建材、机械等行业。产品覆盖中
国各地区，产品也进入欧盟、中东、东南亚、中亚及俄语地区。公司
目前拥有螺杆泵生产所需的各类专业，高精、智能的加工和检测设
备50余台套，如有：数控螺杆磨床、卧式加工中心、热处理、表面硬
化处理、热处理加工设备；有产品性能测试系统、三坐标测量机、光
谱测量仪等测量设备设施。公司注重技术研发，目前拥有诸多实用
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黄山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Huangshan RSP Manufacturing Co.,Ltd.

www.huangbeng.com

安徽江南泵阀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的耐腐蚀泵厂家，耐酸碱
泵厂家，化工泵厂家，氟塑料泵厂家，不锈钢泵厂家，离心泵厂家，
磁力泵厂家，自吸泵厂家，是一家专业耐腐蚀泵，耐酸碱泵，化工
泵，氟塑料泵，不锈钢泵，离心泵，磁力泵，自吸泵，料浆泵的研发、
生产、服务于一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主要产品有氟塑料化工
泵，不锈钢磁力泵/不锈钢离心泵。现有500多个品种，七大系列产
品：CQB磁力泵/IHF离心泵/ZBF自吸泵/FMB耐腐耐磨料浆泵/JMC
不锈钢磁力泵/JMP不锈钢磁力泵/JIH不锈钢离心泵/稀酸泵/浓酸
泵/碱液泵/化工溶剂泵/氨水泵/甲醇泵/污水循环泵/提升泵/化工
料浆泵/耐腐蚀加药泵等。

安徽江南泵阀集团有限公司
Anhui Jiangnan pump valve group Co., Ltd.

www.jnhgbf.com

四川仁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舒心家居产品与环保设
备进口品牌的服务商。先后与德国、美国、意大利等国设备制造商
有着良好而紧密的合作，业务范围覆盖至水传送、水净化、空气处
理、暖通等智能家居应用领域。辐射中国200多个主要城市，建立起
了完善的销售与服务网络，以完整的进口物流供应链解决方案，完
善的产品培训、售后服务、市场支持以及经销商管理体系，理论与
实践丰富、职业素养出众、富于创新精神的管理团队，立足中国市
场，打造中外资源对接平台，让中国消费者，在国内就能畅享技术、
品质优良、质量可靠的欧美产品，并不断为客户和合作伙伴创造价
值，构建共享共赢商业圈。

四川仁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Ren Ba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Ltd.

www.screnbang.com

泽尼特拥有设计和制造电动潜污泵、污水提升装置以及水处理系
统60多年历史。如今，泽尼特集团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上百名忠诚
雇员以及遍布世界的合作伙伴和盟友。泽尼特已成长为在设计和
制造污水处理技术领域的专业集团。继承了家族企业的传统，泽尼
特始终强调对市场敏锐和快速的决策。公司核心业务是设计、制造
和销售民用及工业领域的潜水电泵。通过不断获取技术专业技能
和工艺，产品正不断提升，业务范围也不断扩大。提供广泛的产品
系列包括污水提升装置、曝气及搅拌系列产品、控制及监测设备。
也提供整套方案包括水处理解决方案及其相应配套服务。坚持在
客户需要的时候竭尽所能。

泽尼特泵业(中国)有限公司
Zenit pump (China) Co.,Ltd.

www.zenit.com

苏法尔Sofar品牌致力于水泵，水泵高效流体流道、永磁变频电机、
智能控制系统研发、设计、销售、服务一体的专业公司。公司核心业
务有：民用泵、商用泵、工业泵、智能永磁变频泵、永磁变频无负压
供水设备、污水提升泵等，同时可以为高端品牌方、设备方提供
OEM、ODM以及电机电控解决方案。创立之初，苏法尔就制定了高
起点，高标准，新思维，新创意的水泵产品制造理念，努力改变水泵
行业的传统制作工艺，对老旧电机，简单的控制方式，高能耗、高噪
音等问题全面舍弃。凭借着改变行业的执念，推动传统水泵行业变
革，为国家实现节能减排，低碳环保做出企业应有的贡献。

苏法尔（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ofar (Shanghai)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上海尼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致力于提供同层排水及无重力排水，
餐厨油水分离，市政雨水污水收集排放等解决方案的综合供应商，
年生产油水分离器和污水提升器5000多套，产值3000多万，公司
和全国三百多家设计院以及十几家高校科研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在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安徽，山东，广西，广东，北京，河
北，陕西，宁夏，福建，内蒙古等二十几多个省市都有专业的销售和
售后服务人员。“佑尼丹Yonidan”品牌系列产品有污水提升器，油
水分离器，预制泵站，污水处理设备，切割型污水泵及其他泵阀类
环保产品。公司产品获得多项专利证书，经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
术研究院检测，多项指标领先于同行。

上海尼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yonid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o.,Ltd.

www.yonidan.com

污水提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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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三利集团始专注于城市供水安全系统设计，城市高层建筑供
水技术研发，供水设备生产制造，智能水泵、智能电机的技术研发
和生产，自发明以来无负压供水技术，着力打造智慧城市供水安全
系统，该技术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档案。通过计算机技术和
物联网技术等实现城市供水的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改
变了我国传统的供水方式，开启了环保、节能、安全的绿色供水新
时代。拥有专利技术三千多项，获得五项国家金奖，八项“国家重点
新产品”，编写了《无负压供水设备》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并成
为“广州亚运会给水设备独家供应商”。被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授予

“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青岛三利集团有限公司
Qingdao Sanli Group Co.,Ltd.

www.sanli.cn/QianTai/index

威派格智慧水务是国内供水行业集调研咨询、方案设计、智能制
造、智慧水务软件开发与运维服务于一体的物联网科技企业，以工
业互联网理念融合“IT+CT+OT”的创新技术，为客户提供“硬件+软
件+物联网技术+服务”的智慧供水整体解决方案，提供从水源地到
水龙头，涵盖水厂、管网、二次供水、直饮水、农饮水、老旧小区改造
等优质供水解决方案。公司拥有141项专利技术，主持编写了5项行
业标准和1项国家标准。在以高分圆满完成国家“十二五”重大科技
专项“新型二次供水设备的研制及产业化”课题之后，于2017年又
参与到国家“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的相关水专项课题，为提升居
民饮用水安全继续做出贡献。

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WPG (Shanghai) Smart Water Public Co.,Ltd.

www.shwpg.com

熊猫机械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建筑楼宇用泵市场占有率位居
全国第一，业务从水泵、成套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拓展到为客户提
供智慧水务系列产品及解决方案。自主研发了供水管网调度、分区
计量、管网GIS等六大智能管理平台，提供从水源地到水龙头的全
过程智慧水务解决方案及相关产品。成立上涵科技，专注于智能水
泵研发制造，已获得数十项国家发明专利；成立水表事业部，研发
并生产高精度超声水表、流量计量系列产品；创建智慧水务产业
园，携手国内外行业专家及软件专业技术人才，自主研发智慧水务
六大平台；组建智慧水务实验基地，运用水力仿真技术，设计并验
证智慧水务解决方案。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Panda Machinery Group Co.,Ltd.

www.panda.sh.cn

南京尤孚泵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美国尤孚在中国设立的
组装工厂，同时负责尤孚品牌所有原装进口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
的销售。专注于诚信、创新和国际化，南京尤孚泵业有限公司在尤
孚全球化战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孚是一家全球化的水泵产
品和系统制造商。提供先进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满足多元需
求。源自对创新的传承，尤孚致力于对水泵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
的不断改进。总部位于华盛顿州贝尔维尤，提供潜水泵、地面泵、深
井泵、污水泵、泵系统产品和售后服务，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解
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厂、钢厂、矿山、油气、市政和自来水厂、
温泉、喷泉、工业应用、建筑和农业市场。

尤孚泵业（南京）有限公司
Nanjing Youfu Pump Industry Co.,Ltd.

www.u-flo.cn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与制造高效率水泵
及其变频给水系统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坐落于上海市青浦区练
塘国家级工业园区。拥有行业领先的产品制造工艺装备和高精度
水力试验平台，全国二次供水全变频控制技术研发中心实验室设
在杜科公司。 杜科是把数字集成全变频控制技术应用于变频给水
设备上的企业之一。公司设有水泵研发中心、二次供水研发中心、
水泵变频控制技术研发中心，杜科先后研发出行业领先的数字集
成水泵专用变频控制系统N747D系统、Q系统等系列化的水泵增
压系统设备，广泛应用于城镇供水、建筑增压、水处理、暖通空调等
增压供水领域。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Sino-Korean Duke Pump Industry Manufacturing Co.,Ltd.

www.doochpump.com.cn

海德隆拥有丰富的设计经验和高水准的制造工艺，因为产品高效、
节能、使用寿命长和易于维护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建筑、市政、污水
处理等行业，综合全面的质量管理体系保证了始终如一的高质量
产品。基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入了解以及“专于技术，精于质量”的品
牌精神，海德隆将技术和设计融入到了以人为本的解决方案中，以
可持续发展为导向不断开发新的观念和创新的解决方案。 十余年
耕耘，海德隆受到了中国客户的广泛认可，先后多次参与国家重大
项目的建设，同时也被众多知名企业列为指定供应商。海德隆与中
国的合作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上海海德隆流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Haidelong Flui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Ltd.

www.haideo.com

邦信智慧供水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智慧水利、水务信息化软件
开发及自来水一次、二次供水设备、乡镇一体化水厂设备、水环境
治理一体化成套设备、一体化预制泵站等研发、制造、销售、服务、
技术咨询及工程承包施工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集团三大板
块核心产品：智慧水利、水务信息化软件系统⸺节水、节人、管理
增效；系统能力实现水资源及城市自来水地下管网的跑冒滴漏。
BX复合式分区叠压智能供水设备⸺节电、免维护增效；解决城市
高层建筑供水设备的高能耗难题，设备平均提水吨能耗0.3-0.6度。
水环境治理一体化成套设备⸺保护水资源；实现截污还原水质
原状态，保护水环境。

邦信智慧供水有限公司
Bonce Wit Water Supply Co.,Ltd.

www.boncewit.com

江苏克础流体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水泵、电机、阀门、供热设备、
水处理设备、电控系统、机械铸造等为核心研发领域，集科研、制
造、营销、服务一体，为科、工、贸集成型高科技现代化中大型企业。
自主研发的第五代KCLW系列无负压给水设备、第二代KCZZ系列
一体化整装式智慧泵房、第三代KCYZ系列一体化预制泵站、第二
代KCJH系列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先后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发明专
利，并取得了节能、环保、节水等时代先进认证证书。各类产品远销
中东、南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生
产原则，无小错、严纠察。设有三座大型国家一级测试台，保证每一
个产品出厂前都会经过严格的检验。

江苏克础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Jiangsu Shkcpump Fluid Machinery Co.,Ltd.

www.shkcpump.com

智能供水设备
展商速递

*展商速递为部分推荐展商，以现场为准，解释权归主办方22 www.flowtech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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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泵阀展简介

作为深耕行业多年的展会，由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
司主办的第六届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广东泵阀
展”）携手展商与合作伙伴凝聚产业合力再创佳绩，共助
泵阀行业信心提振！

第七届广东泵阀展在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
员会、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广东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深
圳五金机电商会、广东化工交易中心、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
院、广州市设计院、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深圳水
务等专业组织机构和行业伙伴的大力支持下，将于2022年3
月31-4月2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再度来袭，除了延续其姊
妹展上海泵阀展的资源外，还将携手同期广东水展打通污水处理、膜工业、给排水、成套供水
等行业上下游，预计吸引展商800多家。主办方帮助展商深入大湾区，将产品完美呈现给华南地
区的各大水司、水协、设计院、经销商等专业观众20,000多名，抢占市场份额，开拓新渠道，致
力打造华南高品质泵管阀展览会。

第七届广东泵阀展
2022年3月31日-4月2日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品牌荟萃

* 参展企业名单（部分），排序不分先后

* 排序不分先后

2021现场参观企业名单（部分）

设计院
广州市设计院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珠海市建筑设计院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东莞设计院
广东华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司/水务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珠海水务集团
深圳市水务集团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GUANGDONG）2022

主办机构

支持机构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广东化工交易中心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设计院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
广州市规划设计院
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
广东省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水业集团
开平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东莞市水务集团供水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供水有限公司
佛山水业三水供水有限公司
广东英德市沙口供水厂
惠州水口思源自来水有限公司
博罗新科自来水有限公司

经销代理
广州科力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尔克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广东利丰宝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马德司（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卓豪五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九帆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深圳市五金五金机电行业商会

广州兆丰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广州群友五金机电公司
广州锋力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广州旭丰商贸有限公司

工程公司
广东寰球广业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广州德力机电工程限公司
恒升机电设备工程（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绿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挂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合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市旭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中久机电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广州迪安工程技术咨询公司
广东中粤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工业终端
百事食品中国有限公司
好丽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广州化工交易中心
东莞市丰润化工有限公司
东莞市环洁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市丹乐油脂食品有限公司
兴大精细化工材料厂有限公司
广州市丹亚化工有限公司
中山市新泰兴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
广州医药行业协会

24 www.flowtechgd.com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GUANGDONG）2022

广东泵阀展作为短时间内实现华南泵阀行业最大限度的“供与求”直接对接的采购平台，主办方实地走访华
南地区多家五金机电城及泵阀商会，深度挖掘经销代理方需求，进一步助力展商开拓华南经销代理市场，以期为
厂商与经销代理商搭建一个更加精准有效的合作平台。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明年将携手深圳市五金机电行业商
会在展会现场共同举办五金机电设备采购对接会，充分利用深圳市五金机电行业商会的整合资源及桥梁纽带作
用，邀请到更多优质的经销代理商来到展会现场，与现场参展企业进行1V1的采购对接。

海量商机，
深挖华南经销代理市场01

广东泵阀展除了与广州四大设计院、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
专业委员会、华南各大设计院等专业机构不断加深合作联系外，明年
也将携手广州市市政总院、广东省海绵专委会、广东省大口径排水系
统中心、广州市水务学会等加盟展会同期给排水大会，现场会议规模
再度升级，将围绕“双碳节能、海绵城市、末端供水”等方向展开讨
论，预计吸引超500多名工程公司、设计院等专业观众亲临现场。助
力企业在现场与行业专家近距离面对面交流，而“双碳”目标的提
出，也促使设计院及工程承包方等对节能产品产生更高的关注，进一
步为参展企业业务合作提供助力。

强强联合，
共铸给排水设计盛会02

工业终端的市场潜力巨大，而环保、工程公司则是通向终端市
场最快的桥梁。广东泵阀展通过不断加强与终端协会的合作，不断
开拓工业终端渠道，邀请到各大环保、工程公司及其采购部负责人
莅临展会现场，与展商直面交流，从而进一步打通化工厂、制药
厂、食品厂、电子厂、钢铁厂等相关终端渠道。此外，广东泵阀展
与顺德节能协会、惠州石化、广东化工交易中心、广东省电镀行
业协会、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广州医药行业协会等一直保持着
多年深度合作，每年都会组织相关会员单位前来观展，并由专人
引至企业展台交流。

直击环保热点，
助力展商开拓华南工程渠道04

在当下疫后的大背景下，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政策，农村生活污水和医疗
污水处理市场大有可为。广东泵阀展紧跟时势，抓住机遇，与同期广东水展
重磅推出“村镇污水治理”板块，扩大污水成套设备厂商的参展规模，并且
与广东省市政行业协会达成深度合作，联合邀请到各污水厂、工程公司等领
域的采购、生产、总经办等部门及高层莅临展会现场，帮助泵阀展商直面对
接污水设备生产商，打通污水成套设备行业上下游。

双展联动，
打通污水成套设备上下游产业链05

作为深耕大湾区多年的行业展会，广东泵阀展一
直与珠三角的水司、水协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2022年，主办方再度重拳出击，通过走访洽谈，联合
深圳水务集团、广东省城镇供水行业协会、水务加等
行业协会及权威媒体机构在展会现场落地合作，现场
推出珠三角智慧水务大会，水务培训等精彩活动，并
邀请到来自华南地区各水务、水协的专家，围绕“智
慧水务、节能节水、信息化建设”等主题展开讨论，
届时将集结超500多名来自珠三角各地的水司、水务
工作者齐聚广东，实现企业参展效益最大化！

资源升级，
重磅推出智慧水务论坛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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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和水生态破坏是目前制约我国高质
量发展的突出瓶颈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短板。为促进中国节水
与水处理产业的发展，全面提高污水资源化利用水平，2022广
东泵阀展携手广东水展将共同打造“2022广东水大会”，同
期推出多场分会论坛，打通工业、民用、市政三大领域，涵
盖双碳节能、智慧水务、水环境治理、给排水设计、工业节
水等热点话题，旨在打造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
全的综合交流平台，邀请国家以及行业的领导就以上行业
焦点展开讨论，届时将吸引大批水司、水协、环保工程
公司、给排水设计院、工业终端等专业观众莅临现场，
让展商能够在现场与观众直面沟通，加深业务沟通深
度，从而为业务合作提供助力。

现场活动

主办机构：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建设科技与标准化协会

支持机构：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广州市设计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
城市规划设计院

拟邀嘉宾类型：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珠海市设计研究院等设计院工程师等行业专家。

主办机构：广州市市政总院、广东省海绵专委会、广东省大口径排水
系统中心、广州市水务学会

拟邀嘉宾类型：广州市规划设计院、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广
州市市政总院、广东省海绵专委会、广东省大口径排水系统中心、广
州市水务学会、珠海规划设计研究院等设计院工程师等行业专家。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GUANGDONG）2022

第六届广东省给排水设计师大会⸺建筑给排水专场

第六届广东省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市政给排水专场

2022年3月31日
广州丨保利世贸博览馆

会议规模
300人

华南各大设计院、工程
公司等

听众类型

赵力军 广州市设计院  顾问总工程师 

蔡昌明 广州城市规划设计院  总工程师 

陈永平 广州市设计院  副总工程师 

陈耀升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排水室主任 

王  峰   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符培勇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  总工程师 

刘福光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吴晓瑜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给排水总工程师

高  俊  广东华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给排水总工程师 

郑文星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给排水总工程师 

赵春珠  海市建筑设计院  院给排水总工

陈欣燕  华南理工建筑设计院  副总工程师

历届建筑给排水专场嘉宾（部分）

刘承东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副总工程师 

孔  红 广州市设计院市政所  总工程师

马  兰 中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 

但秋君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总工程师 

王成坤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 城市基础设施研究所  所长 

李  亮 广州市创景市政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隋  军 广东首汇蓝天工程科技公司  技术总监 

付朝晖 珠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与环境工程分院  总工程师 

历届市政给排水专场嘉宾（部分）

2022年4月1日
广州丨保利世贸博览馆

会议规模
300人

华南各大设计院、工程
公司等

听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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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智能水务排水论坛（拟定）

*以上论坛主题，以现场实际为主

2022年3月31日    
广州丨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机构：《机电工程技术》杂志

听众类型
华南各大水司、水务集团、排水公司、污水厂等。

会议规模   200人

2022广东水大会

2022年3月31日    
广州丨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机构：中国膜工业协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专题分会场（部分）

会议规模   300人
五金机电设备采购对接会（拟定）

2022年3月31日-4月1日   
广州丨保利世贸博览馆

主办机构：深圳市五金机电行业商会

听众类型
经销代理、五金加工设备商。

对接会规模   100人

-  污水资源化利用技术论坛  -  华南工业节水与废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 华南石油化工水处理论坛   - 水环境治理产业发展论坛

工业污废水及膜展区

泵管阀展
2号馆

1号馆

N

末端净水及膜展区

泵管阀展
Hall2 3号馆

展品范围/展馆分布

泵
离心泵  污水提升泵 
化工泵  计量泵  隔膜泵 
深井泵  活塞泵  往复泵 
转子泵  喷射泵  其他泵

管道/管接件
复合管  弯管  波纹管 
三通四通  弯头  软管 
其他管道/连接件

阀门
球阀  蝶阀  闸阀  截止阀 
止回阀  疏水阀  电磁阀 
调节阀  节流阀  铜阀 
安全阀  其他阀门

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机构 
手动执行机构 液动执行机构 
气动元器件

污水成套设备
气浮设备 拦污设备 过滤沉淀设备 
蒸发器 结晶器 消毒杀菌 曝气设备 
污泥脱水设备 搅拌设备 固液分离设备 
压滤机 离心机 鼓风机等

泵阀配套产品
数控机床 软密封件 法兰 阀门定位器 
铸造件/锻造件 电机 硬密封件 泵壳 
轴承/联轴器 泵阀检测设备 
其他泵管阀配套产品

智慧水务设备
无负压供水设备 变频器 稳流罐 
立式离心泵 控制柜 控制水箱 
计算机软件

听众类型
国家及地方主管水资源、水环境、节水和水处理工作的领导、全球

环保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和企业家 国内外水行业相

关协会、团体组织的会员代表 国内外水处理公司工程技术人员和水

务公司、投资商、企业家、 科研院所、用户、新闻机构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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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展会资讯
请关注官方微信

媒体及合作咨询

崔女士

021 3323 1407

marcom@flowtechgd.com

订展咨询

王先生

021 3323 1323

sales@flowtechgd.com 

33,000m2 规模

20,000+         观众

800+展商

同期举办

广东水展

广州  |  保利世贸博览馆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FLOWTECH CHINA (GUANGDONG) 2022

2022年3月31日-4月2日

第七届广东泵阀展

携手同期广东水展

主办机构

展会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