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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EX�CHINA上海国际建筑水展是国内建筑给排水行业顶级品质专业展。

展商产品覆盖建筑给水设备、建筑排水设备、管材管件、暖通系统/卫浴、地暖系

统及配套、油脂分离设备、建筑热水设备、建筑消防设备、泳池景观设备等。吸

引了广大经销代理商、市政机构、安装工程公司、咨询公司、设计院、家装公

司、装饰公司、酒店、房地产等领域的专业观众到场参观，串联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个广阔的技术交流与商务贸易的平台。BUILDEX� CHINA凭

借其专业的服务、高品质的展商和观众，已成为业界标杆性的展会！

饮水管道系统：德国班尼戈、美国 SharkBite�（沙克贝特）、德国洁水、德国阔盛、欧博诺、美亚股份、正康实业、民乐管业、共同管业、

宝地管业、保利管道、开源环保、三庆实业、韩国瑞原、荷兰威文、德国立乐、铭扬不锈钢、保格利净水、金润德•芬陀利华、德国高勒、

远洲股份、德国安德龙、意大利迪达、意大利普力斯道、德国海德欧、英国欧琈 ...

暖通系统：德国威能、天合智能、德国沃乐夫、德国瑞好、欧博诺、德国欧文托普、新昂工贸、德国普林多、德国肯森、德国安热、德国菲斯普特、

德国菲克斯、意菲尼、洁利达暖通、三盛股份、德国森德、德国奥摩尔 ...

建筑排水设备：德国亚科排水、德国米亚建筑、德国泽德泵业、意大利泰克马、美国利佰特、美国卓勒、北宇机械、铭铨环保、芬兰依凡克真空、

海贝机电、恒睿实业、麦厄可环保 ...

海绵城市系统： 德国亚科排水、德国米亚建筑、荷兰威文、德国格拉夫、瑞河集团、日本积水、海米新材料、金民管业、台州新盛、台湾佑家 ...

抗震支架 / 管道工具 / 附件：优力可科技、置华抗震、巨力工具、捷力特工具、日村环保、志高洁具、高波卫浴、德利建筑 ...

目标观众
政府部门 / 自来水公司 / 市政水务 / 供水厂

设计院 / 咨询公司 / 行业协会 / 科研学术机构

水处理工程公司 / 给排水工程公司

建筑机电总包 / 建工总包 / 消防工程商

供水成套设备供应商 / 工程公司 / 安装公司

房地产开发商

酒店 / 餐饮及相关管理运营商

装修装潢 / 建材经销

末端净水厂商 / 代理商

暖通工程 / 舒适家居系统服务商

商业 / 公共建筑业主

医院 / 学校

终端工业商业用户��

代理商 / 经销商 / 贸易商

水泵 / 水箱 / 水处理机 / 给水设备

排污设备 / 污水处理设备 / 排水系统

同层排水系统� 管材 / 管件

雨水收集系统� 油脂分离设备

太阳能热水系统 / 锅炉� 暖通系统 / 卫浴

地暖及配套� 泳池设备

水景 / 喷泉设备� 建筑消防设备

清洗设备� 水表

消声隔震设备

展品范围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由国家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合作共建，总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是目前世界上面积

大的建筑单体和会展综合体。以突破性的规划设计，完善的服务功能，立足长三角，服务全中国，面向全世

界，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服务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国家会展中心位于上海市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西部，与虹桥交通枢纽的直线距离仅�1.5�公里，通过地铁与虹桥

高铁站、虹桥机场紧密相连。周边高速公路网络四通八达，2小时内可到达长三角各重要城市，交通十分便利。

全球最大展馆 ——
                           世界最具工匠精神的超大环保博览会平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部分展商



◆�10周年庆开幕式：荷兰鹿特丹市长代表团与全球环保业界权威人士莅临开幕式

◆�十周年庆--9999朵荷兰进口玫瑰花大赠送

◆“世环会杯”随手拍美景晒图大比拼

◆�世环会碧蓝行动：您把环保人士的慈善爱心传递到污染贫困地区，用“爱”和“善”的力量帮助更多的人

◆�世环国际顾问委员会：汇聚顶级海内外环保专家，共同分享未来环保发展新构想

碧水蓝天，玫瑰恒证。在希腊神话中，玫瑰既是美神的化身，又溶进了爱神的鲜血。它集爱与美于一身，

在花的国度里，相当幸运。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玫瑰是用来表达感情的通用语言。值此十周年之际，主

办方特意为观众献上荷兰进口“雪山”玫瑰，愿环保精神如玫瑰之香传遍世界！

参与方式：
6月7日-9日，来到世环会现场，至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南登陆大厅，找到

玫瑰花墙并合影，就可以拿到玫瑰啦！现场多种玫瑰任您挑哦！

十周年庆�——�世环会碧蓝行动 
���������������������������为饮水困难的贫困农村送去爱心

淮河流域的污染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地表水的污染造成流

域内地下饮用水也随之被污染。村民长期饮用污染水，整体健康水平

每况愈下，疾病丛生，以至于演化为“污染造成癌症村”的生态灾

难。另外，针对新疆降水量少，气候干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

农民的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涝坝水和地下水，取水靠人挑车拉；涝坝水

由于储存时间较长，盐碱含量很高、卫生状况差，当地农民因饮用涝

坝水而引发多种疾病。而在枯水期则难以保证正常的生活用水，饮水

问题成为了严重影响农民群众正常生活的一个困难问题。

2016年12月，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捐赠支持了“世环会碧蓝

行动——安全饮水援建工程”首个项目，选择淮河流域受到水污染

影响的村庄，资助安徽界首建设2座“双膜灭菌生物净水装置”，项

目正在全力推进中，建成后将解决3000群众的饮水问题。� 欢迎您前

往参观或参与其中，共襄盛举！

雪山系列

雪山系列的玫瑰在2004年由荷兰培育，是欧洲高档

鲜切花。经常在皇室加冕，婚礼等仪式出现。

White Avalanche 雪山（白玫瑰）

花语：钟情于你���������

寓意：雪山有着独特的绿白色花瓣，代表着纯洁与高贵，

淡绿色调也有钟情于你以及青春常驻的寓意。

Peach Avalanche 蜜桃雪山（香槟玫瑰）

花语：爱上你是我 大的幸福��������

寓意：蜜桃雪山相比纯白的玫瑰，多了一份优雅与沉着。

据说对着香槟玫瑰许愿，就可以实现愿望。所以也被称为

“心想事成花儿”。

Candy Avalanche 糖果雪山（深粉玫瑰）

花语：永远的爱，铭记于心���������

寓意：糖果雪山没有红色玫瑰那么张扬，却比白色玫瑰浓

烈一些。如同青春的少女一般，甜蜜的青涩中蕴含着淡淡

的期待。粉色就是恋爱的颜色，是一种非常适合人们用来

表达纯洁爱意的花儿。

十周年庆
���������——�9999朵荷兰进口玫瑰花大赠送

荷瑞与AQUATECH� CHINA上海国际

水展在中国与您一路相伴十载，2017年6

月7日将迎来我们的十周岁生日。主办方

感恩您的支持，特奉献以下十周年庆系

列活动，欢迎您共同见证这美好时刻！

水是生命的重要组成，喝上干净、安全的水是每个人应享有的权利。然而，由于环境污染和自然地质原因，我国还有

部分地区群众面临着饮水不安全问题。该问题严重影响着群众身体健康，尤其在边远的贫困农村，已干扰到正常生活，成了

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有效地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饮水安全问题，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世环会碧蓝行

动——安全饮水援建工程”环保公益活动，号召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和爱心人士，共同关注并参与“世环会碧蓝行动——安

全饮水援建工程”，您的一个举措可能解决偏远地区一个村庄祖祖辈辈饮水难的问题，您的一个行动将会帮助一所小学校在

校师生喝上足量安全的饮用水。通过“世环会碧蓝行动——安全饮水援建工程”把实实在在的公益做到百姓身边，把您的爱

心传递到民众心里，让“爱”和“善”的力量帮助更多饮水困难的群众。

针对以上情况，我们选择饮水问题较为突出的地区，开展“世环

会碧蓝行动——安全饮水援建工程”。我们的首期目标，希望在社会

各界的共同努力为淮河流域和新疆边远地区饮水困难的100个村庄，

提供帮助，改善或解决他们饮水问题。

世环会碧蓝行动已经出发

更多详情，可联系：

王女士，Tel：021-33231398

Email：eva@chcbiz.com

www.buildexchina.com.cn05 06



体验馆技术支持

天合智能

未来舒适家居生活体验馆

展示未来家居生活新概念，体现舒适家居生活与科技完美融合

深度剖析舒适家居系统、诠释整套舒适家居系统的合理布局

舒适家居系统中暖通系统、热水系统、新风系统、净水系统集中

以生态体验馆的形式体现，带给所有体验者触手可及的真实体验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6.2H�馆�2017.6.7-9

主办 联合主办

上海商情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携手德国威能、天合智能为您完美演绎舒适家居系统，展示未来家居冷、暖、风、水

四大系统中 新产品的实例应用，行业大咖在新业态下齐聚现场，共同探讨舒适家居未来发展之路。体验馆

将诠释整套舒适家居系统在实际应用中的合理布局，带给所有体验者触手可及的真实体验。

亮点活动动动活活动动活活动动活活活亮亮亮亮亮点点点亮亮点点点点活活活活动动动亮亮亮点点点点点 动动动亮点活动

未来生活设计

高峰论坛

体验馆冠名赞助

德国威能

舒适家居系统符合国家节能减排的产业发展方向，

满足人们对提高生活品质的广泛需求，其技术水平已经趋

于成熟，预计未来其年平均增幅将超过 30%，其市场前景

非常广阔，属于典型的朝阳产业。

谁来参与

国内顶级设计师

高端地产开发商

舒适家居系统集成企业

酒店管理公司

家装公司

行业媒体

媒体报导

新浪家居� 网易家居

腾讯家居� 腾讯�•�大申网

房天下� 直饮水时代

齐家网� 第一地产

搜狐家居� 装修情报

但该系统的稳定性发展，还取决于该系统配置的科学程度和集成能力，其专业化发

展还要以体验式营销为主要方式和手段。现阶段，冷暖舒适家居产业属于资源型和技术

型相结合的非标准化服务产业，其重价值、轻价格的产业生命周期较长。因此，各公司

的经营规模还要取决于其市场资源、产业技术选择和运营团队的专业服务能力。

论坛聚焦

     舒适家居优秀设计案例解析，行业领先集成商分享成功心得

     冷、暖、风、水四大系统，优秀企业最新产品应用分享交流

     舒适家居系统集成催生新业态，行业大咖共同探讨舒适家居未来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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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贯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满足不同买家定制的采购需

求，BUILDEX� CHINA买家采购对接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多场，受到

了业内人士一致的肯定和好评。2017年6月8日，� BUILDEX� CHINA

展会现场，我们将携手上海装饰服务网带来今年的买家采购对接会之

一：壹装天下联盟工装&材料采购对接会活动。来自30家不同工装企

业的采购代表嘉宾将受邀莅临活动现场，享受到由主办方精心准备的

定制的快速配对服务，实现采购商和材料商轻松、高效的商务交流与

合作洽谈。

上海装饰服务网是上海尚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管理运营的线上

共享服务平台。经过不断创新、完善和发展，目前平台已从形式、内

容上进行全面优化，充分发挥互联网快速、便捷的优势。主要服务对

象以建筑装饰设计、施工企业以及材料厂商为主，在平台上创建优质

的建材合供库，倡导成立以装饰设计施工企业为主的“壹装天下联

盟”，开辟以建筑装饰设计师为主导的“设计师与建材企业家论

坛”，开发以工程材料招标为主的软件配对系统，为“壹装天下联

盟”成员企业建立优质的材料合供库提供资源，为工程项目快速对接

材料厂商，进行线上配对、线下对接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持。

部分到场工装企业预览
上海惠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弘高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住总海外建筑装饰工程

国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瀚龙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上海东尼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爱富兰建设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嘉展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市室内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苏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装饰分公司

上海同济室内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东方拜尔装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秋元华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浩硕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后）

壹装天下联盟
工装材料采购对接会

时间：2017 年 6 月 8 日�14:00-16:30

地点：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 168 号（南）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6.2H 馆

观众预登记预预预预预预预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众观观观观观观观众众众众预预预预登登登登记记记记记观观观观观众众众众预登记记记记观众预登记

为了方便上海周边地区专业观众到场参观，主办方将在周边城市开通观

展免费接送专车，直达展会现场！关注“上海国际建筑水展”微信公众号，

点击“交通补贴”—“专车接送”，完成报名表即可享受免费接送专车。

（观展巴士仅限相关行业专业买家免费乘坐,实名登记，凭手机确认信息及

名片乘坐。名额有限，请务必填写完整信息。）

微信预登记

微信扫一扫，关注微信公众号“BuildExChina”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点击“观众登记”进入参观预登记系统，升级VIP观众，

现场享领交通补贴或限量蓝牙耳机。

预登记观众专享VIP特权

观众预登记胸卡将于展前快递到您手中，专享观展绿色通道，

免去现场一小时排队登记时间。

凭观众预登记胸卡可参观：

世环会同期所有五大主题展及现场所有免费研讨会。

完成预登记，升级成为VIP观众有机会领取升级版礼品：限量蓝牙耳机。

推荐4位同事完成预登记，即可于现场领取会刊一本。

公司：经销商代理商、装修安装公司、暖通工程公司、

设计院、房地产公司等对建筑给排水、暖通系统有参观

兴趣的专业人士

职位：有采购建议权的人士

若您的团员有采购需求，请致电主办方升级VIP，组团

人数超过20人，主办方免费提供专属往返大巴接送。

（咨询电话：021-33231383/33231349）

团长福利：

带团团长：50元/人�

VIP团长：100元/人

跟团团员：精美小礼品一份

VIP团员：会刊一本，

限量蓝牙耳机一副

VIP 级礼遇
         ——免费接送观展专车服务

HOT 组团福利
只要符合下列组团条件，即可获得多重礼遇！

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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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地管业专业提供民用建筑给水系统解决方案，从管路设计的合理化，管

道、管件、阀门等连接部件系统化、模块化，到单个产品的精细化，宝地管

业都尽量做到让客户能使用更便捷的施工方法及更简单的施工操作，完成

复杂的给排水工程，并且达到更安全、更美观、更方便检修的使用体验。

江苏宝地管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道系统

公司创新环压式链接，利用钢管自身的刚性，采用专门的环压工具在管道部

位同时压制锁紧和密封腔，从而实现管材与管件的紧固与密封。安装时先将

宽带密封圈套在管材端部插入管件的承口，通过专用工具挤压管件的密封段

使其端部下凹嵌入管材，如同丝扣相互咬合强力锁紧，挤压过程中密封腔内

的橡胶材料会因承受压力而蠕动直至填满整个腔体，进而实现可靠密封。施

工方便简单，完美的克服了以前不锈钢管道施工难、连接稳定性差的缺陷。

创新环压式链接

成都共同管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装配式健康紫铜管路系统，管道

界革命性创举

•�欧美西方发达国家，�90%以上

家装标配紫铜管

•�冷连接，无需用电，无明火，徒手快速接插安装，仅需2秒即可完成一个管道连接

•�可360度全圈旋转，施工极其便利，更有效杜绝其他管路因热胀冷缩引起的漏水问题

•�健康-杀菌抑菌，紫铜具有天然杀菌能力，能杀死99%以上水中细菌，真正意义上的绿色环保管道

•�安全-通过国际管道行业主要认证和严苛检测，寿命与建筑物同龄，终身保障

快速&环保的健康
水管道解决方案

Conex�|�Bänninger�班尼戈

公司专业生产不锈钢水管、管件。产品选用国际知名钢厂一级原材料，绝不

使用回收料；确保水管、管件品质安全，环保；选用行业中先进的ERP系

统，落实由原料开始至各环节产品可追溯标识系统，确保每件成品均能提供

有效身份证明；美亚在国内各大自来水公司指定为不锈钢管道产品优质供货

单位，为建设部指定用品单位，在工程水电业同样享有盛誉，产品畅销台

湾、中国大陆，并远销欧美亚等众多地区。

不锈钢水管、管件快接式不锈钢管

广州美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自行研发的快接式连接管件为国家专利产品，实现了不锈钢管

道连接技术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革新突破。快接式连接摒弃了传统的

不锈钢连接方式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和专业的施工工具，只需用普

通的内六角扳手就可以连接安装，安装方便快捷。快接式连接管件

采取精密不锈钢铸造工艺，管件外观美观大方。快接管件采用电脑

数控加工，尺寸精度高，密封性能好。快接管件内外表面经过民乐

公司的微分子处理，有效的提高了管件的防腐蚀性能。

深圳民乐管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卡凸式连接

•�连接强度大，除焊连接方式，具有 高的抗拉拔力

•�采用螺纹、法兰连接，适合国内安装习惯，安装质量高

•�安装速度快，管材不需套丝，比焊接方式节约60%�的时间

•�安装工具小巧，方便在管道井、吊顶等狭小空间施工

•�采用活式连接，管路拆卸、改装、维修非常方便

•�法兰连接，多点均衡受力，安全性优于卡箍的双点连接

•�管材、管件可直接连接，不需卡箍等其他配件，节约成本

•�多重锥形密封圈，多重安全保障

•�性能优异的EPDM（三元乙丙橡胶）密封圈，耐高温110℃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饮水
管道系统

展 品 预 览

德国洁水

作为这个行业的先驱，欧博诺是第一家采

用Engel法生产PE-Xa管材的公司。欧博

诺中国生产基地总建筑面积占地10,000

㎡， 共 计 1 6 条 生 产 线 ， 用 以 生 产

PPR/PERT/PE-Xa管材。PE-Xa引进德国

五层共挤生产线，PE-RT和PPR使用德国

克劳斯玛菲生产线，管件生产选用海天注

PPR管道系统
PE-Xa管道系统

PE-Xa管道系统

管道系统

欧博诺（中国）
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为了保障人居环境的舒适性、健康性，提供一个安全的给水管道系统，作

为国内塑料管道行业的领导者——保利管道，为家用给水系统提供多种管

道产品和解决方案，可选择的管道：PPR 冷热水管、PPR 精品管、PPR 抗菌管、

PPR 铜管、HI-PPR 抗冲击管等等，无论哪种管道，保利都确保每一环节安全、

牢固、可靠，有效避免漏水隐患。

保利PPR给水系列

爱康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保利管道

开源环保科技隶属上海爱康企业集团，集团

成立于2000年，是一家集科研、生产和销售

为一体的高科技、多元化、国际化的大型环

保综合企业。开源环保专门致力于全屋水系

统的设计和研发，包括前置过滤器、中央净

水器、中央软水机、RO反渗透净水机、管线

机、即热式反渗透净水机等主要产品。开源

全屋水系统研发始于北欧领先的全屋用水净

全屋水系统

开源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进口捷克PPR管道，采用巴塞尔或沙伯基础原材料，产品系列齐全，包括标

准PPR管道和复合管道，应用于冷热水、供暖以及空调和压缩空气输送。

PP-RCT是全新第四代PPR，EVO� PP-RCT管道系统引领未来PPR系统技术；

PP-RCT与玄武岩增强纤维结合的Basalt复合管道，显著优越于普通玻纤PPR

复合管道，更是当前PPR管道领域内的巅峰技术。

Ekoplastik PPR
管道系统

威文（中国）

德国瑞好瑞铁坦生活饮用水管路系统，凭借耐腐蚀和防结垢的特点，能够

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符合 高卫生和清洁标准的生活饮用水。瑞好利用收

紧套环连接技术为管道、管件和收紧套环建立永久性的连接�–�让您享有焕

然一新的浴室体验，而且再也无需担心管道或连接破裂。与传统的金属管

道系统相比，德国瑞好瑞铁坦生活饮用水管道的弹性特性可将用水时的噪

音 4�倍之多，并能够使水锤效应减少多达 75%，给您营造一个舒适、宁静

的生活环境。

瑞铁坦生活饮用水
管路系统

德国瑞好

6.2H445
www.conexbanninger.cn

6.2H441
www.polygon.net.cn

6.2H482
www.rehau.com

6.2H441
www.carewater.net.cn

6.2H231
www.wavin.cn

6.2H459
www.aqua-scie.com.cn

6.2H469
www.uponor.cn

6.2H425
www.mayer.cn

6.2H455
www.commc.cn

6.2H319
www.zgszbd.com

6.2H311
www.chnzf.com

6.2H405
www.szminle.com

•�符合欧洲饮用水标准� •�全球专利的复合纤维管道生产技术

•�UV抗震外包装� •�无异味，无漏点热熔杜绝漏水

•�环保红铜组件，确保家庭用水健康� •�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权威认证

•�耐热性，耐腐蚀性高；良好的管道承压能力

化科技，基于集团近二十年的技术积累，不断创新。北欧的极简设计风格，

智能化、好操作、易保养，整机更加宜居适用。我们期待与每一个家庭相

遇，为您缔造健康安心的净水生活！

塑机，原料干燥及供应选用德国摩丹系统，以实现PE-Xa、PE-RT和PPR的

全面国产化，并与欧洲产品品质同步保证。

PPR管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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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阔盛

管道系统

金盾系列：金盾6.0PHD瓷护型-管材� 采用双层复合管，改性增强，可抗水

压80公斤；内层为HD瓷护层，解决水垢附着，自洁卫生；耐紫外线穿透，

杜绝管内微生物生长，护佑水质。管件采用本色纯无氧铜，无处理，更环

保。整体铜面，取代铜塑结合，彻底杜绝铜塑结合热胀冷缩后的铜塑脱离现

象，铜面统一整体，无衔接处，更平整。施工方便安全，彻底解决了塑料部

分的老化问题，大大延长了使用寿命。�

威固系列：威固管材内层采用纯PPR透明层,解决水垢附着，自洁卫生，无任

何色素配方，透明度80%,绿色无毒，铜件采用360度防脱，安全坚固，八角

四道防滑，紧密铜塑结合；五道防水槽加底部内环形防水槽，杜绝漏水隐患

（HDPP）。HDPP高密度抗菌层是普通ＰＰＲ使用寿命的一倍，被称为塑

料中的黄金。金品管件采用意大利GBL09120716－3专利技术不锈钢镶嵌铜

件，304不锈钢密封圈把PPR包裹成一整体。

管道系统

意大利迪达

•�100% 意大利原装进口

•�符合欧洲长期饮用标准和原材料及 终产品的无毒性

•�所有产品荣获绿色环保组织认证，产品均可全部回收

•�产品均通过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通过 ECM、HY、

SKZ、DIN 国际专业机构认证等

•�产品无毒，安装简便

•�卓越的耐温耐压性

•�管道阻力小，不易结垢，隔音，热损耗低

•�采用高品质纯铜管件，无镍铬，耐腐蚀

意大利普力斯道

6.2H367
www.plastofer.net

6.2H348
www.aquatherm.cc

•�管道耐腐蚀、耐磨损、耐温耐压性能卓越

•�管道采用食品级原料，卫生性能优越

•�管道光洁、不结垢、流体阻力小

•�管道热稳定性、抗冲击性、环境兼容性高

•�管道隔热、隔音效果优越，可使用更薄的保温层

•�管道采用热熔连接方式，同质相熔，不渗漏

•�管道热熔时，无色无味，不产生刺激性气味

•�管道质量轻，运输、搬运、施工便捷

•�管道铜管件采用欧洲标准环保铜，无镍铬

PP-R管道

德国高勒

6.2H357
www.glorypipe.com

生活饮用水管
（PP-R管道）

•�100%德国原装进口� •�卓越的耐温耐压性

•�符合欧美饮用水严苛标准� •�管道阻力小，不易结垢

•�采用高品质黄铜管件，无镍铬，耐腐蚀� •�产品荣获：绿色环保组织认证

•�无色无味，热熔时不产生刺激性气味

•�耐腐蚀性好，对水中所有离子和建筑物内化学物质不起化学作用

•�德国原装管道系统� •�超高防爆压力，超强耐温耐压性能

•�UD 隔温技术� •�采用 W-1 欧标铜，更环保，更坚固

•�热熔无色无味完美合一� •�HD 高分子交联技术，自洁防苔

•�符合严苛的欧盟饮用水标准� •�耐腐蚀性强，铜水隔离更环保更健康

管道系统

德国安德龙

6.2H367
www.djkjsh.com�

6.2H367
www.didagy.cn

•�进口原料、绿色环保

•�进口设备、质量监控：采用进口德国克劳斯玛菲全自动生产线生产，微信

电脑全程控制，在线超声波检测，自动壁厚控制，保证产品质量

•�阀门、铜嵌件、精选铜棒，18道工序：铜棒-断料-冲压-退火-车铣-镀镍-

组装-气密性试验（24小时）-成品。铜棒-断料-冲压-退火-车铣-镀镍-检

验-注塑-试压-成品

家装PP-R冷热水管

上海白蝶管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使用寿命长，50年，免维护

•�优秀的耐火性能，管道接触火焰30分钟，且管道仍能正常使用

•�高承压性能，依据GB5135.19-2010标准检测，试验压力值6.0MPa

•�优秀的耐腐蚀性能，无结垢

•�不生菌＼摩阻系数低＼优秀的力学性能，高强度、高韧性、抗震

•�冷熔连接，可靠性高，施工周期短＼工程综合造价低

PVC-C管道技术

上海远洲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集成给水管道系统技术，是代表国际先进管道水准的接轨的技术，可以

彻底改变中国建筑漏水的顽疾！�绿色健康�(�PB是纳米杀菌材料，传统PPR容

易滋生细菌和水垢，产生二次污染)，安装方便（直接手插，传统PPR必须

热熔，费时费力还不保险），可维修更换（PB是管中管技术，中间无接

头，可更换。传统PPR如遇到漏水，必须凿墙破坏装修）

PB中央集成
给水管道系统

苏州创成爱康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6.2H467
www.vizol.cn�

6.2H351
www.chinappr.com

6.2H359
www.ccaikang.com

PP-R管道

德国立乐

6.2H465
www.poloplast.cn

POLOPLAST� GmbH成立于

1947年，是塑料管道系统、塑

料复合物和高分子聚合材料的

国际著名的供应商。民用建筑

的饮用水供应系统和公共建筑

的排水管道系统是德国立乐主要的服务和研发领域。现在国内销售的德国

立乐原装进口高端管道系统主要有以下系列：

PP-R冷&热水管道系统：原装进口，北欧化工优质原料，铜件100%不含

镍，安全环保，性能稳定可靠。

PP-R� CT冷&热水管道系统：原装进口5层管道，技术领先，降低管道系统

线性膨胀，增强稳定性和抗冲击强度，更加安全可靠。

英国欧琈

6.2H431
www.aophchina.com 不锈钢软管

•�防止结垢，不会滋生细菌，水质更加安全卫生

•�“零”接头，确保隐蔽工程更安全

•�抗冲击力抗震动，拉伸长度可延伸200%

•�专利连接技术，密封性好，紧固性强，经久耐用，无需专业工具

•�耐高温耐高压，耐温-70℃-120℃，耐压2.4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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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陀利华”为金润德旗下水健康系统集成领域专业品牌，主要包括各口径薄

壁不锈钢水管，直接、异接、活接、法兰、三通、四通、弯头、管帽等家用

不锈钢管件。产品以特优级钢材为原料，全自动化一体成型设备，精密加

工；丝扣件锻造制件，进口硅胶密封圈保证不渗漏。公司通过了ISO9001体

系认证，产品经过36步欧标检测，具有安全可靠，卫生环保，使用寿命

长，性价比高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家用、公用工程给排水、净水及医疗器械

等领域。

芬陀利华
家用不锈钢

山东金润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芬陀利华

6.2H309
www.jinrunde.net

益家快捷管的创立，是按照304/2B食品

级要求的不锈钢国家标准材料精密制造

出来的一种新世纪新型连接方式水管，

突破了传统水管的二次污染，让饮用水更加健康;轻松安装，无需截管，一

扭到位，让安装更加方便合理。本产品一心打造"益心为民，爱传万家"的理

念，目标将健康用水系统传播到千家万户，让健康更随手可及。人类在进

步，社会在进步，在现今生活，健康已经摆在第一位，必然水管也必须进

步，益家快捷管必将以平民高标准的姿态面向全世界！�

益家快捷管

广东益家管业有限公司

公司秉承“品.质.创造-健康生活”� 的经营理念,集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为

一体的有限责任公司，以专业、专一、专利，引领国内薄壁不锈钢水管、管

件行业。产品系列完整，拥有承插焊式、锥形密封压接式、沟槽式、双卡压

式薄壁不锈钢水管及管件、不锈钢阀门等产品。

多密封多卡式
连接系统

宁波铭扬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6.2H415
http://piesonho.com

6.2H219
www.nbmingyang.cn

充电式管件
压接工具

台州巨力工具有限公司

6.2H340
www.zuppertools.com

•�肯森复合管：5层结构，阻氧、不透光，能防止微

滋生安全卫生，�管材质轻、柔韧、抗冲击性强，可

弯曲、耐腐蚀、抗氧化，；可在-40℃至110℃环境

使用，寿命超过100年

•�配件：O型密封圈特殊工艺设计0漏水，配件不含

铜、无污染，不锈钢配件含EPDM，PPSU材质，此

产品与饮用水和食品接触为中性，多应用于奶瓶材

料。耐高温耐压，抗腐蚀性能强，安全健康

•�压接工具：德国原装专业压接工具，特殊设计，傻

瓜式安装，无需特殊专业技能，采用按压式连接，

一次成形0漏水

LBP压接管道系统

德国肯森
PPR管道系统

弗沃德PP-R产品

德国海德欧

•�配方升级，甄选进口优质原料，采用国外新型升级配方，卫生无毒更健康

•�工艺升级，引进德国先进生产工艺，管材性能更卓越，产品质量更稳定

•�功能升级，配件甄选优质、健康无毒的环保全铜组件材料，外观高端大

气，采用360度全效镀镍技术，内外共有7道加固防泄漏槽，具有耐高压、

耐腐蚀、耐锤击，密封性能好，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德国弗沃德

6.2H259
www.hydroplast.cn

6.2H135
www.germanypipe.com

6.2H259
www.kan-therm.cn

SP-F 不锈钢覆塑管构造打破了传统 PPR 管道及不锈钢管道的各种局限，内

壁采用了 SUS304 食品级不锈钢，外覆进口 PPR 原生料的全新设计模式，

所有性能指标均超过传统管道。管道全程不锈钢等径通水，解决了传统管

道二次污染的风险和易爆裂的缺陷。外层复合 PPR 塑性材料，管材采用了

传统塑料管道热熔方式进行连接，施工简单方便，完全克服了纯不锈钢管

道施工难度高、连接稳定性差的缺陷。二者完美的结合，实现了 PPR 和不

锈钢管的优势互补，创造出具有颠覆性的管道新品。

纯净万家 • 福泽天下

SP-F不锈钢
覆塑管道

江苏保格利净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2H325
www.bglkj.com

不锈钢管道系统

温州钜源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6.2H317
www.wzjuyuan.com

温州钜源流体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

位于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温州市滨海园区，是

一家集科研、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生产

不锈钢金属管道制造企业，专业生产卫生级

不锈钢管、不锈钢卫生管、双卡压管件、双

挤压式薄壁不锈钢管材、管件等产品。目前

公司已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浙

江省涉及饮用水安全产品卫生许可证等认

证，以及通过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不

锈钢检测中心检测合格等荣誉。

新款充电式管件压接工具PZ-1550及插电式液压管件压接工具CZ-1550

直柄设计，可以在狭窄空间内工作。LED照明灯，可在维修场合起到照明作

用。工具整体的人体工程学设计，使操作人员易于掌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防滑手柄设计，增加了操作的安全系数。�自锁钳头销，�保证钳头销可

完全插入，防止钳头脱落造成的故障。背带环更是易于操作人员携带。燕尾

模式压接模及半圆型压接模设计，� 可供使用者选择，工具可用于塑料管，

铝塑管，铜管，不锈钢管件的压接。标准化的设计，不会局限于同一制造商

购买压模。恒力设计，即到达预定压力后，压制循环会自动切断，在达到所

需压力后，活塞会自动缩回，从而确保了统一可靠的压接操作。高强度工程

塑料罩壳坚固耐用。

电动液压工具

玉环捷力特工具有限公司

6.2H485
www.jielitetools.net

公司主要生产产品有电动液压

工具，液压压接工具、多功能

液压钢筋剪、液压电缆剪、棘

轮式线缆剪、钢丝绳剪、液压泵浦、电动高压泵、液压开孔器、多功能母

线加工机、弯曲、切排、冲孔工具、液压拉马、法兰分离器，螺帽破切

器，管件压接工具和千斤顶等各种工具，并可定做各种高规格工具。是一

家产品线 丰富，种类 多的工具研发及生产企业。

海德欧PPR管材质轻柔韧、环保节能、保温、耐压、耐腐蚀等优点，内壁

光滑不结垢、阻氧、隔光安全卫生，其极易热熔，施工及维修简便，使用

寿命长达50年。德国做为PPR塑料管发源地，其原料、工艺等标准均为世

界 高标准，海德欧PPR生产管标准依照欧盟与德国双重标准，获

DVGW、SZK�、kiwa、BVF等多项世界级认证。

SharkBite（沙克贝特）目前是全球 具口碑的水暖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

工业� 商业与民用建筑上，SharkBite（沙克贝特）独特的PTC式的链接技术

使任何暖通管道项目变得快捷而便利。

SharkBite（沙克贝特）供水管道选用PEX管材，目前是全世界 安全的饮

用水管线在全世界供水管线有35年的使用记录，超过120亿英尺的安装记

录，健康环保，拥有NSF� WRAS� Watermark等饮用水安全认证，通过140

度和100%氯气测试证明产品的耐氯性，产品柔软在多数情况下不需要45度

或90度弯头减少安装连接点，耐低温，可以随着管道内的水冻结和融化进

行管道收缩，不存在冻裂现象，不会有化学物质析出，不会对使用者引起心

脏比和阿兹海默氏症。目前是中国唯一获得认证可以直接埋入墙体或地下不

需要预留维修口的产品�。

管道解决方案 

美国SharkBite
�（沙克贝特）

6.2H490
www.sharkbite.com

不锈钢管材、管件

•�公认的 健康环保材料，无致菌致癌因素

•�材料强度高，耐腐蚀性能优越，保温性能好

•�链接安全可靠，强度高，抗振动，将连接部位一次性做“死”，有效地避

免了房屋振动、水锤振动、管道共振、轻微地震造成的管道松动

•�施工便利快捷，避免了施工现场复杂危险的套丝作业、焊接作业，安装时

间仅为套丝管件或焊接管件的1/3

•�满足了隐蔽工程中嵌入式安装的要求

上海三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6.2H327
www.sanqingguan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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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生产各种紫铜管，产品

包括蚊香盘管、LWC大盘管、内

螺纹管、ACR直管、铜水管、空

调保温管、毛细管、导电管和覆

塑铜管。公司先后通过“ASTM北美产品认证”、“AS/NZS澳大利亚� 新西

兰产品认证”“BV认证”。并参与制定了《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国家标

准，取得“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许可证”。“宏泰铜管”通过欧盟绿色产品

（REACH和ROHS）检测，被“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认定符合

各项国家检验标准的要求。

铜管

青岛宏泰铜业有限公司

•�安装快捷，一插即可，无需热熔、粘胶水

•�万能接驳功能，可接驳符合国标的塑料管材

•�可带水抢修，高空做业，能在恶劣环境下同样高效接驳

•�双“O”形圈设计，密封性能更优越，EPDM 橡胶可达到长久密封

•�食品级 304 不绣钢卡环锁住管道，可靠、劳固、不松脱

•�无需技术�8 岁至 80 岁皆可自己动手安装拆卸

是必快快捷管道系统

广东堭基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耐高压16MPa（约160KG）。改进了塑料水管透光，容易滋生细菌，受热

变形的缺点。改进了金属水管不保温，不耐腐蚀，安装困难的缺点。结合了

两种材料的优点。安装方便，连接方式可靠，使用寿命长。产品拥有多项国

家专利。通过了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被国际同业协会认可和推荐。注册品

牌“阳光水管”。产品已用于万豪，希尔顿等众多星级酒店和精装修住宅，

是金螳螂、亚厦股份、新城地产、九鼎装饰等著名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和供

应商。是一种升级的趋势水管。

金铼铜业是一家专业生产“玉禾”牌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的企业，我公司集开

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玉禾产品使用材料有304，316,316L等，产品

连接安全可靠，环保卫生，施工便利快捷，免维护，免更新，经济性能优

越，是当今世界给水管材的 佳选择。

热熔式覆塑金属水管

苏州市阳光川上管道有限公司

6.2H221
www.gdhuangji.com

6.2H221
www.hongtai-copper.com

6.2H271
www.shuiguan.cn

管道

浙江金盈管业有限公司

环套连接

管材管件

广东长骏宝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涵盖给水、排水、暖通、地源热泵、同层排水、虹吸雨水、市政工程、

暖通系统集成等领域。产品包括PP-R、PP-R静态管、PP-R铜管、PP-R抗菌

管、PE-RT采暖管、PE-XB采暖管、阻氧管、PB采暖管、PB-R509地暖管、

XPAP耐高温铝塑复合管、PE给水管、PE非开挖管、PE地热泵管、UPVC排

水管、UPVC电线管等系列管材管件。施特朗系统解决方案包括饮用水管道

系统、地暖管道系统、散热器链接系统、太阳能管道系统。

管材管件

德国施特朗

专业生产 PPR 给水管、铝塑复合管、燃气管、铝塑 PPR 复合管、PE-RT 地暖管、

FR-PPR 玻纤管，水暖软管、铜配件、水龙头等相关水暖配件。全能以智能

化管理为依托，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 CE 认证，获得了基于国际标准的

ISO9001-2008 管理体系的系统认证。拥有国际先进的管材自动生产线和

注塑成型机，并建立了国内样板式检测室和质量保证体系。产品通过国家

化学建材测试中心 8760 小时热稳定和 5000 次冷热循环一系列检测，保证

产品不开裂、不爆管、无缝隙、无瑕斑。公司还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检测，拥有浙江省卫生厅卫生许可批件，保证管内介质洁净安全。

浙江全能丰禾塑业
有限公司

6.2H210
www.junbaokeji.com

6.2H375
www.zjqng.com

6.2H202
www.jinyingcn.com

瓷心双层阻光抗菌管、PP-R冷热

水管、玻纤增强复合管材、铝塑

6.2H232
www.stlpipe.com

万邦“可调深水封”装饰地漏，利用工程预埋地漏壳的存水碗，开发出位置

可调的钟罩和配套的装饰地漏盖，使钟罩与地漏壳存水碗间形成水封深度

5cm，有效u型水封体积200cm³、是传统装饰地漏的3.2倍，水封截面积

20c㎡、是传统装饰地漏的3.15倍，是装饰地漏的一次变革。具有符合工程

标准、耐自然蒸发、排水通畅、耐压稳定性高等优点，已获得国家专利。广

泛应用于住宅、宾馆、公寓等场所。

“可调深水封”
装饰地漏

山东万邦建筑部品有限公司

6.2H283
www.welpond.cn

PPR复合管材、PE-RT五层阻氧地暖管、RPAP5对接焊铝塑复合管、PE-X

对接焊铝塑复合管、PE-X搭接焊铝塑复合管、PSP钢塑复合压力管、PVC

排水管、PVC电工管、PE给排水管等管道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冷热水、

建筑排水、地面辐射采暖、散热器采暖、中央空调、地源热泵、市政给排

水等管道系统领域。其中主导产品PP-R冷热水管、瓷心双层阻光抑菌管、

PE-RT五层阻氧地暖辐射采暖管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市场遥遥领先!

产品从φ15mm至323mm均采用“环套连接专利技术”。使用薄壁不锈钢

水管，不仅突破了金属管道存在“过剩壁厚”的世界性难题，更在同等管

径和施工要求内，使用该技术可节省三分之二的金属材料，施工效率提高

三倍。安装全程只需要使用� 六角匙、扳手� 即可完成。无需绞牙，无需烧

焊，易装易拆，管材和管件均可重复使用，节省工程综合成本且更环保。

不锈钢管材、管件

台州市同享管业有限公司

6.2H301
www.goyue.com.cn

不锈钢管、材管件

玉环县金铼铜业有限公司

6.2H4101
www.yuhechina.com

不锈钢管材、管件

江苏银羊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6.2H493
www.yuhechina.com

•�选材讲究：所有原材料采用牌号为304

的不锈钢

•�卫生健康�：不锈钢材料是可以植入人

体的健康材料。无须担心水质受影响

•�经久耐用：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即使埋地使用也有优良的耐蚀性

•�耐高温、耐高压：不锈钢可以在-270℃－400℃的温度下长期安全工作，材

料性能稳定、抗拉强度大于530�N/mm，具有良好的延展性和韧性

•�节能环保：管道内壁光滑，水阻小，减少了压力损失，降低了输送成本。热

膨胀系数低，在热水管道中有效的降低了热能损耗

•�使用范围广：可广泛用于冷水、热水、饮用净水、空气、燃气、医用气体、

石油、化工、水处理等管道系统

•�安全无毒：不锈钢材料经浸泡试验，各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有关饮用水标准

要求

•�选材讲究：所有原材料采用牌号为304、304L、316、316L，均符合JIS4�

305要求

•�经久耐用：实地腐蚀试验数据表明，不锈钢水管可免维护，使用寿命可达

100年

•�永不漏水：不锈钢可在-270℃-400℃的温度下长期安全工作，减少了压力

损失，降低了输送成本

•�滑紧管介绍

专用滑紧铝塑管是一种新型管道，内管采用PEX交联材料提高密封记忆

性，铝层采用纯铝提高扩展时延伸率，同时增加管道弯曲记忆性，外层采

用0.15mm厚PERT材料保护铝层自然氧化，快捷的链接方式，利用管道扩

张后的壁厚富盈物理性与管件连接，避免了热胀冷缩造成管道与管件间渗

漏，耐压、耐温、流量、安全等比普通铝塑管综合提高1/3。

•�阻氧地暖管介绍

阻氧地暖管按照德国DIN4726标准制造，内管采用PEX材料，耐温95℃，

外层采用EVOH材料均匀粘合在地暖管上，有效阻隔空气中氧渗入地暖管

道，有效抑制地暖管在长期使用中滋生细菌和微生物，同时抑制管道结垢。

滑紧管&阻氧地暖管

德国比尔集团

6.2H262
www.german-b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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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毅生产的前置过滤器，材质选用

59-1国标环保铜，PCL婴儿（瓶）食品

级塑料作为滤瓶材质，耐高温、耐低

温、耐老化、耐撞击。双密封圈更有

效防止漏水，专利止回阀技术依靠介质本身流动而自动开闭阀瓣，防止介质

倒流。304不锈钢滤芯耐腐蚀、不生锈、高效过滤掉介质中的泥沙、红虫、

铁锈等杂质。涡轮式一键排污。六角滤壳设计、方便拆洗安装。

前置过滤器

浙江雅毅净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PP-R给水管道系统

风帆公司主要生产“一帆风顺”牌PPP管材管件、玻纤PPR管、纳米抗菌

PPR管、铝塑PPR管、PE-RT和RPAR5对接焊耐高温采暖管、PEXB阻氧管、

PE、CPVC管材管件、PVC下水管和电工线管、铝塑管、水暖软管、太阳能

专用管、铜配件、水龙头、阀门等一系列卫浴产品。生产的“一帆风顺”品

牌管材管件严格按照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4001国际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欧盟CE认证组织生产。先后被评为浙江省建设科技成

果推广项目、浙江省著名商标、绍兴市名牌产品。

“一帆风顺”牌
管材、管件

诸暨市风帆管业有限公司

公司集研发、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给水管道系统及 PERT 采暖系统。

旗下拥有“H&F 惠丰”和“樱雪 INSE”两大品牌

•�无毒、卫生

•�保温节能 , 较好的耐热性

•�使用寿命长

•�安装方便，连接简便

•�建筑物的冷热水系统，包括集中供热系统

•�可直接饮用的纯净水供水系统

•�中央 ( 集中 ) 空调系统

•�输送或排放化学介质等工业用管道系统

苏州真牛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6.2H141
www.hf-gy.com

6.2H365
www.yayi-valve.com�

6.2H209�
www.zjfengfan.com

•�产品灵感来自于中国古典宫殿元素，小巧优雅的造型外加表面拉丝工艺的

处理让产品流露出一丝中国古代宫廷高贵的气息

•�产品金属部件全部由食品级SUS304#不锈钢精铸而成做到永不生锈，产品

表面拒绝电镀而采用拉丝工艺演绎不锈钢的本色之美，清洗更方便无铅更

安全

•�产品核心控制阀芯采用SUS304#不锈钢配合优质陶瓷片，使用寿命可达30

万周次以上手感正常无渗漏，绝对可靠安全

•�产品出水管采用360°旋转，适合搭配各种规格的厨房龙头，使用局域360°�

无死角，出水管转动寿命更是可达8万周次以上依然转动自如

•�产品没有设置出水口，龙头出水时水流像一股山泉般自然流淌而出

A004 纯净水龙头

浙江志高洁具有限公司

6.2H461
www.no-7.cc

管道

上海亚皮管业有限公司

6.2H285
www.shypppr.com

公司引进 新的技术和先进的

生产设备，检测手段完善，技

术力量雄厚，管理方法科学，

生产高品质产品，生产流程完全按照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

准生产，通过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各项指标，性能均达到国际、国内标

准。

前置过滤器

浙江高博卫浴有限公司

6.2H266
www.gaobogroup.com

高博前置过滤器安装在家庭进户总管水表后端，或涉水设备前段，如净水

机、热水器、洗衣机等，能有效的截留水管中的铁锈、泥沙、悬浮物等细

小颗粒。延长涉水设备的使用寿命，保证您全家的用水安全。透明的高强

度防护罩，能让用户随时查看前置过滤器的工作状况，并能清楚的看到是

否有外来的颗粒杂质被前置过滤器阻挡，对过滤器的维护冲洗过程一目了

然。过滤网用特殊SU316不锈钢材质，方便清洗，经久耐用。

61
.cc

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双堤牌”PPR管材、管件、

P V C 管 材 、 双 堤 净 水 器 等 产 品 。 生 产 依 照

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产品通过国家

建筑材料测试中心各项指标。致力于提供全屋净

水系统的整套产品解决方案。

管材、管件

上海双堤管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道系统

国乐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
管材、管件

不锈钢管卡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微聚赢网络开发“云管道”系统，为企业提供管道行业资讯、管路图系统、

防伪系统，以及微信平台搭建、代运营等品牌推广服务。“云管道”平台致

力于为管道行业提供一流的“手机+电脑”的互联网电子商务、移动电子商

务服务，不断推出基于全网技术的创新应用产品，力求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过

程中实现自身价值。

“云管道”

浙江微聚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为迎合市场要求，我工厂自行研发了适用于PVC，PP-R，卡压式，环压

式，不锈钢管夹。该产品具有外形美观，质量优良，经久耐用等特点，

在同类产品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为满足广大客户的要求，我们对产品进

行了不断更新和改善，规格更加齐全，还可根据客户的要求开展生产。

使我们的产品更具有竞争力。

河南智鸿管业有限公司�

6.2H234
www.jiuli.com

6.2H212

6.2H303
www.guolebxg.com

6.2H4122
www.shsdgy.com

6.2H211
www.yunguandao.net

不锈钢阀门/配件

台州汉盾金属有限公司

6.2H140
www.tzhdjs.com

不锈钢管材是一种中空的长条圆形

钢材，主要广泛用于石油、化工、

医疗、食品、轻工、机械仪表等工

业输送管道以及机械结构部件等。另外，在折弯、抗扭强度相同时，重量

较轻，所以也广泛用于制造机械零件和工程结构。也常用作生产各种常规

武器、枪管、炮弹等。

公司建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不锈钢、耐蚀合金、钛合金、高温合金无缝管（热

挤压/穿孔+冷轧/冷拔）生产线和FFX成型、JCO成型等焊接管生产线，始

终致力于为油气、电力、核电、LNG等能源装备及石化、化工、船舶制造

等行业装备提供高性能、耐蚀、耐压、耐温的不锈钢管；不锈钢、镍基合

金、碳钢、合金钢、材料法兰、管件等，管道产销量多年居国内首位。

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及销售不锈钢阀门、制冷配件、卫浴配件、医疗

器械配件、汽车配件及各类流体连接件等2000多种产品的公司。产品广泛

应用于排水系统、暖通管道系统、空调管道系统、燃气系统等领域。为国内

外用户提供极致的一站式服务，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国外和国内30多个省市

自治区，深受客户青睐和好评，在国内不锈钢制品行业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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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式舒适节能方案专家

•�节能–�节约75%�热水需要的能耗

•�智能–�aldes�专属APP�可随时调控

•�舒适舒心–�全天24�小时热水，配合清爽空

���气，保卫家人健康

一体式空气源热
泵新风热水器

爱迪士（上海）

CGB-2 冷凝式
燃气壁挂炉

德国沃乐夫

SEKISUI
冷热水分水器

G.ANWOTHERM
（安热）地暖管

日本积水
PE-RT是一种采用特殊的分子设计和合成工艺生产的一种中密度聚乙烯，它

采用乙烯和辛烯共聚的方法，通过控制侧链的数量和分布得到独特的分子结

构,来提高PE的耐热性。由于辛烯短支链的存在使PE的大分子不能结晶在一

个片状晶体中，而是贯穿在几个晶体中，形成了晶体之间的联结，它保留了

PE的良好的柔韧性，高热传导性和惰性，同时使之耐压性更好。PE-RT管可

以用于ISO10508中规定的热水管的所有使用级别。

PE-RT地暖管

德国菲斯普特

G.ANWOTHERM（安热）地暖管作为德国HEWING公司的高端地暖管

材，始终坚持德国制造。并于2013年与杭州安沃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携手

合 作 ， 致 力 于 给 中 国 客 户 提 供 优 质 的 地 暖 管 材 和 服 务 。 德 国

G.ANWOTHERM（安热）�PE-Xc�/PE-RT管道系统应用于低温辐射采暖系

统、散热器连接、饮水装置等领域；德国安热MT-多层管道系统应用于低

温辐射采暖系统、散热器连接、饮水装置、气体输送等领域。德国安热

（G.ANWOTHERM）PE-Xc全球 高品质地暖管道超过2,000,000,000米

的PE-�Xc管和铝塑管的制造经验，这是一个世界纪录！

德国安热

6.2H401
www.sekisui-sh.com

6.2H349
www.anwotherm.com

6.2H124
www.wolf.eu

6.2H757
www.aldeschina.com

6.2H239
www.fsptpipe.com

水暖管道系统

菲克斯6.2H279
www.ac-fix.com�

SEKISUI冷热水分水器系统以并联方式，进行点对点供水，避免传统分叉式

（串联式）供水模式时出水水量水压不均匀的弊端，以颠覆性的配管系统

和布置方式，极大的改善业主的用水舒适性，安全性。

AC-FIX是欧美暖通行业的知名品牌,是GPS(全球管业系统有限公司)旗下品牌

之一。GPS成立于1999年，总部设在西班牙，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德国、

智利、法国和中国等都设有相关分支机构和合作伙伴。AC-FIX产品包括：

•�滑紧式管件、卡压式管件、塑料环管件、PPSU管件及各类安装工具

•�德国进口PE-Xc/AL/PE-X对接焊铝塑管�

•�德国进口PE-Xc管

•�分集水器\各式阀门\太阳能循环系统配件

全新上市瑞好RAUFUSION®plus，采用巴塞尔公司PP-RCT进口材料。无

毒、无害、耐腐蚀，良好的耐温、耐压性能，使其既能作为生活冷热水管

道，也可用于采暖系统。管件采取特殊沟槽设计，能承受巨大力矩，滚花螺

纹可提高密封性，确保管道系统寿命超过50年*。

德国瑞好

RAUFUSION®

plus给水管道系统

作为这个行业的先驱，欧博诺是第一家采用Engel法生产PE-Xa管材的公

司。欧博诺铝塑复合管道系统同样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已有超过30多亿米

的管道被安装在世界各地，管材性能和韧性无出其右。

PE-Xa管道系统
铝塑复合管道系统

欧博诺（中国）
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turboTEC plus VUW
豪华型燃气采暖热水炉

德国威能

公司是一家从事家庭居住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的系统服务公司。我们为消费

者提供家庭居住环境所需要的温度、空气、水、安防及远程智能化控制系统

解决方案。通过针对消费者个案的家庭中央空调、采暖、太阳能、新风、净

水、安防系统的设计、安装服务及智能远程和移动控制，帮助消费者实现舒

适、节能、安全的家庭居住环境。

家庭居住智能化
系统解决方案

生活热水换热站

上海天合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欧文托普（中国）暖通空调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Hepworth PERT 
管道系统

威文-海浦沃斯Hepworth�PE-RT，耐热增强性聚乙烯，采用特殊的催

化工艺，控制分子侧链的数量和分布，从而得到独特的分子结构，提

高PE的耐热性，使它在无需交联的情况下也具有优异的长期高温液压

强度。

威文中国

暖通系统
展 品 预 览

6.2H128
www.vaillant.com.cn

6.2H128
www.shtianhe.cc

6.2H469
www.uponor.cn

6.2H482
www.rehau.com/cn-zh

6.2H231
www.wavin.cn

6.2H451
www.oventrop.com.cn

•�液晶显示屏，蓝色背光，100�余种海量信息显示

•�操作界面软键功能设计，尽显科技感，现代感

•�安装助手界面设计简单完成所有设置

•�威能独有的"�四点温控“�技术保证热水温控精度达到±0.5℃

•�生活热水速热功能，欧洲3星级用水品质

CGB-2�旗舰系列—燃气冷凝技术比以往更高效，

更多功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出色表现。该设备的独特

之处在于采用了电子自调节燃气燃烧控制技术，能

够根据当下的燃气质量进行自动调节。该型号的紧

凑式设计使其成为旧锅炉更新换代时的 佳选择。

•�集成式水处理、热水持续流动无死区

•�简单的系统组成、无需生活热水储备

•�生活热水即用即热

•�单站或多站并联使用

•�可以通过储热水箱结合新能源

•�较低的回水温度，能效较高

PE-Xa管道系统

铝塑复合管道系统



www.buildexchina.com.cn23 24

意大利凡帝都

上海新昂新能源有限公司

德国瑞泰阁

比利时翰科

普林多地暖管是一种在欧洲通过测试并获得专利的通用管件系统，不仅可用

于取暖，而且可用于家庭用水。使用普林多尺寸齐全的连接件,您可将具有

弹性的PE-X管件与复合管壁的硬管件相连接.适于多样化的应用。不仅普林

多有地暖管，还有新风系统以及空气净化器。

德国普林多

比利时翰科管道系统。主要管道是 PE-Xc 辐射交联聚乙烯铝塑复合管以及

PE-Xc 辐射交联聚乙烯管，还有管道插接式的配件。比利时翰科的管道主

要具有 100% 抗渗氧、热膨胀率小、彻底防腐蚀、无化学和电化学腐蚀、

耐高温高压、重量轻、能有效防止水锤现象产生的噪音以及在低温下也能

柔软弯曲、保持弯曲形状不变等特点。

德国瑞泰阁成立于1998年，致力于工业耐高温耐高酸材料和技术及节能环

保领域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产品经过世界管道权威机构德国SKZ认证，符

合欧洲DIN168/4726标准。德国瑞泰阁产品包括：

•�PE-RT地暖管� •�分集水器� •�混水中心� •�水力分离器

意大利凡帝都成立于1970年，是全球知名的热能及暖通设备设计者及制造

商。凡帝都集团是全球 大的铸铝散热生产企业，也是燃气壁挂炉，落地

式铸铁锅炉的欧洲主要供应商。

智能地暖系统

洁利达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PE-RT地暖管

浙江富亿管业有限公司

地暖系统

德国施特朗产品涵盖给水、排水、暖通、地源热

泵、同层排水、虹吸雨水、市政工程、暖通系统集

成等领域。产品包括PP-R、PP-R静态管、PP-R铜

管、PP-R抗菌管、PE-RT采暖管、PE-XB采暖管、

阻氧管、PB采暖管、PB-R509地暖管、XPAP耐高

温铝塑复合管、PE给水管、PE非开挖管、PE地热泵

管、UPVC排水管、UPVC电线管等系列管材管件。

施特朗系统解决方案包括饮用水管道系统、地暖管

道系统、散热器链接系统、太阳能管道系统。

德国圣堡�THERM�BOCH始创于1874年，专业研发生产销售供水，供热，

制冷系统的塑料管材及配件，公司主打产品包括：PAP铝塑复合管，

PE-RT/AL/PE-RT(PE-X)铝塑复合管，PE-RT/EVON阻氧地暖管，

PE-X/PE-RT地暖管，PPR管材管件，PE/AL/PE燃气专用管等一系列管道

系統。各类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并通过中国国家级检验机构的产品检验和

卫生检验，完全符合饮用水要求。THERM� BOCH，源自欧洲古老品牌，

引进德国先进技术，为您提供“专业，舒适，安全，环保”的管道系统，

为您的家保驾护航。

洁利达暖通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先进的管理及技术，历经3年时间反复尝试和

调整，现已形成专业的7A生产管理系统，经本系统管理开发生产的产品安

全系数及稳定性比传统工艺高数倍，现已成熟销售的多套地暖集成系统，功

能简易、安全系数高、富有个性化的设计以及多元化的解决方案而备受合作

商用户欢迎。公司产品包括节能混水中心、分集水器、电动执行器，智能温

控器，地暖相关配套球阀，电动球阀，空气净化器，地暖管等系列化产品。

家装地暖系统

德国施特朗

地暖阻氧管

德国圣堡

公司主要产品有：瓷心双层阻光抗菌管、� PP-R冷热水管、玻纤增强复合管

材、铝塑PPR复合管材、PE-RT五层阻氧地暖管、RPAP5对接焊铝塑复合

管、PE-X对接焊铝塑复合管、PE-X搭接焊铝塑复合管、PSP钢塑复合压力

管、PVC排水管、PVC电工管、PE给排水管等管道产品�。广泛应用于建筑冷

热水、建筑排水、地面辐射采暖、散热器采暖、中央空调、地源热泵、市政

给排水等管道系统领域。其中主导产品PP-R冷热水管、瓷心双层阻光抑菌

管、PE-RT五层阻氧地暖辐射采暖管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市场遥遥领先!

浙江金盈管业有限公司6.2H202
www.jinyingcn.com

6.2H223
www.fuyipipe.com

6.2H204�
www.chjld.com

6.2H232�
www.stlpipe.com��

6.2H5140
www.thermboch.com

6.2H468
www.xinang.cn�

•�重心轻，易于运输，安装施工，具有良好的柔韧性使其铺设时方便经济，

用DOWLEX*2344生产的管道在施工时可以通过盘卷和弯曲等

•�管道弯曲时在弯曲部分的应力可以很快得到松弛，不宜出现“回弹”现

象，便于施工操作，从而避免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应力集中而引起管道在弯

曲处出现破坏的现象

•�管内摩擦损失小，此种管的输送流体能力比同管径金塑管大30%

•�脆裂温度低，DOWLEX*2344E管材具有优越的耐低温性能，因此在冬季

低温的情况下也可以施工并且在弯曲管道时无需预热，这可以解决我国北

方地区由于冬季气温过低，无法施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耐化学腐蚀性好，不生锈，使用寿命长，易于对口焊接和电熔焊接，而形

成完全封闭的防渗系统，良好的环境适应性，在正常使用条件下，管道可

安全使用50年以上

•�DOWLEX*2344E通过FDA和TUV的卫生认可，管材在生产过程中不添加

任何有毒助剂，内壁光滑，不结垢，不滋生细菌，可以安全的应用在饮用

水输送等领域

•�抗冲击性能优异，散热性能好，在采暖应用中可以节约大量能源

上海新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冷暖空调、热能设备、家居环境系统集成的综合性试题。专业为采暖公司、

房产开发商提供舒适住宅解决方案，并积极投入新能源的应用及研发；提倡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公司从欧洲直

接进货，备货齐全，充分满足房产开发公司和工程项目代理商的要求。世界领先的供热产品及人性化采暖方案给您带来节

能、舒适、环保家居生活。

荷花韵-暖心壁挂炉

高端配置，钢化彩晶玻璃、触摸感应、尊�

尚白色 LED 显示、五种定时模式、人性化�

计、DIY 运行程序、特色地板采暖专用程�序、

高效节能

广东意菲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6.2H701
www.fseasyfree.com

散热器由多根阻氧� PB竖管及横管（散热芯）、优质喷塑钢板外壳、以及多

种附件组成，水通道（散热芯）全部为� PB（聚丁烯）高分子合成材料，永

不腐蚀、永不生锈，克服了钢制散热器怕氧易腐蚀的问题，并且散热性能

好、重量轻、易于安装。

玛特散热器

森德(中国)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6.2H867
www.zehnder.com.cn

www.fseasyf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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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泵和杂物隔离，避免因杂物缠绕水泵，对水泵造成损坏

•�内设涡流回旋装置，将污水和杂物排出的更加彻底

•�密封、无噪音、无异味、无需人工清理，更加环保

•�全自动智能化运行，可配远处监控系统

•�全不锈钢制造，一体化构造，安装简便

污水提升设备

北京铭铨志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铭铨志远科技有限公司

隔油提升设备

浙江海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环境友好*� � •�设备自动控制、自动运行

•�残渣免人工处置*� •�油脂分离采用液压自动分离排行技术

•�设备全密封结构设计� •�油脂、残渣收集后需人工外置

油水分离器

石家庄恒睿给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6.2H161
www.zjhaibei.com�

6.2H261
www.mintury.com.cn�

6.2H159
www.hengruiwater.com

污水提升装置我公司本着环保新理念，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并加以改良，推出了HBGY

系列油水分离器。该设备在传统隔油池的基础上，增加了刮油、加热、

气浮、除油渣、强排等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油水分离效果差、食

物残渣清理不便、影响周围环境、含油管路容易堵塞、需要定期疏通等

弊端。HBGY系列产品采用不锈钢材质，占地面积小、外形美观、性价比

高等优点，赢得用户的一致好评。

•�污水提升装置采用专有污物隔离排放技术，无需切割粉碎

•�体积小、安装灵活、节省土建无投资成本，节省施工费用

•�适合隐蔽式侧墙安装、同层排水、设备基坑3种安装形式，适宜地下室单

个或双个卫生间污水排放

油水分离设备

•�三栖分离，安装方便，维修简单

•�设有高分子聚合吸附系统，使乳化油升至集油区

•�超稳流装置，保证油脂稳定流出

•�自限温加热带，保证油以液体状态顺利排除

•�沉淀池，定期开闸集中清理

•�提升仓，可将处理后的污水强排至集水井或化粪池

依凡克真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建筑环保真空
排水系统

小型污水提升器(model�119/202)的設計理念在於解決家用

及商用空間各種生活污廢水無法自然排放的情況。ZOELLER�

提升器採用美國高效率注油式馬達,�全機IP68�防水設計,�將生

活產生污廢水在集中於密封的桶內後,�加壓或碎化加壓排

出。全機經重新設計,�符合當地安裝使用及接管便利性,�防止

溢漏,�杜絕臭氣,�避免造成二次污染。QJU202� 型內置磨碎泵,

�搭配衛浴安裝可解決全套衛浴排水系統問題。

小型污水提升器

卓霖股份有限公司

•�90%的总容量(废水)无需处置排放,�可减少相当一

部分清除排放成本和清水的消耗量

•�由于油脂可以很快地从分离器中被排出,�因而设备

本体中无油脂积聚

•�清除排放过程中,�无需关闭设备本身运作(不需关闭进出水口),�也无需专用抽吸清理车

•�全密闭结构，大大降低了异味扩散

•�无需人工对废油、废渣进行清理，油、泥可自动收集于容器内，简化日常维护、保护员工健康

LIPATOR
油脂分离器

亚科排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生产的军格污水提升装置，水泵外置式安装，技术先进，结构紧凑。设备性能

完备，型号系列齐全，可适用于各类地下室卫生间的排水。设备配置有新型涡轮叶

轮，过流直径大，防堵性能强，电机防护等级IP68，即使出现设备坑渗漏问题，也

可以放心使用。

军格污水提升器

MEA GS-10A 
全自动油水分离器

北京北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西门子智能化可编程控制系统

•�一体式设计，便于安装

•�触摸屏控制，操作方便

•�自动感应，自动排油，自动报警，自动加热

•�二级分离，自动反清洗功能

•�维护简单，减少营运成本

•�领域：高级酒店、城市综合体餐饮、各种公共建筑以及餐厅

米亚建筑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污水提升器

意大利泰克马污水提升器，让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建立卫生间，全面替代传统的集

水坑方式和大规模的土建施工，所有污水瞬间排出，无积存，无异味。特有的分

体结构，水电分离，使用更安全，维修更方便。

•�真空机房，包括真空泵站和真空隔油器（餐饮废水）

•�真空界面单元，包括真空马桶，真空界面阀单元，真空冷凝水收集盒，真空地漏

•�真空管路，包括真空支管和真空主管

真空系统通过真空泵站在管网内产生真空，大气在压差作用下通过界面单元，将污

水和污物压入管网排出。依凡克真空界面单元完全以气动机械方式控制，不需要电

力支持，单个末端排水理论可以提升7m，污水在管网的传输速度在4-7米/秒

意大利泰克马

环保排水
设备

展 品 预 览

6.2H484
www.aco.cn

6.2H338
www.byjx.com.cn

6.2H167
www.zoeller.com

6.2H169
www.evacbuilding.com

6.2H338
www.tecma.com.cn

6.2H142
www.meachina.com

组合式液位浮动式
油水分离设备

哈尔滨恒通排水设备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6.2H173
www.hontop.net.cn

•�百变金刚:组合式安装，可根据用户现场空间，选择一字型，L型，T型，

方形等多种安装方式

•�自动除渣：摆动式自动除渣机构，固液分离并自动收集残渣到集渣桶内，

设备自带残渣脱水功能，实现残渣含水率10%，更环保，更清洁

•�自动除油：液推式自动油水分离系统实现自动排油

•�收集提醒：智能模块提示用户及时收集残渣，废油

•�全封闭：污水封闭式运行，不污染环境

•�自动化：全自动运行，无需人工执守

德国泽德泵业主要从事德国泽德原装进口一体化污水提升设备的生产工

作，其中Kompaktboy系列为德国泽德明星产品，适用于家用建筑、商业

综合体、交通枢纽、人防工程等。该设备采用大通道涡流泵，过流直径达

到50mm，拥有机械密封以及带油腔的轴封，双重密封，更为安全，还带

有反冲洗功能，让设备达到免维护，另外配备一台带液晶显示的控制器，

能实时查看箱体内的液位高度，水泵电机启动次数及时间，以及故障代

码，还可以手动无极调节设备的启动、停止以及超高报警液位。德国泽德

泵业在欧洲以超长寿命和 稳定质量著称，半个多世纪以来专注一体化污

水提升设备的研发优化，成为行业翘楚。德国泽德，品质之选！

污水提升设备

德国泽德

6.2H435
www.zehnder-pump.com�

北北

www.minturtury.comy .cn

*号为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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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除渣机对污水中渣物自动进行分

离，分离后的污水经三次除泥流程，

将杂物、污泥排出设备

•�多向控油装置减缓污水流速，增长油

水分离时间，辅以气浮装置，提高了油水分离效率，且把油水分离后的废

油导向集油区

•�智能加热装置对凝结的油脂加热，便于油脂的排出

•�经过分离后的污水设备通过深化过滤器进行二次深化过滤，进一步去除污

水中残留的细微杂质和污油，提高了除油效果

•�排水区采用液位自动控制技术，全自动提升废水至污水管网，精度高、寿

命长

•�箱体全密封，预设排气口，设备运行过程中无臭味外溢

•�采用智能控制、自动报警装置，设备自控部分设有自动/手动开关，可24

小时内任意时段运行系统，100%人性化操作，同时电控箱可带远程接

口，方便客户接入中央控制室，实现远程操作，真正可实现无人值守操作

GBOS-Q2 系列
油水分离提升设备

盐城金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油水分离器

上海麦厄可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

PGZ系列整体排放型
油脂分离设备

硬派 PGZ 系列整体排放型油脂分离设备，是目前行业内高度自动化和智

能化的一套设备。配套抽油车使用，无需日常放油、取油，真正做到智能环保，

使维护周期从每天延长到每月大大降低维护成本。方便快捷。

合肥硬派供水技术
有限公司

6.2H263
www.hfyp888.com

6.2H273
www.shypppr.com

6.2H137
www.jsycjq.cn

污水提升器

上海为尔思建材有限公司

6.2H138
www.shwes.com

全自动污水提升器系列产品，适用于所有

无法依靠重力排水的环境下的无腐蚀型污

水处理。可用于收集厕所排泄物，淋浴

房，洗手盆洗衣机等废水，并泵送直主排

污系统。也可用于空调冷凝水的收集，并

泵送到排水系统，带有独立切割装置的切

割型水泵可以将长纤维状杂质切碎后泵送

到主排污管道。不锈钢机芯品质的保证!

污水提升器

宁波驰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6.2H139
www.cxmacerator.com

公司投入1000万人民币研发生产全自动油水分离器，污水提升设备。产品

采用304材质全不锈钢结构，引进国外先进科技技术。利用智能化控制柜

PLC自动控制，实现自动出渣功能，自动油水分离功能，自动恒温功能，

自动反冲洗，排泥，排油，排水等自动一体化。确保产品的稳定性!

全自动油水分离器设备适用于商业综合体，酒店，宾馆，食堂，餐厅等含

油污水之场所。我们的产品可依据用户的实际需求，工况条件设计定制，

为海内外客户提供更优质的环保服务。

雨水收集模块

日本积水

6.2H401
www.sekisui-sh.com

威文中国

雨水管理系统

HDPE线性排水沟采用高分子聚合物材料，取代现浇混凝土沟

体和树脂混凝土材质沟体。随着国内建筑材料与人工等成本

不断上涨，HDPE线性排水沟凭借安装简便、质优环保、省时

省力、有效降低后期养护等综合成本，性价比高等优势，已

开始备受广泛关注。尤其是随着转角沟体的开发成功更能节

省大量的人力物力。

HDPE线性排水沟

安徽海米新材料有限公司

•�排水沟材质为树脂混凝土，具有重量轻，�抗老化，稳定

性，抗冻性及抗化学腐蚀性强，其表面十分光滑，水吸

收渗透率低，而承载能力强等特点

•�与传统矩形截面排水沟相比，它的V型断面可增大排水

能力，加强自净功能

•�配套的金属护边可为盖板提供更好的支撑保护，便于盖板的安装拆卸，减少移动，降低噪音

•�排水沟体本身带有打胶槽，构件相互连接后，可在打胶槽内灌注ACO的专用密封剂以保证连

接处具有100%的水密封性

•�盖板根据材质不同可分为:�铸铁，镀锌钢和不锈钢3种

•�Drainlock无螺栓锁扣装置使排水盖板的安装和拆卸都很方便，并可防止盖板的水平移动

•�承载等级:�排水沟:�A15~E600，盖板:�A15~E600�(请参见相应详述内容)

Monoblock RD
一体式排水沟

亚科排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RAIN Supreme系列

米亚建筑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Intesio雨水管理系统，通过渗、滞、蓄、净、用、排等技术措施，创建可持续

城市排水系统，达到暴雨调蓄排放、径流处理和回收利用的目的

•�Wavin�AS�——�专利Astolan®�矿物粉增强PP配方技术，优质静音、舒适级别

排水系统�Wavin�SiTech+�——�超高性价比的塑料低噪音系统�Wavin�

HDPE�——�长期耐用的排水系统�Wavin�HepvO®�——�使用膜技术把排污排

废系统和居住空间隔离�

6.2H484
www.aco.cn

6.2H251
www.ahhaimi.com

6.2H231
www.wavin.cn

6.2H142
www.meachina.com

为马桶、洗脸台、浴缸、淋浴间整体排污设计。适用于地下室、停车场、套

房、仓库、加盖房间等的浴厕改建、增建。不需要破坏墙面、地板、节省改

建成本。可排向任何地方。可安装于马桶后方或隐藏于后墙（需延长后排管

长度）。原厂一年保修。可选择安装报警器。

•�尺寸：L420xW175xH285mm

•�排水方式：上扬排水/下排水

•�额定电源：220V/50HZ

•�输入功率：500W

•�转速：2900

•�流量：2m/h-5m/h

•�工作原理：粉碎排放

•�扬程高度：7M

•�排放距离：≥80M

•�工作方式：自动断续间隙

•�冷却方式：油冷式

•�排污管径：φ32mm

海绵城市
展 品 预 览

重量轻、兼顾、耐用——这些是我们的聚合物混泥土产品系

列的优点。MEA®DRAIN�Supreme�系统能可靠地承受重载荷

的张力。例如，频繁在� MEA®DRAIN� Supreme� 系统上滑行

的飞机、运输的集装箱以及操控的专用车辆。

SEKISUI� CROSS-WAVE雨水收集模块具有高耐载

重设计，产品抗震等级为2级，拥有优秀的抗侧压

能力。安装时90度交叉码放，不需要其他连接材

料，无需任何大型机械，可以大幅缩短工期。材

料环保，耐化学成分，耐水性，对水无污染。

不锈钢机芯品质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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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绵城市系统

上海瑞河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德国GRAF

是一家集PE管道系统、检查井，雨水模块，粪池设计、生产、销售、完善

的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生产型经营企业。公司主要生产1000塑料检查井、塑

料环保新农村改造化粪池、规格齐全的雨水收集板块等产品，可根据客户提

供的产品和图纸进行规划和设计，广泛应用于雨水收集、市政排污、室内外

给水、地板采暖、建筑物室外排水、农田水利灌溉新农村建设改厕等领域。

产品经久耐用，采用高密度聚乙烯注塑成型，配套系列产品。

•�模块化智能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HDPE同层排水系统

•�虹吸式屋面雨水排水系统

•�中水回用

•�缝隙型/线性排水沟

雨水模块&检查井 

台州市黄岩新盛模具厂

6.2H145
www.homesweden.cn

6.2H157
www.shruihe.com

•�可阻攔落葉及泥沙而不影響排水效果，各種排水孔都適用

•�使用簡單方便，直接覆蓋免施工，專利活動柵欄設計，適用各種凹凸不

平地面

•�2015年9月27日，強烈颱風杜鵑使用情形，攔阻效果佳，保護排水管不

阻塞

屋頂地漏
超速排水罩

台湾佑家實業社

6.2H242
www.no-7.cc

德国 GRAF 雨水收集设施集团，是德

国 早的做雨水收集设施的厂家，它是雨水收集设施行业市场的领导者。

GRAF 产品从前端的过滤器到末端的雨水收集和渗透系统，为客户提供全

套的解决方案。所有产品全部采用可回收的一次性新料进行生产和加工，

具有非常好的抗老化功能，同时所有产品都经过核载的检测，能够承受极

高的负荷，尤其 GRAF 产品其独特设计节构，保证在运输途中可以极大的

降低运输成本，保证了客户的 大利益。北京联合鼎信商贸有限公司是

GRAF 公司在中国地区雨水收集领域的工作伙伴，我们本着积极认真的态

度，在中国至力于代理商的开发，希望这次展会能够寻找更多的伙伴。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

6.2H252
www.jinminhz.com 6.2H149

www.xs0576.com

公司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金11800万元,是一

家专业的塑料检查井、注塑化粪池、HDPE双

壁波纹管、HDPE复合管道（钢带增强管、钢丝网骨架管）的生产企业，一

直专注于为中国城市开发建设地下排污、排水管道系统，给水管道系统提

供新型环保科技产品。为积极响应国家建设“海绵城市”的号召，我司16

年经公司管理层和技术部门共同的努力，打造了新一代的海绵城市产

品——雨水收集模块。新产品集9大优势于一体：1.产品设计灵活，材料组

装便利；2.使用寿命长；3.抗压效果好；4.运输方便；5.施工简单；6.工期

短；7.成本低；8.环保；9.机器人功能。

树脂混泥土成品
排水沟系统

江苏普利匡聚合物材料
有限公司

6.2H148
www.polycon.cn

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在南京成立，为国内专业生产树脂混凝土制品的行

业先驱。目前主要产品为树脂混凝土排水沟、树脂混凝土明渠、树脂混凝

土检修孔、树脂混凝土井盖、树脂混凝土太阳能瓦片、T型防沉降井盖、树

脂混凝土雨水篦子、树脂混凝土推进管、树脂混凝土防腐管道等，公司树

脂混凝土产品已获得多项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其中树脂混凝土排水

沟和树脂混凝土井盖通过�CE�认证，2010年公司通过了GB/T19001-2008/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率先在国内制定了树脂混凝土排水

沟、明渠的企业标准。

•�路缘石

•�屋顶绿化

•�垂直绿化

•�海绵城市建设

部分参展商名单（截止5月）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按英文首字母排序

菲克斯� Ac-fix

亚科排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ACO�Drainage�Technology�(Shanghai)�Co.,�Ltd.

德国安德龙� ADL-�MOORE

爱康企业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AKAN�Enterprise�Group�(Shanghai)�Co.,�Ltd.

安徽海米新材料有限公司� Anhui�Haimi�New�Materials�Co.,�Ltd.

德国洁水� Aqua-scie

德国阔盛� Aquatherm

北京北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Beiyu�Mechanical�Equipment�Co.,�Ltd.

深圳市置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Best�China�Electrical�Equipment�Co.,�Ltd.

开源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arewater�Environmental�Sci-Tech�(Shanghai)�Co.,�Ltd.

成都共同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hengdu�Common�Tube�Group�Co.,�Ltd.

德州大丰玻璃钢制品有限公司� Dezhou�Dafeng�Glass�Steel�Products�Co.,�Ltd.

意大利迪达� Dida

依凡克真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EVAC�Vacuum�Systems�(Shanghai)�Co.,�Ltd.

威文管道系统（佛山）有限公司� Foshan�Wavin�Piping�System�Co.,�Ltd.

福州永润灌溉设备有限公司� Fuzhou�Yongrun�Irrigation�Equipment�Co.,�Ltd.

杭州安沃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G.�AWOTHERM

德国比尔集团� GERMANY�BILL

德国菲斯普特� Germany�Fispte�Pipe

德国弗沃德集团有限公司� Germany�Forward�Group

德国圣堡环境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GERMANY�THERM�BOCH�Environment�Technology�(China)�Co.,�Ltd.

德国高勒� Glory

广东长骏宝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DUCKY�Pipe�Fitting�Co.,�Ltd.

广东益家管业有限公司� Guangdong�Yijia�Pipe�Industry�Co.,�Ltd.

广州美亚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MAYER�Co.,�Ltd.

杭州金民管业有限公司� Hangzhou�Jinmin�Pipe�Co.,�Ltd.

哈尔滨恒通排水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Harbin�Hengtong�Drainage�Equipment�Manufacturing�Co.,�Ltd.

合肥硬派供水技术有限公司� Hefei�EPANEL�Water�Supply�Technology�Co.,�Ltd.

德国海未有限公司� Heimweh�Gmbh

河南智鸿不锈钢有限公司� Henan�Zhihong�Stainless�Steel�Co.,�Ltd.

德国海德欧� HYDRO�PLAST

艾碧匹（上海）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IBP�(Shanghai)�Fluid�Control�Co.,�Ltd.

德利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Idealand�Building�Supplies�Limited�

江苏宝地管业有限公司� Jiangsu�Baodi�Pipe�Industry�Co.,�Ltd.

江苏艾尼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Jiangsu�Aini�Pipeline�System�Co.,�Ltd.

江苏保格利净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BOGL�Water�Techonology�Co.,�Ltd.

江苏银羊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Jiangsu�Yinyang�Stainless�Steel�Pipe�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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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uli�Hi-tech�Metals�Co.,�Ltd.

德国肯森� KAN-therm�GmbH

米亚建筑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MEA�CHINA�LTD.

宁波驰翔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Chixiang�Electromechanical�Tech�Co.,�Ltd.

宁波豪立信铜阀门有限公司� Ningbo�Haolixin�Brass�Valves�Co.,�Ltd.

宁波铭扬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Ningbo�Mingyang�Stainless�Steel�Pipe�Co.,�Ltd.

欧文托普（中国）暖通空调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Oventrop(China)�HVAC�Technology�Co.,�Ltd.

意大利普力斯道� Plastofer

德国立乐� Poloplast

青岛宏泰铜业有限公司� Qingdao�Hongtai�Copper�Co.,�Ltd.

瑞好聚合物（苏州）有限公司� REHAU�Polymers�(Suzhou)�Co.,�Ltd.

Reliance�Worldwide�Corporation� Reliance�Worldwide�Corporation

积水（上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SEKISUI�(Shanghai)�Environmental�Technology�Co.,�Ltd.

韩国瑞原技术株式会社� Seowon�Technology�Co.,�Ltd.

山东金润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芬陀利华� Shandong�Kingread�New�Material�Techonology�Co.,�Ltd.

山东万邦建筑部品有限公司� Shandong�Wanbang�Building�Products�Co.,�Ltd.

上海麦厄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Maieke�Environmental�Protection�Technology�Co.,�Ltd.

上海瑞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RUIHE�Enterprise�Group�Co.,�Ltd.

上海三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Shanghai�SanQing�Industrial�Development�Co.,�Ltd.

上海三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Shanghai�Sansheng�Metal�Product�Co.,�Ltd.

上海双堤管业有限公司� Shanghai�Shuangdi�Pipe�Co.,�Ltd.

上海为尔思建材有限公司� Shanghai�Shwes�Building�Materials�Co.,�Ltd.

上海索邦塑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Suban�Plastic�Industry�Co.,�Ltd.

上海天合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Tianhe�Smart�Home�Technology�Co.,�Ltd.

上海新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Xinang�New�Energy�Technology�Co.,�Ltd.

上海亚皮管业有限公司� Shanghai�Yapi�Pipe�Co.,�Ltd.

上海远洲管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YuanZhou�Pipe�Technology�Co.,�Ltd.

沈阳九豪管业集团� Shenyang�Jiuhao�Pipe�Group

深圳市民乐管业有限公司� Shenzhen�Minle�Pipe�Industry�Co.,�Ltd.

深圳优力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Unicorn�Technology�Co.,�Ltd.

石家庄恒睿给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Hengrui�Water�Supply�&�Sewerage�Equipment�Co.,�Ltd.

德国施特朗管路有限公司� STELI�Pipe�Co.,�Ltd.

苏州创成爱康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Creatio�Aikang�Construction�Technology�Co.,�Ltd.

苏州市阳光川上管道有限公司� Suzhou�Sunshine�Kawakami�Pipe�Co.,�Ltd.

苏州真牛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Zhenniu�Pipe�Co.,�Ltd.

台州汉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Taizhou�Handun�Metal�Products�Co.,�Ltd.

台州市黄岩新盛模具厂� Taizhou�Huangyan�Xinsheng�Mold�Factory

台州巨力工具有限公司� Taizhou�Juli�Tools�Co.,�Ltd.

台州铭纹机床有限公司� TaiZhou�MingWen�Machine�Co.,�Ltd.

台州市同享管业有限公司� Taizhou�Tongxiang�Pipe�Co.,�Ltd.

意大利泰克马� Tecma

中華流體動力協會� The�Chinese�Fluid�Power�Assocation

天津铭铨志远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Mintury�Technology�Co.,�Ltd.

英国欧琈� UK�AOPH�GROUP�LTD.

英国柏可威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UK�BOKWELL�PIPELINE�TECHNOL�LIMITED

欧博诺（中国）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Uponor�(China)�Plumbing�Systems�Co.,�Ltd.

德国威能� Vaillant�Group

广东堭基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Vantage�Piping�System�Co.,�Ltd.

温州国乐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Wenzhou�GuoLe�Stainless�Steel�Tube�Co.,�Ltd.

温州钜源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Wenzhou�Juyuan�Fulid�Equipment�Co.,�Ltd.

沃乐夫暖通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Wolf�HVAC�Systems�(Shanghai)�Co.,�Ltd.

厦门日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Xiamen�Ricun��Environmental�Technology�Co.,�Ltd.

盐城金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Yancheng�Golden�Ball�Environmental�Protection�Technology�Co.,�Ltd.

佑家實業社� YU-CHIA�ENTERPRISE

玉环捷力特工具有限公司� Yuhuan�Jielite�Tools�Co.,�Ltd.

玉环县金铼铜业有限公司� Yuhuan�Jinlai�Brass�Industrial�Co.,�Ltd.

余姚莱克斯洁具厂� Yuyao�Laikesi�Sanitary�Ware�Factory

泽德水泵系统有限公司� Zehnder�Pump�System�Co.,�Ltd.

浙江富亿管业有限公司� Zhejiang�FUYI�Pipe�Co.,�Ltd.

浙江高博卫浴有限公司� Zhejiang�Gaobo�Sanitary�Wares�Co.,�Ltd.

浙江海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Haibei�Electrical�Technology�Co.,�Ltd.

浙江志高洁具有限公司� Zhejiang�Jego�Sanitary�Ware�Co.,�Ltd.

浙江洁利达暖通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Jie�Lida�Hvac�Technology�Co.,�Ltd.

浙江金盈管业有限公司� Zhejiang�Jinying�Pipe�Co.,�Ltd.

浙江全能丰禾塑业有限公司� Zhejiang�Universal�Fenghe�Plastic�Industry�Co.,�Ltd.

浙江微聚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Weijuying�Network�Technology�Co.,�Ltd.

浙江雅毅净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YAYI�Water�Purification�Technology�Co.,�Ltd.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Zhengkang�Industrial�Co.,�Ltd.

诸暨市风帆管业有限公司� Zhuji�Fengfan�Piping�Co.,�Ltd.

卓霖股份有限公司� Zoeller�Taiwan�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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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论坛预告 Project Analysis 
of Sponge City Planning 
& Construction Seminar

主�������办：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净水技术》杂志社

时�������间：2017 年 6 月 8 日

会议规模：80~100 人�

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海绵城市规划
与建设案例分析论坛

议题方向

海绵城市技术的实际应用、成效与经验

雨水收集系列化解决方案

对海绵城市定义思考以及在旅游开发区的应用心得

海绵城市建设对城镇排水防涝及雨水综合利用分析

关于“建设海绵城市”政策解析及发展趋势分析

主�������办：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上海市建筑学会

时�������间：2017 年 6 月 8 日

会议规模：100-150 人�

谁来参与

政府相关部门

设计院

设计咨询公司

市政工程公司

园林景观工程公司

建筑工程公司

环境工程公司

相关高校

议题方向

居住建筑同层排水应用中的关键技术研究和对策

生活热水系统设计与改造的思考与探究

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要点介绍

建筑给水排水新材料新设备应用案例介绍

与会嘉宾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中国建筑设计院� 副院长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副总工程师

会议背景

近年来，国民对健康饮水的迫切需求，催生着巨大的商机。传统家电品牌

纷纷布局净水领域。而各路资本不断涌入净水行业，使得各品牌如雨后春笋般

快速生长。从�2008�年前后大批资本力量进入净水行业，发展至今，行业已有净

水品牌近�3000�多个，具有生产资质的企业近千家。

在小家电的饱和，白电和黑电的强行换代的状况下，净水器作为家庭的必

需品曾经成为广阔消费者的认识，并且快速传播。但产品以次充好、价格虚

高、蒙骗消费者、售后服务不健全等问题突出。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饮

用水安全教研所所长杨宏伟也表示，净水器在中国的普及率还远远没有达到预

期，国家需要制定一些标准，企业搭建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让消费者在购买

之后没有后顾之忧，相信未来会逐步实现增长。

议程
13:30-14:00� � 活动签到�暖场视频� 场外签到，场内轮播赞助商和活动广告� 30min

14:00-14:05� 开场介绍� 主持人�（WQA美国水质协会）� 赞助企业宣传片循环播放

14:05-14:15� 主办方致辞� 上海国际水展主办方� 开场嘉宾及介绍� 5min������

14:15-14:25� 领导致辞� 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理事长彭宝泉� � 10min

14:25-14:40� 专家发言� 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水质安全� � 10min

� � 监测研究室主任� 我国净水行业发展报告� 15min

14:40-15:05� � 中国膜工业协会净水专业委员会秘书� 用细节打动消费者� 25min�

���������������������������������������������长鄂学礼� 先进经验介绍

15:05-15:20� 嘉宾发言�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吴承庆� 饮用水净化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发展趋势� 15min��

15:20-15:35� 专家发言� WQA美国水质协会� � 15min

15:35-15:50� 专家发言� 厦门大学水科技与政策研究中心首席� � 15min

���������������������������������������������科学家蓝伟光

15:50-16:00� 企业发言� 十三五生态文明建设给中国净水行业� � 10min��

��������������������������������������������带来哪些机遇�

16:00-16:10� 企业发言� 如何挑战中国各地复杂水质状况的� � 10min��

� � 环保驱动型创新企业发展思路�

� � 互联网+环境下的净水商业变革�

16:10-16:30� 互动提问� 赞助企业新品发布计划启动� � 20min

�������������������������������总结� 重点嘉宾媒体采访

参会代表 

大型销售渠道商、知名品牌厂家、媒体、政府官员、权威专家、行业机构、行业传统

渠道商、跨界渠道商、从事净水整机及零配件相关行业人士。

主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膜工业协会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会议时间：待定（关注微信公众号�

������������������“环保会”，第一时间获取）

净水行业经销商大会

支持单位：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

安徽省净水行业协会会长

WQA�美国水质协会

上海净水行业协会

浙江省净水设备协会

江苏省净水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无锡市净水行业协会

合作媒体：

中国直饮水� 慧聪净水网

直饮水时代� 净水月刊

现代纯净水� 水业快讯

净水技术� 净水大视野

品牌净水� 中国过滤分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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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整体规模扩大至20万平方米，届

时将汇聚3,200�多家海内外优质展商，为您倾

力巨献市政/民用水处理设备与技术方案！同期

举办百余场水处理高峰论坛，让您与业内专

家、精英们头脑风暴，把握 新行业动态，牢

抓机遇！

同期展会

全屋净水解决方案，从前置过滤器，中央净水，中央软水再到末端直饮水

系列，多款专业水处理产品，确保生活用水和饮用水的双重健康，同时带

来柔滑软水舒适体验，全方位满足不同家庭的用水需求，为健康、高品质

生活保驾护航。

全屋净水解决方案

美国怡口净水系统
有限公司

爱惠浦H-300N

滨特尔

A.O.史密斯专利技术MAX3.0Plus长效即滤型反渗透净水机，创新采用专利

MAX3.0plus技术（专利：ZL200910201739.8/� ZL201520931429.2）。

它在A.O.史密斯专利原有的MAX3.0技术基础上，添加了创新水路结构设

计，以及专利阻垢滤芯，可有效降低钙镁离子的结晶倾向，防止反渗透膜

片上的碳酸钙和碳酸镁残留，一举将净水产出率提高至75%，仍能保持反

渗透膜寿命长达3年。

长效即滤型
反渗透净水机

艾欧史密斯（中国）
热水器有限公司

即饮新鲜，守护纯净�——�3M携6大创新科技，带给您纯水新体验:

•�精：3M合”芯“科技，带给你全“芯“呵护

•�鲜：无桶设计，避免二次污染；400GPD大通量，鲜活水质即滤即享

•�薄：时尚超薄外观，省出空间，省心放心

•�静：匠心设计的泵体悬浮吸震结构，有效吸收水泵震动，静音降噪

•�智：智能LED及蜂鸣双重提醒，时时监控，带给您安”芯“保障

•�节：节水高效设计，1:1低废水比，节能环保；一体式抛弃滤芯，防止二

次污染，更换快捷便利

3M R8系列
无罐反渗透纯水机

3M中国有限公司

秉承安全净水的理念，采用 APO+ 安全净水科技，创新集成一体化水芯片

设计，节省水路接头和 PE 水管数量 80% 以上，大大降低漏水风险，并使

生产装配效率大大提高，省去传统外置储水压力罐，节省橱柜空间，增加

25% 的有效供水量。浩泽独有滤芯防伪云技术防伪体系，每支滤芯出厂前

内嵌唯一代码芯片，安装前可自动识别滤芯真伪，并精确识别购买滤芯用

户的代理渠道，如遇到假冒滤芯，可通过云平台定位其来源。

智能水芯片净水器

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美的16年首推的小身材大水量净水机，占地面积小于一张A4纸，专为中国

厨下位置设计；400G大水量，一分钟一升水；PAC前置复合滤芯，将传统

净水机前三级集成为一根滤芯，寿命延长，一年免更换，费用更低，节省

约50%；上市后迅速畅销全国。

比佛利G400E厨下净水器

美的

•�高品质原材料，主滤芯美国原装进口

•�多褶复滤活性炭，水溶吸塑成型，与水充分接触。

活性炭膨化结构，更多纳污空间

•�显微纯化工艺，纤维锁定活性炭粉末，无化学粘结剂，

较多活性表面。低温制造，保持活性炭吸附能力

•�有效去除水中余氯、氯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如三氯甲烷、四氯化碳）及

重金属

•�优化结构和升级配方，可有效去除医药污染物，包括一些药品、非处方药、

除草剂、杀虫剂以及在生产中使用的化学品

基于陶氏多年研发积累开发出的CR100反渗透膜元

件代表了 先进的抗污染性能，它将提高用户RO系

统对复杂的污染源的耐受性，大幅减少清洗频率，

延长系统寿命，帮助工业用户改善经济效益。

新一代高抗污染陶氏FILMTECTM
富耐TMCR100反渗透膜元件

陶氏水处理及过程解决方案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水）

隶属于——中国化工集团。杭水组建于 1967 年，作为国

家液体分离膜领域的开拓者以及膜法海水淡化和水处理技

术产业化的重要基地，其产业化规模和创新能力在行业内

首屈一指。杭水是我国在海水淡化、工业纯水、中水回用、

电子超纯水、食品饮用水、医药用水及废水回用、浓缩分

离等领域膜应用技术的首创者。

智能一体化集装箱
水处理装置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

•�节省空间：机架占用面积减小50％�

•�降低成本：减少机架定制化材料和人工成本

•�系统简化：简化现场装配工作，能直接与高压反渗透系统连接�

•�模块化设计：采用简单的模块化设计，系统布置灵活，方便未

来扩大规模

•�性能可靠：采用久经考验的ZeeWeed®�1500超滤膜

无机架超滤膜系统

通用电气水处理与工艺过程处理集团（GE）

旭化成生产的MICROZA�中空纤维膜组件，采用聚偏氟乙烯（PVDF）材料，使用特有的热

致相分离（TIPS）法制备技术，可长期耐受高浓度的氧化剂，充分抑制微生物繁殖。同时

采用不易堵塞的外压式结构，具有更高的截污量、更大的过滤面积，使清洗更简便、彻

底。多年来，MICROZA中空纤维膜组件凭借其卓越的化学耐药性，良好的物理强度以及

稳定的产水水质得到了广大用户的高度评价，现有业绩1000处以上遍布全球。

MICROZA
中空纤维超滤膜

旭化成分离膜装置（杭州）有限公司

•�高脱盐率（NaCl>95%,MgSO4>98%*��* 指参考值）

•�高产水通量（12,700gpd）

•�高效去除硝酸盐�•�铁�•�杀虫剂�•�THM 细胞及内分泌

干扰物等

TMN20H-400纳滤膜元件

蓝星东丽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AQUATECH�CHINA��
 上海国际水展

【膜与水处理】

【末端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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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GL 系列潜水贯流泵是将潜水电机技术与贯流泵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型机电

一体化产品，既保持了贯流泵本身的优点，又利用潜水电机技术，克服了传

统贯流泵电机冷却、散热、密封等难题，荣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主要用途 :

该泵工况适应于大流量、低扬程场合，主要用于雨水排水、工农业用水、水

道增压，尤其适用于排涝与灌溉综合考虑的水利、防洪工程。

环保流体�匠具情怀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介质�������•�PH�值：4~10������•�温度：0℃~40℃

•�当输送介质的密度，粘度高于水时，需加大电机

•�产品特点：�持久耐用、高效率、安装灵活、增压性好和高性价比

•�应用领域：施工场地、挖掘现场、隧道、钢铁厂、鱼塘、地下车库排水和

工业排水井

•�控制精度可达 1%�bar

•�创新节能停机算法，控制更加可靠

•�快捷键操作，一切轻松掌握

•�备用泵接口，让系统升级成为可能

•�远程监控，切合自动化楼宇设计理念

•�严苛的系统寿命测试，保障水泵机组可靠稳定

•�完善的干转保护及故障处理�

格兰富水泵
（上海）有限公司

DWK

WILO

COR-MHI变频多级泵

智能变频增压泵系列
E.SYBOX

•� 大扬程：65m� •� 大流量：7.2m³/h� •�入口尺寸：25mm

•�出口尺寸：25mm� •� 大吸程：8m� •� 大承压：8bar

•�防护等级：IPX4� •�重量：27kg

•�产品特点：意大利制造，紧凑，符合人体工程学， 多可以 4 台组合运行

•�应用领域：家庭生活用水，饮用水，家庭园艺灌溉

泵品牌

上海连成
(�集团�)�有限公司

QGL系列潜水贯流泵

戴博水泵
（青岛）有限公司

FLOWTECH CHINA
www.flowtechsh.com

同期展会期期期同同同 会会会会会会同期展会
智能供水设备

•�流量 Q： 大 750m³/h� •�扬程 H： 大 510m

•�功率 P： 大 400kW� •�液体温度：-5℃-40℃

•�低噪声，无污染，高效率� •�体积小，省空间，支持水平安装

•�材质可选范围广� •�含沙量≤350 克 / 每立方米

•�应用范围：景观喷泉、海水喷泉、高含沙量水质喷泉

•�精密铸造大流道、多形式叶轮，无堵塞、无卡阻

•�双组式机械轴封，防水性能佳，可靠有效的保护电机

•�外循环冷却系统和完备的监察保护装置保证水泵在 低水位安全运行

•�进口设有导流装置，水流顺畅，性能优越

•�自动耦合与井筒式安装，方便、快捷

•�领域：适用于市政工程、临时排涝、养殖渔业、景观用水、生活废污水

等各种排放系统

•�流量控制：再保障市政管网压力安全的前提下，调节进水流量同事保持

用户供水的持续安全

•�双向补偿：用水高峰期，可以弥补用户用水与市政进水的差量，正常供

水时，利用水泵出口压力进行蓄水

•�密闭保压：通过罐体内气体的压缩与释放，既能满足用户小流量用水，

避免水泵频繁启停，又使得供水再全密闭状态下完成，杜绝二次污染

威派格

ZWG稳压补偿式
无负压供水设备 排污供水系统

上海熊猫机械集团

•�控制方式：变频控制� •�安装场所：室内

•�环境温度：5~�40℃� •�扬程范围： 高�200m

•�输送介质：清水� •�流量范围： 大�900m³/h�

•�介质温度：0~�70℃� •� 大使用压力：25kgf/cm2

•� 小吸入压力：(�0.2kg�/cm2)� •�水泵组合台数：2~6 台�

•�电源：三相，220/380V，50Hz

NQ 无负压变频供水设备是由无负压装置和 NQ 恒压变频设备并联组成的，

( 泵之间通信 / 互动性好 ), 分为开式和闭式，开式流量调节器为不锈钢水箱�（称

箱式无负压设备），闭式流量调节器为不锈钢无负压罐（称罐式无负压设备）

上海中韩杜科泵业制造
有限公司

NQ管网叠压（无负压）
变频供水设备

始建于 1992 年，专注于城市供水安全系统设计，城市高层建筑供水技研发，

供水设备生产制造，智能水泵、智能电机的技术研发和生产，是国内唯一

同时具备设计、生产、安装资质的供水领域专业化集团公司。此产品采用

智能变频控制技术、停电后恢复自来水原有压力供水。设备根据用水情况

自动调节控制运行，无水锤、无冲击、磨损小，而且设备采用食品级不锈

钢制作，无腐蚀，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达三倍以上

青岛三利集团

无负压（无吸程）
管网增压稳流给水设备

主要产品为：6”、7”、8”、10”、12”铸铁深井水泵、6”、7”、8”、10”

的 304 不锈钢深井水泵、�6”、7”、8”、10”深井电机、立式多级泵、增压

机组、端吸离心泵、大流量深井泵、轴流式泵、地热泵、工业应用规范泵、

剖分式离心泵等。应用行业 / 领域 / 场景 : 农业 ,�工业 ,�消防 ,�建筑 ,�养殖 ,�

家用 ,�矿业 ,�喷泉….

VANSAN

水泵&潜水电机

U-FLO尤孚泵业

FVP 全不锈钢喷泉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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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露雅迩（上海）
商贸有限公司

空气净化器 

•�低档运行噪音仅29dB，完全不打扰您和家人的休息

•�圆角设计，保护孩子免受伤害。开门断电保护功能，保护孩子免受意外伤害

•�简约设计，仅有加减两个按键，避免复杂的操作，简单易用配有智能空气质

量模块，配合显示面板，室内空气质量让您轻松掌握

•�全新V�型滤网，增加滤网接触面积，更换方便同时可避免二次污染

•�此外新增单独挂载的活性炭滤网，更好去除气态污染物和装饰污染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匠人精髓�品质传承

从中共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融入“五位一体”的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到“史上 严”的治霾

总指南“大气十条”颁布实施，再到今年3月刚刚结束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的“蓝天保卫战”均说

明空气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由中国新风行业联盟鼎力支持的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旨在搭建专业的

空气净化&新风设备交流平台，助力行业新发展，吸引了业界众多知名展商，如：Blueair、爱迪

士、布朗、森德、托马仕、涡风、格瑞宁、三个爸爸、意菲尼、造梦者、霍尔、复荣、依瓦达、远

大、福莱施、爱品生、第五季、瑞博恩、六星、雅威、幸福森林、歌蓝铂顿、

SkyishAir、烨庆、纽诺、Healthway、万利达、奥摩尔、海克、腾亚、皓欧、艾吉

森、海顿、铁汉、森禾、瑞亚、欧伦、哈克、湿腾、名冠、爱达屋、利法纳、乐奇、

康风、宾姆、赛菲、企泰、奈兰、狄耐克、阳佑、净养、森尔、正合意等。触屏顶尖

环保科技、挖掘潜在商机！

北京信和洁能新能源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AAVI空气净化器

•�高端进口新风空气净化器

•�无滤网�自清洁�芬兰原装进口

•�高效净化PM0.0025�流感病毒

•�无滤网�无二次污染

•�新风净化�有氧呼

•�智能自清洁

•�高效去除甲醛

•�净化效率恒定不变

•�高效轻音

•�智能APP

三个爸爸

智氧新风机FA-N280

爱迪士（上海）室内
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一体式舒适节能方案专家������•�节能–�节约75%热水需要的能耗

•�智能–�aldes专属APP可随时调控

•�舒适舒心–�全天24小时热水，配合清爽空气，保卫家人健康

•�应用范围：该系统可应用于公寓、别墅、办公室、会议室，带来

��高品质健康的室内空气

T.Flow一体式
空气源热泵新风热水器

森德（中国）暖通
设备有限公司

•�时尚外观设计，小巧机身，高度仅为77cm

•�ABS机身外壳，超白钢化玻璃面板，多彩状态指示灯

•�内嵌NBSensor环境监测系统

•�五重纯物理过滤技术，进口3M高效HEPA滤网净化率高达99.95%以上

•�搭载瑞典原装进口CO2传感器、瑞典进口温湿度传感器、激光粉尘传感器

•�智能APP远程操控，实时显示家中空气质量

•�单向流、微正压系统，好空气吸进来，脏空气挤出去

康舒室酷

•�总体专利设计，镀锌板外壳，外观高档大方、方正

•�通向室内的两风口内置消音器，可减少噪声，室内不用单独

再接消音风管，既减少安装成本、还减少对室内装饰的破坏

•�康舒膜全热交换机芯可水洗，可重复使用，无更换周期

•�高效EC电机，风量无极可调，耗电低、节能

•�采用进口环保材料制成的消音器，宁静、绿色环保

空气净化器

广州幸福森林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全球首款原生态智能控制空气净化器�� •�根除醛苯97.6%�

•�生态负离子� •�杜绝二次污染

•�高效杀菌99.69%� •�除烟防过敏

•�智能调湿� •�移动远程操控

同期展会

AQUATECH 是全球著名的水行业先驱，由荷兰官方创建于半个世纪前的 1964 年。现如今已有 52 年的悠久

历史，数十载稳居世界第一品牌水展的荣耀地位。

52 年后的今天，AQUATECH 中国展在荷瑞会展十年的精心培育和引领下，增加了泵管阀、固废处置、废气处理、

空气净化、建筑给排水五大主题，已成功由水展衍生发展为覆盖整个环保领域的国际环保商贸平台的大格局。

全球环保人士更喜欢称呼她为�——�世界环保博览周，简称“世环会”。目前“世环会”已然成为环保领域世

界领先展会平台的代名词。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世界 具工匠精神的超大环保博览会平台

3200 家参展商 6.4 万展品 20 万平方米

2017 年 6 月 7 - 9 日

www.wietecchina.cn

环保资源平台

水展 泵管阀展 建筑水展 空气新风展固�•�废气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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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线路：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出口

1、上海虹桥站：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口出
2、上海火车站：地铁 4 号线或 3 号线至中山公园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口出
3、上海南站：地铁 3 号线至中山公园站，换乘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口出

距离虹桥机场仅 1.5 公里
浦东国际机场、虹桥机场 2 号线直达展馆

距离虹桥火车站仅 1.5 公里：

 电话：+86 21 67008888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www.cecsh.com

自驾车、出租车：

1、从上海市区：
（1）从延安高架、南部外环高速方向：嘉闵高架�-�建虹路出口 - 建虹路高架 -�盈港东路�-�国家会展中心南面
（2）从北翟高架、北部外环高速方向 :�嘉闵高架�-�崧泽高架�-�蟠龙路下匝道出口掉头或右转沿龙联路�-�国家会展中心北面

2、从长三角：
江苏、浙江方向客流可分别从 G50、G60、G2、G40 等高速汇集至 G15 沈海高速�-�崧泽高架�-�诸光路下匝道出口�-�国家
会展中心北面

3、如您驾车想从国家会展中心北面至南面，或从国家会展中心南面至北面，请沿国家会展中心外环路顺时针行驶（展会位
于展馆南面 5H,�6H,�7H 馆）
4、南广场停车入口：从嘉闵高架连接建虹高架下桥后，直开至前方诸光路路口掉头开至涞港路左转进入 18�号门或 21�号门

温馨提示：您可携带此交通指示图前往参观

国展馆交通馆馆交交交交交交交通通交交交交通馆馆交展馆交通 观展神器
大放送

微信公众号
环保资源平台

神器

神器

神器

官方微信公众号
“环保资源平台“
扫描左上方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
“环保资源平台”即可享以下福利：

◆�展会现场一键免费连WIFI

◆�下载观展神器--世环会APP（功能强大，详见下方解说↓↓↓）

◆�免费获取电子版会刊名录

◆�及时获取第一手展会/会议资讯

◆�快速预登记，获限量蓝牙耳机，还可预约免费来回观展专车哦

世环会APP

找展位小贴士

◆ 功能一：�根据展会找展馆，定位位置信息，清晰路线图导
引，快速准确锁定目标展。�

◆ 功能二：�依据展商名录呈现收藏展商信息，定制路线索引
报告，倾情定制专属观展攻略

◆ 功能三：点击会话按钮，即刻与感兴趣展商线上沟通，提升
观展效率�

◆ 更多功能：展会现场盛况精彩回顾、同期论坛会议录播等

只需5秒，

就可帮您现场精准找到展位哦！

�����世环会APP是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官方展览会信息服务和商务应用软件，通过简单的
操作界面实现客户端高效查询展会信息，产品、参展商等信息。

下载方式：
扫描上方二维码或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环保资源平台“，点击左下角”参观福利“，下
载APP就可以啦！

还在为展馆

   太大发愁？

快速找展位小贴士
展位号的组成：
馆号+楼层号+通道号+展位序号（如下图所示）

7号馆 2楼 4号门通道 10号展位

7. 2H  4  10
）

位

例：7.2H410�即7号馆+2楼（16米层）+4号门通道+
第10号展位。

请您关注“环保资源平台”微信公众号，下载“世环会
APP”，点击”展商名录“功能，快速锁定目标展位。

注：每个展馆的展位序号，越靠近1-9号门，展位序号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