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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关于我们

BUILDEX CHINA上海国际建筑水展是

世环会重要的展览板块，和500余家针对建

筑体的饮水管道系统、生活热水和暖通系

统、建筑排水系统、海绵城市系统等国内外

领军企业达成合作，6000余件给排水和热

水暖通 新、 全展品齐亮相，高峰论坛、

行业会议、采购对接会轮番登场，串联起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为业内人士提供一个广阔

的技术交流与商贸平台。

管道系统主题展区

中国水管第一展，品牌管道商参与数 多的展会！

作为该展明星展区，已吸收数百家品牌管道商倾情

参与，不锈钢水管、铜水管、PP-R水管、复合型

水管等国内外各类管道一应俱全。

五大亮点

海绵城市主题展区

排水系统主题展区

雨水收集和排放的产品、技术、服务企业集中展

示，国内外知名企业带来先进技术及系统解决方

案，更有海绵城市高峰论坛与之互动，观众可全方

位了解海绵城市的发展和成果。

紧跟中央及各地环保政策而设的环保排水展区，行

业众多一线品牌集中展示，加上餐厨油水分离器专

题论坛，让观众认知到国内环保、节水的新概念。

360°水、暖、风行业
旗舰展

部
分
参
展
品
牌

供需双方，强势对接

数十场高峰论坛、
行业会议、采购对接会

6000余件给排水和
热水暖通最新最全展品

  和国际航母级水展
“上海国际水展”同馆举行

展品范围
• 金属管材与管件

• 塑料管材与管件

• 海绵城市系统

• 虹吸排水系统

• 屋面雨水排放系统

• 污水提升设备

• 油水分离设备

• 水加热设备

• 热水器

• 锅炉

• 太阳能热水系统

• 配套产品及周边附件• 配

排
序
不
分
先
后

1

2

3

4

5

先看抢



第三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洁能杯”餐厨油水分离器
专题论坛2018

是否苦于接头不上大牌装修企业的关键人？

舒适、绿色、智能、互联网……如何无缝对接装修行业新事物、新需求？

新材料、新技术如何应用于新家居时代？

是否迷茫于装修行业的发展趋势？

一场专注于家装工装行业资源对接和市场策略分享的盛会已经启动！

   围绕国内装修行业的现状和变化走向，邀请装修装饰行业大咖、机构团体领

导、暖通和材料厂商代表、建筑设计师和地产商代表等汇聚一堂，交流、碰撞、

嫁接，旨在探讨新家居时代装修装饰行业该如何破局发展，展示近年来装修装饰

在设计革新、材料革新、施工革新、设备革新等方面的成果和痛点，搭建一个让

供应商与采购方零距离接触、思维碰撞与交锋的平台，亦为您提供一个推广品

牌、对接上下游资源和获取潜在交易机会的绝佳平台！

      诚邀行业大咖汇聚一堂，精英论道，共赴一场思维激辩的盛宴！

论坛背景 主办单位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论坛聚焦

直击传统家装痛点，得供应链者得天下

新家居时代企业如何实现转型和优化

新设计、新材料、新设备的实际使用案例解析

如何借势互联网装修的服务新生态链

行业大咖高峰论坛

目前，我国污水排放的环保执法力度已经从大型污染排

放企业普及到食品加工和餐饮企业。各地的法律法规对餐厨

油脂问题从严，上海市97号令《上海市餐厨废弃油脂处理管

理办法》中明确提出，餐饮服务单位必须安装符合要求的油

水分离器。新设立的餐饮服务单位未按照要求安装油水分离

器的，食品药品监督部门不予核发餐饮服务许可证。

油水分离器制造企业和经销商该如何以政策导向，启迪

产业发展新思路，把握时机，积极推广自身品牌和产品，同

时提高环境质量，助力环保事业发展！

论坛背景

论坛聚焦

 食品安全卫生行业概况、进入上海的油水分离企业资质
和产品准入标准

油水分离排放政策及标准解读

 餐厨废弃物处理难点、盲点及对策分析

 油水分离器的实际使用案例解析

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技术与模式

5月31日

www.buildex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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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上海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广州洁能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凯瑟尔（天津）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得供应链者得天下

6月1日

专注于环保排水
第三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餐厨油水分离器专题论坛2018
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暨海绵城市高峰论坛
全球项目对接会/装修装饰采购洽谈会

第三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

高端会议高端会议高端会议



更多详情关注公众号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在政策推动下，我国正加紧海绵城市的建

设，打造会呼吸的城市，完善水处理系统建

设。据统计，到2020年海绵城市累计投资规

模有望达到1.9万亿元，发展空间巨大。

2017届海绵城市规划与建设案例分析论

坛，得到各大设计院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业内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助推我国海绵城

市建设重要元素之一。2018年的高峰论坛将

延续前三届论坛的经验，更好地贯彻中央城镇

化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构

筑城市的海绵 “弹性”系统。预计这次论坛将再

次对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海绵城市建设工

作带来积极的影响。

论坛背景 论坛聚焦

 深度解读“上海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上海市中心城及新建区、改造区建设计划分析

 海绵城市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

 国内外知名企业带来先进技术及系统解决方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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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暨海绵城市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

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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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

全球项目对接会/装修装饰采购洽谈会

6月1日

以一对一面谈的形式，为莅临现场的买家

甄选和推荐优质供应商，也帮助展商与目标买

家进行高效的会面沟通，更在现场由专人带领

买家采购团队进行VIP Tour服务，精准定位目

标展商。

5月31日-6月1日

2018净水产品与技术创新应用大会

中国智慧水务产业高峰会议

2018长三角高品质供水高端论坛

“水”整合解决方案论坛(IAS2018)

更多同期
会议一览
更多同期
会议一览

智能水中心
——通过水创新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中关村在线双净峰会

2018上海国际IAQ产业化技术论坛会
暨空净新风行业硕博论坛

观众可致电021-33231455提出采购需求，

主办方将为其度身配对供应商，纳入现场项目对

接会中，并提供VIP买家服务，让您更有目的、更

高效率地寻找到合适的设备与技术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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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取水插座，一插即可
就这么简单

快速取水插座

6.2H502玉环县豪立信铜业有限公司

SharkBite PEX管

6.2H482Reliance Worldwide Corporation

德国KESSEL总部位于德国巴伐
利亚州的伦廷城，自创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建筑排水产品的设
计、开发、生产及销售，在油脂

分离器、全密闭污水提升泵站、PE检查井、止回阀、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系统等
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被业内称之为“来自德国的排水专家”。

止回阀

6.2H641凯瑟尔（天津）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可有效防止产生心脏病和阿尔
兹海默症；SharkBite PEX管
在干燥或潮湿的环境下都可安
装；具有良好的耐氯性；防冻
裂，能在管内水冻结和融化时
膨胀伸缩；具有灵活性。

KD路缘石排水沟

6.2H710亚科排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KerbDrain路缘石排水
沟，一体成型结构，
可代替传统路缘石，
具有线性排水功能。

新品推荐
新
品
新
品

新
品
新
品

新
品
新
品

新
品
新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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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饮水管道系统健康饮水管道系统

展品推荐

浙江伟星新型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伟星F-PPR水管

伟星F-PPR给水管持有中间复合增强层，相比普通PP-R管性能上有很大的

升级，是家装水管的理想产品。

广州美亚股份有限公司

薄壁不锈钢水管及管件
• “美亚”牌薄壁不锈钢管及母材采用国内外品牌大钢厂（如：宁波宝新、山

西太钢等）原轧一级原材料生产，绝不使用回收料

• 选用行业中先进的ERP系统，落实由原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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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耐腐蚀、施工简洁快速、不漏水、管用70年

• 改善因水管材质问题而引起的管道二次污染问题

www.mayer.cn
6.2H412

www.china-pipes.com
6.2H541

Reliance Worldwide Corporation

欧博诺（中国）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SharkBite
全屋住宅管道系统

所有SharkBite管件都由无铅耐脱锌黄铜制成，符合ASSE 1061抗脱锌材料要

求；SharkBite连接系统可与紫铜管，CPVC管，PEX管和PE-RT管连接；

SharkBite提供25年质保；在使用SharkBite管件时，无需胶合、焊接和其他

辅助工具，方便快捷；SharkBite管件在安装后可旋转，在狭小的空间内更易

安装；经认证，可直埋墙内或地下，不需要预留维修口；经认证，管件的

高使用温度是200℉（93℃）， 大使用压力是200psi；经NSR/ANSI 61和

ASSE 1061认证，产品可用于饮用水和热水供暖系统。

SharkBite PEX管在连接过程中无需胶水，焊接或溶剂，可有效防止产生心脏

病和阿尔兹海默症；SharkBite PEX管在干燥或潮湿的环境下都可安装；具有

良好的耐氯性；防冻裂，能在管内水冻结和融化时膨胀伸缩；具有灵活性。

www.SharkBite.com     www.SharkBite.cn
6.2H482

德国洁水

管道系统

艾碧匹（上海）流体
控制有限公司

班尼戈
住宅管路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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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conexbanninger.cn
6.2H432

www.aqua-scie.com.cn
6.2H442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公元优家PP-R
给水管材管件

• 抗菌作用强，经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对大肠

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率达到99%

以上

山东金润德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芬陀利华

速接式不锈钢管件

该型管件采用304不锈钢制作，独特的锯牙设计不需连接工具，即可获得

极强的机械强度和耐震性能；分散式双三元乙丙橡胶在高温、高压下，具

备良好的延伸和压缩性能，保证密封性能不漏水。

www.jrd.xin
6.2H721

www.era.com.cn
6.2H637

德国阔盛

生活饮用水管（PP-R管道）

• 符合欧洲饮用水标准

• 铜管件采用高品质黄铜，无镀镍，耐腐蚀性强

• 无色无味，热熔无刺激性气味                • 耐腐性好

• 耐温耐压性强                                     • 管道阻力小，不结垢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卡凸式薄壁不锈钢管

卡凸式薄壁不锈钢管道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国家发明专利技术产品，

它具有抗拉拔能力强、安装便捷、经济耐用、安全可靠、改装灵活、更能

适应死角、管道井中安装施工，高层建筑无需二次供水（承压高）、一

“布”到位等显著优点：

• 安装通径小

• 抗拉拔能力强

• 方便拆卸和改装

• 可重复拆卸，而显经济

• 安全可靠，与建筑物等寿命

www.cnzjzk.com
6.2H701

www.aquatherm.cc
6.2H452

霍尼韦尔管道
（中国）运营商

PP-R 家装管

• Honeywell 技术——采用 Honeywell 技术特性材料，解决 PP-R 管普遍

存在的透光导致滋生细菌等一系列问题

• 优质原料 耐温耐压——采用绿色环保北欧化工(Borealis) 原材料，流动阻

力小，不易结垢，避免水质二次污染；耐高温和耐压性能优异，瞬间温度

可达 110℃ 

• 健康环保——采用高品质 HPb59 优质黄铜，铅含量低于国标更健康；不

电镀更环保

• 独特设计——塑料和铜件结合部位采用 6 道燕尾钩槽 + 3 道阻水槽 + 1 

道散力槽 + 1 道高压防渗槽 + 8 个同心止滑爪；扭距大于40N•m，无破

裂、不渗漏

深圳市民乐管业有限公司

快接式不锈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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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zminle.com
6.2H401

www.honeywellpipes.com
6.2H7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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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用长效缓释的无菌纳米抗菌成分，在整个管道使用寿命期间都可以保

持良好的抗菌，防霉性能保持用水安全

• 产品导热系数仅为金属管的二百分之一，用于热水管保温节能效果极

佳。100％优质进口原料，与先进工艺完美结合，管材管件同质热熔连接

融为一体，杜绝渗漏

• 韧性好，耐热和抗蠕变性强，在正常的压力和温度下使用，使用寿命可

达50年

展品推荐展品推荐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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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环式连接管件
内外涂塑精密钢管

• 由传统衬塑方式转为喷涂，增加了涂层的附着力和抗水流冲击力

• 连接方式简单快捷，节省了人工成本，避免了套丝，焊接等繁琐的操作，

人工成本的上涨，促进了快捷连接施工技术的发展

• 增加了密封面积，避免了水流和连接部位的直接接触，减少了管材连接部

位对水质的污染

• 采用卡环式连接，增加了管道的抗拉拔能力，是同种管材的2.2倍

• 管道耗材仅为传统连接方式管道的1/2，节约材料成本

浙江铭仕不锈钢有限公司

环压式不锈钢管材、管件

浙江铭仕不锈钢有限公司是铭仕集团独立子公司，以不锈钢管道生产为

主，产品主要向建筑中高端领域和特种管道行业发展。公司技术骨干具有

10年以上的压接式管件研发和制造经验，在原有压接技术的基础上，开发

引进了新一代压接技术—环压式连接技术，专业生产环压式不锈钢管材、

管件。

www.mingshi-group.com
6.2H718 www.chinaglhy.com

6.2H617 

德国瑞好

瑞好
RAUFUSION ®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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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好全系列给排水产品，覆盖舒适高端等多个档次，可满足不同层次与工

程类型，敬请莅临瑞好展位咨询。

设源技术株式会社

DRP-JOINT

• Dual Ring Press (Metal, Rubber) 

• KS D 3595, 3576 

• STS 304, 316L

• EDPM, FKM, NBR  o-ring

• ½ ~ 4 inches

• Hot and Cold Water

• Endures over 300 Bar(30Mpa)

• Copper, Copper-Nickel Fitting 

www.srjoint.co.kr
6.2H515

www.rehau.com
6.2H749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
系统有限公司

塑料管路系统

GF管路系统是世界知名的高品质塑料管路系统制造商，拥有150年的管路

系统产品生产经验和50多年的塑料管路系统产品研发技术，无论是七星级

酒店项目还是豪华游轮项目均选用GF管路系统产品。

上海天力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PP-R管道

• 无毒、无锈蚀，永不结垢，符合GB/T17219-1998生活饮用水标准

• 耐高温，管道输送的水温 高可达95℃；耐高压，常温下耐试验压力可达

32如a以上

• 采用热熔连接技术，管材及管件同质熔化为一体，没有可拆卸的卡套或卡

压式接头，安全可靠、永不渗漏

• 重量轻，比重仅为钢管的八分之一，易于安装、搬运及连接，节省劳动力

成本

• 保温节能佳，热导率仅为钢管的二百分之一

• 耐腐蚀，可有效防止水或化学物质中的离子对管道内，外的腐蚀作用

• 内壁光滑，系统压力损失小,水流速度快

• 弹性模量较小，因温度变化产生的膨胀力也较小，可用于嵌墙和地坪面下

直埋暗数方式

www.teilei.com
6.2H711

www.gfps.com
6.2H555

 台州巨力工具有限公司

充电式管件压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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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微朗

PP-R管道系统

• 100% 原装进口

• 100年品质承诺

• 符合欧美饮用水严苛的标准

• 采用CW617N环保铜件，无毒无重金属

• 采用食品级原料，放心饮用

• 具备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权威认证

• 耐高温，耐低温，耐高压，耐腐蚀

• 保温性能好，隔音效果佳

www.pestan.cn
6.2H655

www.zuppertools.com
6.2H645

浙江天力久田管业有限公司

承插焊接式
不锈钢水管及管件

• 卫生健康：选材讲究，采用304L、316L不锈钢，符合饮用水标准。不锈钢

管道内壁光滑，不易产生水垢 

• 经久耐用：不锈钢水管在高温高压下仍能保持优越的性能，使用寿命长 

• 连接可靠：不锈钢管安装连接可靠，安装好后基本不需要维护，大大节省

了维护的成本 

• 经济实用：不锈钢管性价比高，既有优越的性能，又有亲民的价格

• 使用范围广：铜管可广泛的应用于建筑的冷热给水管道、直饮水、医疗气

体管道、燃气、制冷等多种管道系统

德国海未

PP-R管道系统

德国Heimweh PP-R管道系统，通过特殊工艺生产出绿色全塑料管材及管

件，帮助PPR取代金属管道，走上历史舞台。20多年来，这一管道系统已

在全球各应用中显示了它出色的技术适用性，并且被各界专家公认为用途

广泛质量 上乘的塑料管道系统。其产品采用黄铜管件，无镍铬，符合

欧洲饮用水标准。铜管件采用无铅环保铜，与普通黄铜相比具有更高的耐

腐蚀性。无色无味，热熔时不产生刺激性气味。耐腐性极佳，对水中的所

有离子和建筑物内化学物质不起化学作用。同时拥有卓越的耐温耐压性，

其管道阻力小，不结垢。

www.heimwehplast.com
6.2H565 www.koten.com.cn

6.2H513

扬州保格利洁净科技有限公司

SP-F不锈钢覆塑管道系统

SP-F不锈钢覆塑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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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BQ

PP-R管道系统

德国BQ管道，100%德国原装进口，

金属管件均采用无铅黄铜，不含重金

属，环保健康，使用放心。

www.bq-rohrsysteme.cn
6.2H551

www.boglkj.com
6.2H533

苏州快捷通建筑
科技有限公司

PB给水管道系统

• 装配式给水，直插式接头，节省工效70%

• PB聚丁烯材料制作，不结水垢，抗菌耐腐蚀，防止管道二次污染

• 双层套管，可更换设计，修护便捷，再也无需敲墙砸地破坏装修

• 盘管结构，长度100~300米，施工无损耗，运输更便捷

• 更耐温：PB耐温区间零下30℃~110℃，传统PPR仅为0℃~70摄氏度

• 更耐压：PB可耐压4.8MPa,传统PPR少于2MPa

www.kjt-pipe.com
6.2H545

展品推荐展品推荐www.buildexchina.com.cn 展品推荐

国琳（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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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TRINX君得

生活用水管道系统

无论采用明管还是暗埋安装，无论是实

心砖墙，轻质墙还是预制墙：借助TrinX

君得生活用水管道系统，您始终能够找

到 适宜的解决方案。TrinX君得铝塑复

合管和PE-X交联聚乙烯管都可以配合符

合德国 新饮用水标准的CW617N铜配

件来安装安全卫生的生活用水系统。

www.ivt-trinx.com
6.2H651

德国肯森

LBP压接管道系统

LBP压接系统是一套现代的，完整的家庭

给水产品系统。它包含带铝层的多层管

和压接配件，使用全新卡压方法连接。

作为第四代全新给水管道系统产品，具

有快速、简单安装；健康环保安全；适

用范围广；自由决定布管方式；使用年

限大于100年等特点；并创造行业三“0

“标准：材料“0”添加；水质“0“污染；压接”0“漏水；是高品质社会精英家庭

健康给水生活的首选产品。

德国贝肯

PPR热水管
PPR铜丝管件

www.k-aqua.com.cn
6.2H661 

www.kan-therm.cn
6.2H462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P-HM波纹管

• 产品主要用全新高模量专用PP料生产，如北欧化工或巴塞尔专用料，故

产品的机械物理综合性能特优

• 耐化学稳定性和腐蚀性卓越

• 环刚度高：可达SN12.5等级。管材刚性大，抵御外部压力强

• 应用口径范围大：PP波纹管管径 大可达到1.8米

• 耐老化、寿命长：可承受存放和施工过程中太阳直射，在PH1.5 - 1.4的

土壤中使用，在30℃以下使用，使用寿命可达100年以上

• 耐磨性能优异：更利于带泥沙的雨水或污水排放

• 产品的周期成本低：是同类产品的50% 以下

欧洲威文

PP-R管道系统

欧洲威文管道是全球管道领导品牌，至今七年蝉联Crian欧洲塑料管道排

行榜首，欧洲威文管道系列产品包括：

www.wavin.cc
6.2H661

www.goody.com.cn
6.2H521

意大利迪达

管道系统
佛山市南海区瑞进

不锈钢实业有限公司

薄壁不锈钢管道
-锁扩式连接技术

• 该连接处具有一定的柔性，允许管材与管件轴线形成一定的摆角（5°以

内），在有震动和地质沉降的环境下，仍然能确保管道系统的连接安全

可靠

• 本系统完全避免了凹槽、卡压等方式连接时，在结合处形成一定径向收

缩而产生的水头阻力问题，提高了介质输送的效率，达到节能的效果

• 本连接可应用于具有一定负压的场合，系统测试在0.2MPa负压时密封良

好，可适应于真空排水及虹吸排水系统设计

www.fsrjbxg.cn
6.2H601

www.didagy.cn
6.2H561

德国安德龙

管道系统上海永占管业有限公司

薄壁不锈钢管材、管件

不锈钢管道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焊接时的处理和焊接后的处理。气体保

护焊、去除回火色、固溶处理、钝化处理都是防止焊缝腐蚀的管件工艺。

永占管业有限公司严格按照不锈钢生产和加工的必须工艺加工产品，以维

护客户的根本利益，提升客户所购买产品的使用价值。

www.shyongzhan.com
6.2H517

www.djkjsh.com
6.2H665

广东堭基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超能A6系列

• 耐高温、耐高压：在热水82oC，0.4Mpa压力下可长期使用。短期高压

达6Mpa

• 易操作、灵活性 ：2秒直插，快速安装。随意360度旋转，即使在狭窄

空间也能操作自如

• 多功能、通水量大：可接驳符合国标的CPVC、PP-R、PERT、紫铜管等

管道连接。杜绝堵塞 

• 耐老化、抗紫外线：CPVC具有较强的抗紫外线能力，可长期在户外使

用，经得起考验 

德国高勒

PPR管材、管件

• 卫生性--采用北欧化工食品级原材料，欧洲标准环保铜，无镍铬，卫生

性能优越

• 稳定性--采用热熔连接方式，热熔时无色无味。热熔后不渗漏，热稳定

性、抗冲击性、环境兼容性高

• 耐用性--耐腐蚀、耐磨损、耐温耐压性能卓越。光洁、不结垢、流体阻

力小、隔热隔音效果更优

www.glorypipe.com
6.2H631

www.gdhuangji.com
6.2H531

英国柏可威

PP-R管道系统

柏可威高端PPR管材管件选用国际 先进设备，引进欧洲 先进工艺技

术，生产高效低耗，产品品质稳定。同时柏可威公司拥有先进，高端，完

备的实验设备，为产品品质严格把关。柏可威PP-R产品采用行业 高性能

的北欧化工原料生产，管道管件热熔时，无色无味，不产生刺激性气味，

管件采用锥形设计，比常规产品承压20%以上，具有更安全和合理性，铜

件采用欧标的62抗脱锌环保铜，不经过表面处理，每个20的内丝重量达到

53克以上，以保证柏可威产品的耐压耐高温性能！

www.bokewei.com.cn
6.2H657

• 德国原装管道系统

• UD隔温技术

• 热熔无色无味完美合一

• 符合严苛的欧盟饮用水标准

• 超高防爆压力，超强耐温耐压性能

• 采用W-1欧标铜，更环保，更坚固

• HD高分子交联技术，自洁防苔

• 耐腐蚀性强，铜水隔离更环保更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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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部分老化问题，大大延长了使用寿命。

德国弗沃德

PP-R管道系统

www.germanypipe.com
6.2H535

• 100% 北欧化工原料，拥有多项原料生产专利，是国际知名化工原料供应商。

材料纯净度极高，拥有良好的热熔和焊接特点

• 专利设计，不透光性更好，不易滋生细菌。制作严谨，尺寸规范，水流阻力小

• PPR铜件采用抗脱锌黄铜，不会生锈，避免金属离子对水质的污染。韧性好，

不会出现冲击开裂的情况

贝肯是全球知名高端管道品牌，也是德国 早研发PPR管道的生产商之

一，秉承德国一贯的高标准，高要求，贝肯产品优势包括：

• 北欧化工食品级PPR原料，卫生环保

• 欧标环保铜螺纹配件，国际 高标准62铜

• 巴顿菲尔德高端生产设备，技术遥遥领先

• 管道耐腐蚀、耐温、耐压，性能卓越

• 热熔连接，同质一体化融合，安装简单易操作

• 管道质量轻，搬运、施工更便捷

• 威文PPR管道系统，适用于生活冷热水系统，巴塞尔原料，规格自

16mm-125mm

• 威文PP-RCT管道系统，适用更高标准冷热水系统，使用年限更长，PN

值为22，耐温耐压性能更好

• 威文稳态PPR复合管，适用于采暖系统，铝塑复合结构阻绝氧气，线性

膨胀系数低于普通管3倍

• 威文玄武岩纤维复合管，全球首创玄武岩纤维复合技术，耐温耐压能力

提高50%，耐高温高达90℃

展品推荐展品推荐www.buildexchina.com.cn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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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阳光川上管道有限公司

热熔式覆塑金属水管

热熔式覆塑金属水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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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正鑫管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材管件

产品主要用于城镇住宅、公共建设、

旅游设施的建筑、给水排水、直接饮

水、自来水管网、供气、工业设施等领域。公司引进了QS9000生产管理

系统，通过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在公司全体人员的努力下，公

司已具备年产不锈钢管件100万件、不锈钢管材1000吨、年产值上亿的生

产能力。在双卡压一系、二系及承插式、沟槽式管件热销国内同时成功打

入欧美市场并客源稳定。

www.zxguanye.com
6.2H605

www.shuiguan.cn
6.2H572

青岛宏泰铜业有限公司

铜水管

耀特管业（台州）有限公司

快插式紫铜水管

• 整体制造，精密度高

• 产品厚度尺寸公差为0.01毫米

• 选用无缝紫铜管为原料，进冷挤压工艺制作，免焊接

• 产品稳定性高， 大工作压力80KG， 大爆破压力150KG；纯度材质 

保证品质

• 产品99.9% 的TP2脱氧紫铜为原材料，保证材料的唯一性

• 不添加任何化学成分，拥有持久性的杀菌功能

• 健康环保，可二次利用特殊密封 安全可靠

• 密封圈采用美国航天技术专用EPDM材料O型圈

www.swsjkaqgd.com
6.2H623

www.hongtai-copper.com
6.2H570

意大利普力斯道

管道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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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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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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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eller Industries, Inc. 

铜管 • 管道工程系列

Streamline铜管确立了管道工程行业的质

量、一致性和服务标准。我们的铜管产

品可适应绝大部分管道（供水、供气）

和DWV（排水、排渣与排气）应用条

件，我们提供Streamline铜管型号包括K

型、L型、M型和DWV产品。每根管道上都刻有编码和颜色代码，能够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便于识别。我们的生产制造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一直以

来我们秉持的质量承诺，使得Streamline铜管成为行业首选的专业品牌。

www.muellerindustries.com
6.2H635

www.plastofer.net
6.2H563

浙江康帕斯
管道技术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道系统

作为一家专注于整体化金属管道

生产、研发、销售、施工的跨国

性公司能够为你提供更专业的薄

壁不锈钢管解决方案是我们一直

的追求。

台州市同享管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材、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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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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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oyue.com.cn
6.2H503

www.airpipe.com.cn
6.2H613

广东长骏宝管业
科技有限公司

环套式薄壁
不锈钢水管

• 施工工具简单，只需切管刀、扳手、凸环机，即学即会

• 安装方便快捷，承压可达100公斤，超强密封性，优异的抗压防震性能

• 管材管件采用活接形式，方便拆卸改装

• 管件可重复使用，更环保经济

• 优质达标304/316材质制造，安全卫生，坚固耐用，使用寿命可达70年

以上

www.junbaokeji.com 
6.2H633

浙江优尼帕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结构智能
防渗除湿系统

结构智能防渗除湿系统由中央控制器、显示终端、正极超导线、负极金属

棒等部分组成，超导线预埋在地下和墙体内，负极金属棒埋在室外。当系

统工作时，水分子分解成正负离子，由正极向负极移动，是室内墙面和地

面保持干燥，当地面或墙体传感器检测到湿度数据与原来设定值有偏差

时，输出信号给控制器，控制器切换到工作模式；当达到设定值时，控制

器停止工作。

日本百富士

智能中央热水器

百富士所研发的大流量智能中央热水器， 大升数可达到50升，单台热水

器1小时即可提供3000升源源不断的热水；灌满300升的浴缸， 快仅需6

分钟；可满足6个冲凉房同时使用热水，让您感受如同置身热带雨林中淋

雨般的超大水量。

PURPOSE百富士致力于创造优质的产品和领先的节能技术，主要零部件均

为自主研发生产，从铸造到冲压，采用机器人全自动生产线一体化成形，

误差值≤0.01mm，避免了人手组装造成的差距。每台机器落地前均需接

受历时三个月的严格检验，品质更安全，使用更安心。

www.purpose-china.com
6.2H750 

www.unipa.cn
6.2H761

江苏贺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德国默哈弗
采暖智能控制系统

德国品质，质保5年，设计时尚，精确控

制，系统更便捷、更安全、更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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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maincor.cn
6.2H553

宏泰专注铜水管生产始于1993年，引进国际一流的生产及检测设备，严格执

行国家质量标准控制，并参与起草和制定了《无缝铜水管和铜气管》国家标

准。宏泰铜水管通过医学院检验合格，符合饮用水卫生安全要求，公司先后

被评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铜管材十强企业等荣誉称号。

宏泰铜水管的优势：

• 天然杀菌和抑菌能力             • 优良的物理性能

• 优秀的耐腐蚀性                   • 性价比高

• 绿色环保                            • 使用寿命长

温州钜源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道系统
www.wzjuyuan.com
6.2H525

www.buildexchina.com.cn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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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保利管业
（江苏）有限公司

PE-Xc无接头水管

• 无接头，一管到底，永不漏水

• 采用辐射交联技术，国内领先

• 无需热熔，独特的冷扩滑紧技术

• 并联工艺，分路供水，水压均衡，出水量大

• 质保五十年，使用温度范围-70°至110°

• 达到纯净水输送标准

英国欧琈

承插式侧密封丝扣
连接螺旋不锈钢软管

我公司是首家采用螺旋管连接技术，拥有 佳的知识产权与技术，管材管

件全部采用304及超低碳不锈钢材料制成的。欧琈不锈钢专用快装管件的

连接方法非常简便而且可靠，采用三元乙丙密封垫圈，永不老化，彻底地

解决了传统管的漏水事故。

充分应用 先进的螺旋管连接技术的，在安装过程中管路易弯曲，使您在

放置安装时，更方便、更快捷、更安全、更经济。

欧琈的连接技术可为管道、管件建立永久性的密封连接。与现有技术相

比，具有操作简单、密封性好、紧固性强、经久耐用及应用广泛等特点。

www.aophchina.com
6.2H671

www.sjlaibaoli.com
6.2H680 

德国洛柯尼

石墨烯地暖管

• 速热 导热系数高，其导热系数是传统的PE-RT管材的2倍

• 散热效率提高46% 以上，比普通地暖管材散热效率提高46% 以上

• 节能--暖房快，由于导热系数高，散热快，比普通地暖管材平均节能25%

左右

• 管材无需清洗，结构性阻氧、抗紫外线，不滋生微生物，因此，管材无需

清洗

• 热熔连接--安装方便，具备了PE-RT热熔连接的性能，易弯曲，易施工，

弯曲后不反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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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低温环境下施工，无需对管材预热，施工方便

• 吸收甲醛等有害气体，抗辐射，还可吸收甲醛等有害气体，更加安全健

康，是家庭采暖的理想管材

• 强度高 耐磨 寿命高达60年，强度高，耐磨，管材均质性好，性能稳定，

抗蠕变性好。使用寿命高达60年

玉环县金铼铜业有限公司

卡压式管件 • 管道

www.yuhechina.com
6.2H527 www.rokni-ger.com

6.2H580

玉环县红日阀门有限公司

南鲸豚智能防漏阀V600

南鲸豚智能防漏阀通过专利技术，实现

定时防微漏，定量防大漏，彻底解决误

报警，保障正常生活用水更舒心，大量

临时用水都随心，24小时全屋中央防漏

水，内置锂电池可持续工作10年，产品

质保10年，质保期内只换不修，由于产

品技术原因发生的事故，均有南鲸豚负

责，并且和中国平安保险合作，单笔事

故赔偿高达20万元。

安徽康源不锈钢
管业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件、管材

康源管业选用进口304、304L、316、316L系列不锈钢材料，引进德国、

日本技术，生产德标单卡压式、日标双卡压式等不锈钢管件、管材。以

304不锈钢水管为例，其抗拉强度是铜管的3倍、PPR管的8-10倍。优秀的

综合性能，使得不锈钢水管可以与建筑物同寿命。安全无毒、无腐蚀、无

渗出的不锈钢水管，从医疗、食品等行业走向供水和家庭，是水管行业的

一场革命，可以确保我们喝上健康、放心的水源。

www.ahkangyuan.cn
6.2H616

www.nanjingtun.com
6.2H647

上海天阳钢管有限公司

不锈钢复合水管

天阳不锈钢复合水管以天津友发优质镀锌钢管为战略基材，直饮水级不锈

钢管为内衬，使用天阳自主研发的 新一代复合管设备，经精密冷拔和高

精度冷滚压复合而成。致力于打造20年健康饮用水管道系统。

产品特点：

• 不生垢、不结瘤、耐腐蚀、能耐弱酸腐蚀

• 可以焊接、可以法兰连接、可以螺纹连接、可以沟槽连接

• 耐高温，可输送热水、沸水、蒸气

• 低温脆性好，膨胀系数小

• 内壁光滑，流体流动阻力小

• 卫生性能好，可输送净水

• 外覆层防腐可靠

玉环捷力特工具有限公司

电动液压工具

www.jielitetools.net
6.2H611

www.tygg-group.com
6.2H573

广东益家管业有限公司

益家快捷管

益家快捷管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连接方式（已获多项国家专利），能快速安

装的家装水管。管件连接用我们自制的三槽芯棒（3个德国进口密封O型

圈）作密封性连接，再利用螺纹式连接作为固定，突破了传统水管连接方

式。此方式可承受60公斤水压。安装方便快捷，无需专用工具，只需轻松

一插一扭，即可安装到位，省时省心，可拆可装，可回收，综合成本低,是

目前性价比 高的家装品牌。

www.yijiapipe.com
6.2H682

温州国乐不锈钢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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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锈钢管材按用途可分为油井管（套管、油管及钻杆等）、管线管、锅炉

管、机械结构管、液压支柱管、气瓶管、地质管、化工用管（高压化肥

管、石油裂化管）和船舶用管等。

江苏绿源不锈钢管业
科技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材管件

• 管材绿色健康，无二次污染

• 节约水资源，降低热能损耗

• 使用寿命长，经济实用

• 绿源牌饮水用不锈钢双卡压式管件在德国卡压式技术基础上进行了技术

创新，目前可广泛应用于冷热水、直饮水、供暖、供气及消防喷淋系统

等民用行业和医疗、饮料、视频、酿造、电力、化工等工业行业

6.2H501
www.guolebxg.com
6.2H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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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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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品推荐展品推荐www.buildexchina.com.cn 展品推荐

河北日泰新型管材有限公司

PE-RT管材

日泰PE-RT管材在满足工程使用规范的情况下，根据客户产品多样化需求，

可提供PE-RT本色、桔红、瓷白三个色系。所有管材采用韩国LG化学及韩

国SK化学的原料进行生产。

产品执行标准：GB/T 28799.2-2012《冷热水用耐热聚乙烯（PE-RT）管

道系统》

www.ritai.net
6.2H8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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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市 店口区

德州大丰玻璃钢
制品有限公司

SMC组合式水箱

• SMC组合式水箱是由SMC复合材料组成

• 采用食品级树脂，因此水质好，清洁无污染

• 具有强度高，重量轻，耐腐蚀，外型美观，使用寿命长，保养管理方便

等特点；增加了抗震、抗冲击的强度，克服了手糊制品制品强度不均匀

的缺陷，提高了耐压强度和使用寿命

• 在外型设计上，板块中央呈外凸弧度，提高了水箱的承压能力，同时板

块四周设有45°和90°的连接边，组装时不用边角连接件，更具有柔韧性

和灵活性

www.sddfsx.com
6.2H673

高博卫浴有限公司

净水前置过滤器

主体617欧标环保低铅黄铜阀头，90微米高密度网膜，滤除肉眼可见的颗

粒杂质。SUS316食品级不锈钢滤网，耐磨防腐蚀可有效阻挡微生物残骸、

铁锈、沙泥等。ppr选用热熔连接选用进口材料铸造，操作方便、气密性

好、接口强度高。排污阀密封性好，拒绝漏水现象。进口PC改性透明罩，

超高耐压性能，使用寿命长，效果直观。3T/H大流量出水，家用进水口必

备产品。

www.gaobogroup.com
6.2H575

浙江旗鱼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装配式抗震支吊架

主要应用于给排水、消防、暖通、空调、电气等机电安装专业，发生地震

时将水平力传递至建筑结构上，保障各专业正常运行，把生命财产损失降

低到 低程度。系统采用装配式结构设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提升安

装的便捷性，实现工厂化加工，现场直接拼装。

浙江世达钢管有限公司

薄壁不锈钢管材管件

公司生产薄壁不锈钢焊管和无缝管、双卡压

管件。“薄壁”解决了不锈钢管的成本问题，

卡压式连接技术，解决了便捷安装的问题。

世达钢管严格按照GB/T19228生产薄壁不锈钢焊接钢管和卡压式管件，替

代PPR管用于家装领域，更好的满足了用户的用水安全，为水管提供了更

好的安全保。

“世达管”将和国内其他不锈钢水管生产商一起掀起一场中国的家庭供水管

道的革命，让不锈钢水管走进千家万户，共饮健康水。

www.eastarpipe.cn/index.html
6.2H681

www.arrowfish.cn
6.2H827

优友（上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卡扣拼接一体式地暖板

采用Combitop热成型和Kaschee层压覆盖膜工艺，以及与从不同的

Noppen节点卡和技术。

• 带倒钩，无需卡钉再固定   • 单张板面1.45*0.85，面积大，减少拼接

• 板面有支撑，360度被水泥包裹，受热更均匀，散热更快

• 锁扣式无缝拼接     • B1级防火，安全无隐患   • 裁切方便，无浪费

• 强度高，支撑性好，不易踩塌       • 柔韧性强，不易折断

• 管道悬浮安装，增加散热面积       • EPS蒸气发泡，工艺更环保

上海亚皮管业有限公司

管材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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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hypppr.com
6.2H584 www.uueco.cn

6.2H505

南京宁淮管业有限公司

“宁淮”牌翡翠绿
双色家装PP-R管道

绿色环保、卫生抗菌、质量保证、安全可靠。采用100% 进口专用原材料和

先进的生产设备，成熟的生产工艺，专业设计管材管件的每一个细节，保

证产品的高品质，让管道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安全、牢靠、可靠，有效

的解决了隐蔽工程中家装管道易漏水、爆管等隐患。

玉环县豪立信铜业有限公司

豪立信快接管件

豪立信快接管件。一插即可，就这么简单。

www.haolixin.com
6.2H502

www.ninghuai-pipe.com
6.2H582

浙江全能丰禾
塑业有限公司

PPR管材管件

PPR是三丙聚乙烯的简称，又叫无规共聚聚丙烯管，采用热熔接的方式，有

专用的焊接和切割工具，有较高的可塑性。价格也很经济。外加保温层，

保温性能更好，管壁也很光滑，不包括内外丝的接头。一般用于内嵌墙

壁，或者深井预埋管中。PPR管价格适中、性能稳定，耐热保温，耐腐蚀，

内壁光滑不结垢、管道系统安全可靠，并不渗透，使用年限可达50年。

www.zjqng.com
6.2H777

龙越管道

给水/暖通/
燃气管道

PPR管道、铝塑复合管、铝塑PPR

管、PPR塑铝稳态管、PE-RT地暖

管、PE-Xb地暖管、燃气用铝塑复合

管、不锈钢燃气波纹管、水暖阀门。

www.china-zeiss.com
6.2H779

台州汉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不锈钢阀门/配件
公司是一家集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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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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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tzhdjs.com
6.2H586

店口镇人民政府秉着

服务人民帮扶企业的根本理

念，为更好的体现店口镇的

整体形象及服务店口企业，

镇政府与荷瑞会展主办”第三

届上海国际建筑水展”现场设

立“店口展区”，在彰显店口

镇整体实力与形象的同时，

企业抱团出击将“店口制造”

的品质口碑推向一个全新的

高度。

展品推荐展品推荐www.buildexchina.com.cn 展品推荐

英国爱喏

高端家装多彩管道

在产品外观、工艺、功能、色彩、安装方面大力完善，在系统创新

性、技术性、实用性、安全性上进行了全面的升级与革新。管道性能

卓越，连接严密，不会发生爆管、漏水现象。管壁光滑，不易结水

垢，再也不必担心水质二次污染，一次到位，让家里所有龙头都流出

净水，全面根治家庭水质问题的根本方法。

www.anrro.com
6.2H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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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家家富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铝塑复合管/地暖系列

www.jiajiafu88.com
6.2H697

浙江诸暨欧洁不锈钢
制品有限公司

不锈钢管材管件

产品均采用优质不锈钢（进口304）材质制成，不锈钢管从DN15mm和

DN300mm共28种规格，不锈钢管件有直通、弯头、三通、四通、活接

头、异径接头、螺纹管件、法兰、管卡等共300多种规格。

本公司拥有精加工、装配、检测技术等完整的一条龙生产线，并拥有一批

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具有不断开发新产品的能力。

我们开发生产的供饮用水、热水、燃气等使用的优质薄壁不锈钢管和管

件，改变了传统的材料和连接方式，解决了饮用水的二次污染问题，被誉

为“二十一世纪的绿色管材”产品。

www.zjoujie.com
6.2H106

得派管业

管材、管件

公司拥有多条国内领先的管材生产线，自动化的生产流程可以有效的保证

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其产品具备良好耐热性、耐久性、抗弯性、耐腐蚀

性，强度达到标准以上，在各种环境中使用都有良好的保障。公司在生产

的过程中严控每一道程序，对于生产流程有完善的规范化的管理，所采用

的生产材料确保是健康环保的材料，产品无毒无味，具备良好的卫生性和

环保性。

www.depaiguanye.com
6.2H687

浙江苏亿管业有限公司

纯料家装管

• 零添加：内管纯料生产，食品级原料，不添加任何其他材料，保持内管

原料本色，杜绝二次污染，更环保，更健康，完美品质，一眼所见。

• 更保温：外管防晒，内管保温，PTEE材料本身具有优良的保温性能，相

当于给管材穿上一件保护衣，保温节能效果更好。

• 外管采用国际先进抗老化材料TPEE，能有效阻隔外部辐射及机械损伤，

保护内部不受伤害，使用寿命更长， 长可达80年

意大利泰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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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污水提升器

北京北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污水提

升行业，有大量的工程业绩和丰富的经验，

专一、专注、专心使北宇公司成为行业中的

佼佼者。拳头产品污水提升器Compli 系列优

势显著：

www.byjx.com.cn
6.2H740

www.tecma.com.cn
6.2H740

德国HOMA*荷斯机械

污水提升装置
Sanistar系列

HOMA Sanistar系列污水提升器，具有气密性好、通过污物的性能强、提

升扬程高的特点，采用国际上 先进的集成式集水箱制造工艺，配合气压

感应式液位控制系统，具有结构合理、维护方便、结实可靠特点。真正的

德国制造。

应用领域：适用于地下空间的厕所、盥洗盆、淋浴房种设施的污水污物的

收集和排放。被广泛地应用在机场、地铁、医院、商场、工厂、地下防空

设施、别墅等场所。

凯瑟尔（天津）
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止回阀
www.kessel.com
6.2H641

www.howesi.com
6.2H722

亚科排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油脂分离器

• ACO亚科油脂分离与污水提升一体化设计

• 全自动清洗功能,污泥自动抽吸排放，零日常维护

• 全智能控制系统，可实现远程操控功能

www.syppr.cn
6.2H686

www.aco.cn
6.2H710

浙江巨运管业有限公司

PPR管材管件

巨运PP-R管，采用优质原材料，产品各项性能均达到国家标准GB/T18742

的规定指标，并且经原料、在线、成品三重检验，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巨运PPR管优点：

• 100% 进口优质原材料，安全卫生，绿色环保

• 耐温耐压性能优异，热稳定性良好

• 耐老化，使用寿命与建筑同步

• 同质热熔连接，杜绝漏水隐患                        

www.chinajuyun.com
6.2H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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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密闭系统，不漏水，无异味，让现代生活更高质，更舒适

• 电机防护等级高，防尘防水，可以完全浸没在水下运行

• 水泵外置式安装，干净、清洁、便于维护

• 高性能水泵，排水安全可靠，一机解决全屋排水问题

• 结构紧凑，体积小巧，减少占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

米亚建筑材料
（昆山）有限公司

www.meachina.com
6.2H730

由聚合物材料制成，防腐蚀，易维护。

保障了在回流水位以下设施的安全运

行，有效防止回流倒灌。

环保排水设备保排水设备

展品推荐
www.buildexchina.com.cn

浙江富亿管业有限公司

PPR热冷水管材管件

公司主要产品有：无缝对接(超声波焊接)铝塑复合管、RPAP5管材管件、

PP-R管材管件、FR∕PP-R玻纤增强管材管件、纳米抗菌PP-R管材管件、

“俗称塑料中的软黄金”的PB管材管件、PE-RT/PEX-a/PEX-b采暖管和太

阳能管、PVC-U排水管、管材管件、PE管材管件、分水器、各种温控(球)

阀门、铜管件等系列产品。

www.fuyipipe.com
6.2H799

MEA GS-10A
全自动油水分离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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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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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金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BOS-P 系列油水分离器

我公司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创新，在传统油水分离池的基础上新开发出的一

种高效油水分离装置，可将90% 以上的废油回收再利用，设备出水的含油

量可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三级标准

（100mg/L）。有效地保护了环境，同时由于无动力需要，结构简单，安

装使用简易，大量节约了安装和运行成本。

依凡克真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真空排水系统

www.evac.com
6.2H833

www.jsycjq.cn
6.2H843

天津今誉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全自动密闭式
隔油提升一体设备

YFQX系列全自动隔油提升设备采用新型层级油水分离处理工艺、独特的结

构以及工艺化的控制设计，使用 先进的油墨拉丝工艺制造，高效解决了

地下室餐饮废水处理中杂物分离、浮渣污泥分离收集、油水分离收集等难

题，具有操作维护简便，运行稳定高效等显著优点，它是目前针对国内餐

饮废水集中处理的首选产品。

www.tjjyyhb.cn
6.2H8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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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为可选

上海麦厄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全自动油水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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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滢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滢弘牌SYGYQP(Y7)系列
智能型油水分离器

www.chinayinghong.com
6.2H835

www.shmkhb.com
6.2H801

上海采轩机械有限公司

全自动隔油器

具有自动油水分离、自动排渣、自动排

油、气浮、自动加热功能（在低温状态

下防止油脂凝固）；智能控制，全面提

高了油脂、固体污物的分离效率，有利

于浮油、固体污物的收集与利用，新型

高效，是目前针对国内餐饮废水集中处

理的首选产品。

博兴县康尔美商用厨具厂

不锈钢地沟盖板 

• 选用优质不锈钢材料，表面经拉丝

处理，美观大方，不生锈

• 踩踏舒适，有效防滑，让你无论是 

在湿滑还是油腻的环境中都能够行

走自如，工作起来自然得心应手

www.youshuifengliji.com
6.2H704

www.krmcy.com
6.2H845

广州洁能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多功能油水处理器

• 行业首创一体化自动刮油排油技术，解决了中国式餐饮废水处理中多种

复杂问题

• 全自动螺旋格栅，减少废渣含水量，避免外泄

• 全自动气浮分离，油水分离效率可达93% 以上，远超相应标准

• 一体化全密封结构，百分百密封性，杜绝异味外泄

• 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高，减少人工操作、降低人工成本

• 提供运营维保服务，一站式解决客户使用维护问题

石家庄恒睿给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油水分离器

www.hontop.net.cn
6.2H877

www.hengruiwater.com
6.2H732

www.gzjnwy.com
6.2H851 

• 较小的落水孔阻止大颗粒垃圾及杂物随水流排入水沟，防止水沟堵塞

• 平板经拉伸加工，结构上满足了承重需求

• 狭长的缝隙，有效的阻止老鼠从下水沟进入室内。满足了卫生防疫的要求

北京铭铨志远科技有限公司

MOSE-SE-P系列
自动油水分离设备

• 三栖分离：油水渣三栖分离，整个设备是由固液分离装置，隔油仓，污

水提升仓三部分构成，模块化设计，外观美观，安装方便，维修简单，

具有可升级潜力

• 设备内部设计有高分子聚合吸附系统，系统形成10μm-30μm的微小气

泡，在液体表面张力的作用下，乳化油分子团吸附在气泡上，升至集油

区，具有抗菌、自闭软曝气特点，安全性能高

• 隔油仓和提升仓之间设计有超稳流出水装置，具有稳定液面的功能，把

整个系统受水量大小影响的降到 低，同时保证了，油脂能够稳定持续

的流出

• 在集油区内设有自限温加热带，其外部敷设有高分子恒温材料，保证油

以液体状态顺利排除

• 设备内部设有自动净化系统，污水在设备内部经过涡流、扩散、挥发、

沉淀过滤使污水得到净化

• 设有沉淀池，微小杂物以及泥沙沉淀在沉淀池内，定期开闸，杂物被冲

进集渣桶内，集中清理

• 设置提升仓，可将处理后的污水强排至集水井或者是化粪池

www.mintury.com.cn
6.2H873

展品推荐展品推荐www.buildexchina.com.cn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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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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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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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hlt.com
6.2H813

山东东信塑胶有限公司

塑料检查井

嘉兴汇利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树脂混凝土缝隙式排水沟

塑料检查井是山东东信塑胶有限公司开发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节水、节

地、节材、节能、绿色环保产品，这一产品填补了国内塑料检查井空白，

同时填补了立体柔性注塑模具的空白

树脂混凝土沟槽、不锈钢缝隙盖板。产品特

点：沟槽表面光滑、排水性能好，抗老化、

抗腐蚀性、寿命长，重量轻、承载能力强，

安装简单方便，对人工地面进行美观设计，

现代化设计观念的地面排水系统。 

排水效率高且不易察觉的线性排水缝，特别

适用于风景式设计或石板广场、步行区，不

影响地面铺装的美观效果，可以和所有的地

面材料和谐组合。

米亚建筑材料
（昆山）有限公司

线性成品排水产品

• 树脂混凝土材质，零渗透率, 永不开裂，抗胀冻，抗老化，耐化学，耐

腐蚀                                                                                                                                

• 执行欧标EN1433标准，根据不同承载，可应用于人行道，高速公路，

物流园区，工业园区，机场等区域                                                                                                                              

• 安装无需现场搅拌，人工砌筑，排水性能不受施工影响                                 

• 匹配不锈钢，镀锌或者球墨铸铁盖板，可定制花纹图案                                                       

• 形式美观，简洁，与景观铺装可做良好的拼接                                                 

• U型和V型剖面的设计，确保更大的过流断面，不易堆积垃圾，具有半自

净能力

www.meachina.com
6.2H730

www.sddxsj.com
6.2H819

上海瑞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彩色路缘石排水系统
知雨者模块化智能
雨水收集利用系统

彩色路缘石排水系统是一种路边排水系统，因其独特的材质-树脂混凝土，

而具有强于其他一般材质的理化性能。并且，因我司独特的外观设计，可

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所，在作为排水系统的同时，可作为交通指引标识。

www.shruihe.com
6.2H720 

www.aco.cn
6.2H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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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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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市伟财塑业有限公司

雨水收集

公司旗下主打产品HDPE线性排水沟及“海绵城市”雨水模块。品类齐全，种

类多样。以其便捷的安装、极短的施工周期、优异的性能和产品设计一直

深受业界的欢迎。

www.shop13357651618.1688.com
6.2H859

海绵城市海绵城市

展品推荐
展商名单（部分）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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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安德龙 ADL

安徽康源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Anhui Kang Yuan Stainless Steel Pipe Co., Ltd.

英国爱喏 Anrro

英国欧琈 AO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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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铭铨志远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Mintury Technology Co., Ltd.

英国柏可威 Bokewei

Borouge Pte Ltd Borouge Pte Ltd

博兴县康尔美商用厨具厂 Boxing Kangermei Commercial Kitchenware Factory

德国BQ 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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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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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弗沃德 FORWARD

佛山得派新型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Depai New Materials Pipes Tech Co., Ltd.

佛山市恒节保温管有限公司 Foshan Hengjie Insulation Pipe Co., Ltd.

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贸易有限公司 Georg Fischer Piping Systems Ltd., Shanghai

德国高勒 GLORY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oody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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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烁云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Shuoyun New Material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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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洁能建筑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e Neng Construction Equipment Co., Ltd.

广州美亚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Mayer Corp Co., Ltd.

国琳（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Guolin(tianji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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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日泰新型管材有限公司 Hebei Ritai New Pipe Material Co., Ltd.

展商名单展商名单展商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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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名单（部分）

展商名单展商名单www.buildexchina.com.cn 展商名单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德国海未 Heimweh

荷斯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Howesi Machinery (Shanghai)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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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迪达  Italy Dida Group Co., Ltd.

德国TRINX君得 IVT GmbH auf

江苏贺兹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Jiangsu Heitz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江苏绿源不锈钢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Lvyuan Stainless Pipe Tech Co., Ltd.

嘉兴汇利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Jiaxing Huilitong New Material Co., Ltd.

德国肯森 Kan-therm

德国贝肯 K-aqua

凯瑟尔(天津)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KESSEL CHINA

龙越管道 Longyue

米亚建筑材料（昆山）有限公司 MEA China Ltd.

Mueller Industries, Inc.  Mueller Industries, Inc. 

南京宁淮管业有限公司 Nanjing NingHuai Pipe Co., Ltd.

宁波洛孚纳克塑业有限公司 Ningbo ALBERT Novosino Co., Ltd.

宁波海曙思兰迪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Ningbo Haishusi Landi Environmental Tech Co., Ltd.

德国微朗 PESTAN

意大利普力斯道 Plasto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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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保利管业（江苏）有限公司 RAYPOLY Pipe (Jiangsu)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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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洛柯尼 ROKNI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瑞进不锈钢实业有限公司  Ruijin Stainless Steel Industry Co., Ltd.

澳洲RWC 沙克贝特管道系统 Rwc SharkBite Plumbing Solutions

设源技术株式会社 Seowon Technology Co., Ltd.

山东东信塑胶有限公司 Shandong Dongxin Plastic Co., Ltd.

山东金润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Jinrunde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邦蝶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Shanghai Bangdie New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豪臣韦尔（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Shanghai Haochenware import export Co., Ltd.

上海采轩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Hin Mining Machinery Co., Ltd.

上海滢弘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Hongying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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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瑞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Ruihe Environment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天阳钢管有限公司 Shanghai Tian Yang Steel Tube Co., Ltd.

上海天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Shanghai Tianli Industrial (Group)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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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永占管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Yongzhan Pipe indust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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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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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快捷通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Kuaijieto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 Ltd.

苏州市阳光川上管道有限公司 Suzhou Yang Gang Chuan Shang Pipelin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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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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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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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市伟财塑业有限公司 Taizhou Weicai Plastic Co., Ltd.

台州振荣阀门有限公司 Taizhou Zhenrong Valve Co., Ltd.

意大利泰克马 Tecma

和厘企業有限公司 TGW Industrial Co., Ltd.

中华流体动力协会 The Chinese Fluid Power Assocation

天津今誉源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Tianjin Jinyuyu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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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友（上海）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UU (ShangHai)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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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威文 Wavin

温州国乐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Wenzhou Guole Stainless Steel Pipe Indust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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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正鑫管业有限公司 Wenzhou MG Fluid Equipment Co., Ltd.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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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方式

方法一：手机微信预登记 
扫描右方二维码，“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预登记即获得精美便携式手持风扇一台，微信
会员更独享15元/人交通补贴！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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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展巴士仅限相关行业的专业买家免费乘坐，实名登

记，凭手机确认信息及名片乘坐。名额有限，先到先

得。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国际建筑水展”，进入公众

号页面，点击“观众服务”菜单中“免费大巴”即可快速

报名！主办方将于展前2周通过电话与您确认并告知

上车地点与发车时间，感谢您的配合。

详询：021-33231455

● 一次登记，三天免费参观

●  全新“预登记绿色通道”快速进场，免过登记区

●  提前预登记，现场领取“便携式手持风扇”一台

●  现场积分可换取“U型抱枕”一只

●  现场抽取电子版全行业名录一份

免费观展专车接送服务

方法三：电话预登记
您可以致电021-33231455或021-33231383, 我们会有客服为您提
供信息登记。

人工服务！
贴心

方法二：在线网络预登记
欢迎登陆www.buildexchina.com.cn，网页预登记参观，可同时为
同事/好友或团体进行登记参观。

预登记5大特权，错过你就亏了！

U型抱枕

便携式手持风扇

www.buildexchina.com.cn

展商名单（部分）

盐城金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Yancheng Gold Ball Enc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扬州保格利洁净科技有限公司 YangZhou BOGL Clean Technology Co., Ltd.

耀特管业（台州）有限公司 Yew tube (Taizhou) Co., Ltd.

永高股份有限公司 Yonggao Co., Ltd.

佑家實業社 YU-CHIA ENTERPRISE CO.

玉环县豪立信铜业有限公司 Yuhuan Haolixin Copper Indust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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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环市金铼铜业有限公司 Yuhuan Jinlai Brass industrial Co., Ltd.

玉环县红日阀门有限公司 Yuhuan Redsun Valve Co., Ltd.

浙江旗鱼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Arrowfish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 Ltd.

浙江康帕斯管道技术有限公司 Zhejiang Compressed Piping Technology Co., Ltd.

浙江家家富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Each Family Rich Building Material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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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巨运管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Juyun Pipe Industry Co., Ltd.

浙江铭仕不锈钢有限公司 Zhejiang MingShi Stainless Steel Co., Ltd.

浙江世达钢管有限公司 Zhejiang Shida Steel Tube Co., Ltd.

浙江苏亿管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SuYi Pipe Co., Ltd.

浙江天力久田管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Tianli Jiutian Pipe Co., Ltd.

浙江创远新材有限公司 Zhejiang Trynew Material Co., Ltd.

浙江优尼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Unipower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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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Weixing New Building Materials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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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诸暨欧洁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Zhuji Oujie Stainless Steel Products Co., Ltd.

诸暨市艾尔信阀业有限公司 Zhuji Aierxin Valve Co., Ltd.

公司名称  Company Name

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名单截止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

VIP绿色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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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
行驶途中可根据指示牌提示优化路线，近国家会展中心请遵循交警指引行驶和停靠。
 A. 杭州、宁波方向：沪杭高速（G60）-沈海高速（G15）-盈港东路-国家会展中心
 B. 苏锡常方向：沪宁高速（G42）-沈海高速（G15）-崧泽大道-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
 C. 上海市北部地区：外环高速（S20）-北翟高架-嘉闵高架-建虹高架-盈港东路-国家会展中心
 D. 上海中心城区：延安高架（接沪青平高速）-嘉闵高架-建虹高架-盈港东路-国家会展中心
 E. 上海南部地区：外环高速（S20）-嘉闵高架-建虹高架-盈港东路-国家会展中心
 F. 地面行驶：（天山西路/北翟路/仙霞西路方向）申长路或华翔路-崧泽大道-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 
 /迎宾三路-沪青平公路-诸光路-国家会展中心

轨道交通
2号线徐泾东站4、5号出口即到。地铁2号线直达展馆内部，贯穿了整个上海，由东到西连接2个机场和1
个火车站。

 A. 铁路上海虹桥站为上车点，选择地铁2号线徐泾东站（1站路）下4、5号出口，全程步行约1.3

 公里，总耗时约30分钟。

 B. 铁路上海站为上车点，在上海火车站乘坐地铁1号线（莘庄方向 )，在人民广场站下车（3站）站内换
 乘，地铁2号线（徐泾东方向）在徐泾东站下（11站），4、5号出口，全程步行约2公里，总耗时约 
 90分钟。

温馨提示：您可携带此交通指示图前往参观

酒店预订
请登陆www.aquatechchina.com官网申请      电话：021-51099795      手机：17321345602
电邮：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联络人：胡小姐

登记处路线

6.2H号馆位于展馆16米层

展馆交通

如何参观
展馆周边地图

通过中间层（8米层）两侧上下电梯
可至上下展厅参观

A

B

登记处

从诸光路进入西平台的观众， 请根据路线
A 至观众登记处进行登记参观

从盈港东路进入南广场的观众， 请根据路
线 B 至观众登记处进行登记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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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
目的地：国家会展中心，地址是盈港东路168号（南门）。
铁路上海虹桥站约耗时18分钟，虹桥机场约耗时30分钟，浦东国际机场约耗时1小时。

公交线路
直达公交线路（徐泾东站）：865路，706路，197路，710路，徐泾1路，徐泾2路，徐泾4路，上海白徐
线，上海青徐线，上海朱徐线，青凤徐专线
以下公交线路可换乘地铁：
 706路：可换乘地铁9号线—九亭站
 865路：可换乘地铁10号线—上海动物园站、地铁9号线—漕河泾开发区站、地铁5号线—锦江乐园站

徐泾东 →
浦东国际机场

首车：05:28
末车：22:45

2号线

1 4 5 6 7 11 14

登记处

如何参观如何参观www.buildexchina.com.cn 如何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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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匠心，AQUATECH CHINA上海国际水展牢牢奠定

了全球水业的风向标地位，收获了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2018年AQUATECH CHINA上海国际水展将继续砥砺前行，为

观众搭建与行业品牌相互交流、获取一手行业资讯及一站式采

购的服务平台。本届展示规模将达到22万平米，将有3,400多

家企业参展，6.8万件展品集中亮相，同期举办上海国际泵管

阀展、上海国际固•废气展、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上海国际

建筑水展，真正展现全球环保产业链大格局！

中国·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5.2H馆

37

展会规模将达到32,000平米，参展商500余家，预计展

品展示逾14,000件。展会将继续秉承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的发展方

向，引领空净新风行业人士开拓新市场，发现新商机，共赢未来！

行业大牌云集

新风净化行业旗舰展

吴吉祥教授唯一推荐展会

中设协主题展示区

权威机构主办

百余场专题论坛

首届FLOWTECH CHINA上海国际泵管阀展（简

称上海泵管阀展）诞生于2012年，经过6年时间发

展，已成为国内 大且 专业的通用泵阀管道展览

会。展会将于2018年5月31至6月2日，在国家会展中

心盛大开幕（上海），展商数量突破1000家。

本届展会设置了泵及成套供水、阀门管件两大展

馆，您将看到更多的国内外优质品牌，品质更胜一

筹。本届展会还特设了三大主题展：市政工业管道管

材展、化工流体环保主题展、智慧供水技术设备主题

展，全方位为您打造多维度的参观体验。不仅如此，

您在这里还将看到数十场业界顶级峰会论坛，覆盖建

筑给排水、市政、化工、食品、制药、泵阀流体等行

业上下游。本届展会将全面提升优化各项基础设施服

务，这或许是您18年中 值得参观考察的目的地之

一，欢迎您的到来！

7第      届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第四届ECOTECH CHINA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中国·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5.1H/6.1H馆

同期展会同同同期期期同同 会会会会会会同期展会
AQUATECH CHINA 2018

上海国际水展

美的

美的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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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

海尔HE-RO净水机
HRO6H45-3

• 6年长效不换膜，有效延长滤芯寿命

• 600加仑大流量，出水速度快 

• 双膜双水+进出水水质显示，双重安全防护

• 双出水技术，流量大，流速快，满足全厨房用水需求

• 不锈钢拉丝+玫瑰金外观，彰显贵族气质

滨特尔

爱惠浦H-300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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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M中国有限公司

3M R8系列
无罐反渗透纯水机

• 精：3M合”芯“科技，带给你全“芯“呵护。复合滤芯技术，高性能滤材，

高效过滤工艺，有效滤净水中可能存在的重金属等多种污染物，并能有效

缓解水垢，时刻守护您与家人的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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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造舒适厨房空间

• 智：智能LED及蜂鸣双重提醒，实时监控滤芯寿命与机器运行状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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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佛利G400E
厨下净水器

有效

打

佛山市云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云米1秒即热净水器X5

• 将净水、加热合2为1，1秒即出新鲜开水

• 调温精确到1℃，想喝几度就几度

• 可持续加热连续用水，办公室人多也不怕

• 采用4+1级深度过滤，去除水垢、重金属、抗生素等

• 出水UV紫外线杀菌，杀菌率高达99.9999%，避免细菌二次污染

• 400加仑大流量，即滤即热即饮

• 采用美国进口反渗透滤芯

• 智能APP，设定温水温度及出水量，监控水质和滤芯寿命

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浩泽智能水芯片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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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怕



世界 具工匠精神的超大环保博览会平台

22万m2超大规模3400+参展商  6.8万件展品

2018年5月31日-6月2日

www.wietecchina.cn

组织机构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

中华环保联合会

参观咨询：86-21-33231439

水展 建筑水展 固·废气展 空气新风展泵管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