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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业同频，上海国际水展赋能净水市场
历时3天，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膜工业协会、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上海荷嘉会

展有限公司主办，杜邦水处理解决方案协办的第十四届上海国际水处理展览会（净水）于2021年6月
4日在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心圆满落幕！

3万平米展示空间，汇聚722家优质净水企业，现场展出的新产品和演示的前沿技术横跨民用及
商用两大领域，吸引了包括世环会其他系列展在内共计83,281名专业观众，产业链上下游互通有无，
为处于新一轮机遇期的净水市场，注入了一股新的驱动力。

展会同期开展了17场专题论坛，主题涵盖工程净水、净水营销模式、健康电器、UVC LED、健康住
宅、家装设计、绿色酒店等，吸引了2,650位专业听众到场参与，助力业内人士把握政策方向，了解市
场走向，理清未来趋势。更有23个优质招标项目在展会现场首次公示，供需双方一站式对接，采购需
求精准匹配，积极释放行业活力。

展会概况

30,000m2

展示规模
722 家

参展企业 
83,281 名
专业观众

17 场
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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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数据分析

品牌展商

18% 16%

满意度 再次参展意向

722 家知名品牌汇聚上海国际水展

82% 84%

84% 有意向 

16% 其他 

82% 满意
18% 其他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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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寄语

展商寄语
飞利浦水健康品牌与市场部 |线下推广负责人 |曾全
2021年上海国际水展人流量对比往年有明显增多，客户多为水行业客户，精准度比较
高，希望水展再接再厉，一起做的更好！

汉斯希尔中国 | 副总经理 | 唐鹏
作为欧洲高端过滤装置和控制阀品牌，SYR汉斯希尔曾连续11年参加上海水展，今年
的再次回归，也是希望借助水展的平台，加强与家装整装领域行业机构间的交流，扩大
SYR汉斯希尔在全屋净水领域的品牌效应。总体来说上海水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窗
口，希望上海水展能够越办越好！

润索 | 市场部经理 | 丁珺珺
疫情当下，此次国际水展上人流量超出了预期值。对于润索来说，目前润索在中国还属
于起步阶段，需要更多、更广的走向广大中国群众的视野，与高匹配需求客户的沟通及
合作是我们参展的重要因素。上海国际水展作为水业界的年度饕餮盛宴，展会观众针对
性强，通过这次参展，我们达到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的目的，也获得了许多参展观
众的关注和认可，希望明年可以继续携手合作，为中国消费者和行业从事者带来更多优
质的产品和服务。

开能健康 | 市场部副经理 | 金艳
开能健康集团作为一站式水处理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已经是连续第14年参加上海水
展了。上海水展一直是国内净水行业影响力首屈一指的展览平台，也一直是开能新品推
广、渠道拓宽的重要平台。在此次展会期间，开能也携多款新品亮相，全面赋能合作伙
伴，推进净水行业发展。

未来，开能也将继续怀揣中国净水品牌的赤子情怀，在中国净水领域乘风破浪，谱写下
一个时代里程碑。同时，也希望上海水展能够越办越好，期待2022年与大家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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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新产品新趋势，为业务规划和采购做准备

寻找供应商，寻求商业合作契机

拓展人脉，创造新的业务机会

会见特定的展商以洽谈业务

出席交流会论坛，学习 行业最新知识 

评估展会效果，以此来决定未来是否参展 

满意度

83,281 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观众
观众数据分析

91%  满意
9 % 其他

9%

91%

31% 上海
18% 江苏
15% 浙江
5% 山东
3% 安徽
2% 北京
2% 河南
2% 广东
2% 河北

20% 其他

观众分布 观众职位和部门

31% 采购经理
25% 工程部 /技术部
17% 市场 /销售
13% 设计师 /工程师
12% 董事长 /总经理
2% 其他

观众决策力

32% 决策成员之一
30% 最终决策者
18% 推荐 /建议者
15% 提出需求
5% 其他

代理 / 经销 / 进出口商 

工程公司 / 安装公司 / 方案提供商 

商业 / 公共服务用户

设备及材料生产商

科研、设计院所

政府、协会及媒体

其他

观众行业类别 观众参观目的

3%

2%

3%

18% 28%

12% 14%

8% 12%

5% 8%

5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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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观众

观众名单
净水 上海新世丰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绿地铂瑞酒店
上海益田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喜盈门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静安香格里拉酒店
上海诗锦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武达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艾美酒店
上海盛宏净水有限公司 上海市化学建材行业协会 森林酒店
上海荣升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强日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全季酒店
上海茗洋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惠美建材有限公司 房地产
上海龙品溪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汇晟建材有限公司 中铁建房地产苏锡常事业部
上海达美康尔净水器经销商 暖通工程 中民外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莞市民邦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兴化市凯越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我爱我家房地产有限公司
东台卫星专业净水设备营销中心 上海翔迎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新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金迈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温广暖通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千朵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家电厨卫 上海申盈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鹏欣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慈溪市鼎安水家电 上海森妤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乡福厨卫有限公司 上海赛金暖通有限公司 上海海泰北外滩房地产有限公司
余姚市尚铭厨卫洁具有限公司 上海环喆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鑫扬房地产开发公司
台州市西脉厨卫有限公司 上海科邦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昆山普尔特房地产有限公司
濉溪县城南非凡家电 上海鸿奥暖通工程有限公司 学校
江阴市盛磊家电商行 上海赣彻暖通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
上海启缘厨卫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金泾潮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上海梅诺厨卫有限公司 酒店 同济大学
上海贝隆厨卫有限公司 洲际酒店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淼淼家电经销处 兴荣大酒店 苏州科技大学
九牧厨卫股份有限公司 喜来登温泉度假酒店 上海泽达进修学院
家装建材 外滩英迪格酒店 上海应用技术学院
中国商物委社区家装产业中心 世博酒店 上海市宝山区小拇指幼儿园
袁氏家装城 上海小南国花园酒店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延安家装乐购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绿疫酒店 上海交通大学

* 以上列举部分观众名单

组团观众评语组团观众
组团协会 / 机构
江苏省净水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中国建筑节能协会酒店设施管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
山东省家用电器行业协会净水专委会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分会
昆山市房地产协会
中净联

昆山市房地产协会

很荣幸组织会员单位参观上海水展。碳中和的发
展大潮下，地产行业的转型发展已是势在必行，本
次展会打造了一个集展示、会议、活动、互联网四
位一体的多模式商贸综合体平台，现场展示了众
多行业新品、前沿技术与地产项目配套方案，有效
促进了行业上下游的商贸交流！

07



论坛合作伙伴

会议活动一览

会议精彩纷呈，大咖云集碰撞思维火花
 同期会议

17场主题
论坛

23个招标
项目

80+
行业
专家

2,650名专业
听众

2021中国室内净化高峰
论坛暨精装房净水与公
共直饮水大会
聚焦工程配套市场，铺
就商用净水新赛道。

涉水相关产品质量提升会
暨2021A+认证与母婴、适
老健康产品推介会
聚焦涉水产品质量，解读
行业标准情况。

GWPS 2021全球净
水峰会
聚焦全球净水市
场，探讨行业未来
发展方向。

08



 同期会议

“中广欧特斯”杯第六
届中国直饮水大会暨全
国经销商颁奖盛典
直面净水行业现状，探
寻净水行业突围之路。

驭见未来――2021中
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
品技术趋势论坛
聚焦健康环境电器行
业，为从业者在技术、
供应链及市场等方面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及
预测。

第二届全国水处理产业
合作发展交流会暨管道
直饮水专题会
直击智慧直饮水、分质
供水、健康直饮水标
准、管道直饮水运营等
内容，推动管道直饮水
行业发展。

2021上海赋能万商万店万
里行系列活动2021年健康
电器发展高峰论坛
聚焦泛家电行业，为厂商
高效转型升级和“破局”
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2021中国净水行业高峰论坛
为净水行业配件材料与整机
的交接互配搭建桥梁，强化
对接企业间的联系纽带。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
装』生态链趋势论坛暨舒适
家行业技能大赛—多能源两
联供大赛 
集系统展示、实操比赛、论
坛交流于一体，多维度提升
行业竞争力。

2021 UVC LED产业现状及技
术趋势研讨会
分享UVC LED相关技术和产
品的最新进展及市场行情，
探讨UVC LED未来的发展趋
势和成长机会。

2021舒适家居行业全产业
链合作发展论坛
聚焦多元化趋势，促进舒适
家居行业全产业链融合发
展。

2021学校净水&新风行业招
投标趋势及项目分享会
15个学校招标项目、8个医
院招标项目，供需一站式对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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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会议

2021酒店舒适与节能系
统技术论坛
聚焦酒店舒适系统的基
本标准，助推酒店行业
绿色发展。

碳中和时代：房地产绿色
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
解构碳中和概念，共同推
动房企低碳转型发展。

2021“场所精神”构建设计新生态论坛
将展会、企业、设计师、用户连接在一
起，推出“共享设计”新模式，把握行
业新机。

2021绿色地产健康人居
环境系统发展论坛
围绕健康人居环境系统中
的产品应用及解决方案，
助力绿色地产发展升级。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围绕整装供应链发展之路，实现家
装行业上下游资源无缝对接。

合作方评语

中国招标网战略规划部  部长  孙侃
2021年6月，招标网有幸受邀，作为主讲嘉宾参与了第14届上海国际水展。在展会现场，我
们看到了行业内众多知名企业盛装出席。作为主讲嘉宾，我们针对2021年学校和医院在净
水、新风行业的最新招投标趋势以及项目信息，进行了解读与分享。很多经销商、代理商通
过现场宣传，慕名前来聆听学习。
本次展会，我们也看到了主办方积极邀请行业内专业人士来主持论坛峰会，以及为中小型
企业的新品发布活动提供支持。在新冠疫情仍未结束的当下，展会主办方也努力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为服务提供方与需求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安全的沟通平台。

中净联创始人、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净化服务委员会  副秘书长  张旭东
6.2日的上海水展，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开了眼界，看到了行业有哪些新产品、哪些新
技术，有哪些方向，有哪些新钱景……每年的上海水展也是一个交友的机会，多年不见得老
友，天南海北的网友借此机会把酒言欢，感谢荷瑞会展让我们每年有机会看看老朋友，结识
新朋友。

10



 同期会议

2021 深紫外线 LED 应用市场
与品牌策略

LEDinside研究经理  吴盈洁

浅谈 UVC-LED紫外杀菌在饮水
市场的应用进程
安吉尔集团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张建芳

UVC在净水终端设备上的应用
思考

沁园商用研发总监  任君琪

UVC LED在健康消杀的应用发
展
国星光电非视觉光源事业部研
发部主任  李玉容

高功率 UVC封装技术及水杀
菌净化模组应用

升谱光电副总经理  尹辉

过流式杀菌模块新动向与趋势

UV LED资深行业专家  江舟

2021 UVC LED产业现状及技术趋势研讨会

汇聚来自封装、模组、终端应用厂商的UVC行业专家及TrendForce分析师，探索新时期UVC LED产业
的商机和解决方案。

部分会议回顾

会议亮点

部分议题及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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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会议

第二届全国水处理产业合作发展交流会暨管道直饮水专题会

健康品类市场现状及趋势解析

GfK中怡康厨小事业部高级研
究经理  梁斌

中国房地产全装修市场健康电
器大有可为

北京中锐行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仁梁

美好快乐生活家

建霖集团 A&M水美乐净水总
经理  周青华

饮水检测助力安全健康直饮水

青岛科创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技
术负责人  陈雷

城市直饮水建设新模式

中国水务 . 长沙水杯子直饮水
工程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人
易显早

直饮水入户项目运营需避开的
36个“坑”

山东德诚恒业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王德成

为什么？健康水站升级改造势
在必行！

善水学院核心创建者、培训导
师，全国健康饮用水水站升级
改造工程发起人，售水机行业
“精耕细作”倡导者   汤健民

2021上海赋能万商万店万里行系列活动2021年健康电器发展高峰论坛

聚焦泛家电行业，汇聚权威数据机构、行业研究专家、企业代表、优秀经销商决策者等200余位行业
精英，深度分析行业趋势，实战案例多维解读，为厂商搭建起畅通无阻的优质沟通之桥。

管道直饮水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民生工程，本次会议针对智慧直饮水、分质供水、健康直饮水标准、管
道直饮水运营、技术及行业发展等相关内容进行分享探讨，推动管道直饮水行业创新发展。

会议亮点

会议亮点

部分议题及嘉宾

部分议题及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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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会议

2021绿色地产健康人居环境系统发展论坛

涉水相关产品质量提升会暨2021A+认证与母婴、适老健康产品推介会

安全、健康饮水发展 -因地、
因水因人制宜思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
医学博士、研究员、博导
白雪涛

水效标识制度及净水机水效标
准情况介绍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
白雪

国际标准规范合规助力质量控
制与提升

美国 IAPMO R&T协会水处
理研究中心中国区首席顾问     
丁鹏

家用净水器市场分析

奥维云网环境健康电器事业部
总经理  田亚丽

绿色宜居 低碳生活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人居环境委
员会秘书长  朱彩清

科技建筑 健康生活

第一服务控股有限公司联席
CEO、第一人居董事长  贾岩

新风系统目前住宅项目中的应用有待改善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建筑新风系统技术服务管理中心主任
朱伟

汇聚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检测所等标准检测认证机构领导及行业专家，贯彻落
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普及涉水及健康产品的相关知识，倡导正确的净水产品价值理念。

汇聚业界专家及产业上下游企业代表，围绕健康人居环境系统中的产品应用及解决方案，深度探讨
行业未来发展，助力绿色地产发展升级。

会议亮点

会议亮点

部分议题及嘉宾

部分议题及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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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会议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2021学校净水&新风行业招投标趋势及项目分享会

部分会议嘉宾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 董事长 徐国俭 上海 T6国际设计装饰 董事长 曾令伟

上海市室内装饰行业协会 秘书长兼住宅委秘书长 
丛国梁 上海幸嬴空间设计 董事长 杨林生

上海进念佳园装潢 董事长 陈军 亚细亚集团上海分公司 总经理 胡建国

上海俞润装饰有限公司 董事长 俞爱武 河南沪上名家装饰  董事长  孙蕾

上海朗域装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焦毅 绿色家装饰 董事长 王大川

菲林格尔家居  事业部总经理 毛昆 江苏米多家居 董事长 杨锁红

沪佳装饰 董事长 李刚 沪佳装饰 集采中心总监 张圣君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采购设备 项目预算

总投资为 4.86亿元
学校新建项目 浙江省 净水设备、厨房设备、热水系统、空调等 4.86亿元

总投资为 4.5亿元学
校建设项目 浙江省 净水设备、厨房设备、餐饮用品、热水系统、

中央厨房设备、通风系统等 4.51亿元

总投资约 5700万元
学生公寓大楼建设项
目

广西壮族
自治区

净水设备、厨房设备、餐饮用品、热水系统、
中央厨房设备、通风系统、中央空调等 5700万元

三甲医院建设项目 辽宁省 食堂设备、中央厨房设备、热水器、热水
系统、通风系统、新风系统、中央空调等 暂未确定

总投资约 6000万元
医院建设项目 江苏省 食堂设备、中央厨房设备、热水器、热水

系统、通风系统、新风系统、中央空调等 6000万元

管道直饮水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民生工汇聚装企高管、行业大咖、企业代表等各方精英，多角度解密
全装修后时代。供应商、采购方无缝对接，拓展合作契机。

23场招标项目于展会现场首次公示，致力于解决招投标上下游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供需双方一站
式对接。

部分现场招标项目

会议亮点

会议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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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会

新品发布会
为进一步契合净水市场风向，深谙业态脉搏的上海国际水展在展会现
场特设“新品发布会”活动，邀请多家企业代表开展技术推介、产品宣
传等活动，涉及开能、汉斯希尔、碧丽、森乐、赫尔维森、德兹曼、瑞尔
特等多家品牌。

18 场新品发布
活动

公司 主题

中山市铧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铧禧科技净水机检测设备新品发布会

青岛东乙紫外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东乙关于深紫外流动水杀菌器在净水器上的技术
应用

广东美呐科技有限公司 美呐全场景智能净水
森乐净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全屋净水系统的第一道防线
北京赫尔维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健康厨房 品质生活
广东碧丽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商用净水新赛道
徐州玥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复合滤芯的“高效率”
江帆实业有限公司 2021江帆新品发布
青岛吉之美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吉之美全系列新品及解决方案发布会

SYR汉斯希尔 SYR汉斯希尔“全屋净水 4.0”拥抱全屋整装时
代论坛 

余姚市天沁净水器材有限公司 差异化产品求发展

武汉中地水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饮用水健康现状及矿化技术在水质改善中的
应用

广东顺德百淳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BC-A30H物联网高端商务直饮机
广东碧涞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2021广东碧涞新品发布
珠海市国思科技有限公司 智净未来 健康生活
上海云漉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时代下的代理商赋能
佛山市恒芯磁能科技有限公司  “磁”时“磁”刻，世界因你的磁场而不同！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赋能 多维净致
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应景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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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媒体

海量传播，全网覆盖
展前：引流推广

展期：媒体采访

新媒体

权威媒体

百度、360、搜狗等
搜索平台曝光量
2,900万+

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
移动资讯平台曝光量

1,495万+

抖音
曝光量

1,020万+

微信朋友圈
曝光量

2,510万+

200+权威大众/产经/行业垂直媒体推广

今年主办方延续往届现场服务，贴合展商需求，再度邀请业界媒体现场采访，打造业内高质量品
牌信息传播平台。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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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预定
联系人：王先生 
电   话：+86 21 3323 1409 
邮   箱：sales@aquatechchina.com

媒体合作
联系人：董女士 
电   话：+86 21 3323 1331 
邮   箱：marcom@aquatechchina.com

参观咨询
联系人：金先生
电   话：400 665 3755 
邮   箱：visitor@wietecchina.cn 

更多展会信息
请关注

官方微信公众号

明年再见
2022 年 6 月 8-10 日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