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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公众号

185,000m2 规模

90,000+观众

2,500+展商

中华环保联合会 中国膜工业协会

主办机构 协办机构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水展
上海国际水处理展览会（净水）

上海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AQUATECH CHINA 2022

2022年6月8-10日

【低碳建筑与舒适系统展】
2 220,000m 规模 100,000+观众 3,000+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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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希尔中国  副总经理  唐鹏 飞利浦水健康品牌与市场部
线下推广负责人  曾全

作为净水行业的年度专
业盛会，上海国际水展一直
是净水企业新品推广、渠道
拓宽的重要平台，2021年展
会期间吸引并汇聚了722家
优质净水企业。上海国际水
展 利 用 广 脉 资 源 ， 多 重 深
挖，重力邀请，搭建高效贸
易展示平台，确保参展企业
展出效果。

为何要参加上海国际水展？

2021年1-4月精装修市场净水器配置率已经达21.2%，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6.5个百分点，与2020年的配套率相比，提升了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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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疫情控制卓有成效，净水大盘稳步恢复

精装修市场净水器产品配置率逐年走高，精装住宅
净水器市场前景可期

品牌荟萃

展商评语

41.8亿

同比提升 41.6%

行业背景

净水器零售额

193.4台

同比提升 32.3%

净水器零售量

20212022

同比提升了5.1%

汇聚标杆力量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2021年第一季度）

*  数据来源：奥维云网（AVC）



深耕净水行业十四载，上海国际水展已成为净水从业人士研判行业走
向的“风向标”。每年数万净水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经销商、代理
商、工程商等在此相聚，了解市场信息，共商行业发展。2021年更吸引
了包括世环会其他系列展在内共计83,281名专业观众，超半成观众来自
企业核心部门及决策层，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净水市场的商贸交流。

展商满意度

观众满意度

观众行业类别

观众地域分布

动察市场变化

82%

上海

江苏

浙江

山东

安徽

北京

河南

广东

河北

其他

31%

18%

15%

5%

3%

2%

2%

2%

2%

20%

代理/经销/进出口商 

设备及材料生产商

工程公司/安装公司/方案提供商

商业/公共服务用户

政府，协会及媒体

科研、设计院所

其他

3%

2%

18%

12%

8%

5%

52%

展商再次参展意向

84%

  91%



往届议题及嘉宾：

 绿色宜居 低碳生活
 朱彩清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人居环境委员会  秘书长  
 科技建筑 健康生活
 贾    岩 第一服务控股有限公司联席CEO、第一人居  董事长  
 新风系统目前住宅项目中的应用有待改善
 朱    伟 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建筑新风系统技术服务管理中心  主任  

2022绿色地产健康人居环境系统发展论坛
会议亮点：
把握国家碳达峰、碳中和3060目标热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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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届议题及嘉宾：

 UVC LED在健康消杀的应用发展
 李玉容 国星光电非视觉光源事业部研  发部主任  
 高功率UVC封装技术及水杀菌净化模组应用
 尹    辉 升谱光电  副总经理  
 UVC在净水终端设备上的应用思考
 任君琪 沁园商用研发  总监  

2022 UVC LED产业现状及技术趋势研讨会
会议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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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届议题及嘉宾：

 健康品类市场现状及趋势解析
 梁    斌 GfK中怡康厨小事业部  高级研究经理  
 中国房地产全装修市场健康电器大有可为
 陈仁梁 北京中锐行土地评估有限公司  总经理  
 美好快乐生活家
 周青华 建霖集团A&M水美乐净水  总经理  

2022年健康电器发展高峰论坛
会议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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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上海国际水展都会关注产业实时热点，展示前沿产品
与技术及创新解决方案，并推出30余场重磅会议活动，汇聚业内
权威人士与专家，把脉未来发展趋势，引领行业健康发展。

会议预告
第三届全国水处理产业合作发展交流会
暨管道直饮水专题会会议议程

会议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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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届议题及嘉宾：

 饮水检测助力安全健康直饮水
 陈    雷 青岛科创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技术负责人  
 城市直饮水建设新模式
 易显早 中国水务  长沙水杯子直饮水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创始人  
 为什么？健康水站升级改造势在必行！
 汤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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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会议
2022学校净水&新风行业招投标趋势及项目分享会
第七届中国直饮水大会
2022中国室内净化高峰论坛暨精装房净水与公共直饮水大会
2022中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品技术趋势论坛
2022舒适家居行业全产业链合作发展论坛
2022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趋势论坛
2022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碳中和时代：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
第七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2022设计师论坛

展示未来趋势3

更多会议内容请登陆官网查看:

www.aquatechchina.com



展馆分布图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200+大众/行业媒体同步推广

线上线下同步发声

强大的行业影响力

打造年度新品发布平台4

上海国际水展以优质水企的年度新品首发平台为定位，进一
步为行业赋能，为品牌发声，让商家的新品营销更有实效！

2021年，开能、汉斯希尔、碧丽、森乐、赫尔维森、德兹曼、瑞尔特
等多家品牌选择上海国际水展作为其新品发布的舞台。

集线上新品预热、线下新品展示于一体，为新品发布提供一站式高效整合营销服务。

朋友圈推广

小程序推广
公众号推广

6.2 展馆Hall

5.2 展馆Hall

4.2展馆
Hall

3.2展馆
Hall 2.2 展馆Hall 1.2 展馆Hall

8.2展
馆
Hall

7.2展
馆
Hall

国家会议中心

北西 东

二层展厅

参展品牌：浩泽、碧丽、吉之美、艾迪卫、裕豪�

净水展
舒适系统展
空气新风展
建筑管道系统展

8.2展馆
Hall

参展品牌：怡口、美的、BWT、润索、汉斯希尔�

家用净水主题馆
7.2展馆

Hall

商用净水主题馆

展位咨询   王先生       +86 21 33231409     市场合作   董女士       +86 21 33231331



同期举办

广东泵阀展

净饮水设备  |  净水配件  

第七届广东水展

广州 | 保利世贸博览馆 

2022年3月31日-4月2日

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WATERTECH CHINA (GUANGDONG) 2022

33,000m2 规模

800+ 展商

20,000+ 观众

主办机构 承办机构

官方微信公众号

+86 21 3323 1409

sales@watertechgd.com

www.watertechgd.com

参展咨询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中国膜工业协会 青岛阿迪埃脱盐中心



为什么要参加广东水展？为什么要参加广东水展？

华南开春首场人气水展，黄
金三月占尽天时，是行业翘
楚齐聚的互动交流商贸平
台，为参展效果保驾护航！

黄金展期
    占尽天时

甄选优质观众资源，覆盖经
销代理商、工程公司，以及
房地产开发商、酒店集团等
终端行业用户，产业链上下

游互通有无。

需求导向
    品质观众

环境、建设、水务、市政等政
府主管部门大力指导与支
持，深耕净水领域，涵盖中
国用水政策、技术、方案、商

业模式等热点案例！

行业权威
    深度合作

世界四大湾区之一，占据轴
心地段，打通水家电产业链
上 下 游 渠 道，世 界 资 源 共
享，辐射东南亚及全球环境

市场！

立足大湾
    战略区域

水生态营销论坛
会议通过报告书、深度报道、行业会议、专题讨论等形式，速递中国净水产业动态。

2022中国净水工程商大会
会议涵盖从事净水、空净、暖通、家居家装、厨卫、家电、太阳能经
销商、代理商等专业人员，探讨疫情后净水市场的发展与趋势。

精装房净水与公共直饮水大会
会议围绕精装房上市比例增加，净水，垃圾处理器，新风净化等项目开发阶段称为一个新趋势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第四届中国净水产品、材料、技术与营销创新大会（广州）
会议主要目的是更好地帮助企业在市场的高速变化中找到准确的发展方向，推
动净水行业向前健康发展。

往届嘉宾
张旭东 中净联 创始人
刘顺洪 苏州和恩节能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越超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净化服务委员会 执行秘书长
张    增 新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管理部

往届嘉宾
刘小林 浙江聚倍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皮小春 科德宝·阿波罗 过滤技术中心部长  
黄少林 广东吉宝鼑辰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吴承纬 东莞乔隆家具配件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往届演讲主题
【报告】  净水品类销售数据与渠道市场解析
【商机】  轻奢水生态带动传统品类新升级
【驱动】  智能科技型产品驱动高端市场上扬
【渠道】  多元化市场格局下的挑战与机遇

往届嘉宾
顾久传 江苏省净水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高工
周    新 东莞市优尼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唐洪军 广东英格丹顿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丁南华 江苏达格水务有限公司 总裁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上海市闵行区金雨路55号虹桥525创意园A座4F（近先锋街）201103

www.chcexpo.com+86 21 33231300 +86 21 33231366

展品范围

目标观众

净水设备
前置过滤器   中央软水机 
中央净水器   超滤净水器
纳滤净水器   RO净水器
空气制水机   电解水机
龙头净水器   滤水壶

      经销代理 & 设计机构
净水经销商  家电经销商  厨卫经销商  暖通经销商
建材经销商  舒适系统集成商  装饰装潢公司
建筑设计公司  室内设计师  建筑暖通设计师

      进出口贸易商
      家电制造商

饮水设备
直饮水机   饮水机
开水   管线机
自动售水机   富氢水
管道直饮水

舒适系统
中央冷暖   三恒系统
新风系统空气净化器
水卫浴洁具产品
龙头/花洒/水槽
垃圾处理器  净食机

智能物联
家居控制模块  云服务
智能硬件  漏水保护模块
智能家居解决方案 
人机交互  水质监控
APP远程控制  共享水机
自动扣费技术/设备

配件
膜  增压泵  电磁阀  变压器
电源  开关  接头 控制阀  
流量计  水表  压力桶  机壳
弯头  水卫浴洁具产品
三通  布水器  PP棉  活性炭
软水盐  紫外线杀菌灯 

      工程公司
净水工程  暖通工程
酒店工程  环境工程

      终端用户
学校/教育机构  医院/康养机构
房地产开发商  酒店管理集团
餐饮集团  商业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