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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上海空气新风展
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 AIRVENTEC CHINA (SHANGHAI) 2021

上海空气新风展（全称：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是国内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专
业展会，上海空气新风展旨在通过与环境综合治理相融合，旨在打造一个贯通空气净化
及新风系统领域上下游产业链的商贸交流平台。作为业内高品质的空气与新风展览会，
2021年第七届上海空气新风展将于2021年6月2-4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如期举
办，展品范围覆盖：空气净化设备、新风系统、加湿除湿、空净/新风配套产品。

2020年的第六届上海空气新风展吸引了223家参展商与24,296名专业观众汇聚一
堂，同期高峰论坛举办21场行业高峰论坛，42场新品发布会，特邀终端用户领域954名
采购决策者莅临现场，与行业权威共同探讨超过100个热点话题。

上海空气新风展作为世界环保博览会平台世环会系列
展之一，与上海国际水展、上海国际泵阀展、上海国际建
筑水展、上海国际生态舒适系统展、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展
等共同构成了环保行业全产业链格局及强大的规模效应，
协同联动带来不可比拟的观众资源共享优势。

三天的精彩连连，值得每一位业内人士细细品味！

展会亮点

展会概况第七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

展会简介

官方微信公众号

多展协同联动形成业界规模效应

推进建筑领域节能减排新风系统助力绿色建筑

集中展示项目方案树立行业操作规范

百万媒体流量加持专业协会鼎力支持

多渠道精准营销助力展商高效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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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展馆交通

扫码预约大巴接送 

展品范围

目标观众

展馆分布

世环会【生态舒适展】

净水展5.2Hall
展馆

5.2Hall
展馆 空气新风展

净水展6.2Hall
展馆

5.2Hall
展馆 建筑水展

5.2Hall
展馆 舒适系统展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上海市青浦区涞港路111号/
上海市盈港东路168号

2021 年 6 月 2 日  星期三  09:00-17:00
2021 年 6 月 3 日  星期四  09:00-17:00
2021 年 6 月 4 日  星期五  09:00-15:00

N 

7.1Hall
展馆

4.1Hall
展馆

5.2Hall
展馆

8.1Hall
展馆

盈 港 东 路

徐泾东站

南 广 场

空气净化设备
家用空气净化器
商用空气净化器
医用空气净化器/空气消毒机
油烟净化器
车载及移动空净设备
除味机/香氛机
其他空气净化设备

新风系统
中央新风系统
壁挂新风机/柜式新风机
无管道新风/窗式新风
强力换气扇
其他新风系统/换气设备

暖通空调经销商/工程公司 家电经销商 建筑工程/安装公司 建材经销商
房地产开发商 住宅/酒店/建筑设计师 装饰装潢公司 医院/工程公司
净水经销商 空气净化器和新风品牌商 酒店和酒店工程 物业公司
学校/教育局/工程公司 娱乐休闲场所

加湿除湿
家用加湿机/除湿机
移动空调/冷风机
商用加湿除湿系统
转轮除湿/泳池除湿
机房空调/恒温恒湿机

空净/新风配套产品
除甲醛/TVOC等室内空气防治产品
滤材/滤料/过滤器/滤网
风机/电机
空气检测仪器/传感器
风管/风口/风道配件
控制系统/控制器/物联网/APP
口罩等消杀类产品
其他空气净化/新风配套产品

轨道交通
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 4/5/6 号口出，由西 0m/ 西 8m 登录厅进入参观。

出租车 / 自驾车
自    驾：导航至涞港路 111 号，由展馆 18 号门驶入进入指定位置停车后，步行至南广场扶

梯由南 8m 登录厅进入参观；或导航至“国家会展中心 P5 停车场”后，乘坐接驳
车至 7.1H/8.1H 尾端登录厅进入参观。

出租车：推荐盈港东路 168 号下客，直接由南广场扶梯至南 8m 登录厅进行登录；或在涞
港路 111 号下客，由展馆 18 号门步行至 7.1H/8.1H 尾端登录厅进入参观。

第七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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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21 60908441

helen@chcbiz.com

火爆招募现在正在火爆招募
实力买家详情请联系

VIP买家俱乐部

VIP买家钻石俱乐部（以下统一称“俱乐部”）是世环会携旗下7大主题展会上海水展/上海泵阀展/上海固
·废气展/上海智慧环保展/上海空气新风展/上海建筑水展/世环会【生态舒适展】全年为来自政府部门、设计
院、工程公司、经销代理商、终端用户及业主等专业领域的采购决策者倾力打造的一个精准、高效、多元化的
采购交流平台。借助世环会在全球环保领域的影响力以及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俱乐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为有采购需求的VIP买家与供应商高层建立深度沟通的渠道。

与此同时，俱乐部成员不但可以在展前优先获得高价值的新产品和新技术资讯，还能够第一时间在展会现
场与供应商进行面对面的采购对接活动，并尊享VIP买家钻石俱乐部专属定制服务所带来的全方位观展体验。

获得世环会旗下所有系列展 VIP 身份
展会现场对接会专属服务，1 对 1 专人引导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现场豪华礼包
展会同期会议 VIP 专属折扣或免费名额
专属采购顾问，提供全年供应商配对服务
尊享俱乐部现场休息室餐饮服务
全年环保行业、产品、技术、案例资讯实时推送
限量 VIP 身份会员卡，彰显尊贵

加入 VIP 买家俱乐部，
获取以下会员特权：

展会概况

*以上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品牌荟萃

第七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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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会议 第七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

活动时间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6月2-4日

6月2-3日

5.2馆内

5.2H975

NEW

NEW

HOT环境中国碳中和绿色科普展厅

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多能源两联供应大赛 

会议时间会议名称 会议地点
6月2日上午

6月2日上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下午

6月2日全天

6月3日上午

6月3日下午

6月3日下午

6月3日

6月3日

6月3日

5.2馆会议室A

C0-02

5.2馆会议室A

C0-03

5.2H975

5.2号馆会议室C

6.2馆

M602

5.2馆会议室B

5.2馆会议室A

M603

M503

M502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NEW

HOT

2021不锈钢管道应用热点与趋势论坛

2021年健康电器发展高峰论坛

2021中国建材家居产业智装快装峰会暨第二届装配式技术研究论坛

2021室内空气卫生智能化创新管理论坛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趋势论坛 

驭见未来⸺2021中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品技术趋势论坛 

2021学校净水&新风项目招标会

2021智慧校园之现代后勤专题研讨会 

2021“场所精神”构建设计新生态论坛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2021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论坛

2021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2021新风净化行业发展交流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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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会议

会议议题

•  上海优质饮用水建设情况与管材应用 •  沿海地区抗咸潮管材的选用

•  装配式建筑与绿色建材认证对建材管道行业的影响 •  管道直饮水发展趋势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A
主办机构 ：中国建材市场协会金属建材应用分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不锈钢管道应用热点与趋势论坛 NEW

现代家电传媒集团集40多年行业的沉淀及“营销顾问，渠道传媒”的初心，联手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北京泛博瑞咨询有限公司，以泛家电行业渠道融合、资源整合之势，将
“2021赋能万商万店万里行系列活动”落户上海，以泛家电行业场景化&智能化营销创新峰会、2021年健康电
器发展高峰论坛峰会两场主题峰会对泛家电行业基于场景化、智能化新一轮再造与重构进行深度分析，对行业
营销创新实战案例进行解读，对渠道模式升级过程中的问题做出剖析。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C0-02 会议室
主办机构 ：现代家电传媒集团、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年健康电器发展高峰论坛

第七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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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

拥抱智能发展机遇，融入数字经济浪潮，经济智能化时代的到来已是顺应趋势。深入推进室内卫生行业智
能化，推动行业内数字化转型，引导空调服务行业健康发展。对于企业来说，智能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某一项业
务的智能化升级，更是整体业务创新、效率提升的利器。依靠先进科技加持，把智能化广泛应用于企业各个环
节，作为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促进与智能化的融合，是必经之路。搏击未来，企业发展需要进一步科技
创新，并抓牢智能化的发展藤蔓，来提高自身的产业地位和核心竞争力。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C0-03 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NEW2021室内空气卫生智能化创新管理论坛

王    彬 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 

孙海东 上海智燊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群龙 上海奥菲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    宇 上海有个机器人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胡    波 纯享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 

陈中兴 华东理工大学  教授

徐文华 同济大学暖通工程  教授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集中空调清洗消毒数据可视化发展

集中空调水处理实时监测系统

细菌微生物对室内空气质量影响的研究与探索

开启楼宇轻量化智慧升级时代

后疫情时代的公共空间环境卫生预防管控

空调水处理中军团菌的防止方法及各项政策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空调运维服务该如何创新

马红军 上海品宅装饰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CPO 

于海华 宏岳集团  装配式研究院院长 

田冠勇 和能人居  副总裁 

张泽东 贝朗(中国)卫浴有限公司 家装事业部  总经理 

窦     婷 上海储为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创始人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装配式内装，不止快、好、省，价值再升级

快易式供水系统在快装中的应用

面向未来的装配式装修

厨卫空间的长期主义

装配式内装应用三问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A
主办机构 ：中国建筑装饰协会建材家居分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中装兴嘉（上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中国建材家居产业智装快装峰会
暨第二届装配式技术研究论坛 

NEW

同期活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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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

由慧聪网主办的“驭见未来·2021中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品技术趋势论坛”将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
行，并邀请行业资深专家、权威分析机构以及知名企业高层等对行业相关政策、最新话题、前沿技术进行深度
解读与分析，以期为从业者提供在技术、供应链及市场等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及预测，构建健康环境电
器行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圈，共享未来产业共赢之道。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号馆会议室 C
主办机构 ：慧聪家电、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驭见未来——2021中国健康环境电器创新产品
技术趋势论坛

NEW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H975
主办机构 ：国际住宅管道工程标准化学会、世界技能大赛 『管道与供暖项目』 中国集训中心
承办机构：上海贝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趋势论坛 NEW

会议议题

•  两联供系统设计工艺

•  双源三联供系统设计工艺

•  装配式被动房建筑趋势

•  南方刚需供暖市场的壁挂炉产业格局

•  健康生活水系统，家庭新风的检测标准

•  2020舒适家行业白皮书内容解读

同期活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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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

荷祥会展联合中国招标网在展会现场为观众及展商现场发布学校、医院、地产行业的净水及新风的招标前
期项目信息。现场将为大家详细的介绍项目的进展情况、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及联系方式等，帮助大家在展会现
场比竞争对手更早了解到项目全貌、提前了解参与投标的时间并做准备、提高中标几率。展会现场更有净水及
新风行业的招标专家和大数据分析专家为大家现场解答投标中遇到的问题。席位有限，先到先得！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 日 全天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6.2 馆
主办机构 ：中国招标网、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学校净水&新风项目招标会 NEW

2021正值国家”十四五”规划的起步期，2021智慧校园之现代后勤专题研讨会，乘风破浪，不忘初心，将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作为战略目标和行动导向，整合行业
有效资源，引领教育后勤管理变革，助力教育后勤服务增值，不断提升教育后勤服务保障能力，助推新时代教
育后勤现代化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上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602 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智慧校园之现代后勤专题研讨会 NEW

2021暖通舒适家行业全面升级！南方采暖刚需市场已经形成，暖通舒适家行业正向精工、专业化发展！为
推动供暖供冷舒适家行业长期健康发展，提升行业专业规划与施工技能，提高供暖、供冷及舒适家行业的专业
技能水平，重磅打造“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多能源两联供大赛“，现场实操PK“天水地水”“天氟地
水”“天氟地氟”等两联供系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灵活的施工技巧，看高手过招定能让你一饱眼福。精彩赛
事不容错过！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2-3 日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H975
主办机构 ：国际住宅管道工程标准化学会、世界技能大赛『管道与供暖项目』中国集训中心
承办机构：上海贝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多能源两联供大赛 NEW

同期活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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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

2020年初开始肆虐的新冠疫情，不仅改变和颠覆民众原有的那套居住价值理念，也倒逼着国内许多房地产
开发商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开发思维和产品服务标准。健康人居深入人心，人居建筑4.0时代或正在到来。由大
商汇教育服务平台联合荷瑞会展主办《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论坛》将于6月3日准时举办，届时众多
行业专家将亲临现场，为大家带来深度剖析！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603 会议室
主办机构 ：大商汇教育集团、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论坛 NEW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A
主办机构 ：中国装饰工程联盟、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HOT

“第六届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由中国装饰工程联盟和荷祥会展强强联手，围绕整装供应链发展之
路，邀请装企高管行业大咖企业代表等汇聚一堂，交流、碰撞、嫁接，旨在探讨家装 行业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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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实现您的业务合作与职业发展！

同期活动&会议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下午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5.2 馆会议室 B
主办机构 ：中国设计联盟网、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场所精神”构建设计新生态论坛 NEW

蔡文华 上海安莘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创办合伙人

徐友贤 新加坡Portfolio Design Partnership Pte Ltd  创始人\总建筑师

杨像腾 中国设计联盟网  发起人

演讲主题 演讲嘉宾

水元素与环境的艺术对话

建筑室内设计里的生态意识

“共享设计”想象力构建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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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小姐          +86 21 3323 1379          marcom@airventecchina.com.cn

了解更多会议敬请联系

会议议题

•  十四五规划下，新风净化行业的发展机遇 •  变局中开新局，痛点下的创新发展之路

•  空气品质与智慧物联服务方案分享 •  新风净化产品质量与测试交流

•  新风空调一体机的市场与发展 •  空气净化产品在特殊场所的应用

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消费者对健康意识的增强。新风净化行业正面临着挑战与机遇，行业企业需坚持不
懈的用创新技术推动净化行业的前进发展，提升科研实力和生产能力，创新技术，做好产品。为准确把握2021
年空气净化设备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助力企业在多产业领域脱颖而出，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低碳建筑研究中心拟定于2021年6月3日“世环会【生态舒适展】”同期，举办“2021新风净化行业发展
交流研讨会”。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502 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低碳建筑研究中心、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支持机构：中华预防医学会卫生工程分会、中国绿建委建筑室内环境学组、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空净专委会、建筑安全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全国生态校园行动工作委员会

报名参会

2021新风净化行业发展交流研讨会

酒店的规划设计中，净水系统、中央空调/新风系统、生活热水系统的设计和设备选用是提升入住体验感
的重要一环。安全、清洁、舒适、便捷和节能是衡量酒店舒适系统的基本标准，在后疫情时代人们最关心疫情
的反复和公共场所的安全性问题，消费者对入住酒店的水质和呼吸方面的安全问题有了刚需，国家也出台了对
酒店用水、用风、用热的规范性标准，酒店在规划舒适系统方案时不仅要考虑到节能环保等长远发展的需求，
也不能忽视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

会议时间：2021 年 6 月 3 日 
会议地点：上海｜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M503 会议室
主办机构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分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报名参会

2021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同期活动&会议 第七届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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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布朗(上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66

布朗•赫马克HRV系列 看产品细节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21

ZY直流全热交换器 看产品细节

浙江星月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33

DM-F2500-IMP 看产品细节

广州迪森劳力特空气净化技术
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45

吊顶式新风机 - 标准系列 看产品细节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108

PM2.5净化型新风系统 看产品细节

爱迪士(上海)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85

Easy InspirAIR Monet ECO智岚
中央式智控热回收新风净化系统

看产品细节

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01

远大洁净新风机 看产品细节

广东百朗新风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69

NOAH Plus 看产品细节

新
风
/

除
湿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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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展品速递

佛山市南海南洋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净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96

展位号：5.2H323

艾易西(中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76

格韦特新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49

宁波威霖住宅设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75 神恩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07

富罗尔(江苏)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35 台州奇林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32

超薄除PM2.5全热交换新风机 VFS-U500吊顶式单向
流新风净化系统

直流墨金系列 格韦特全热回收新风机

全屋全热交换新风净化机 碧落DC热回收
新风净化一体机

除霾中央新风换气机(侧开款） 新风除霾全热交换一体机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新
风
/

除
湿
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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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常州九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39

睿仑空气处理技术东台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119 浙江东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77

双冷源深度除湿系统

全热净化新风
除湿&制热一体机机

中央新风机

看产品细节

上海士诺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02

钻石系列 看产品细节

广州多乐信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123

家用除湿机 看产品细节

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81

全热新风除湿机 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杭州瑞亚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63

AM系列新风除湿系统C3 看产品细节

上海湿腾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22

湿腾防霾全热交换
新风除湿机

看产品细节

新
风
/

除
湿
系
统



1216

新
风
/

除
湿
系
统

展品速递 *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浙江恒倍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928

江苏布莱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91 浙江每刻爱尔空气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131

低噪音全热净效新风机

直流新风机 350风量中央新风净化系统

看产品细节

森蒂枫(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125

净化型全热交换新风机 看产品细节

慈溪市香格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126

上加水超声波加湿器 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迈迪龙(浙江)新风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947

CHRV-DMA高效节能
全热净效新风机

看产品细节

中山市孚禄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83

新风系统家用商用
中央排风抽风强力管道静音

排气换气机新风机
看产品细节

河北衡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30

被动式建筑新风环控一体机 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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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速递* 扫描二维码见展品详情

慧聪信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笨鸟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25

展位号：5.2H128

中创芯净(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65

浙江金大万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139

江苏黑森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01 江苏帝源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81

广东瑞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65 昆山康丽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79

IA1019S氧聚解空气处理系统 空气净化机

菲尔博德空气净化器 工业级臭氧消毒机

AP5006家用空气净化器 帝源空气消毒机DY860

空气消毒机 空气净化器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空
气
净
化
/

消
毒
消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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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宇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澳兰斯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97

展位号：5.2H4123

山西蓝天新华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127

杭州合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5128

上海优蓝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119 广东海客堡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102

深圳市康弘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105 山东帅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03

空气净化器 智能空气净化消毒机

 澳兰斯A3A小型空气净化器
家用除甲醛PM2.5

HS3107空气净化器

IONAIR加拿大进口
离子空气净化器

B40 家用空气净化器 
负离子 空气质量检测 

UVC消杀 光催化 HEPA滤网

EPI236 家用空气净化器 帅迪牌空气净化器KJ520F-A02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空
气
净
化
/

消
毒
消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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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净
/

新
风
配
套
产
品

浙江泰尔塑业有限公司

苏州博乐格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60

展位号：5.2H379

常州祥明智能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91

宁波真如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28

东莞市旭恒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47 东营俊富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118

温州市德嘉滤清器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52 宁波贝德尔电讯电机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31

【升级版】食品级HDPE新风
专用双壁波纹管

直流无刷塑封电机

BL-B225B-EC-01 PE扁管

90°双进风送风机 高效空气净化材料

DJZK-600-800 全自动
纸框点胶机

FLW系列后倾式离心风机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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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净
/

新
风
配
套
产
品

台州市文龙网业科技有限公司

称道新材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99

展位号：5.2H233

佛山市乐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123

苏州米果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61

江苏创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125 苏州达科静风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60

北京迪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07 常熟市美顺琪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133

筛网，滤网 中效过滤器

7S双组份过滤棉 高分子防静电材料ESD

家用空气过滤器
中央空调回风口滤网

消音软管

2.8英寸彩屏线控器 吸水圈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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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汇凯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新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136

展位号：5.2H3141

青岛世尘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290

无锡诚赢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127

上海哈克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409 安徽科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7136

宁波朗迪智能机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99 上海施依洛风机有限公司 展位号：5.2H342

300W油烟净化高压电源 SC-L8023自动扫描测试台

被动房、绿色节能建筑环境
能耗监测智能控制

静电集尘高压电源

空气净化器及新风
系统过滤器

空气净化过滤网

AC 前向单进风离心风机 离心风机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看产品细节看产品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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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预登记 会议报名

扫描二维码完成预登
记，获取精美礼品！

在线网络预登记

登录 www.airventec.com.cn，
点击观众中心，进入报名
参观页面，填写信息完成

预登记。

扫描小程序，查看 2021
上海空气新风展精彩会

议，即可预登记！

电话预登记

您可以致电 400-665-3755 
我们会有客服为您提供

登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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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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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D闹钟音响

500 积分
以上 兑换

100元天猫购物卡

600 积分
以上 兑换300 积分

以上 兑换

电脑包

200 积分
以上 兑换

运动书包

100 积分
以上 兑换

手持风扇

邀请 5名专业观众预登记并到场，展
后可额外获得 100 元天猫购物卡

完成预登记并到场可获得 100 分奖励

展前收到参观电子胸卡，节省参观入场时间

定期收到行业快讯，产品和技术资讯及时掌握

凭电子胸卡提前预约展会现场的各研讨会

有资格参与展期三天观众幸运抽奖，赢取幸运大奖

到场凭积分即可兑换天猫购物卡、LED闹钟音响、电脑包等精美礼品

预登记方式

预登记礼遇

防疫小贴士

实名认证
测温 / 健康码检查
防疫物资
现场医疗点

人流管控和进馆路线
建立现场防疫防控工作机制
防疫宣传、疫情防控须知
展品消杀

展商展前重要提醒
车辆进馆检查
展台 / 功能区设置
防疫巡查 & 广播提醒

场馆消毒、垃圾清运
空调及排风设备防疫防控措施
餐饮防疫防控措施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注 :  积分可在展期现场直接兑换天猫购物卡、便携式音响、运动书包等精美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