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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展会概况
2021年 6月 2-4日，由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主办，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建筑新风系统技术服务管理
中心、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低碳建筑研究中心、空气净化器 (中国 )

行业联盟、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净化服务委员会官方支持的 2021上海空气新风展在上海丨
国家会展中心 (虹桥 )成功落幕。
2021上海空气新风展规模达 25,000平方米 ,汇集了 345家展商与 32,160名观众到场参观，同期
举办了 25场高峰论坛和 43场新品发布会，得到了42家行业协会和 86家专业媒体的大力支持，特
邀空净新风、暖通空调、装饰装潢、家电厨卫等领域经销商与酒店、房开、学校、医院、康养等终端行
业的采购决策者莅临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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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风采

展商风采
本届展会现场汇聚了松下、造梦者、布朗、百朗、远大、爱迪士、绿岛风、湿腾、六星劳力特、士诺、英
宝纯等众多行业知名企业，展出了千余全新产品，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新风空净行业的交流盛宴……

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

布朗（上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爱迪士 (上海 )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造梦者 (Dream Marker) 生态舒适家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百朗新风系统有限公司

艾易西（中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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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分析

部分品牌展商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展商分析

展品类别

14%

21%
32%

9%11%
17%

8%

2%

新风系统 /
新风机

空气净化
设备

加湿除湿 其他滤材 /滤网 风机 /电机 检测 /传
感 /控制

展商满意度 展商推荐度

93% 推荐
7% 其他

88% 满意
12% 一般

86%88%

12%

9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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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寄语
展商寄语

广东松下环境有限公司  事业战略统括部、商品企划一部部长  邓育涌
今年是松下连续参加上海空气新风展的第四年，松下在本次展会中重点打造了6恒气候
站的概念，综合展示了全屋新风、净水、空气消杀、智能家居等集成解决方案，获得了非
常好的反响，三天展会观众络绎不绝。松下通过提供各类前沿技术成果 ,向专业观众传
达了舒适智能家居理念，重新定义美好生活。期待 2022上海空气新风展，我们再聚首。

布朗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袁路
2021年是布朗第五次参与上海空气新风展，此次展会我们带去了新风、消杀系统、加湿、
除湿等全屋空气解决方案，并获得了高度关注。通过三天的展会，布朗可以更好的向专业
观众、行业专家展示我们的产品，传递“智慧家庭、智慧选择”的品牌理念。相信下一个五
年，上海空气新风展办的更好！期待每一年的相见！

宁波德业日用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国内营销副总监  杨成龙
这是德业第一次参加上海空气新风展，此次展会不仅扩展了品牌影响力，获得了许多与业
内人士交流的机会，同时展出的全系列产品也得到了众多参观者的高度好评。这不仅源自
我们的精心准备，更要衷心感谢展会主办方对德业的鼎力支持与配合。展会期间，我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了当前新风技术的研发热点与创新挑战，本次展会我们收获颇丰，十分期待
明年与上海空气新风展的再次相会。

杭州树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品牌总监  赵徽
后疫情时代，人们的健康认知再上新的高度。2021上海空气新风展的生态舒适、智能环
保和空净新风等理念，和我们让呼吸成为营养的企业使命不谋而合。展会 3天时间，充分
为用户展示了树派的行业顶尖空气治理产品和技术，5A级空气净化理念受到市场的广泛
关注好评与合作商机，希望上海空气新风展越办越好，为大家创造更有影响力的合作平台。

造梦者 (Dream Marker)生态舒适家  中国总裁  肖健伟
Dream Maker造梦者致力于围绕阳光、空气、水来为家庭打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通
过科学节能的方式实现恒温恒湿、空气健康和饮用水健康。我们的产品把一个家庭所需
要的健康舒适家用一个品牌全部囊括。今年的上海空气新风展展馆内，展会主办方除了
往届的舒适家居与新风产品，还新增了管道、暖通空调类产品，使得展会更显丰富多元化，
其实这也符合经销商的经营思路，所以在本次的展会上，我们也收获颇丰。

爱迪士 (上海 )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Étienne GENDREAU

后疫情时代，人们更加关注人居环境的空气质量安全，爱迪士积极响应政府“碳达峰”、“碳
中和”的号召，投身绿色建筑和消毒杀菌新风解决方案。第四次参加上海空气新风展，我
们很荣幸与行业同仁们再次聚首。秉承 #HealthyLiving - - -AIR REVOLUTION为全球用户
打造健康生态生活空间的战略定位，不断创新发展，引领数字时代，致力于让全球更多用
户拥有健康舒适的家庭、工作和学习环境，赶紧加入我们一起 AIR REVOLUTION！

远大洁净空气科技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潘永
上海空气新风展作为国内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专业展会，贯通上下游产业链，打造专业公开
的商贸交流平台。远大空气连续两届参展，并在今年发布新品，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和
客户反馈。客观来说，展会总体人流受疫情影响较大，但主办方迎难而上，展馆整体布局
更加合理化，宣传力度更大，展会获得圆满成功。预祝展会蒸蒸日上，越办越好。

广东绿岛风空气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总监  郑祖潘
绿岛风由始至终坚定地走在打造优质、舒适、安全的室内空气系统的道路上，很荣幸参加
2021年上海空气新风展，这是一个绝佳的平台，这个平台让我们再次站在行业发展的峰
峦之上，与行业同仁相互交流学习。正因为如此，在展会上我们新推出的一系列新风系统
产品，才有机会吸引到来自全国各地客户的驻足观看与咨询洽谈。期待 2022年新风展，
我们再次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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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代理商（暖通空调、空净新风、家电厨卫、家装建材）

暖通工程公司 /安装公司

装饰装潢公司

房地产/酒店 /学校 /医院 /康养 /物业

建筑设计院 /设计师

设备生产商

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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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参展的竞争对手动向

评估展会效果，以此来决定未来是否参展 

观众行业类别 观众参观目的

6%

1% 3%

观众决策力 观众满意度

观众分析

观众职位和部门
39%  上海
21%  浙江
17%   江苏
11%  山东
4%  北京
2%  安徽
2%  湖北
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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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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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分布

观众分析

22% 22%

16% 14%

8% 12%

6% 8%

6%

41% 35%

92% 满意
8%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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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买家现场下单（部分）

组团观众评语

组团观众 & VIP买家
组团观众 & VIP买家

上海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分会
一年一届，相约上海空气新风展，本次观摩团一行人员由协会秘书长、酒店分会秘书长带领十几家酒店工程
总监，展会云集先进节能环保技术产品，为酒店绿色节能场景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后疫情时代下，加深了
行业与社会对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的认识，促进了业内专家、酒店工程方、节能环保技术方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感谢支持，期待下次合作，让我们连接上下游·共建生态圈！

中国设计联盟网
很感谢本次上海空气新风展为设计联盟网平台的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全方位了解生态舒适行业的平台。通过
设计师看展团和设计论坛两场展会活动，使更多设计师了解到了功能性家居设计的魅力和重要性。相信在
未来的涉及领域将会迎来设计师与生态舒适行业更加紧密的联系合作，共同为更好的设计服务。

2021上海空气新风展汇集了浙江省饭店业协会观摩团、上海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业分会观摩团，
昆山市房地产业协会观摩团、中国设计联盟网观摩团、酒店设施管理专业委员会观摩团、中国建
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低碳建筑研究中心等大批专业观众自发组团前来观
摩。

采购商名称 项目名称及采购产品 采购预算 采购时间
横店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金华市某品牌方寻找家用空气净化设备OEM/ODM代工合作 
采购产品: 家用空气净化设备 100万 三个月内

个体经营 邢台市某独栋别墅建设项目所需中央新风系统采购 
采购产品: 中央新风系统 50万 三个月内

天津市**机电设
备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某经销商寻找家用/商用净水新风品牌经销合作 
采购产品:  中央净水器、中央软水机、直饮水机、燃气热水
器、中央空调、中央新风系统

年采购预算
800-1000万
左右

2021年下
半年

杭州**科技有限
公司

浙江某别墅/商场/展厅新风工程所需设备采购 
采购产品: 中央新风系统，壁挂新风机

年采购
1000万以上 2021年

河南**轻钢新型
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旅游区轻钢民宿精装修所需净水/新风/智能家电设备采购 
采购产品:  中央新风系统、智能家电、智能物联

年采购
800万左右 2021年

南宁市**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广西某大学校园BOT项目所需净水设备新风设备采购 
采购产品: 中央净水系统、直饮水机、开水器、中央新风系
统、窗式新风机

新风项目
80万 三个月内

南京**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某酒店/学校中央净水系统工程和中央新风系统工程所需系统
集成服务商合作 
采购产品: 中央新风系统

新风项目
40-50万 近期

深圳市**实业有
限公司

深圳某别墅家装新风系统工程所需新风系统采购 
采购产品: 中央新风系统

新风项目
100万以内 三个月内

盐城**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盐城某家用/商用新风工程所需中央新风系统设备采购，商用
空间新风、住宅空间新风 
采购产品: 中央新风系统

年采购新风
设备50万以

上
2021年

徐州市**建筑装
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某酒店新风工程所需中央新风系统设备采购 产品需要具备
热交换功能，安装方式为吊顶
采购产品: 中央新风系统

新风项目
40万 三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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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活动
为整合新风空净领域上下游产业链，共谋行业发展新生机，6月2日与3日,展会同期举办了多场展商新
品发布会，各大知名企业携行业新品和前沿技术亮相现场，现场吸引了诸多专业观众与同行参与交
流。
主办方更联合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建筑新风系统技术服务管理中心、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净化
服务委员会、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低碳建筑研究中心、上海空调清
洗行业协会、WOOAIR吴教授工作室、大商汇教育集团、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业分会、现
代家电传媒集团、中国装饰工程联盟等一线协会与媒体，同期举办多场新风空净、酒店房开、家装领
域的高峰论坛，共吸引空净新风专业领域及各轻商终端行业超过1,300名专业人士莅临展会现场。

现场会议活动

新品发布会
演讲主题 公司名称 发言人 职位
臭氧高级氧化杀菌消毒技术与装备
在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应用 浙江金大万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刘新旺 总经理

VWF变流量技术对两联供系统的提
升 迪莫环境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王旭丰 华东销售经理

针对当前情况方案应对 河北衡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王春站 总经理

直流变频分体环境控制机组，开创
室内人居环境新格局 常州九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张高峰 总工程师

亚克YAKE家装新品首展   重新定义
新国货 杭州瑞亚电气有限公司 朱晓建 总经理

具有消杀功能的高效气相净化材料
及其应用 艾易西(中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王   松 技术副厂长

新风产品的数字化应用 格韦特新风(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谭奇峰 技术总监

“可以开窗的五恒”核心技术及解
决方案 格瑞智慧人居环境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何强勇

博士 总经理

中国式全空气的思考及应对 万森全空气 陈   俭 销售总监

家用 商用 工业中央除尘系统发展
趋势 加拿大赛洛威克中央除尘系统 付   岳 总经理

北京中创尖锋大风量新品发布 中创芯净(厦门)科技有限公司 米广锋 总经理

空气环境机全新品类打造安全.健
康.舒适家 深圳市英维克健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房艳松 副总经理

恒倍康吊顶式空气消毒机(医用消毒
新风)产品新品发布会 浙江恒倍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李   文 营销总监

室内环境变革与趋势-图库曼全空气
新品发布会 杭州图库曼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陈   冲 技术顾问

爱迪士全系列新品发布会 爱迪士(上海)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孙   毅 中国区市场部
产品经理

新风能源一体机控制系统 苏州新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陆世峰 研发总监

净化消毒新风系统：双重过滤系
统，智享呼吸健康 上海士诺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沈国栋 市场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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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活动

主办机构：中国设备管理协会建筑新风系统技术服务管理中心
承办单位：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健康、舒适、低碳、节能”是未来人居的发展趋势，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3060

目标开启，各类房企将加速推进健康宜居低碳建筑业务，落实低碳节能、健康人居发展的理念，
以健康舒适为首要目标，以节能低碳作为主要手段。此次论坛围绕健康人居环境系统中的产品应
用及解决方案，邀请了业界专家及产业上下游企业代表，深度探讨行业未来发展，助力绿色地产
发展升级。

主办机构：大商汇教育集团、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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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绿色地产健康人居环境系统发展论坛

碳中和时代：房地产绿色建筑与舒适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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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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概要：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趋势论坛，本次论坛重点探讨舒适家行业发展、
标准解读，舒适家居的技术（BIM）与技能（施工），健康人居环境解读，全屋净水的整装时代
分享等热点话题，全方位、多维度为您洞悉舒适行业蓝海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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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概要：2021疫后市场逐渐回暖，之前需求积压，现在市场因为需求化，简单化，模块化，技
术智能化将逆袭。两联供火爆的背后是亟待提升的设计、施工水平，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
两联供大赛，由世界职业技能大赛『管道与供暖』中国队专家、教练，暖通舒适家行业专家纷纷加入，
集聚公信力和传播力的角逐，汇聚舒适家行业资源，结合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
趋势论坛，共探工艺、技术、趋势，共促行业发展与技能交流。

现场会议活动

2021健康住宅『舒适家整装』生态链趋势论坛

2021舒适家行业职业技能赛――两联供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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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活动

主办机构：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业分会、上海创新节能技术促进中心
承办机构：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酒店的规划设计和改造中，净水系统、中央空调 /新风系统、采暖系统、热水系统的
设计和设备选用是提升入住体验感和绿色节能的重要一环。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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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住酒店的水和环境、空气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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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对消费者的健康安全保障。

主办机构：现代家电传媒集团、上海荷嘉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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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酒店舒适与节能系统技术论坛

2021年健康电器发展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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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中国装饰工程联盟、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2021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邀请机构领导、行业大咖、建筑设计师、企业代
表和地产终端代表等汇聚一堂，交流、碰撞、嫁接，探讨了产业互联网时代下装修装饰行业该如
何破局发展，搭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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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机构：中国设计联盟网、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共享设计”想象力构建新生态论坛，由中国设计联盟网与荷祥会展联手打造，随着
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等新业态纷纷兴起，“共享模式”已席卷全球成为一股热潮。围绕新生态，
新趋势，设计大咖、产业精英，大家齐聚一堂，碰撞，探讨，如何把握新机遇，开创新未来。

2021中国装饰千企采购高峰论坛

2021“场所精神”构建设计新生态论坛

现场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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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室内净化服务委员会、中关村绿色建筑创新技术联盟新风净化 

   委员会、北京新风净化展示体验中心、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通风设备》商务专刊 通风设备网

会议概要：随着人们对室内环境、人体健康的需求不断提高，新风系统行业将迎来更大的发展契机。
同时，疫情也让企业受到了阶段性的影响，正是凭借净化、消杀、通风等多样化的功能，新风系
统不仅保持工程市场的增速，还开始在零售市场崭露头角。不少新风厂家也意识到，住宅、办公
场所以及诸多公共场合都将面临与以往不同的挑战，不仅是通风换气、净化那么简单，如何构建
强大的健康空气场景，已经成为城市多元空间必须直面的问题。

主办机构：建筑安全与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低碳建筑研究中心、

会议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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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1年6月3日举办了“第
五届新风净化行业新材料 新技术 新产品交流研讨会”。

2021中国新风系统应用技术论坛（上海站）

第五届新风净化行业新材料 新技术 新产品交流研讨会

现场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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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上海空调清洗行业协会、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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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机构：上海沃生国际空气净化新技术暨空净行业硕博论坛组委会、WOOAIR吴教授工作室、 

   沃生空气净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承办机构：上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

会议概要：单一的技术难以符合众多细分市场的特殊要求，只有综合的技术才能有效控制 VOC

的高标准排放与满足室内高品质空气的需求。本次论坛有行业资深专家介绍介质阻挡放电等离子
体、各种纳米光催化与常温催化材料、二氧化氯等强氧化材料的特性与应用，这些材料的综合应
用将在提升我国空气净化行业整体科技水平，满足空净行业细分市场的要求等方面显示出重要的
意义。

2021室内空气卫生智能化创新管理论坛

2021上海沃生国际空气净化新技术暨空净行业硕博论坛

现场会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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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传播

以上列举部分品牌，排名不分先后

在2021上海空气新风展的现场，新浪地产、网易家居、腾讯家居、中国新风网、艾肯家电网、智家网、 
舒适系统、中国制冷、暖通空调标准与质检等百余家媒体到场，现场对松下、造梦者、布朗、百
朗、 爱迪士、远大、艾易西等参展商进行了深度采访并发文推送。同期更有现场直播、抖音 /朋
友圈 /搜狗 /百度 /360推广、KOL点对点转发等多种新媒体传播形式为展会造势，连续三天热
度持续攀升，人气爆棚。

媒体采访秀

新媒体传播板块

广东松下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布朗（上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造梦者 (Dream Marker) 生态舒适家爱迪士 (上海 )室内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百朗新风系统有限公司

媒体传播

百度、360、搜狗等
搜索平台曝光量
1,300万+

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
移动资讯平台曝光量

690万+

抖音
曝光量

230万+

微信朋友圈
曝光量

1,030万+

合作媒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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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预订
联系人：陈先生
电   话：+86 21 3323 1386
邮   箱：sales@airventecchina.com.cn

媒体合作
联系人：汪女士
电   话：+86 21 3323 1379
邮   箱：marcom@airventec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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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