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期举办

预登记方式及礼遇
预登记方式

方法一

系列展

方法二

微信预登记

在线网络预登记

扫描二维码，填写信息完
成预登记，还可报名免费
观展专车！

登录 www.flowtechsh.com，点击观众
服务进入预登记页面，填写信
息完成预登记。

方法三

电话预登记

致 电 400 665 3755，将 有
人工客服为您提供信
息登记！

展前收到观众预登记胸卡，免去现场排队登记手续

预登记礼遇
一次登记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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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好礼

水处理展

建筑水展

固•废气展

空气新风展

第八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水利展

www.flowtechsh.com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5.2H & 6.2H馆

2019年6月3-5日

展前预览

完成预登记并到场可获得展会定制纪念礼品一个

定期收到电子快讯，即时掌握行业及展会资讯

可凭胸卡参观同期展会及现场免费研讨会

有资格参与观众幸运抽奖，每天有机会赢取精美电脑包、
折叠键盘、天猫超市购物卡以及手持吸尘器等礼品

推荐 5 人及以上，本人现场奖励精美电脑包；发起超过 15 人组团
到场参观，本人现场奖励折叠键盘

备注：被提名好友或组团成员（需符合专业观众身份）到场参观均可获得定制书签

70,000m2 规模
25,000+展品
1,200+展商

中国高品质泵管阀展览会
提供全产业链流体输送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主办机构

参观咨询

酒店预订

上海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钟小姐
+86 21 51099795
+86 21 64644008

2087248719
173 2134 5602
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400 665 3755
visitor@wietecchina.cn

会议咨询

+86 21 3323 1407
marcom@flowtechsh.com

上海展微信公众号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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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机构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5.2H & 6.2H馆

2019.6.3-5

支持单位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上海市水利工程协会/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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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排水委员会

新品发布 ...................................................... 13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简称“上海国际泵阀展”）由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主办，是业内

2019 营商环境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游的沟通与合作，打造一站式采购平台。上海泵阀展通过与多家行业协会及专业媒体的合作，

同期会议 ...................................................... 14
第三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第三届 HSE 管理创新论坛

2019 流体输送技术创新与应用研讨会
2019 环境污染物治理产业高峰论坛

同期展会 ...................................................... 17
上海国际水展

高品质的泵管阀展览会，旨在通过集中展示国际流体机械行业的变革与进步，促进产业上下
推出了多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让观众能够与来自全国的水协、水司、给排水工程公司、工程

研究院、设计院等业内资深专家以及化工、环保、制药等终端买家近距离面对面，深入了解

经典项目和热点技术应用，并有机会提前掌握行业新概念与新技术价值，从而为业务合作与
职业发展提供助力！三天的无限精彩值得每一位业内人士细细品味！项目和热点技术应用，
并有机会提前掌握行业新概念与新技术价值。

上海国际水利展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上海国际固·废气展

世环会 APP .................................................. 21

观众福利 ...................................................... 封底

泵

阀门

泵阀配套产品

智能供水设备

管道

电机节能

预登记方式
预登记礼遇
酒店预订

* 所有信息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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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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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

1

•
•
•
•
•
•
•
•
•
•
•

离心泵
计量泵
螺杆泵
转子泵
罗茨泵
柱塞泵
滑片泵
漩涡泵
升液泵
软管泵
其他泵

泵
•
•
•
•
•
•
•
•
•
•

凸轮泵
隔膜泵
活塞泵
污水提升泵
喷射泵
往复泵
齿轮泵
轴流泵
混流泵
真空泵

•
•
•
•
•
•
•
•

智能供水设备

成套设备
稳流罐
变频器
控制柜
立式离心泵
计算机软件
控制水箱
其他智能供水设备

•
•
•
•
•
•
•
•
•
•

管道 / 管接件

复合管
弯管
波纹管
水泥管
弯头
软管
管接头
管道机械
三通四通
其他管道/连接件

2
3
4
5
6
7
88
9
10

•
•
•
•
•
•
•
•
•
•

2

球阀
排污阀
止回阀
节流阀
柱塞阀
旋塞阀
控制阀
疏水阀
仪表阀
铜阀

阀门
•
•
•
•
•
•
•
•
•
•

蝶阀
闸阀
截止阀
电磁阀
隔膜阀
安全阀
减压阀
调节阀
底阀
其他阀门

•
•
•
•
•
•

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机构
手动执行机构
液动执行机构
气动元器件
其他执行机构

泵阀配套产品

数控机床
密封件
衬垫
涂层
泵壳
泵阀检测设备
粘合剂
电机
焊接
法兰
阀门定位器
轴承/联轴器
铸造件/锻造件
• 其他泵管阀配套产品

•
•
•
•
•
•
•
•
•
•
•
•

10

大亮点

华东六省一市水协、水司齐聚一堂
电机板块崛起，降低损耗助力高效
化工泵强势回流，聚焦化工行业新技术
超

2.5 万件展品覆盖流体机械行业上下游产业

100 家参展知名品牌指定的新品发布平台
为各行业流体输送需求提供实战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

7 万平米包含 3 大主题展及 4 个创新展区
超过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00 家参展企业

近百场专题论坛和活动追踪行业热点与技术前沿
展会 APP+ 微信实现

365 天全行业信息一手掌握

品牌荟萃 参展企业名单（部分）

备注：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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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分布
5.2H
6.2H
5.1H
6.1H
7.2H
8.2H
8.1H
7.1H
4.1H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

泵及环保流体展
阀门管件展

2H

膜与水处理展

1H

3H

8.2H
7.2H

4.1H

环保水处理展
末端净水展

5.2H

末端净水展

8.1H
6.2H

7.1H

详情请联系

5.1H

空气新风展

6.1H

张先生

建筑水展/水利展

+86 21 61911641

固•废气展/智慧环保展

参观时间：
6 月 3 日（ 星期一）9:00-17:00

6 月 4 日（ 星期二）9:00-17:00

6 月 5 日（ 星期三）9:00-15:00

俱乐部简介

junky@chcbiz.com

VIP 买家钻石俱乐部（以下统一称“俱乐部”）是上海国际泵管阀展主办方为来自政府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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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高效、

多元化的采购交流平台。借助展会在华东市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水处理领域累积的资源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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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路线

（上海·虹桥）

地铁：
- 地铁 2 号线徐泾东站下，4/5/6 号口出
- 地铁 17 号线诸光路站下，2 号口出

扫码预约大巴接送

- 到达涞港路 111 号或者盈港东路
公交路线 :

可驳接地铁紫藤路、中山公园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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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会现场 VIP 专属绿色通道，无需排队等候

168 号，进入南广场

- 706 路：可驳接地铁九亭站；3 路或 776 路：

所带来全方位观展体验。

获得世环会旗下所有系列展 VIP 身份

- 到达诸光路 1888 号，进入西广场

发区、锦江乐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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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制服务，

尊享服务

出租车 & 自驾：

- 865 路：可驳接地铁上海动物园、漕河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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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蟠
龙
路

专属采购顾问，提供全年供应商配对服务

北广场

蟠中路

嘉
金
高
速

世环会 APP 线上专栏采购信息发布

崧泽高架路

地铁17号线
诸光路站
2号口出

诸
光
路

地铁2号线
徐泾东站
4/5/6 号出口
盈港东路

涞
港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路
南广场

沪青平公路

嘉
闵
高
架
路

尊享俱乐部现场休息室餐饮服务
上海虹桥
国际机场

非本地会员参观享一晚酒店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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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
际
品

展品速递（部分展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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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格兰富水泵 ( 上海 ) 有限公司

格兰富一体化智慧泵房
由便携式箱体、供水机组、消毒设
备、控制系统、数据收集和远传系
统、云端管理和维护系统、视频安
防系统、流量检测设备、水质监测
系统、通风排水保温系统、防虫防
火系统等组成，是集加压、消毒、
水质监测、安防、火灾报警、通风、
防雷、抗震等多功能一体化泵站。
具有高度集成化、体积小、施工周
期短、
安装方便等特点。

HOT

牌

NEW

HOT

Xylem 中国有限公司

飞力轴流泵
设计旨在低扬程大流量的泵送，
其纤细的外形占地面积小。以更
低的成本快速安装，安装或拆卸
只需几分钟，无需紧固螺栓。这
种经济性智能产品运行时淹没于
泵送液体，使得安装没那么复
杂，运行冷却性更好、更安静。
结构坚固、运行可靠，每个飞力
轴流泵在出厂前都已测试，以确
保其具有较高性能和卓越质量。

添理仕贸易 ( 上海）有限公司

双偏心蝶阀
• 交货周期短
• 持久耐用
• 使用效率高

6

NEW

新品展示

HOT

展品推荐

宾泰克（天津）有限公司

HOT

PE / PSS 立式管道泵
采用低噪音全闭马达。
由于采用
低噪音设计，达到低噪音。
采用新
开发的机械密封，有效降低噪音、
漏水，
寿命更长。

安德里茨 ( 中国 ) 有限公司

NEW

代斯米泵业技术 ( 苏州 ) 有限公司

NSL 泵
NSL 泵是单级离心泵，具有符合国
际标准的法兰接口。
泵壳上装有
可更换的密封环。
叶轮采用双曲
面叶片设计，确保低汽蚀余量和
高效率。
轴承单元采用坚固的球
轴承，小型泵采用免维护自润滑
轴承。
大型泵的下轴承采用并列
双轴承，
配有润滑注油嘴。

艾默生

Fisher™ MR95 系列调压器
MR95 系列调压器是紧凑型、大流通
能力、直接作用式调压器。典型应
用包括过热蒸汽、蒸汽注入、蒸汽
伴热、氮气吹扫、锅炉给水、过程
化学物质、冷却水、测试装置、洗
液储罐、杀菌器 / 高压灭菌器、燃
料管线、
气源和许多其他应用。

NEW

川本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MVI 立式多级泵
• 叶轮、导流腔及外壳均为不锈
钢。
水泵和电机轴由套筒式联轴
节连在一起，泵的灯笼架内单独
配置独立的滚动轴承，可平衡所
有的轴向力，从而可配置 V18 或
V1 的各种标准电机。
采用不受转
向限制的免保养的机械密封
• 应用：供水和增压、消防系统、
工业循环、化工技术、冷却水循
环、
清洗、
灌溉设计

立式泵
流量可达 70,000 立方米 / 小时，扬
程高至 80 米功率可达 10,000 千瓦
立式泵是抽芯式或非抽芯式设
计，
可选择液压可调式叶片。

CM 离心泵
宾泰克 CM 离心泵系列 结构紧凑，
外观精美；型号多，用途广；运
行稳定，环保节能；可广泛应用
于系统增压补水、机器配套、CM 系
列为煤改电项目专用泵

NEW

威乐 ( 中国 ) 水泵系统有限公司

埃维柯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法兰闸阀
设计注重每一个细节，具有内置
的安全系统。
阀瓣由 EPDM 合成橡
胶完全包覆并进行整体硫化，并
通过饮用水认证。
由于橡胶的压
缩回弹能力、双层粘合硫化工艺
以及结实的阀瓣设计，这些特性
都使阀门具有卓越的耐用性。
三
重安全的阀杆密封系统、超高强
度的阀杆和全面的防腐性能确保
了阀门无与伦比的可靠性。

潜水泵 Amarex KPT
• 立式单级潜水泵、电机与泵直
联，多种叶轮设计，可进行湿式
或干式安装，可以固定式或移动
安装。
设计符合 ATEX 标准
• 应用：能输送所有在水和污水
处理及工业方面的具有耐磨要
求和带腐蚀性的污水，尤其是未
经处理过的含有长纤维和固体
颗粒的污水、带有污水、原水、活
性污泥，
可用于海水脱盐系统

展品速递

（部分展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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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vatti

SNE 系列水泵
自 1952 年以来意大利 Rovatti 泵业致
力于研发、生产、销售、安装为一
体的地面离心泵和深层离心泵的
龙头企业。Rovatti 研发部门不断技
术开发创新产品 , 提供最高的性
能、安全级别和最低能耗 , 使用轻
松自如和容易维护。
范围广泛的
离心泵制造，在完善的战场上和
连续生产质量改进经验中总结企
业潜在的部署。

HOT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欧玛执行器（中国）有限公司

万盛水科技有限公司

希阿埃水泵 ( 上海 ) 有限公司

E.SYBOX 智能变频增压泵
最大流量 120 升 / 分钟，最大扬程
65 米。液体质量要求：干净不含
固体颗粒与磨料污染 物 , 非粘性，
非侵蚀性，不结晶且化学中性 液
体 温 度 范 围：家 庭 用 途 0℃到
+35℃ f，其他 用途 0℃到 +40℃最
大吸程：8m, 对于 30/50 版本的为
7m 最大环境温度 : + 40℃最大工
作压力 : 8 bar (800kpa) 电机防护等级 :
IPX4 绝缘等级 : F 。

HOT

万盛潜水电机
VANSAN（万盛）成立于 1964 年，位
于土耳其。其生产的深井泵、潜
水电机和立式涡轮泵使其成为
了土耳其市场的领军者，更成为
了全球知名品牌，向全世界 70
多个国家出口其产品。旗下立式
涡轮泵、离心泵适用于供水、加
压、清洗、消防、建筑、农业灌溉、
工业等系统及领域。

SA 系列多回转执行器和
SQ 系列部分回转执行器
• 开关型和定位调节型 SA 系列执行
器可分为 A 类、
B 类或 S2-15min 类，
而特殊类型 S2 - 30 min 可提供更长
的运行时间
• SAR 调节型执行器可分为 C 类或 S4
- 25 % 类。还可提供特殊类型 S4 - 50
% 和 S5 - 25 %
• SA/SAR 系列执行器可与多种控制单
元组合使用

潜污泵
BOMBAS CRI 为西班牙品牌，所有水泵
均为原装进口产品。
潜污泵采用
意大利技术有如下特点：高效、
大通道、
无堵塞、
带切割。

NEW

新品展示

HOT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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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阀门总厂股份有限公司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中线软密封对夹蝶阀
中线软密封对夹蝶阀可作为截断
阀使用，
亦可作为调节阀使用，
可
根据客户需求选择有销型和无销
型，
阀体由优质材料铸造而成，
采
用高强度密封橡胶，
密封可靠，
重
量轻，
安全可靠。
1. 产品工作压力≤1.6Mpa
2. 应用领域：自来水、
污水、
建筑、
市政工程、
电厂、
化工等
3. 工作温度：-20℃ ~80℃

NEW

牌

EDH/ECH卧式多级不锈钢离心泵
卧式多级不锈钢离心泵 , 在家
庭供水、工业、建筑方面有广泛
的用途。可用于 : 轻工业 , 领域
的液体输送及循环 ; 增压及家
庭供水 , 同时亦可广泛用于冷
却系统和空调系统。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PW 系列全自动旋涡式自吸电泵
自吸电泵电动机为异步电动机，
电泵叶轮结构为旋涡式，具有小
流量、高扬程、自吸好等特点，
电泵配置控制系统，根据水压或
水流变化，实现开启阀门自动运
行，关闭阀门自动停机。该系列
具有稳压供水功能，电泵体积
小、重量轻，结构紧凑、安装简
单方便，是一种高效节能、安全
的理想家用电泵。

HOT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TD 系列管道循环泵
TD 型管道循环泵被单级单吸离心
泵，进口口径相同且中心位于同
一直线上，泵设计为顶部可拉是
拆装形式，可以在不影响管路系
统的情况下对泵进行维修，TD200
及以上口径泵装配集装式便拆卸
式密封，
安装维护便捷。

金属硬密封蝶阀
D43H、D343H 型 PN10~PN40 金属硬密
封蝶阀采用精密的 J 形弹性密封
圈和三偏心多层次金属硬密封结
构，被广泛用于介质温度≤425℃
的治金、电力、石油化工、以及给
排水和市政建设等工业管道上，
作调节流量和载断流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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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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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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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阀门
ZHJP 精小型气动单座调节阀，由气
动薄膜多弹簧执行机构和精小型
单座调节阀组成。
多弹簧执行机
构高度低、重量轻、装备简便，精
小型调节阀体结构紧凑、流道畅
通，具有较大的流量系数，本阀适
用于对介质泄漏量要求严格、阀
前后压差低及有一定粘度和含少
量纤维介质的场合。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圣汉斯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泵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安德里茨 ( 中国 ) 有限公司

GDL 系列立式多级管道离心泵
本型泵采用立式节段式外加不锈
钢壳体结构，使得泵的进出口位
于同一水平线上且口径相同，能
像阀门一样安装于管路之中，它
同时集中了多级泵之高压、立式
泵之占地面积小冀管道坌之安装
方便的优点，同时采用了优秀的
水力模型，所有还具有高小节能、
运行平稳等优点，且轴封采用耐
磨机械密封，
无泄露使用寿命长。

天津塘沽瓦特斯阀门有限公司

NEW

NEW

DPR 立式冷热水循环泵
DPR 立式冷热水循环泵通过 CFD 流
体仿真模拟分析技术优化水利设
计，水利效率更高；机械密封采
用氟橡胶，提升机封的耐高温能
力及降低其老化速度，O 型圈采用
三元乙丙材质，整体提升了密封
件使用寿命。

浙江远安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DFEW 卧式管道循环泵
• 流量范围：3~348m³/h
• 扬程范围：6~90m
• 工作压力：≤1.6MPa
• 环境温度：≤40℃
• 输送介质：清水或物理化学性
质类似于清水的其他介质，
温度
为 -15℃~104℃，
超过 80℃订货时
做说明

上海沪工阀门厂（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大元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品速递

（部分展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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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D 系列液控蝶阀
CHDB 重锤式液控 /CHDC 蓄能式液控
系列液控蝶阀自动化程度高，可
就地、远程及联动控制，能采用 PLC
智能控制系统，实现文本、触摸屏
等多种人性化操作界面。

弹性座封闸阀系列
• 易损件垫片，密封材料用三元乙
丙橡胶，
密封可靠，
寿命长
• 整体包胶，闸门采用整体包胶，
其良好的覆盖性能与精准的几
何尺寸，
保证密封可靠
• 体型尺寸符合国家标准设计，阀
体采用球墨铸铁，
安装方便
• 平底阀座，底部采用与水管相同
的平底式阀座设计，不产生杂物
淤积，
密封更可靠

立式高压泵 Movitec 系列
新一代 Movitec 立式多级泵，技术可
靠优势显著依照您的需求，Movitec
立式多级泵的性能范围不断改
进，通过我们对 Movitec 立式多级泵
产品的不断改进升级运行更节
能。
总而言之，KSB 技术优化的不仅
仅是单一部件，更体现在所有的
过流部件。
我们将为您提供更高
性价比的产品及方案。

黄山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螺杆泵
可输送高粘度、流动性较差的介
质进口腔体内装有进料螺旋，可
实现最佳的流速和低运行成本进
料螺旋的设计将不会出现物料搭
桥现象开放式方形料斗尺寸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制螺旋叶片
延伸至定子进口处，物料更容易
进入定转子密封腔。
产品性能：
1. 流量：50m3/h
2. 工作压力：2.4Mpa
3. 温度范围 最高可达到 150℃

知
名
品
牌

气动执行器
公司现有现在四大系列执行器，
阿尔法 A 系列不锈钢执行器，阿
尔法 B 系列铝合金执行器，阿尔
法 C 系列铝合金执行器，HPY 系列
拨叉式执行器，离合式手轮机构，
阀位反馈装置，过滤减压阀等阀
门控制附件。

多级中开泵
• 流量可达 18,000 立方米 / 小时
• 扬程可达 650 米
• 功率可达 7000 千
• 多级轴向中开泵可选择单流道
或双流道叶轮设计，
可用于输送
干净的、轻微污染的、或腐蚀性
液体，
具有吸力性能强和高效的
特点

安徽江南泵阀有限公司

CQB 系列氟塑料磁力驱动泵
采用磁力耦合传动，不存在动密
封点，因此彻底杜绝了一般轴传
动式离心泵轴封外跑、冒、滴、漏
的现象。
其过流部件采用氟塑料
及高纯度工业陶瓷制成，具有优
异的耐腐性及密封性，因此广泛
用于化工、医药、铝箔、制酸、涂
装、有色金属等行业及易燃易爆、
易挥发、有毒、有机溶剂和贵重液
体的输送。

NEW

新品展示

HOT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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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乔治费歇尔管路系统有限公司

管

华生科技管道有限公司

青岛三利集团有限公司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圣戈班（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海德隆流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尤孚泵业有限公司

德国海未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百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ecoFIT pressure pipe
所有 ecoFIT 产品为 PE 材质 民用领
域的质量要求、耐磨要求与工业
应用有很大不同。
综合所有国际
标准的质量与安全要求，
ecoFIT 能够
最大程度的保证产品的安全性、
可靠性及性能。

道

供水用球墨铸铁管 (C 级 )
供水用球墨铸铁管 (C 级 ) 是国际
标准 ISO2531 和欧洲标准 EN545 最新
推出的，对管道工作压力直接定
义的球墨铸铁管。
产品标准推荐
管道的压力等 C25.C30.C40, 同时允许
其他压力等级，包括 C20.C50.C64.C100,
管道的允许工作压力等于 C 值。

德国原装进口水管
进口水管不用多说自然是欧洲
进口 PP-R 的最好，未来是什么样
的我们或许不知道，就当下来说
不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制作上
都是世界领先的。

阔盛管道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生活饮用水管（PP-R 管道）
产品符合欧美饮用水最高标准（
HY，NSF 认证）
；铜管件采用高品
质黄铜
（黄铜管件、无镍铬）
；热
熔时不产生刺激性气味；耐腐
性好，不易结垢；与饮用水中的
离子和化学物质不起化学作用；
卓越的耐温耐压性；管道阻力
小，
不结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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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管
具有极高的化学稳定性和耐高
温性。
具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和更
高的系统安全性。性能优异，耐
压性高。

K 等级球墨铸铁供水管道
圣戈班穆松桥中国 K 等级球墨铸
铁供水管道，是采用离心浇铸工
艺生产的，具有 T 型或 STD 型接口
的供水用球墨铸铁管道，通过了
ISO2531、EN545、GB/T 13295 质量标准体
系认证。

卡凸式薄壁不锈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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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三厘塑胶管路有限公司

定式双由令球阀
相较传统双由令球阀，SANKING 定式
双由令球阀拥有更好的密封性
能，更小的开启扭矩，更可靠的安
全性能。
同时，SANKING 定式双由令
球阀较传统双由令球阀增加了手
柄透明盖，可用于放置标签；增
加了手柄，螺帽锁定机构，提供
0,45,90 度三个角度锁止，螺帽锁止
功能。
锁止机构能帮助改善流量
控制，
大大提升安全性能。

WWG 系列无负压（无吸程）管
网增压稳流给水设备
设备是 1997 年由三利公司研制开
发的一种新型给水设备，不用建
水池、设水箱，直接和管网串接加
压供水，既不对管网产生负压影
响，又可充分利用管网的原有压
力，节省能源。
且设备为全密闭结
构，杜绝了水池、水箱对自来水的
二次污染，获得了多项国家专利，
掀起了二次供水的一次革命。

双罐式无负压供水设备
主要由稳流补偿系统、增压系统、
检测系统和智能控制系统等组
成。HDL-WG 系列无负压叠压稳流供
水设备在工作时，通过设备的检
测控制、控制系统、稳流补偿系统
的联合作用，消除水泵工作时产
生的吸程，并且利用市政管网原
有的压力，来实现设备节能的供
水要求。

CP2000 风机水泵专用型变频器
CP2000 风机水泵专用型变频器，独
特弹性过载设计，具备更强环境
适用性。

超静音集成式变频供水设备
• 结构紧凑，
高度集成化，
将水泵、
电机、
稳压罐、
变频控制系统高
度集成于柜体之中，
结构非常紧
凑小巧，
节省安装空间
• 超静音，
设备选用了水冷型潜水
电机，
运行噪声低于 35dB
• 操作简单，
傻瓜式操作面板，
降
低成本，
操作异常简单
• 仅需 220V 电源即可
• 远程监控

水泵专用变频器
• 水泵配套专用变频器
• 自动控制且恒定水压
• 可直接通过键盘设定压力
• 内置 PID 控制方式能实现无负载
时停机
（睡眠模式）
• 不需要电柜和 PLC 去控制
• 多台水泵自动轮换运行和联动
• 具有缺水保护和供水恢复后自
动重启

PD20N
• 超高防护等级
• 极佳的防尘防水效果
• 细致接合，轻盈稳固标准国际认
证要求设计
• CE 认证，出口配套更加完善的供
水功能
• 双路 485，
适用于监控 + 联机
• RTC 功能，
可定时编程应用
• 全面提升水泵各专用功能
• 源自欧洲的外观设计理念

台州天扬机电有限公司

TY-07-300L-S 压力罐
• 可更换内胆，
后期维护成本低
• 依据客户要求可以订制 6 公斤
至 25 公斤工作压力
• 双层涂料喷涂，可以应对更苛刻
的户外环境
• 阶梯式橡胶内胆使得罐体内部
受力更稳定，
排水更加均匀有力
• 意大利原装进口内胆，质量更加
稳定

上海泰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水箱 / 容器
囊式压力罐的有效容积优于常
规罐，因此同等水量下体积更
小；无需测试压力罐，在我们工
厂已按欧洲指令 97/23/EC 在供货
前进行测试；安装经济，装配迅
速，只需非常有限的维修保养。
由于囊本身的特性，囊式压力罐
的使用寿命长，可更换囊的二次
购买成本低。

NEW

新品展示

HOT

展品推荐

11

无
负
压
供
水

展品速递（部分展商推荐）
配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19

密凯加 ( 青岛 ) 机械密封件有限公司

邢台华电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德尔玛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淞江减震器集团有限公司

轻型载荷机械密封件产品
产品特点：摩擦面原材料来自意
大利总部，所有配件均为国际知
名品牌，采取烧结工艺，保证产品
一致性和稳定性。
客户群体：格兰富，威乐，富兰克
林，戴博，泽尼特，新界泵业，万事
达瑞荣，
三鱼泵业，
利欧等。

套

深沟球轴承
经过固溶强化处理，提高了表
面压应力，增强了抵抗异物能
力，降低了疲劳敏感性；采用
德国轴承套圈制造技术，适当
控制残余奥氏体含量，使其承
受的循环应力次数由原来的
18×106, 提高到 120×106；同时优
化设计了轴承的内部结构及密
封结构，
采用高温抗剪切油脂。

浙江品溢电机有限公司

电

YE3 铝壳系列超高效率节能型三
相异步电动机
具有超高效、节能、低震动、低噪
音、散热好、运行平稳、性能稳定、
质量可靠、外形新颖、使用维护方
便等优点。
该类型电机广泛应用
于减速机、空压机、水泵、油泵、风
机、流水线、包装机、食品机、机
床、钻床等各种通用机械行业。
电
机安装尺寸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及 IM GB/T997-2008/ 标准。

机

单面阀门密封面专用机床
• 数控系统兼容性好、
功能强大且
容易操作
• 通过高精度导轨磨加工 , 保证机
床精度、
刚性、
稳定性
• 传动部件采用精密滚珠丝杠传
动并采用插补措施消除间隙 ,
保证机床传动加工平稳

QT450 球墨法兰橡胶接头
为铁素体型球墨铸铁，韧性和塑
性较高。
低温时，韧性向脆性转
变，但低温冲击值较高，且有一定
的抗温度急性变和耐蚀性。
用途
较广，在农机中用于铧犁、犁柱、
差速器壳等；通用机械中用作阀
体、高低压气缸等；还可用于输
电线路的钢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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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打尽流体机械行业新趋势

敬请期待

2019 年 6 月 3-4 日

5.2H 馆新品发布区

中国 · 方力控股有限公司

YE3 超高效铸铁电机
YE3 系列是本公司依据 GB/T28575
-2012 最新开发的全封闭自扇风冷
式鼠笼型超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
机，并且公司已经取得超高效率
节能认证。
该系列电动机的效率
指标达到中国 GB18613-2012《中小
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中的 2 级能效等级，符
合 IEC60034-30 中的能效等级中的
IE3，和目前国际最先进的美国
NEMA 超高效电机处于同 一水平。

浙江奇志电机有限公司

多级泵专用电机
• 效率高，温升低，
噪音小
• 高效意味着以更少的能量实现
相同的功率
• 所以电机工作时温度很低，转子
绕组和轴承的使用寿命会提高，
从而降低电流，
节约成本

新品发布会

扫码即可预览
本届展会千家展商名录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借助展会在全国市场的巨大影响力以及
流体机械行业领域累积的资源优势，于展会现场同期推出新品

发布会，诚邀多家领军企业首发年度新品，呈现泵管阀领先技

术与最新发展趋势之余，更将探讨行业热门话题，深入产业核心。

同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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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营商环境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第三届HSE管理创新论坛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4-5 日上午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3 日上午

会议地点：6.2H 馆会议室

会议地点：6.2H 馆会议室

主办单位：上海供水管理处、上海供水行业协会

扫码报名参会

论坛介绍：

人倚水而生，城依水而建。城镇供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设施行业，需要在为民服务的内容、标准、目标、

过程中不断创新，推进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设。上海供水事业的优化营商环境建设，依托于降低漏损、提高水质、
简化流程、提升优质服务等方面，通过多元化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扩大服务品牌影响力，促进安全供水，打造
智慧水务。

“2019 营商环境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 围绕 “ 智慧水务 ” 搭建长三角城镇供水交流合作平台，本次论坛针对营商

环境、供水设施升级、二次供水、管网系统等方面，贯穿国家战略方针，推动水司、水务专家与业内领先者的

东华大学教授/博士

二次供水设施的水龄优化研究

动中的职业健康安全。

因此，以石化、化工为代表的过程行业对泵阀产品的选购要求非常高，业内对高水准的、有参考价值的泵阀创
新技术及应用成果也高度关注。

有鉴于此，
《流程工业》杂志社将在第八届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同期举办 “2019 流体输送技术创新与应用研讨会 ”，
围绕泵阀产品的 “ 高效、节能、安全 ”，结合当前石油化工领域项目建设、项目维护改造、环保治理、技术装备
创新等方面的话题展开讨论。重点关注泵阀产品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产品选型与应用、节能降耗设计、数字

化技术、创新产品实践、流体管理解决方案等业内高度关注的话题，旨在为行业学习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为参会者提供权威的指导，专业有效的咨询服务。
扫码报名参会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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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

水排水专业委员会主办，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 “ 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 将延续前几届论坛的

经验，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 ” 的治水方针，坚持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构筑建筑给排水行业有效、合理、规范的发展蓝图。预计本届大会将对
上海乃至整个华东地区的建筑给排水工作者带来积极的影响。
单位

拟定议题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
给排水高级工程师

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的设计要点与应用分析

上海市建工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扫码报名参会

产品一旦出现故障，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在末端污水处理过程中，水质的变化也对管道输送系统提出了挑战，

会议地点：6.2H 馆会议室
论坛介绍：

主办单位：弗戈工业传媒、《流程工业》

在石油化工生产过程中，泵和阀门是管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输送条件苛刻，生产工艺过程复杂，泵阀

供水管网系统模型建设标准与典型应用

主办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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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4 日下午

论坛介绍：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3 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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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条件等进行风险的识别、评估、分析以及控制管理，防止和控制事故及职业病的发生，保证员工在生产活

会议地点：6.2H 馆会议室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测评 供水服务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第三届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

郭建伟

应急预案内容的真实性和可操作性负责。现举办 “ 第三届 HSE 管理创新论坛 ”，旨在加强有效对环境、健康、安全、

既有供水设施应对城市更新升级改造技术研究

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
水分公司管网运营监控中心副主任

顾正友

企业是制定环境应急预案的责任主体，根据应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需要，开展环境应急预案制定工作，并对环境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总院副总工程师

吴潇勇

拟邀演讲嘉宾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客观上存在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及工业布局不够合理的问题。

2019 流体输送技术创新与应用研讨会

城投水务集团新装业务副经理

舒诗湖

扫码报名参会

论坛介绍：

拟定议题

陈钟珉
许嘉炯

主办单位：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

单位

深入交流，全面分享经验，促进上海供水行业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
拟邀演讲嘉宾

同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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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

01 泵阀产品选型、应用、维护与故障排查
02 有效提升污水输送效率和节能降耗

03 国内外流体输送技术先进研究成果与应用实例
04 流体机械领域智能制造发展趋势
05 物联网时代的泵阀产业创新实践

拟邀嘉宾：
程治方

中国化工机械动力技术协会秘书长

蔡芝斌

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设备部经理

闵家万
沈松土
邱徐文

上海城投原水有限公司 设备主管
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太泽透平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公共建筑类项目海绵技术浅析和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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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环境污染物治理产业高峰论坛

会议时间：2019 年 6 月 3 日下午

会议地点：M502 会议室

收费论坛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水处理展览会
AQUATECH CHINA 2019

技术驱动丨智享生活

主办单位 : 环保会、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江苏省生态环境厅、中华环保联合会
联合承办 : 中国物资再生协会、国家开放大学循环经济学院

扫码报名参会

支持单位 : 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会、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

水体污染（市政专场）

13:30-13:50

“长江大保护”市场机遇与命运

14:10-14:30

黑臭河道治理与水环境生态修复

13:50-14:10
14:30-14:50
14:50-17:00

水环境治理长三角一体化中区域协同市场的政策与产业关系
城市黑臭河道治理经典案例分析
水体污染（工业水处理专场）

13:30-13:50

各省准IV类地表水排放标准对工业污水处理的压力分析与市场机遇

14:10-14:30

清洁生产、污水深度处理与废水回用的技术协调及效益

13:50-14:10
14:30-14:50
14:50-17:00

废水排放大户在排污许可制度下的技术升级整体思路

“委托运营”模式的意义与发展（适应工业废水技术市场）
企业技术与案例交流专场

会议及论坛

世环会同期相关会议

水利企业家高峰论坛

第二届工业废水提标改造的新技术、
新设备研讨会

全国挥发性有机物（VOCs）及恶臭
污染治理与监测技术实用案例分
析暨供需对接交流会

全国污泥处理与资源化新技术应用交流会
第三届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论坛

2019 环境污染物治理产业高峰论坛

美丽中国·环境高峰论坛

时间

上海富悦大酒店(暂定)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

地点

主办方

6月3~4日一天半

C0会议室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荷瑞会展

6月3~4日全天

4.1H会议室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6月3~4日全天

4.1H会议室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

6月3日全天

M层会议室

6月3日全天

M层会议室

6月3日全天

M层会议室

6月3日全天

洲际酒店

第三届中国智慧水务产业高峰会议

6月4日全天

4.1H会议室

第二届全国水处理前沿技术与先进装备报告会

2019 中国村镇污水治理与运营发展大会

2019 中欧水企业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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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全天

M层会议室

6月4日全天

M层会议室

6月4日全天

6.1H Aquastage

www.aquatechchina.com

∣全∣球∣高∣品∣质∣国∣际∣水∣处∣理∣展∣
末端净水

膜与水处理

环保水处理

上海国际水展是全球范围内超大规模的水处理展示
平台，旨在将传统的市政、民用和工业水处理与环境

商贸交流平台。作为水业界的年度饕餮盛宴，拥有 25

万平米展示面积的上海国际水展由 10 个细分展区构
成，2018 年不但吸引了超过 72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10

万专业观众，更汇聚了超过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400
家参展企业。展会现场演示的前沿技术和产品横跨市

政、民用与工业三大领域，为观众提供了完整的水行
业全产业链环保技术与服务解决方案。

部分展商

6月2~3日

第三届工业水领袖论坛（IWLF）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 ( 虹桥 )

综合治理及智慧环保相融合，打造具有行业影响力的

企业技术与案例交流专场

同期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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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污水处理
• 水务工程
• 生态修复
• 民用净水
•膜
• 泵阀管道
• 杀菌消毒

展品范围

• 污泥处置
• 环境监测
• 工业纯水
• 建筑给排水系统
• 仪器仪表
• 药剂
• 其他相关配套部件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荷瑞会展

荷兰阿姆斯特丹RAI、环保会、
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会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荷瑞会展
GWI国际水务情报、荷瑞会展、艺康集团

上海排水行业协会、上海供水行业协会、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上海仪器仪表
行业协会、荷瑞会展

浙江省膜工业协会、荷瑞会展

全球环保研究网、荷瑞会展

荷瑞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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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上海国际水利展

第四届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www.buildexchina.com.cn

WATER RESOURCES SHANGHAI 2019

BUILDEX CHINA (SHANGHAI) 2019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www.watres.cn

2019 上海国际水利展（简称：上海水利展）由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展品范围

青岛阿迪埃脱盐中心强强联手共同举办，将为

• 节水
• 智慧水利
• 水资源治理
• 水土保持
• 防洪减灾

水利行业企业搭建一个集交流、对接、合作于

一体的共享平台，致力于打造一个顺应政策发
展、响应业界需求、直击市场热点的商务狂欢

盛宴，为水利行业的发展壮大注入新鲜血液，
开创新契机，引领新风尚！

同期会议

• 水利机械与设备
• 农村水利
• 水资源开发利用
• 水资源保护

分论坛

主论坛

01 智慧水利分论坛

水利企业家高峰论坛

主题：治水新思路引领水利企业战略转型
• 新时代国家水利政策及行业走向
•“十三五”时期水利发展规划
•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融资

• 172 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进展

• 推进水利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 水利施工企业战略转型

• 新时代水利企业管理创新与变革

• 水利企业发展的难点、热点问题探讨
• 水利企业典型经验交流

同期展会

FLOWTECH CHINA (SHANGHAI) 2019

• 智慧水利关键技术研究与创新

• 智慧灌溉、智慧灌区建设理论、关键技术与设备

• 3S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平台等在智慧水利中的应用
• 智慧水利移动 APP 的设计构建及运行维护

• 智慧水利系统支持、解决方案、典型案例分享等
02 节水、河湖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分论坛

•《国家节水行动实施方案》实施计划进展

• 农业节水技术、工业节水技术、城镇节水技术

∣建∣筑∣给∣排∣水∣年∣度∣盛∣宴∣
饮水管道 热水暖通 建筑排水 海绵城市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是国内建筑给排水行业

的高品质专业展，旨在将民用建筑、商用
建筑和市政建设等领域的给排水和生活热

水产业链相融合，打造具有行业影响力的
商贸交流平台。作为融合水、暖、风于一

体的行业采供链年度盛宴，上海国际建筑

水展由饮水管道系统、生活热水系统、建
筑排水系统和海绵城市系统等 4 大主题展
区构成。

展品范围

• 金属 / 塑料管材与管件
•虹吸排水系统
•污水提升设备
•水加热设备
•锅炉
•配套产品及周边附件

•海绵城市系统
•屋面雨水排放系统
•油水分离设备
•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系统

部分展商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德国贝肯

•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 农村水环境治理

• 河长制、湖长制实施进展与信息化建设

®

• 水环境综合治理技术
• 水生态修复技术

部分品牌

• 水文水资源监测系统
03 遥感技术分论坛

• 智慧水利行业物联网核心设备遥测终端机的智能配设
• 无人机、无人船等新型智能装备在智慧水利中的应用
• 水土保持监测、山洪地质灾害防治、防汛抗旱信息化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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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坝安全监测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及水库智能巡检系统
• 水利灾害监测预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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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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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
ECOTECH CHINA AIR (SHANGHAI) 2019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www.ecotechair.com.cn

上海国际空气与新风展览会

（简称：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是国内具有行业影响力的专业
展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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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品∣质∣专∣业∣空∣净∣新∣风∣展∣
新风系统 / 通风设备 空气调节及净化设备 空净 / 新风配套产品

部分展商

业链的商贸交流平台。

展品范围

• 空气净化器

• 新风系统

• 检测仪器仪表 • 相关配件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第五届上海国际固•废气展

ECOTECH CHINA WASTE (SHANGHAI) 2019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www.ecotechwaste.com.cn

上海国际固体废弃物处置与废
气治理展览会（简称：上海国
际固•废气展）是国内具有行

业影响力的专业展会，旨在打
造一个贯通环境保护领域上下
游产业链的商贸交流平台。

展品范围

• 废气治理
•除尘 & 脱硫脱硝
•环境监测
•固废处置 & 污泥处理
20

∣中∣国∣高∣品∣质∣专∣业∣固 • 废∣气∣展∣
废气治理 除尘 & 脱硫脱硝 环境监测 固废处置 污泥处理

部分展商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