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前预览
展前预览

姊妹展会

第九届WaterEx北京水展

第三届

2018年起为完善荷瑞水展全国系列展品牌形象的统一性，现将logo更换如下

2018 GDWater

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
华南唯一标杆性专业水展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同期举办FLOWTECHGUANGDONG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2018.09.19-21

2018.04.02-04
第十一届
AQUATECH CHINA上海国际水展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2018.05.31-06.02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

50,000m2 超大规模 Scale
45,000+
45
000+ 专业观众Visitors
00
1,000+ 展商 Exhibitors

四大主题展
倾力呈现
末端净水展
膜与水处理展
工业污废水处理展
泵管阀展

第三届GDWater广东水展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2018.04.02-04

主办单位
中国膜工业协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并关注

广东水展

官方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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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CHCEXPO是主办国际展览的专业机构。作为

862133231355

AQUATECHCHINA上海国际水展、WaterEx北京水展和GDWater广东水

862133231366

展的项目主办单位，其团队拥有扎实的专业经验与资源，并运用买家资源、
协会及媒体网络精心搭建水行业B2B平台。

全球第一大专业水展
AQUATECH CHINA上海国际水展
之 华南系列展

Info@gdwater.cn

展会咨询热线

www.gdwater.cn

+86 21 33231358 www.gdwater.cn

承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组织单位

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指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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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简介
GDWater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简称：广东水展）是继AQUATECH
CHINA上海国际水展、WaterEx北京水展后，主办方于华南打造的“一站式水处理专业
商贸平台”。2018广东水展将于4月2日-4月4日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举办，整体规模将
扩至50,000平米，并再度携手中国膜工业协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部分品牌展商
排名不分先后

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共同主办。此外本届展会还得到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
公司的全力支持，进一步奠定其“华南唯一标杆性专业水展”的行业地位。同期现场将举
办2018FLOWTECHGUANGDONG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据保守估计，届时将有超过
1,000家参展企业及45,000名国内外专业观众莅临。
秉承“给予观众最佳观展体验”的办展宗旨，2018年主办方再度升级“末端净水
展”、“膜与水处理展”、“工业污废水处理展”、“泵管阀展”四大优势主题展的同
时，现场各类配套会议、活动及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提升，去年人气火爆的全国膜工程工艺
设计研讨会第二届如期而至，中国净水行业绿色发展论坛、华南工业节水与水处理技术大
会等专题会议将探讨行业最新发展趋势，产品与新技术发布会、VIP观众休息区、观众餐
饮区、观众抽奖区等互动体验将为现场观众提供一切便利。“展”与“会”的结合，在丰
富观展体验之余，更可高效拓展人脉、资源获取、明确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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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况

展品范围

展会名称

国内支持

GDWater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简称：广东水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江苏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国膜工业协会

江苏省净水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展会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一楼1、2号馆，二楼3、4号馆）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地铁8号线“琶洲站”C出口直通展厅入口）

住建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山东省家电协会净水专委会

住房和城乡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

山东省环保产业协会

国际水协会非常规水资源中国委员会

浙江省环保装备行业协会

主办单位
中国膜工业协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
荷兰阿姆斯特丹RAI国际会展中心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中国二氧化氯学会

浙江省净水设备协会

中国海水淡化与水再利用学会

安徽省净水行业协会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医药行业协会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州市节能协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

深圳供排水协会

华南海绵城市与水生态产业创新联盟

深圳净水行业协会

华南绿色工业创新联盟

深圳市净水产业协会

广东省行业协会联合会

珠海市环保与生态协会

官方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指导单位
中国质量检验协会净水设备专业委员会

广东市政行业协会
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
广东国际商会

承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组织单位
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省节能协会
广东省工业园区协会
广东省洁净技术行业协会
广东省清洁生产协会
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展会时间
2018年4月2日周一09:00-17:00
2018年4月3日周二09:00-17:00
2018年4月4日周三09:00-15:00

广东省室内环境卫生行业协会
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东省污泥产业协会
广东省水处理技术协会
广东省纺织协会
广东省电子行业协会
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广东省化学品协会
广东省建筑节能协会

•净水设备

•污水/废水处理设备

•水处理药剂

•泵管阀及配套设备

•过滤器材/填料

•水务与国家展团

•配套服务
•膜技术/膜处理设备/相关配套产品
•过程控制技术与过程自动化

海外支持
荷兰领事馆商务处
加拿大领事馆商务处
美国水质协会
国际紫外线协会
国际臭氧协会
荷兰水事业联盟
新加坡水协会
买家机构支持
广东市政行业协会
广东国际商会（广东贸促会）
广东省工业园区协会
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
广东省节能协会
广东省太阳能协会
广东省粤港澳合作促进会

广东省机械行业协会
广东省净水设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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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馆分布图
一号馆 ——膜与水处理&工业污废水
C

Hall4

B
A

A

2F

四号馆
馆

Hall3
H

B

C

三号馆
三
号馆
馆

D

2018华南工业节水与水处理技术大会
第2届全国膜工程工艺设计研讨会
企业技术交流会1
媒体专访直播间
2018华南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大会
企业技术交流会2

二号馆——工业污废水&泵管阀
A

厅
香槟

1.5F

蔷薇
厅

心语

厅

三号馆 ——末端净水

综合

百合
厅

中心
服务

四号馆 ——末端净水
A

B

C

Hall2
a

中国净水行业绿色发展论坛
企业技术交流会3
观众餐饮区
现场抽奖区

A

二号馆
号馆

1F

D

Hall1
H

一号馆
号馆
馆
C

小贴士

VIP项目对接会
VIP观众休息区

B

蔷薇厅
心语厅

A

百合厅
综合服务中心
香槟厅
积分点

如何迅速找到您想看的展馆

积分点&礼品发放点

展商展位号1H开头，展位在1号馆（Hall1）内
展商展位号3H开头，展位在3号馆（Hall3）内
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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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福利
荐

推

方法一：手机微信预登记

VIP绿色通道！

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见右），关注微信公众号“广东水
展”，预登记即获得精美便携式手持风扇一台，微信会员独

展馆介绍

享绿色专用入场通道。
广东水展

方法二：在线网络预登记

保利世贸博览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

欢迎登陆www.gdwater.cn，网页预登记参观，可同时为同

号。作为保利世界贸易中心的核心组成部分，与琶洲站

事/好友或团体进行登记参观。

地铁口无缝接驳，总建筑面积达92,300平方米，共设6
个国际标准展厅及1个地铁展厅。

贴心 人工服务！

方法三：电话预登记

自2008年10月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凭借优越的地

您可以致电021-33231358或021-33231439，我们会有客服

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灵活的空间设计、完善的配

为您提供信息登记。

套设施、专业团队的优质服务，聚合展览、会议、品牌
常年展贸、商务办公、餐饮、住宿于一体，成为华南地
区最具影响力的会展中心，迎来会展业界的万众瞩目。

酒店住宿
请登录www.gdwater.cn的“酒店预订”页面或联系奥润特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电话：021-51099795

传真：021-64644008

邮箱：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江

闽江中路

会展中心
码头

保利国际
广场

地铁8号线

铁
4

从广州白云机场：机场高速南行至平沙立交，转华南快速干线南行至新洲出口，转新港东路东行
方向即达

号
线

从广州越秀/天河区：经东风路、环市路东行、中山路东行——a转广州大道南行，经广州大桥于
客村立交转新港东路东行方向到达展馆；b转黄埔大道东行经猎德大桥南行至新港东路东行方向到
达展馆

北

科 韵
 路


路

从广州火车南站：经东新高速，过东沙桥右转南环告高速
（广州环城高速）东行，至土华立交转华南快速干线北行至出口，转新港东路东行方向到达展馆

环 城
高 速
公 路

琶洲站
保利馆

自驾路线
地

科 韵
 路


中

香格里拉
酒店

会 展 南 四 路

浦

会 展 南 三 路

会展三期

会 展 南 二 路

会 展 南 一 路

速 干 线

新港东
新港东路

凤

会 展 东 路

会展二期

展 场 中 路

会展一期

展 场 西 路

会 展 西 路

南 快

市区方向

华

华轩南街

地铁8号线

琶洲大道

地铁：8号线琶洲站C出口直通展厅入口
公交：B7路、B7快线、大学城3线、229路、262路、304路、582路、461路、564路，琶洲站
下，直通展厅入口

琶洲大桥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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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路线

联系人：胡小姐

从广州白云区：经广园路快速路，转科韵路南行，过琶洲大桥后进入新岗东路西行方向，于广交
会A区前方路面调头，转新港东路东行方向到达展馆
从外围城市：如G1051，G4，G107，G1501等汇入G15沈海高速，经S303广州环城高速，S81
华南快速，至新港东路，西往东方向到达展馆
09

现场亮点活动

贴心

上届展会推出的“互动主题馆”备受各方好评，观众均表示，通过多个主题活动看到了行业最新的产品、

观众餐饮区

技术与应用解决方案，同时也深入地了解到行业新政策及发展趋势，大大提高了观展效率。

针对历届至现场参观的观众，主办方将提

秉承匠心服务的理念，本届广东水展将延续上届“互动交流”的展会特色，全面升级现场各主题活

前送出餐券，届时观众可凭餐券至

动——行业深度专题论坛、产品与新技术发布会、项目对接会等，全方位满足观众多样式观展需求，助推企

展会现场餐饮区享受免费

业转型升级。

的早午餐服务。


专业
35场行业
深度专题
论坛

主办方将携手高品质活动运营商“环保会”联手打造35场华南特色行业深度专题论
坛，寻觅市政、工业、民用领域技术与资本的落脚点，探讨产业格局突破方向。为到场
观众解读政策动向和行业趋势，提供水行业全产业链的解决方案：
全国膜工程工艺设计研讨会：优选石化、造纸、印染、医药、煤化工、电力、电镀、海淡等
多个领域代表性工程案例，深度研讨技术进展与工艺优化，广泛互动系统配套与运营经验。

中国净水行业绿色发展论坛：研讨互联、技术、资本、产业等多元化内容，帮
助企业在市场的高速变化中找到准确的发展方向。

华南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大会：分享先进技术与典型案例，促进
“产、学、研、用”多层次的思想碰撞。

温馨

观众可提出采
华南工业节水与水处理技术大会：设置制药、造纸、电

购或技术需求，

镀、垃圾渗滤液几个热点板块分论坛，邀请行业专家分享技
术前沿、企业分享治理案例。
（更多会议详情请翻至P12页了解）

精准
项目
对接会

主办方将为其度身配

VIP观众休息区

对专业供应商，纳入现场
项目对接会中，并提供VIP买
家服务，让观众更有目的、更有
安排，更有效率地寻找到设备与技
术服务商。
（此项服务可致电：021-60908441汪女士）

想观众之所想，为观众提供全方位的人性化服务一直
是主办方践行的宗旨之一。广东水展现场将特设观
众休息区，届时休息区将配备无线wifi、咖啡
饮料等，让您在观展之余还可稍作休憩。

前沿
32场产品与新技术发布会
本届展会现场，主办方将联手浩泽、九芯、宏
森、立昇、中环膜、唯赛勃、康泰、沪东麦斯特、鹏
凯、华淮等多家企业举办产品与新技术发布会，企业高层与研
发人员现场与观众面对面讲解品牌技术与特点，对比市场经销与零售
10

网络渠道优势，为观众了解行业、深入渠道提供绝佳契机。

感恩 观众现场抽奖区
主办方倾力回馈现场观众，现场将送出净水机、智能手环、小钢
炮蓝牙音箱、防雾霾口罩、水质TDS检测笔、耳机等精美豪礼（至广东水
展现场的观众均可参与抽奖，所有奖项均现场抽奖，公平公正）。
11

同期会议

4 月2 日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

第2届全国膜工程工艺设计研讨会

中国净水行业绿色发展论坛

会议背景

会议背景

膜技术作为国家重点支持推广的高新节能清洁技术，是落实“十三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

五”环保产业新政，推进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关键技术支撑，在各类复杂废

重，而消费者安全饮水的意识却在不断提升，这种矛盾的激化导致饮用

污水深度处理及脱盐分离等领域均有广泛应用与发展，市场前景广阔。膜

水安全问题日渐凸显，加之“互联网+”、“十三五”规划纲要等一系

工程作为膜技术的系统集成，是全面展示膜研发、膜设计及膜配套整体运

列国家环保战略的逐步落实，净水行业的发展将迎来巨大的改革和挑

营能力的重要窗口，推动典型、重大膜工程案例创新工艺引领示范，开展

战，企业想要在这场改革中站稳脚跟，必将要吸纳互联、技术、资本、

高层次专题性项目研讨交流，对助力各类先进膜工艺的交叉融合和改造提

产业等多元化内容。作为净水行业领军的展会平台，此次广东水展将携

升有重大积极意义，是架构产业各方协调合作桥梁、繁荣行业发展的有力

手高品质活动运营商“环保会”，联合打造中国净水行业绿色发展论

举措。

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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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整

第二届全国膜工程工艺设计研讨会由浙江省膜产业协会联合国家液体

4 月2 日
地点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
（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环保会
承办单位
江苏净水设备制造行业协会

个净水行业的健康发展。

分离膜工程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定于2018年4月2日在广州召开。会议汇集
权威膜机构优质力量，围绕工艺创新和项目运营，特邀多位主管部门领
导、知名专家、企事业高管及重点工程项目负责人等骨干精英参会交流，
优选石化、造纸、印染、医药、煤化工、电力、海淡等多个领域代表性膜
工程案例，深度研讨技术进展与工艺优化，广泛互动系统配套与运营经
验。会议与2018 GDWater广东水展同期同地召开，参会人员还可同享华
南地区水行业大展的更多精彩。

国家液体分离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承办单位
浙江省膜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水处理技术》杂志社

协办单位
杭州水处理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净水行业发展最新前沿资讯
◆新零售时代遇到的瓶颈难题
◆净水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净水器物联网智能化应用
◆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

主办单位
浙江省膜产业协会

会议议题

会议议题

◆校园饮用水健康

◆“十三五”我国膜产业政策规划解读

◆净水器商用模式的创新

◆膜分离技术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新技术新材料的推广应用

◆膜产品的安装、清洗及维护
◆膜过程与膜组合技术的设计、优化、集成及工程运营管理
◆预处理、深度处理、升级改造技术及工程案例
◆正渗透、反渗透、纳滤膜、电驱动膜、MBR、膜蒸馏等热点膜技术产业
化应用与工程实例
◆煤化、造纸、印染、石油、医药、电力、海淡、市政等领域膜工程实例
剖析及介绍
◆膜法废污水处理工程项目PPP模式实践与探索
◆其它新膜技术、膜组件及膜设备的选择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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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华南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大会
4月2日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
人水和谐，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节水专业委员会

指导单位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广东省水利厅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机械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流体装备专业委员会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专业委员会
广东省水利水电行业协会

会议议题
◆新时期水利发展重点工作解读
◆河长制、湖长制力促河湖长治

会议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把水利摆在九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之首，树立和践行

◆水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技术及长效保持机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陈雷部长在2018年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

◆江河湖库内源综合治理技术和生态疏浚

上指出，要加大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力度，深入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完成河长制湖长制改革任

◆水体治理技术工艺化、参数标准化和工程规范化集成研究

务，加快解决河湖管护突出问题。

◆流体装备技术创新与发展

2018年1月9日，广东省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广州召开，省委书记、省第一总河长
李希强调，要强化源头防治，切实减少污水排放；强化黑臭水体和重污染河流治理，确保如期实现
“两个基本消除”目标；强化水生态修复，针对重污染流域实施一批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维护
河湖健康生命。
为此，中国水利企业协会立足广东放眼华南，践行新时代治水兴水方略，针对华南地区水生态保
护与水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研讨，分享先进技术与典型案例，促进“产、学、研、
用”多元化、多层次的思想碰撞，为国家绿色发展及水生态文明建设搭建资源对接、交流与合作的平
台。会议期间还将召开水利企业协会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14

◆华南地区水生态与水环境现状与挑战

◆水环境治理过程中流体装备典型应用案例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团体标准编制启动
参会人员
◆水利部等部委有关单位领导及专家
◆广东省水利厅（局）、环保厅（局）等相关单位领导及专家
◆水利、水生态相关规划设计、科研院所等单位代表
◆水环境保护与治理相关的企事业单位代表
◆协会会员及行业协会代表
◆媒体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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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华南工业节水与水处理技术大会
4月2-3日 •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海珠区新港东路1000号)

会议议题

4月2日（上午）
2018华南制药行业废水处理技术研讨会
◆目前国内主流制药行业废水处理工艺技术路线
◆“十三五”制药行业废水处理处置发展方向

会议背景

◆目前已经建成各区域典型制药行业废水处置管理运营案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针对环境部分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并提

◆制药行业废水处理处置主流与前沿工艺与产品技术

出要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华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工业大省，水
环境的治理、水生态的恢复更加紧迫和重要。为迎合华南地区市场的热点需求，主办方于2018年广东水展期间
召开华南工业节水与水处理技术大会，设置制药、造纸、电镀、垃圾渗滤液几个热点板块分论坛，邀请行业专
家分享技术前沿、企业分享治理案例。

4月2日（下午）
2018华南造纸废水处理新技术研讨会
◆造纸行业节水治污技改工作重点
◆造纸废水处理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展示

主办单位
中国水利企业协会脱盐分会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广东省城市垃圾处理行业协会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广州市医药行业协会

◆造纸废水膜法回用技术研究
◆造纸废水零排放的技术研究
◆造纸废水处理最佳成功案例分享

4月3日（上午）
2018电镀行业污水处理研讨会
◆电镀废水处理的新方法与新技术研究

承办单位
青岛阿迪埃脱盐中心
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

◆电镀废水零排放技术、膜法回用技术研究
◆MBR工艺处理电镀废水研究进展
◆电镀废水处理工艺设计实例分享
◆电镀含铬、含氰废水，酸碱废水处理技术

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

4月3日（下午）
2018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交流会
◆垃圾渗滤液零排放、减量化处理技术
◆垃圾渗滤液处理低能耗技术
◆浓缩液处理
◆垃圾渗滤液处理案例分析

更多会议信息请关注微信

◆垃圾渗滤液处理项目设计、运营模式及管理

公众号“环保会”获取

◆整体解决方案及新技术

报名参会 ::021-3323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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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有会议以现场安排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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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净水

水器的社会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净水行业的发展也

森乐净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卡尔瑞净化系统有限公司

CL系列中央净水机

C5006纳滤直饮机

森乐CL系列中央净水机整机由近70年历史的美国Clack公司定制开发，

美国卡尔瑞母婴专用款纳滤直饮机----C5006是CARRE公司研发的一款

基于美国数十款成熟机型和专业团队，结合在中国有二十余年经验的专

能真正保留矿物质的直饮机，具有无泵、无电、低压、去垢、保留人体

业技术人员共同打造。该系统整机为美国原装生产，根据中国水质情况

有益一价矿物离子等优点。产品采用过滤精度为0.0008um的纳滤膜滤

对滤料选择、程序流程都进行了专门调整。

芯，可有效去除余氯、异味、重金属、抗生素、激素、农药、化肥污染

展品推荐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净
将迎来黄金时代！国务院明确把“净水器”作为绿色消费之一进行
强调，也是国务院第一次提及“净水器”。这一政策体现了国家重

推荐品牌有

视安全饮水，健康饮水的共识逐渐形成。作为华南水行业市场标杆

浩泽、九芯、伊美特、滨特尔、
BWT、创维、芬尼、联塑、森乐、科

性的展览会，本届广东水展涵盖了多个净水行业品牌，为各渠道

博、碧丽、泰森宝、卡尔瑞、机智云、

经销代理商、线下商超等业内观众提供了一个寻找新技术
的绝佳平台。

旭星、欧美、汉拓、云智易、智泓净化、三

·整机美国原装生产，更安全可靠
·进口顶级净水滤料，更放心
·专业化设计，外观典雅，功能更强

角洲、优口、萨奇等。

残留物、有机污染物及细菌等有害物质，去除大部分二价及以上离子，
确保去除水垢，同时又能保留对人体有益的一价矿物离子，如：钠、钾
等有益元素。

·高效去除水中余氯、
异味及部分有机物、泥沙等

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山市九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水芯片净水器

全屋净水

秉承安全净水的理念，采用APO+

·全屋净水、九级过滤、直饮水机

安全净水科技，创新集成一体化水

·针对华南水质研发，保留水中有益的矿物质，更贴合人体

芯片设计，节省水路接头和PE水管

·呈弱碱性，饮用更健康

数量80%以上，大大降低漏水风

·进口材质，滤芯处理水量更大，寿命更长

险，并使生产装配效率大大提高，

·不插电，零耗能，无废水，更环保

·废水减少60%

SODASODA气泡水机，无需插电，

省去传统外置储水压力罐，节省橱

·独立滤芯，便于更换

·极简设计，纯净如水

使用安全，操作简单，是一款绿色环

·智能语音换芯提醒

保的自制健康饮品神器。通过

柜空间，增加25%的有效供水量。

深圳佳电屋电器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泰森宝实业有限公司

创维CW-RO75G(X6)

气泡水机

浩泽独有滤芯防伪云技术防伪体

时显示净化前后水质指数，滤

·集成水路设计

SODASODA气泡水机高压将食品级

系，每支滤芯出厂前内嵌唯一代码

芯更换提醒，可通过蓝牙、

·卡接式滤芯，更换方便

二氧化碳溶入水中，10秒即可自制气

芯片，安装前可自动识别滤芯真

WIFI与手机连接，进行远程操

·食品级PP棉滤芯

感强劲、好喝新鲜的气泡水，无需任

伪，并精确识别购买滤芯用户的代

控。另外前置智能滤网，可针

·天然压缩活性炭滤芯

何添加剂，也可加入各种新鲜水果或

理渠道，如遇到假冒滤芯，可通过

对水质较差的地区，拦截水中

·美国GE反渗透膜

云平台定位其来源。同时搭配智能

大颗粒杂质，作为选配配件安

·日本可乐丽活性炭

的机身，方便家用或商用, 各种聚会或活动也携带便利，随时随地DIY

水龙头，采用IP7级防水触控屏，实

装，并有智能清洗提醒功能。

·轻巧机身，节省橱柜空间

健康气泡水。

广东芬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达膜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反渗透净水器-润泉100GS

三达净水机

果露，调制成美味的饮品。时尚小巧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LU3B1-82C型超滤净水机

联塑领尚净水机LS315DR

LU3B1-82C型超滤净水机能滤除市政自来水因水管

·超低废水比，1:1废水比节水最划算

路二次污染产生的泥沙、铁锈、细菌、胶体等有害

·LED智能触控，机器工作运行一目了然，操控更加便捷

·进口陶氏RO膜片、使用年限更长

三达净水机采用简约设计风格，内置获得国家专利技术的复合陶瓷滤

物质，并保留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过滤后水

·采用经典四级反渗透物理过滤，可有效拦截水中细菌病毒重金属农药

·四级反渗透过滤、出水可直饮

芯—第五代净水技术纳滤5.0技术，突破了传统二维过滤技术的限制，

·滤芯寿命提醒功能及滤芯半抛弃设计、

通过独特的工艺和配方实现了吸附和过滤相结合的三维净化，不用电、

中的微生物和浊度等卫生指标优异，现制现用。

残留等一切有害物质，过滤精度高达0.0001微米

·玻璃钢和SUS不锈钢外壳，整洁美观

·洁白如玉、浑然天成一体成型设计，钢化玻璃面板，抗油污易清洗

·隐藏式管路壁挂式设计安装快捷

·EASYOPEN环保卡接滤芯，三重防漏水设计，杜绝细菌二次污染，

·电脑智能控制，自动定时冲洗及反冲，延长了滤

杜绝漏水隐患，换芯成本降低50%以上

滤芯更换简单

无废水，可保留部分矿物质，有效提升饮水品质是纳滤5.0的核心优

·双模式冲洗延长滤芯使用寿命

势，净水效果显著。三

·箱式轻薄结构设计节省厨下空间

达净水机正在用芯科技

芯的使用寿命，降低了使用成本。冲洗间隔时间

·匠心营超、极致工艺，

·LED大屏显示运行状态清晰可见

帮助中国家庭开启健康

可根据使用状况自由调整

LS315DR字典机，等待您的鉴阅

·微废水设计，更省水省钱

新生活。

·LED超大显示屏，冲洗状况一目了然，使用更加方便、直观
·超大净水量，可满足全屋净水需求和大型食堂用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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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云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云智易物联云平台）

Ochemate CPE8000

云智易物联净水解决方案

展品推荐

欧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水资源紧缺、环境保护、新能源开发、传统工艺技术改造市
场急需膜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膜产业发展处于战略机遇期，同时

OchemateCPE8000高效RO膜8倍浓缩阻垢

云智易物联净水解决方案基于净水

剂是利用世界先进的HTS平台，组合而成的

器的家用、商用应用场景，实现对

微磷环保浓缩型RO膜阻垢剂。本产品能有效

单体净水设备的远程监控、用户数

防止无机盐在RO膜表面的沉积，对

据的收集、水质监测、滤芯管理、

CaCO 3 、CaSO 4 污垢沉积有较强的抑制能

智能维保等功能；还可对商用净水

力，在LSI<2.8条件下可正常发挥其优异的

设备实现租赁管理、售后运维、大

阻垢作用。同时能够对SrSO 4 、BaSO 4 、

客户体系管理、交易管理、交易信

也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全国从事分离膜研究的院所、大学超过100家；
膜制品生产企业300余家；工程公司近1000家。主要应用工程
有污水处理工程、海水淡化工程、食品制药工程以及纯水制作
工程等。此次展会现场约120家国内外膜品牌将携带其主打产品
及工程案例展示，部分如：立昇、LG、海德能、膜芮、膜天

膜与水处理

CaF2和SiO2等污垢进行有效控制。适用水源

息等全方位运营管理，快速赋能净

广、水质复杂、水质波动大的水质条件，耐

水企业的生产管理、库存管理、作业管理、运营服务、售后维保等流程，

水质冲击性强。节约储运费用与加药劳力。

优化企业效能，提供可持续增长点，降低运维成本，优化用户体验。

广东碧丽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机智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海德能公司HYDRANAUTICS

美国Transfilm膜技术公司

节能饮水机

机智云智慧水家电解决方案

高脱盐率大产水量抗污染反渗透膜PROC30

反渗透膜元件

PROC30在标准测试条件下脱盐率高达99.8%，产水量为11500gpd，

·通过创新技术，实现了高产水量的同时具有优异的稳定性脱盐率，从

机智云为水家电厂商提供一站

·节能省电，首创热交换器技术，省电80%，每年

式设备智能化解决方案。通过

节省1万元；选用加厚保温材料，减少热能损失

机智云的GDCS敏捷开发系

·4倍超强供水量：使用了高效的热能交换器，把功

统，能让智能净水器所需各部

率放大了4倍，能连续供应温开水。普通开水器、

件并行开发，大大缩短开发时

饮水机，每千瓦时只能供开水10升，碧丽温开水

水水质更好，系统运行压力更低。PROC30适用于要求高脱盐率的应
用，例如锅炉补给水、工业废水回用、市政污水回用等领域。

而使它适用于大规模工业和市政水处理
·专利元件流道设计，获得优异的抗生物、有机物抗污染能力；稳定耐
用的分离层，更佳的酸碱耐受性，实现充分有效的化学清洗

求的客户，机智云还可以提供

供水量增加了4倍；5级超强过滤：1微米优质PP

预配置硬件模组，净水器智能

棉，高纯度KDF，0.001微米超滤，前后置活性
炭，1000以上碘值无炭粉余氯

是兼具高脱盐率和大产水量的最高性能产品。采用PROC30的膜系统产

间，降低开发成本，对于有需

节能饮水机，每千瓦时能供温开水50升，相当于

·7重安全保护：防干烧，防蒸汽，防缺水，防超

膜、东玺科、宝利事、唯赛勃、伊乐科、天创环境、中环膜、水艺膜、久吾
高科、海清源、沁森、斯纳普、金正环保、天地人、杭州蓝然等。

化硬件插件“机智云净水盒子”以帮助客户将设备实现智能化，第一时
间分析用户行为并锁定用户的新需求。

温，防超压，防漏水，防漏电；带定时功能，带防
指纹纳米漆

优口（广东）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杭州妙联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YUQ-SY04

妙联净水运营管理平台

LG化学

北京中环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Residential RO membranes家用RO膜

热法超滤膜

家用反渗透膜元件：用于家用水处理的LG Chem NanoH2O™反渗透膜

·更加高效节能：大通量设计，纯水通量10,000L/(m2•h•MPa)

元件采用美国专利技术，获得NSF认证，为消费者提供洁净的饮用水。
·采用美国高科技反渗透膜净化技术，过滤精度达
0.0001微米
·六级过滤组合，可去除水中有害物质，出水为纯
净水
·可净化苦咸水、高硬度水、以及含氟、铅、锰等
有毒物质的水
·具有自动冲洗功能，保持水质稳定
·缺水或水满水位时，系统自动停机，发挥保护机

妙联针对水家电生产厂商、品牌运营商设计开发的一站式综合运营管理
平台，将手机终端、设备端、运营管理平台信息渠道打通后，平台可以
实现订单管理、设备故障、租赁
管理、在线支付等运营功能；主
动推送新品等信息, 与消费者形

世界闻名的LG品牌为产水水质提供保证。所有膜片韩国生产，旨在为
全球消费者提供可靠和高品质的产品。

(25℃)；表面开孔率高，透膜阻力小，可降低能耗50%
·更长使用寿命：PVDF膜材质，采用热致相分离法膜技术制备，拉断
强度是普通膜丝的4~6倍；耐氧化性、耐酸碱浓度是普通膜丝的20
倍，膜丝使用寿命长
·更低维护成本：抗污染性优异，专有亲水性改性技术及独特的结构设
计，延长了膜产品清洗周期，降低维护成本

成信息互动；帮助厂商降低运维
成本，促进二次销售，实现服务
新升级。

件的功能
·内置压力桶，整体外观时尚大气不占地方

20

21

博滤克斯特种纤维（宁波）有限公司

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邦膜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POREX管式膜

中空纤维膜

MBR膜架

·拉伸强度高，不断丝，不脱皮，膜

美国POREX管式膜为烧结微孔塑料

·曝气充分、均一，提高了气体的利用率及对膜丝的

内衬采用PET编织网管
·通量高，孔隙率高，孔径分布均
匀，孔径小
·寿命长、抗污染能力强

与PVDF膜组成的复合材料，具有
耐磨损、耐pH0-14等特点，过滤
精度0.5um、0.1um、0.05um、
0.02um，用于重金属废水处理、
反渗透浓水回收、煤化工、火电
厂、垃圾焚烧发电厂废水零排放。

展品推荐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VDF膜生物反应器膜组件（内衬增强中空纤维膜）

·模块化设计，让您安装更方便

擦洗效率，从而提高了组件的使用寿命

·膜架设计合理，节省空间

·软胶硬胶的保护，保证膜丝在摆动过程中折损率接

·配套合理的曝气管路，保证膜的使用性

近于零

能和寿命

·污泥浓度高，独特的产水布气设计，可大大提高生

·配套吊具，吊装便捷

化污泥浓度，降低膜组件的污染

·只需连接管路即可使用

·节省占地面积，优化布置膜组件，从而减少占地和
土建费用

上海膜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求是膜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斯纳普膜分离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特里高膜技术有限公司

超滤、反渗透膜原件

第四代中空纤维膜

SINAP平板膜组件

管式超滤膜

采用日本东丽膜片，使用寿命长。独

·高效低耗MBR污水提

·高抗污染性，耐酸碱性，抗氧化性强

膜产品广泛运用于垃圾渗透液、含油废水、电子废水、制药废水、焦化

·膜通量大，低压运行，能耗较低，维护简单

废水等高浓度工业污水及食品、发酵液、茶饮料等物料分离诸多特种领
域，国内工程案例达到500多个，拥有亚洲最大的垃圾渗滤液TMBR业

特的流道设计，减少出水阻力 ，反洗

标技术

时膜面布水同步，清洗更彻底，膜丝

·零排放集成技术

·相比中空纤维膜，无断丝问题的困扰，

分区固定，长久运行时断丝几率最

·自来水净化技术

机械强度大，膜寿命长，无反冲洗系统，

绩（上海老港3200m3/d）。在管式膜方面，推出了耐碱性管式膜（PH

低。干膜原件，利于存储运输。

·膜材料开发及应用技术

清洗管理方便，运行更稳定

1-13），特别针对RO浓水/
循环冷却水的软化应用，获
得了多个项目业绩。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DTRO膜柱

当某些膜分离过程发展到了已经比

·膜技术：高浓度污水的深度处理及回用，难生化污水的达标排放，高

较成熟，并在工业上较广泛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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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膜集成技术整体解决方案

盐污水（废水）的脱盐

唐山海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水艺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反渗透膜片

农村一体化MBR设备专用膜产品

·行业领先的ORI四层反渗透膜片技
术：在其它同类产品的技术上加

之后，在解决一些复杂的分离问题

·技术优势：实现生化污水中的泥水分离；截留水中污染物，保证出水

涂一层保护层,让卷制和冲洗过程

时，为了获得最佳的效益，将几种

达标排放；截留污染物的同时有选择性地排出盐分；对水中的特定组

中聚酰胺层不易受损，脱盐率更

膜分离过程组合起来用，或者将膜

分进行浓缩处理

加稳定,产品使用寿命提升30%

分离与其他分离方法结合起来用，

·全新的组件设计，选用公司最新研发的Ori-M原生复合反渗透膜，并

将它们各自用在最合适的条件下，

采用自动化卷制技术，综合性能更稳定；可以适应更宽泛的原水条

发挥其最大效率。

件。高真空干式包装，便于运输、携带、并获得更长的质保期

·设计紧凑，占地面积小，专为小型污水处理
设备设计
·独特的膜箱结构，安装拆卸方便，膜帘可从
膜箱上端取出，检修时膜箱无需吊出
·模块化设计，便于配套不同规模的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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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DTRO碟管式反渗透

展品推荐

杭州蓝然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均相膜电渗析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破坏日益严重，水污染已
成为最主要的环境问题之一。而水污染中，工业污废水排放

采用精密压机，更小占地面积及更低的工

的有机污染物污染占到了最大的比例，这意味着减少污废水排

作强度（免维护）。采用进口膜及配件，更

放，加强污废水治理，成为了环保改革工作的重中之重。作为

优秀的膜性能、更低能耗、更长寿命。运
行成本低至普通电渗析的四分之一。用于
盐与有机物（COD）分离、高盐浓缩、海
水制盐等，广泛用于废水零排放，物料分离。

广东水展重要的展示板块，主办方目前已组织了多家行业领先企

是一种独特的水处理膜法分离技术，可以用来过滤高浓度高污染的废水。

业参展：景津、康泰环保、苏净集团、沪东麦斯特、鹏凯、住亚贸

它的膜组件构造与传统的卷式膜截然不同，碟管式膜组件具有特殊的流
道设计形式，采用开放式流道，特殊的水力学设计有效地避免了膜堵塞

易、三力信、仪表四厂、海拓、中申、工源、远正节能、小众环保、

和浓差极化现象，成功地延长了膜片的使用寿命；清洗时也容易将膜片

亿昇、金泰环保、广州威固、海强、多灵、中远通、连华等。

上的积垢洗净，保证碟管式膜组适用于处理高浑浊度和高含砂系数的废
水，适应更恶劣的进水条件。

江苏沛尔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市惠灵顿膜业有限公司

景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鹏凯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BR中试装置

家用膜元件

污泥深度脱水系统

河道水处理解决方案-DBAF工艺

可依据污泥最终处置结果提供相应的污泥深度脱水技术路线，包括提供

DBAF是我司自主研发的新型黑臭水体水质净化工艺，是气浮与曝气生

污泥深度脱水系统的设计、制造、调试等系统服务。通过高压隔膜脱水

物滤池的有机结合，可以快速地消除污染河道的黑臭，COD去除率

技术既可以将污水厂含水率80%的污泥(带式过滤机处理出来的)通过调

50-85%，氨氮去除率40-70%，总磷去除率60-90%，可长效保持水

理脱水至含水率60%以下，也可以替代带式过滤机将浓度92-98%的污

体的不黑不臭。

本装置由五部分组成，分别是电气控制

·型号TFC50G/75G/100G
/125G/150G/200G

室、设备运行间、缺氧池、MBR池和清

·97%脱盐率

水池。通过电气控制，可以实现污水处

·65PSI低压工作

理的自动运行。本装置中，缺氧池是整

·2年使用寿命

个系统的预处理单元。进行水解酸化，
降低有机物浓度，提高可生化性，通过
硝化液的回流，去除部分氨氮。MBR池

HIDspecializedinROmembranemanufacturingfor9+years,with

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单元。大量的微生物（活性污泥）在膜生物反应器内

developmentofautoproductionlinesofflatsheetsmaking&full

与基质（废水中的可降解有机物等）充分接触，通过氧化分解作用进行

auto rolling lines for residential / commercial / industrial RO

新陈代谢以维持自身生长、繁殖，同时使有机污染物降解。生物处理系

membrane,weoffercustomersthemostreliablequalitycontrol

统和膜分离组件的有机结合，不仅提高了系统的出水水质和运行的稳定

andcostefficiency!

程度，还延长了难降解大分子物质在生物反应器中的水力停留时间，加

泥直接脱至含水率60%以下，经深度脱水后的滤饼可以直接填埋、焚烧
发电、堆肥、制砖和水泥等。

强了系统对难降解物质的去除效果。

江苏新时膜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洁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康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工源机械有限公司

平板陶瓷膜MBR组件

MBR

叠螺式污泥脱水机

GWNB微纳米曝气系统

产品主要应用于中水回收利用、海水淡

·运行成本低

工源公司自主研发的微纳米曝气系

化、油水分离、印染、电镀、造纸等难处

·节水，不到带式压滤机的0.1%

统，由微纳米气泡发生器，扩散装

理污水行业以及食品工业、石油化工、生

·体积小，脱水机房投资省60%

置、浮潜装置、限位装置、控制装置

物医药、环保及能源等诸多领域。平板陶

·节电，不到离心机的5%

等组成。该系统可广泛应用于水产养

瓷膜，是新一代陶瓷膜技术，具有过滤面

洁弗MBR, 采用自主研发PVDF中空纤维超滤膜，强度高、通量大、永
采用自主研发PVDF中空纤维超滤膜

·省药，平均省药60%

殖、景观工程、河道整治、中水回

积大（通量大），占地面积小，能耗低，

久亲水、剥离强度高、抗氧化性能优异，是生活废水、工业污水、电

·不堵塞，含油脂类纤维类污泥的克星

用、污水处理、气液混合等场合，结

耐污、再生性能好，耐油耐氧化、寿命长

镀废水等不同污水的劲敌。

等诸多优点。

合不同的进气气源（如空气、氧气、
臭氧、氮气等）与工艺方法，可以高
效实现增氧曝气、气浮分离、氧化脱
色、脱氮除磷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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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小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汉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磁悬浮高速离心式鼓风机

破乳剂

HEF高效气浮系统

·集约，较传统节省占地30~50%

由自主独特设计的磁悬浮高速电机直接驱动高效三元流叶轮，彻底消

·高能效，与标准气浮比可节能30%

除了传动损失；由于采用拥有自主知识磁悬浮轴承，完全做到无接

·低药耗，与标准气浮相比可节约

触，无摩擦，无需润滑系统；采用高效后弯式三元流叶轮，可以实现

15~30%的药剂量

50%-100%风量调节，叶轮采用高强度铝合金，经100%X射线探伤和

·出水水质好，与标准气浮比悬浮物

115%超速试验，确保高效可靠运

去除率高5~15%

转；风机实现变频智能化控制，可以

·高负荷，水力负荷达8~30m3/m2h，最大允许进水悬浮物浓度达

实现就地和远程控制；整机采用撬装

10000mg/L

展品推荐

上海中申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高密度沉淀气浮（SDAF）

该产品性能优，破乳速度极快，可完全去除油类胶质，在水中矾花大
且沉降速度快，脱色率大于90%，COD去除率极高，且污泥量小。产
品操作简单，无需重复酸碱调整，
直接简化处理工艺，提升处理效
能。针对高浓度乳化液废水有非常
好的破乳效果。
系统主要由自动加药系统、混凝沉淀系统、气浮接触系统、斜管沉淀

结构，布置紧凑，结构规则，现场安

系统等部分组成，主要用于固一液或液一液分离。公司专注于处理效

装方便快捷。

果的提升，应用多年水处理经验，结合混凝沉淀、气浮、斜板沉淀等
工艺于一体，总工艺水利停留时间0.8~1小时，能够充分发挥絮凝剂效
果，做到出水药剂无残留，出水水质能直接进入回用工艺。

广东环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碧沃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海拓环保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威固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MVR蒸发器

污水处理微生物解决方案

高效溶气气浮

中压紫外线杀菌器

机械式蒸汽再压缩（MVR）蒸发器利用蒸发器中产生的二次蒸汽，经
压缩机压缩，压力、温度升高，热焓增加，然后送到蒸发器的加热室当
作加热蒸汽使用，使料液维持沸腾状态，而加热蒸汽本身则冷凝成水。
这样，原来要废弃的蒸汽就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回收了潜热，又提高了

拥有多项国内领先的微生物净化技术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碧沃

·表面处理行业（电镀、PCB、酸洗等）的废水处理

·灯管功率高，处理量大，杀菌效率高

丰拥有最全面的治污菌种库，近50种微生物治污菌剂，具有高稳定、

·制药、化工、造纸、制革、屠宰、食品饮料等行业废水的预处理

·200nm-400nm多谱段连续的紫外光谱输出（杀菌剂量）

耐低温、耐高盐、驯化快等优

·广泛应用于工业废水中的预处理，可替代沉淀池

·占地面积小，操作简便

点，可针对性地解决工业、河

·单台设备处理量5吨/小时——300吨/小时

·采用美国原装进口品牌的中压紫外线消毒灯管，紫外线剂量稳定，

道、景观、市政等不同类型的水

·石油化学工业以及各类含油废水的油水分离

污染。结合BIOFORM纳米载体

·纺织、印染、漂染、毛纺等废水的预处理

使用寿命长
·带PLC自动控制系统（工作状态显示、

填料，可实现占地面积少、处理

故障报警、灯管积累工作时间显示、

负荷高、剩余污泥少、抗冲击力

工作电压指示、系统过热保护、灯管

强、降低运营成本等优点。

寿命报警、流量统计、排气排空状态
显示等），带自动清洗，光强监测及

热效率，生蒸汽的经济性相当于多效蒸发的30效，减少了对外部加热

水温在线监测

及冷却资源的需求，降低能耗。

江苏盛奥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余姚市三力信电磁阀有限公司

余姚市金泰仪表有限公司

野外应急COD测定仪

全触屏式多参数水质测定仪6B-3000A型

直动式电磁阀

电磁流量计

专业的便携光路设计，测试方便快

·中文配合个性化图标操作界面，采用高端7.0寸彩色触屏显示

捷，可浓度直读，测量结果更精

·测量方式可选全自动测量方式和半自动测量方式，可减小传统手拉机

上海连华实业有限公司

确，配备专用便携式消解器，配备
消解管组合架，整体消解、冷却，
操作便捷防止烫伤；采用宽光径比
色管，消解比色一体化，实验更加
安全、快捷。

械误差
·数据直读，可直接测定COD、氨氮、总磷、总氮、色度、浊度、重
金属等多项指标

二位二通ZS直动式电磁阀系列，零压力
开启，最大工作压力10.0bar,连接螺纹

除可测量一般导电液体的体积流量外，还可以用于测量强酸，强碱等强
腐蚀液体和泥浆、矿浆、纸浆等均匀的液固两相悬浮液体的体积流量。

最大到2"，流量通径最大到DN50,阀体
材料为锻铜。

·全自动波长，更加人性化设计，一键式选择测量项目，操作简单快速
·用户可用国家标准样品自己建立曲线
·可扩展为高档紫外光分光光度计使用
·自带100条标准曲线，高容量存储芯片可
存储500万组数据
·内置打印机可实时打印数据及打印历史数据
·USB接口，可连接电脑上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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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讯
享展会最新资

同期举办

广东联塑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有限公司
广东联
东联塑生态
东联
塑生态
塑生
生态环境保
环境保护工程
环境
境保护工
境保
护工程有限公
护工程
工程有
工程
有限公
有限
限公
限
公司
广东联塑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有限公司

键法兰式蜗轮蝶阀

FLOWTECHGUANGDONG
广东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结构独特，体积小，重量轻，低压密封性能好
·启闭方便迅速、省力，流体阻力小，操作方便
·可以任何位置安装、维修方便

作为华南地区最高品质泵管阀展览会，本届展会再次选址保

·密封件可以更换，密封性能可靠，密封材料耐老化、
腐蚀，使用寿命长

利世贸博览馆，您能看到超过200家国内外泵阀、管道的参展企

·可以运送泥浆，在管道口积存液体最少

业，其中部分厂家刚进入或正在深挖华南渠道市场，将有超过八
百件展品在华南地区首次亮相，正等着您成为区域新的经销代理
合作伙伴。不仅如此，同期您还能看到华南最大规模水展，是您

浙江日井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兰式弹性座封闸阀

给排水设备一站式采购的最佳平台。

·易损件垫片，密封材料用丁腈橡胶，密封可靠，寿命长

展会同期将开设第二届广东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2018供

·闸门采用整体包胶，其良好的覆盖性能与精准的几何尺

水安全创新技术与应用发展论坛等高品质会议，覆盖石化、环保

寸，保证密封可靠
·重量轻，阀体采用球墨铸铁，安装方便

水处理、水利水电、食品、制药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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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腐蚀，内腔采用无毒环氧树脂，防止腐蚀生锈，不但可

恒压变频泵

昆山美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华生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供生饮，而且可用于污水系统

·变频调速，恒定压力；紧凑集成化设计
·安装方便，即插即用；低能耗、低噪音；缺水保护
·人性化设计，水泵常见故障提示

PE管材、管件

·极致舒适：所有水龙头同时开启，互不干扰，出水

寿命可达到50年，卫生性好，耐腐蚀。内壁
光滑，摩擦系数极低。柔韧性好，抗冲击强
度高，耐强震、扭曲。重量轻，运输、安装
便捷。独特的热熔对接和热熔承插连接技术
使接口强度高。与管材本体连接，保证了接

江苏盐电阀门有限公司

水压始终恒定，确保舒适用水
·运行安静：不干扰日常生活
·通用性强：一个型号可以适用不同类型的住宅，选
项方便，毫无顾虑
·适合高层住宅楼中水压不足的复式房，平层房等

超低温固定球阀

口的安全可靠。焊接工艺简单，施工方便，

侧装式或者上装式结构，齿轮驱动设计、唇形

工程综合造价低，水流阻力小。

密封设计、低扭矩特性、防吹出阀杆、防火设
计、防静电设计、双阻断及泄放功能、中腔
（压力自排放、低泄漏设计、加长阀盖、可锁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装置）。

可空转自吸泵/耐酸碱自吸泵
采用优质A级原塑料，自吸桶与泵体一体喷射成型，自
吸能力强，耐酸碱抗腐蚀无泄漏，创新独特耐空转设
计，获得国家新型专利，适用于污水的输送和提升。

TD系列 管道循环泵

智能自吸泵二代

技术参数：

应用范围：

流量：4~1600m3/h

暖通空调

扬程：4.5~108m

工业系统

液体温度：-15°C至+110°C

供水系统

材质：铸铁/不锈钢

系统增压

双偏心蝶阀
使用寿命长，操作扭矩低，开关轻便；一体铸

·水泵领域首创智能触摸屏，享受智能品质家居生活

造的蝶板限位块精准限制蝶板的行程，避免对

·水流工作模式，压力工作模式可方便切换

阀座的损坏；阀座和蝶板实现自密封设计，确

·LED数码管显示水压，电压，直观明了

保阀座和蝶板的双向密封零泄漏。

·电压保护，使得水泵运转更安全
·随时查询水泵工作时间和起跳次数，便于保养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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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名单

2018GDWater

广东国际水处理技术与设备展览会（部分展商）
公司名称
1号馆

30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展位号

公司名称

展位号

海南立昇净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1H1001

宁波水艺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H2010

杭州唐维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1H2312

温州万豪科技有限公司

2H080

山东九章膜技术有限公司

1H1009

杭州天创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H2020

伊乐科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H2320

无锡工源机械有限公司

2H090

上海汉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1012

上海膜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2030

佛山晨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2325

浙江华西电子有限公司

2H090

上海弗杰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1H1020

北京中环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H2032

杭州求是膜技术有限公司

1H2330

广州小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H095

珠海市邦膜科技有限公司

1H1040

余姚市仪表四厂

1H2036

温州市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H2340

上海稻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H098

余姚市金泰仪表有限公司

1H1042

杭州沃德塑胶有限公司

1H2038

南京久盈膜科技有限公司

1H2350

江苏盛奥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H100

余姚市鸿远电子有限公司

1H1043

唐山海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H2040

常州绿源通玻璃钢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1H2361

上海人民企业集团（水泵有限公司）

2H150

广东海清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1060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H2042

余姚市舜寰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1H2365

广州市洋茂泵业有限公司

2H151

南京湶膜科技有限公司

1H1070

中津科创（厦门）膜科技有限公司

1H2045

成都飞创科技有限公司

1H2370

上海高田制泵有限公司

2H155

美国Transfilm 膜技术公司（亚太办）

1H1070

余姚市三力信电磁阀有限公司

1H2050

山东艾克水处理有限公司

1H2372

温州富创机械有限公司

2H160

中山市威德轻工机电制品有限公司

1H1080

深圳市嘉泉膜滤设备有限公司

1H2052

西安向阳航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H2373

浙江永园阀门有限公司

2H170

广州市泽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1082

西安洁源环保水处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H2060

佛山市格莱弗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1H2375

浙江华尔士自控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2H180

余姚市永创电磁阀有限公司

1H1090

北京泛舟环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H2061

厦门鲲扬膜科技有限公司

1H2380

无锡中申环境保护设备有限公司

2H190

扬州三阳科技有限公司

1H1092

上海湛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H2062

福建天成保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2385

北京陶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H192

佛山市碧沃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H1098

烟台金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2070

苏州微陶重金属过滤科技有限公司

1H2390

苏州海强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2H200

湖南澳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1100

住友电气工业株式会社

1H2075

长沙多灵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2395

承德热河活性炭有限公司

2H202

山东工业陶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H1110

住亚贸易（深圳）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1H2075

深圳市昌鸿科技有限公司

1H2400

乐清市嘉扬电气有限公司

2H205

江苏鹏宇玻璃钢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1H1120

苏州唯思得（中外合资）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1H2080

北京宗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2405

合肥东方美捷分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2H208

江苏沛尔膜股份有限公司

1H1152

浙江美易膜科技有限公司

1H2082

芜湖吉豪净化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H2410

承德北方活性炭有限公司

2H210

江苏久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H1170

广州连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2092

杭州富阳博纳水净化设备有限公司

1H2415

DCSENG Co., Ltd.

2H220

芜湖市佳进橡塑电器有限公司

1H1180

江苏新时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H2095

广州启立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1H2417

北京中远通科技有限公司

2H221

深圳市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1190

广东碧涞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1H2100

上海雅鹄仪表有限公司

1H2460

江苏华青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2H240

广州超禹膜分离技术有限公司

1H1192

汕头市奥斯博环保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1H2150

天津海普尔膜科技有限公司

1H2462

天津市塘达阀门厂

2H245

北京海普润膜科技有限公司

1H1200

镇江市惠灵顿膜业有限公司

1H2160

余姚市银环流量仪表有限公司

1H2472

温州经济开发区沙城球贡阀门厂

2H246

杭州百盛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1H1210

上海佑利积水管业有限公司

1H2170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2H001

深圳市风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H249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H1211

广州市晶源海水淡化与水处理有限公司

1H2176

东莞市众隆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2H002

无锡海拓环保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2H300

上海沣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1220

武汉纳霏膜科技有限公司

1H2180

志泰阀门有限公司

2H003

上海诺赛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2H300

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

1H1230

上海斯纳普分离科技有限公司

1H2190

昆山美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2H010

温州鑫得利阀门有限公司

2H305

北京特里高膜技术有限公司

1H1240

常州市博源塑业有限公司

1H2191

广东永力泵业有限公司

2H020

温州特利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2H310

深圳市洰瀓膜科技有限公司

1H1300

广州洁洛源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1H2192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H021

台州浙里泵业有限公司

2H315

海德信玻璃钢（深圳）有限公司

1H1300

宜兴新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2200

普联力量智能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2H030

昆山益美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2H316

维都利阀门有限公司

1H1330

承德冀北燕山活性炭有限公司

1H2210

上海竟力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2H030

浙江瑞思拓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2H320

广州市昆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1340

芜湖金辉净化器材有限公司

1H2212

厦门三厘塑胶管路有限公司

2H031

芜湖耐得胶管阀业有限公司

2H325

苏州凯虹高分子科技有限公司

1H1342

杭州美仪自动化有限公司

1H2220

广州保税区易威奇工贸有限公司

2H041

温州市柯特管件有限公司

2H326

广东斯乐普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H1350

长春天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H2221

上海弗雷西阀门有限公司

2H045

温州市豪宏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2H326

上海颇勒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1H1360

东营世超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1H2221

佛山市昭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H048

上海南艺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2H330

承德鹏兴活性炭制造有限公司

1H1400

江苏省太仓市多多滤材有限公司

1H2222

深圳市净森源活性炭有限公司

2H049

合肥皖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H331

南京古田化工有限公司

1H1405

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H2230

无锡沪东麦斯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H055

厦门日久泵业有限公司

2H332

佛山市君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1H1455

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2240

广州鹏凯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H060

北京康赛特流体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2H350

无锡安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1460

江苏碧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2245

江苏康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H065

重庆卓度科技有限公司

2H360

余姚市舜特仪表厂

1H1461

佛山市南海区昶辉净化技术有限公司

1H2246

浙江朝晖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H070

台州市路桥区天顺祥园林塑料用品厂

2H365

深圳恒大兴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H1463

杭州蓝然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H2310

Qingdao Clearwater Machinery Co., Ltd.

2H071

上海天维亚编织有限公司

2H370

日东（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

1H2008

深圳华淮循环材料有限公司

1H2311

上海阔思电子有限公司

2H072

承德立净活性炭制造有限公司

2H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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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昕瑞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2H375

温州奥玛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2H595

中国·正洲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2H850

海宁市倍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安信达环保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2H380

温州源通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2H598

上海瑞邦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H851

江苏优华达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H1090

南京超旭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2H385

深圳市雨滴科技有限公司

2H600

无锡福斯拓科科技有限公司

2H860

宁波派士电器有限公司

3H1098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森纳士分公司

2H388

上海威营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2H601

四会市生料带厂有限公司

2H861

佛山市顺德区愉升节能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3H1100

广州亿隆达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2H390

浙江日井泵业有限公司

2H650

宁波永久磁业有限公司

2H870

东莞市咖伦电子有限公司

3H1105

温州市龙湾永中正盛阀门管件厂

2H390

迈特泵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H655

浙江汇正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2H875

深圳市展申环保电器有限公司

3H1110

沧州康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H391

上海克础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H660

余姚市佳亿电磁阀厂

2H876

阳江市迪迦机电实业有限公司

3H1115

深圳金安基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H395

北京鼎瑞特阀业有限公司

2H666

宁波旭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2H880

慈溪市纯源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3H1120

广州市百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2H395

河北武荣阀门有限公司

2H670

武汉华易科技有限公司

2H881

宁波世电电气有限公司

3H1120

厦门伯雷阀门有限公司

2H400

上海吉水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2H671

嘉善县环球机械密封件厂

2H885

宁波日益科技有限公司

3H1120

启东春鼎机械有限公司

2H401

厦门协羽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2H680

哥步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2H886

山东菏泽汇泉净水器材有限公司

3H1122

润皎阀业（上海）有限公司

2H401

江西格来利泵业有限公司

2H685

天津格耐泵业有限公司

2H890

浙江海宁美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130

瑞安市宏力科技有限公司

2H402

善若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2H690

佛山市南海区山人电子厂

2H891

上海刚敏橡塑制造有限公司

3H1150

广州市亚龙不锈钢有限公司

2H405

杭州蓝源水泵有限公司

2H700

临沂三威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2H893

湖州欧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3H1152

东莞市富誉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H410

中山铧福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2H701

昆山奥兰克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2H894

宁波天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160

D.I ENVIRO CORPORATION

2H412

深圳市冠申泵业有限公司

2H705

科密特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2H895

上海聚蓝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3H1170

湖州先河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2H415

浙江拓尔普科技有限公司

2H720

浙江沃曼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H896

江苏浦士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H1176

广东巨隆防腐设备有限公司

2H423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2H721

浙江越沪机电有限公司

2H900

宁波爱去欧净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H1188

苏州威格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2H425

沈阳利通给水工程有限公司

2H722

浙江鲁溪密封件有限公司

2H900

深圳市天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190

温州锦洋不锈钢有限公司

2H428

温州沃顿阀门有限公司

2H730

台州市飞帆泵业有限公司

2H900

上海惟果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H1196

浙江利尔多阀门有限公司

2H430

池州市富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H731

蓝帝斯智控泵业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2H900

承德达纯净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H1196

佛山市奥迪斯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2H431

泊头市龙冠阀门有限公司

2H735

永嘉欧冶阀门有限公司

2H913

福建邦登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200

北京精波仪表有限公司

2H451

上海泰丰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2H736

杭州普普科技有限公司

2H920

宁波井亿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H1210

沃图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2H501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H740

温州联和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2H925

东莞市蛮牛淨水设备配件有限公司

3H1220

浙江海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H501

天津欣美特阀业有限公司

2H741

海宁市加诚橡胶有限公司

2H930

玉环米勒水暖有限公司

3H1220

华生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2H510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2H742

盐城神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2H932

余姚市太邦洁具有限公司

3H1221

浙江南元泵业有限公司

2H520

温州同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H800

惠州市源立实业有限公司

2H935

江苏纯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230

广东省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H530

上海法鸣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2H801

宜兴市运博科技有限公司

2H952

水之族

3H1240

浙江越连机电有限公司

2H540

广州市风华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H803

台州开利泵业有限公司

2H955

江门市富豪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245

温州誉正阀门有限公司

2H542

温州奔鑫法兰有限公司

2H804

天津市嘉祥泰瑞阀门有限公司

2H955

江门市蓬江区安吉尔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3H1245

杭州西湖潜水泵总厂

2H545

温州吉川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2H804

河南伟创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2H958

承德宏伟活性炭有限公司

3H1246

山东中力高压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2H547

浙江强业管件有限公司

2H808

温州瑞通阀门有限公司

2H960

慈溪市益兆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3H1248

温州永德信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2H550

温州市新洲阀门有限公司

2H810

厦门科恒塑胶有限公司

2H555

乐清市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春江阀门有限公司

2H560

上海泰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H566

江苏盐电阀门有限公司

2H572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2H573

中国·科科阀门实业有限公司

3号馆

3H1080

伊美特（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H1001

佛山市奥澌马电器有限公司

3H1250

2H811

中山市九芯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3H1010

广东速纯净水设备公司

3H1250

孟村回族自治县中宝法兰管件制造有限公司

2H815

浙江科博电器有限公司

3H1020

重庆瑞朗电气有限公司

3H1255

欧瑞传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H816

森乐净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3H1030

佛山市钻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3H1260

北京精艺立业阀门有限公司

2H820

上海善若纯水设备有限公司

3H1032

慈溪联迈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3H1270

浙江韩诺泵业有限公司

2H821

宁波市世通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3H1040

中山市史麦斯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3H1300

2H575

沈阳中野密封件制造厂

2H822

东莞飞力贸易有限公司

3H1050

安徽麦特雷勃净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H1310

广州威固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2H580

温州市嘉胜阀门有限公司

2H830

东莞市氢芝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H1052

广东东臣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3H1320

宁波伏尔肯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2H582

天津远飞阀门有限公司

2H836

珠海市爱高普净水工程有限公司

3H1060

广东顺德永宸节能环保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H1330

无锡辛迪威尔逊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2H585

广州标宝泵业有限公司

2H837

优口（广东）环境系统有限公司

3H1070

浙江美尔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H1340

温州海德能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H595

天津京阀科技有限公司

2H840

东莞市铱伦实业有限公司

3H1075

依莱克顿（宁波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3H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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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乐开宝电器有限公司

3H1361

余姚市科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050

广东碧丽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3H2316

深圳市美净膜科技有限公司

3H2477

余姚市月亮湾洁具厂

3H1365

余姚市丰达电器厂（亚东）

3H2050

山东博世机械有限公司

3H2330

深圳市金联辉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3H2477

上海洁臣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3H1370

佛山市三角洲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3H2060

中山市全众饮水设备有限公司

3H2340

芜湖市龙湖净化器材有限公司

3H2480

宁波尊创环保电器有限公司

3H1375

厦门市麦华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3H2068

南通美亚新型活性炭制品有限公司

3H2350

徐州极致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3H2483

芜湖市华吉过滤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3H1380

杭州富阳中荷电子有限公司

3H2070

深圳市汇滨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3H2351

力晶活性炭有限公司

4H1020

广州市大康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3H1385

夏邑县金波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3H2075

宁波普泽机电有限公司

3H2360

深圳佳电屋电器有限公司

4H1021

慈溪市亨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H1390

昆山卡尔瑞净化系统有限公司

3H2080

广州家贝科技有限公司

3H2365

深圳市华迈环保有限公司

4H1050

余姚市斯伯瑞净水设备厂

3H1391

佛山市顺德区盈沣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090

广州市福彰贸易有限公司

3H2370

旭星净水系统中心

4H1051

玉环县万荣铜业有限公司

3H1395

海宁市水享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3H2095

慈溪市迪凯斯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3H2375

广州仪健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4H1060

郑州跃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H1400

杭州湘君电子有限公司

3H2100

深圳市乐博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380

深圳市宝安区总丰过滤器材厂

4H1065

广东顺德爱隆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3H1405

慈溪市碧贝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105

南京佳乐净膜科技有限公司

3H2382

莱特维尔(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H1066

慈溪惠佳净水设备厂

3H1410

玉环永威科技环保阀门厂

3H2110

宁波华骏电器有限公司

3H2383

广州市精格净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4H1070

宁波圣源电器有限公司

3H1410

惠州市银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115

佛山市顺德区冠宇达电源有限公司

3H2385

福建省埃克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H1071

漳州君特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H1415

慈溪市红方净水设备厂

3H2120

高仕达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H2390

柏繁电气有限公司

4H1200

宁波艾博尔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3H1418

余姚市康泽净水器材厂

3H2122

深圳市昌龙盛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3H2395

深圳市卫泉科技有限公司

4H1210

珠海市斗门区科迪滤膜材料厂

3H1420

广州汇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3H2123

浙江司迈特电器有限公司

3H2396

达格玛（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H1215

深圳市东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H1425

韩佳（上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3H2130

珠海瑞科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H2400

南京洛佳技贸有限责任公司

4H1220

深圳市浩之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435

芜湖吉尔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H2135

余姚市九信仪表厂

3H2405

长沙汉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H1240

大连水勋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436

佛山市顺德区正腾电器有限公司

3H2150

佛山市君盖斯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3H2406

三达膜科技（厦门）有限公司

4H1250

深圳市亿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H1438

德国萨奇集团

3H2152

无锡市宏腾塑胶厂

3H2410

江苏嘉恒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4H1260

通用依沃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H1450

江苏沁尔康环境电器有限公司

3H2160

杭州正跃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3H2415

杭州妙联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4H1270

珠海中净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452

承德兰泉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3H2170

卡骆环保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3H2242

中山如强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4H1271

深圳市炭晶烧结碳技术有限公司

3H1455

深圳和泽骏科技有限公司

3H2180

慈溪市展源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3H2420

沃世达（厦门）水科技有限公司

4H1290

深圳市源恒来实业有限公司

3H1457

邓元水处理器材（太仓）有限公司

3H2190

宁波市侯泊夫电器有限公司

3H2425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必信超声波设备厂

4H1291

玉环县联杰阀门厂

3H1460

浙江瀚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195

柏美亚（中国）有限公司

3H2426

宁波利佳青石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4H1410

宁波家尚电器有限公司

3H1461

杭州美固科技有限公司

3H2200

广州市金骏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427

深圳前海泰森宝实业有限公司

4H1420

深圳市陶氏水处理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H1463

慈溪沐泽电器有限公司

3H2210

佛山市格正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3H2430

深圳市心义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H1430

徐州玥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1464

安徽奇诺科技有限公司

3H2220

广东顺德新泽泉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3H2435

广州机智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4H1431

慈溪市长河海星洁具厂

3H1465

余姚爱乐厨卫有限公司

3H2221

广州市思鸿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3H2436

浙江铭泉水暖设备有限公司

4H1440

东莞市爱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3H1467

深圳市阿米云科技有限公司

3H2230

东华田金属制品厂

3H2441

浙江沁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H1450

中山市德坤包装有限公司

3H1468

杭州亦正水处理有限公司

3H2240

开平市长沙宝茂商行

3H2455

上海纳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H1460

东莞艾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H1469

广州睿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241

郑州兴邦电子有限公司

3H2457

宁波领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H1460

无锡爱杰美思机械有限公司

3H1471

广州水为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245

上海颂道卫浴设备有限公司

3H2460

余姚市普润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4H1470

深圳市净沁源科技有限公司

3H1472

余姚市鼎展嵌件注塑有限公司

3H2250

余姚市博太电器有限公司

3H2461

广东白浪华远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4H1471

北京润达科技有限公司

3H1475

深圳德克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3H2255

余姚市科普特水处理设备厂

3H2463

彭州市天尚生活电器厂

4H1480

开平市水口镇欧迪卫浴洁具厂

3H1476

佛山市普凡达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3H2256

斯麦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3H2464

海宁雨晨光能有限公司

4H1490

佛山华阳新利水处理有限公司

3H1478

武汉市辛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H2260

中山市洁泰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3H2466

烟台百泉净水设备有限公司

4H1495

浙江长兴美源净化科技有限公司

3H1480

深圳市淳宝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3H2265

深圳市诚荣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3H2468

佛山市顺德区洁家环保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4H1500

上海浩泽净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H2001

深圳市三零时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266

扬州悦正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H2470

嘉兴海格电器有限公司

4H1510

广东芬尼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3H2010

乐清市心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H2270

杭州慧亿科技有限公司

3H2471

安徽普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H2115

杭州力夫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3H2020

深圳市小亿网络有限公司

3H2271

余姚市普德水处理器材厂

3H2472

芜湖新世纪净化器材有限责任公司

3H2021

金华市宏昌电器有限公司

3H2300

余姚市亚环洁具厂

3H2473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3H2030

宁波清清环保电器有限公司

3H2310

七道水（厦门）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H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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