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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H Shanghai & CIHE – 上海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

简称：上海供热展) 于 2018 年 9 月 3 至 5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

举行。展会契合华中及华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多元化供暖需求，被誉为业界

高效的商贸平台。为期三天的展会共迎来 217 家参展商 (2017 年：188

家)，吸引了 18,963 名 (2017 年：17,965 名) 观众莅临参观，较上届增长

5.6%，再次印证 ISH Shanghai & CIHE 已成为南方暖通及舒适家居市场

的重点年度盛会。 

 

相比暖通空调及舒适家居市场发展较为成熟的华北地区，南方市场的终端

用户更重视产品设计。在这一趋势的推动下，上海供热展已成为越来越多

欧洲知名暖通空调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本届展会的国际化程度得到

了进一步提升，欧洲展团规模实现翻倍增长。展团汇聚了来自德国、意大

利和英国等地知名暖通品牌，包括爱热福、Bampi、德菲兰、Detal-Met、

菲索、霍弗尔、KANE、培根、Sanica、威迪斯、维家等，充分满足了国

内买家对海外前沿供热通风空调产品与技术的热切需求。 

 

为紧扣市场脉搏，本届展会开设了全新专区和展示区域，助力现场观众丰

富专业知识、开拓视野。首次亮相的“匠·新精品专区”致力于普及南方供热

新概念，围绕“技术之匠”、“设计之匠”、“品质之匠”以及“工艺之匠”四大主

题，凸显南方供热领域的精湛品质、技术与工艺。全新“FCH 两联供舒适

系统体验区”构建体验该领域内最新产品与技术的绝佳平台。与此同时，

2018 年展会新设中国舒适家居系统设计/施工大赛“冠军工艺”展区，获奖

企业于现场展示先进的二联供系统，业内人士可从中获得创意和灵感，激

发新思维。 

 

重要展会数据一览： 

- 观众总数：18,963 (2017:17,965) – 增长 5.6% 

- 展商总数：217 (2017:188) – 增长 15.4% 

 

展商反馈： 

“Dephina 作为专业的欧洲品牌，从事研究和发展高品质室内舒适气候系

统。观众对我们带来的德国新产品及技术深感兴趣，包括针对大型别墅所

需要的大风量新风机组、德国的卫生间排风系统等。我们视中国为重要的

战略市场，由于南方的冬季雾霾较少，除湿及改善室内空气质素成了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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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我们的无管道壁挂机能以超静音和超低能耗实现温湿度平衡，大获

观众好评。上海供热展横跨采暖、通风、节能多个领域，切合市场需要，

是南方暖通市场中别具影响力的展会。” 

Dephina 中国技术服务中心，副总经理，陈伟君先生 

 

“多年来，上海供热展在行业内都具有优质口碑，这也是我们此次选择上海

供热展来拓展公司业务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研发的净水系统非常适用于

中国南方市场。此次我们的展位位于‘匠·新精品专区’，吸引到了非常多的

买家前来了解我们的产品，我对于现场的客流量非常满意。参与这个展会

是展示我们公司产品的绝佳契机，有助提升品牌知名度，我们期待明年再

次参展。” 

百诺肯净水设备有限公司，总裁，Jim Ellis 先生 

 

观众反馈： 

“我已经连续几年来参观上海供热展了。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钢制散热

器，我希望通过参观展会了解市场的变化和发展。展会的规模每年都在扩

大，标志着业内对于上海供热展的认可和展会的成功。每年展会的国际化

程度也在进一步提升，除了一些中国本土新兴品牌，在这里亦能够找到来

自欧洲的散热器。中国在引领全球供热趋势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上海供热展能够帮助海外品牌开拓中国市场。展会聚集来自五湖四海的展

商与买家，我一定会继续参观下届展会。” 

ISG Heating Equipment (Shanghai) Co Ltd，总经理，Murat Telek 先
生(土耳其) 

 

“我们公司是做空调温控设备的，这次来主要是看温控器。展会的针对性很

强，我们在现场找到了合适的展商并达成了合作。虽然现在南方的供暖市

场仍是以个体供暖为主，但一些高档别墅区已逐渐设有小区配套实践中央

供暖，前景非常好。同期几个展会发挥整合作用，方便不同需求的观众寻

找心仪的产品，除了丰富观展体验，亦大大提升效率。” 

四叶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想先生 

 

演讲嘉宾反馈： 

“南方地区夏热冬冷，我们今天就分享了如何在夏天使用地暖去制冷。就目

前行业发展来说，地暖系统较为普遍，若要进行冷暖一体化，实践空调地

暖两联供，还需要进一步的系统集成。展会除了是展示产品信息，也应该

是技术交流的平台。在展会同期举办技术型交流会，可以提高展会整体的

学术层次。” 

暖通吧跨企业培训中心，总经理，李大为先生 

 

研讨会听众反馈： 

“我们公司主要是从事塑料专业加工和模具设计，这次专程来上海供热展参

加上海国际暖通论坛。目前用户对于产品的判定主要是基于价格考虑，未

来我们需要为用户提供更多产品资讯。行业从新风系统、地暖到现在二联

供，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我认为在展会期间举办论坛能云集众多行业专

家，共同探讨行业内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案，放眼未来的发展，有

助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上海三山信邦科技有限公司，总工，朱利平先生 

 

下届上海供热展将于 2019 年 9 月 3 至 5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此外，该系列的另一展会 ISH China & CIHE－中国（北京）国际供热通

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中国供热展）将于 2019 年 5 月 6

至 8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欲知更多展会详情，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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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www.ishc-cihe.com 进行查询或发送邮件至 info@ishc-cihe.com。 

 

ISH Shanghai & CIHE 的母展是领先世界的行业盛会“ISH－法兰克福国际

浴室设备、楼宇、能源、空调技术及再生能源展览会”，该展将于 2019 年

3 月 11 至 15 日（周一至周五）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欲知更多展会详

情，请登陆 www.ish.messefrankfurt.com。 

 

同系列的 ISH India powered by IPA – 印度国际安装系统、卫浴厨房设

备、再生能源及家居自动化技术展览会将于 2019 年 2 月 28 至 3 月 2 日

在印度孟买国际展览中心举行。欲知更多展会详情，请登陆 ish-

india.in.messefrankfurt.com。 

 

敬告编者 

 

更多展会新闻图片，请浏览：http://t.cn/Rs47CQN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简介 

法兰克福展览集团是全球最大的拥有自主展览场地的展会主办机构，其业务覆盖展览会、会议

及活动，在全球 30 个地区聘用逾 2,400 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6.69 亿欧元。集团与众多相关

行业领域保持紧密联系，配合庞大的国际行销网路，高效满足客户的全方位需求。多元化的服

务呈现在活动现场及网路管道的各个环节，确保遍布世界各地的客户在策划、组织及进行活动

时，能持续享受到高品质及灵活性；可提供的服务类型包括租用展览场地、展会搭建、市场推

广、人力安排以及餐饮供应。集团总部位于德国法兰克福市，由该市和黑森州政府分别控股

60%和 40%。 

有关公司进一步资料，请浏览网页： 

www.messefrankfurt.com.cn | www.congressfrankfurt.de | www.festhalle.de 

 

北京中装泰格尔展览有限公司简介资料 

北京中装泰格尔展览有限公司是由北京中装华港建筑科技展览有限公司和北京泰格尔展览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股份制公司，公司致力于为供热暖通空调行业搭建业内高效的贸易推广平

台。公司具有一支高素质的员工团队，注重对员工进行会展专业培训，以前沿的会展管理理念

和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的经营视角为国内外供热暖通空调供需群体提供全方位、高标准的

专业化交流及贸易服务，推进中国供热暖通空调行业的全面发展。 

 

上海展业展览有限公司简介资料 

上海展业展览有限公司——起步、立足、发展于中国会展之都上海。自 2002 年成立以来，经十

多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办展经验；历练了一支团结、专业的队伍。公司还拥有资深展览经理

人和一支年轻化、国际化的管理运营团队；与国内外多个行业机构及政府部门保持着良好的合

作关系。涉足行业范围广泛：暖通、建筑给排水、水处理，地坪、保温等相关领域均有建树，

赢得业界尊重与赞誉。详情请登录：www.zhanye-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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