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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供热展于 5 月 22 日盛大开幕，开启十馆
创历届最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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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H China & CIHE – 中国国际供热通风空调、卫浴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
会(简称：中国供热展)将于 2018 年 5 月 22 至 24 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
中心(新馆)隆重举行，为亚洲暖通行业打造专业的年度盛会。
中国供热展由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公司和北京中装泰格尔展览有限公
司共同主办，本届展会将覆盖共 10 个展馆，总展览面积达 116,000 平方
米，汇聚逾 1,300 家来自 22 个国家及地区的优质暖通品牌，展示规模创
历届新高，预计将吸引全球 65,000 多名专业观众共赴现场参观。
在国家"治理大气污染，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号召下，煤改清洁能源政策继
续向前推进，中国暖通行业技术不断革新，产品品质持续提升。中国供热
展积极回应绿色暖通技术与日俱增的市场需求，首度新增 E5、E6 两大展
馆，并以"煤改清洁能源"产品为展示主题，作为壁挂炉、锅炉及配件的延
伸馆，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为优秀节能产品提供全面的展示平台。
2018 年展会覆盖暖通行业各大类别的创新产品及技术，涉及多个应用领
域。随着中国供热展在国际暖通行业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为满足更多海外
领先品牌开拓中国暖通市场的需求，位于 E1 馆的国际展区首次于本届展
会亮相，汇聚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的优秀海外企业，呈献前
沿的暖通产品及技术，促进中外技术交流。参展品牌包括 Bowers
Eclipse、Centrotherm、Groppalli、Polidoro、Sermeta 等。
除了国际展区外，位于 W1 馆的水泵专区亦是中国供热展的全新专区。作
为首个为特定暖通配件而设的展示区，水泵专区的面积高达 1,000 平方米
，荟萃全球享负盛名的水泵品牌，专区别具规模和影响力。当中确定参展
的企业包括杜科、格兰富、利欧、威乐等。
国家展团将带来世界领先的暖通技术与产品于展会亮相，让与会者亲身体
验海外暖通技术的发展。位于 W2 馆的意大利展团载誉归来，其展品的独
特时尚设计将成为展会一大亮点，展团成功云集多个知名品牌，包括
Bitron、Cofi、Nordgas、Te-sa、Trafilerie carlo gnutti、Unidelta 等。与
去年同期相比，本届意大利的参展企业整体数目增长高达 65.8%。
本届展会再次迎来参展多届的德国展团，近 20 家德国领导品牌争相进驻
E2 馆，一展德国在供热技术方面的雄厚实力，展览面积达 1,500 平方米
，其规模始终领先所有展团及专区。确定参展的领先品牌包括
Aquatherm、Elco、Fränkische Rohrwerke、Max Weishaup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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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fatherm 等。
2018 年展会的展品涵盖民用、商用及工业用等多个领域，云集国内外多
家知名品牌，包括：阿里斯顿、艾欧史密斯、安泽、昂彼特堡、八喜、保
利、伯爵、博乐、布朗、大连海心、丹佛斯、德地氏、迪森、恩科、方
快、芬尼克兹、格力、工大科雅、海尔、海林、火利是、霍尔、净松、科
诺、蓝飘尔、利雅路、美的、奈兰赛驰、南京好致、纽恩泰、欧文托普、
前田、森德、圣春、湿腾、斯宝亚创、四季沐歌、太阳雨、天时前程、天
舒、万和、万家乐、威能、威特奇、厦贝、小松鼠、西屋电气、鑫博、御
马、正理生能等。
展会同期活动精彩纷呈，清洁供暖高峰论坛探讨绿色采暖未来趋势
近年来，空气污染导致的雾霾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空气质量管理备受各
方重视。中国政府指出，推进清洁供暖是决胜三大攻坚战之"污染防治"的
重要抓手，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中国供热展积极响应政府举措，本
届展会将继续携同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城镇供热协会、中国节能
协会举办"中国清洁供暖高峰论坛"，邀请政府领导及国内外行业专家，共
同探讨清洁供暖的未来发展趋势。论坛详情如下：
中国清洁供暖高峰论坛
主办单位：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中国节能协会
联合主办单位：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采暖散热器委员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辐射供暖供冷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燃气分会燃气供热专业委员会
德国联邦供热行业协会(BDH)
第四届中国国际暖通高峰论坛打造行业先进技术交流平台
不得不提的重点同期技术活动是第四届中国国际暖通高峰论坛(iHVAC)，
主办方联同国内外行业领导协会，打造年度的暖通行业标杆论坛。论坛力
邀多位国际暖通行业专家参与，带来崭新技术与市场资讯，探讨行业未来
趋势。本届论坛将深入探讨六大主题：
- 中国国际暖通高峰论坛 – 北方地区冬季电取暖发展
主办单位：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能替代产业发展分会
- 中国国际暖通高峰论坛 – 新风系统
主办单位：
中国新风行业联盟
德国建筑空调通风系统协会(FGK)
- 中国国际暖通高峰论坛 – 净水系统
主办单位：
《中国直饮水》
- 中国国际暖通高峰论坛 – 中国供热创新产品和前沿技术交流会
主办单位：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 中国国际暖通高峰论坛 – 空气源热泵技术
主办单位：
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
国际铜业协会高效供热项目
- 中国国际暖通高峰论坛 – 舒适家居系统
主办单位：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舒适家居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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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净化与新风委员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采暖散热器委员会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辐射供暖供冷委员会
上海市建筑材料行业协会采暖与舒适家居分会
除上述高峰论坛外，其他精彩同期活动亦涵盖多个重点领域，当中包括探
讨应用于酒店、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的商用暖通技术发展趋势。议题如
下：
公共机构暖通节能减排论坛
主办单位：
中国公共机构绿色节能产业创新联盟（筹）
与中国供热展同系列的另一展会 ISH Shanghai & CIHE – 上海国际供热通
风空调及舒适家居系统展览会(上海供热展)将于 2018 年 9 月 3 至 5 日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展会主题为“绿色、舒适、个性、多元”，
并结合南方供暖及舒适家居市场需求，全新打造“匠·新精品专区”，呈现围
绕四大主题独具匠心的产品，分别为技术之匠、品质之匠、设计之匠和工
艺之匠，此专区的展位申请已全面启动。此外，欧洲展团亦将携海外优秀
暖通产品及技术再度亮相。
欲知更多中国供热展和上海供热展的详情，请登陆 www.ishc-cihe.com 进
行查询或发送邮件至 info@ishc-cihe.com。
ISH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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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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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约 30 个地区聘用逾 2,500*名员工，每年营业额约 6.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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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数字(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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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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