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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详尽，排名不分前后）

基本信息 General Information

历经多年的稳扎稳打、不断升级转型，HEATEC《上海国际供热技术展览
会》逐步成为供热行业内中外名优企业公认的国际化、多元化的专业平台，同时
也为推动环保供热行业的节能低氮、智能高效发展做出贡献。2020作为十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HEATEC将继续秉持着专业的态度，在2020年末为工商业界
用户带来一场亚洲地区极具规模及影响力的供热盛宴。

此外，HEATEC 2020将与雅式集团旗下的两场专业展同期同地举办，届时
“供热锅炉”、“电力电工”、“数据中心”三足鼎立，相辅相成，必将带动大
批高质量的工商业终端买家用户莅临现场交流采购。

部分主要参展商
Major Exhibitors (Partial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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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会目标观众及潜在买家群
Target Visitors and Potential Buyers to be Invited to the Exhibition

展品范围 Scope of Exhibits

工业用户 Industrial End-users

商业用户 Commercial End-users

其它 Others

包括食品、纺织、印染、造纸、木材加工、化工、日化、酒 / 啤酒 / 饮料 、医疗及药品、汽车、汽配、机电设备等。

Including food, 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 paper making, wood processing, petroleum & chemicals, daily 
chemicals, brewery / beer / beverage, steel / metallurgy, medical & pharmaceutical, dairy products, glass, 
cement, leather, mechanical & electrical equipment, etc.

包括酒店宾馆、饭店、度假村 / 会所、医院、房地产、桑拿 / 洗浴中心 / 泳池、学校等。

Including hotels, restaurants, resorts / clubs, hospitals, real estate, saunas / bath centers / swimming pools, 
schools /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tc.

包括热电厂 / 发电厂、节能改造公司、设备安装公司、合同能源管理公司、经销商 / 代理商、系统集成商、研究院 / 

设计院、农业合作社等。

Including cogeneration plants / power plants,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companies, equipment 

installation companies, EMC companies, agency / distributor, system integration companies, research 

institutes / design institute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etc.

各类锅炉及其他热能设备 Various Kinds of Boilers & Other Heating Equipment
含燃油锅炉、燃气锅炉、蒸汽锅炉、热水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冷凝锅炉、燃气供暖锅炉、热水机组、蒸汽发生器、真空
锅炉、贯流锅炉、铸铁锅炉、铸铝锅炉、油加热器 / 电加热导热油炉、导热油温控系统、生物质锅炉、余热锅炉、电锅炉、
石墨烯电锅炉、工业煤粉锅炉、循环流化床锅炉、电热管、电加热器等。

Including oil-fired boiler, gas-fired boiler, steam boiler, hot water boiler, organic heat transfer material boiler, 
condensing boiler, gas-fired heating boiler, hot water unit, steam generator, vacuum boiler, tabular boiler, cast iron 
boiler, cast aluminum boiler, oil heater/electric heating oil furnace, thermal conducting oil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biomass boiler, waste heat recovery boiler, electric boiler, graphene electric boiler, industrial pulverized 
coal boiler,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boiler, electric heat pipe, electric heater and so on.

锅炉辅机 Boiler Auxiliaries
含锅炉监控及节能系统，锅炉物联网，电动执行器，炉排，风机，泵阀，仪器仪表等。

Including boiler monitoring and energy saving system, boiler IOT, electric actuator, fire grates, fans , pumps & 
valves , instrumentation, etc.

热工设备、燃烧器及配套产品  Thermal Equipment ,Burners and Related Products
含燃烧器、生物质燃烧机、燃气安全及燃烧控制系统、燃烧材料、火焰探测器、点火设备、燃烧器综合性能测试仪、锅炉
炉排、热风炉、油泵及相关燃烧器配件等。

Including burners, biomass combustor, gas safety and combustion control system, combustion materials, flame 
detector for burners, ignition device, burner comprehensive performance tester, stoker grate, hot-blast stove, oil 
pumps and so on.

其他产品及技术 Other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涵盖节能减排技术，锅炉改造工程，锅炉水处理设备，焊接技术 , 烟气净化设备，安全装置，报警设备，清洗设备，锅炉
设计流程软件支持方案 , 高温耐火材料等。

Covering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boiler renovation project, boiler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welding technology, flue gas purification equipment, safety devices, alarm devices, cleaning 
equipment,boiler design process software support program,high temperature refractory material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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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论坛 Concurrent Events

（*具体信息以最终大会发布为准）

2020（第九届）工业锅炉新技术与节能环保论坛

组织单位：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锅炉分会、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有限公司

绿色共享 低碳共行 ——“智慧供热设备系统在环保酒店及医院中的应用”双论坛

组织单位：上海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雅展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供热系统设备招标前期项目现场项目发布会

组织单位：中国招标网、雅展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HEATEC LIVE现场云直播

时间：12月3-4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周边酒店

时间：12月3日下午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5馆 N5Q30会议区

时间：12月4-5日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室N5馆 N5Q30会议区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5馆N5A38现场直播区时间：12月3-4日

组织单位：雅展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慧聪网

由锅炉供热行业风向标——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锅炉分会、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有限公司主
办的2020工业锅炉行业发展论坛将于12月3-4日盛大召开。2020年为“十三五”的收官之年，本届论坛
将围绕“十四五规划”的发展趋势，共同探讨锅炉供热节能减排低氮低碳的政策导向。同时还特借此契
机，在展会现场举办“小型及商用锅炉专业委员会”的揭牌仪式。届时，百余名国内外行业专家、
企业及研究机构和高等学府等的领导、知名专家学者和工程技术专家将莅临现场，共同推进锅炉行
业迈向安全、环保、高效协同发展的新高度！

今年，HEATEC 2020 将携手在线注册会员数超过 750 万的采购招标平台——中国招标网于展会
现场举办《供热系统设备招标前期项目发布会》，届时将首发已跟踪半年以上的 2021 年初招标前期项
目，有需求的工商业终端用户也将亲临现场交流互动。此外，中招网也将邀请相关嘉宾分享提高中标率
的招投标技巧，以可视化的数据以及丰富的经验说话，结合现场游戏互动交流，定将是一场精彩绝伦的
行业盛宴！

酒店和医院供热系统的规划设计中，安全、清洁、舒适、便捷和节能是衡量的基本标准，今年
疫情肆虐神州大地，消费者对酒店和医院的安全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规划供热系统方案时不仅要
考虑到绿色节能、低碳环保等长远发展的需求，也不能忽视设施的安全性功能。2020年12月3日由上
海节能工程技术协会酒店分会和医院分会联合雅展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举办的“绿色共享、低
碳共行——智慧供热设备系统在环保酒店及医院中的应用双论坛”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5馆
N5Q30会议区隆重举办，届时100余名与会专家、知名五星级酒店总工、各级医院后勤主管、技术厂
商等将深入探讨高效环保锅炉在酒店生活用水及供暖系统中的应用及供热系统的节能优化改造在医
院后勤管理中重要意义。

为使本届展会更饱满，也为弥补部分专业观众因疫情原因无法亲临现场的遗憾，HEATEC 将与拥
有十足经验与充分资源的中国领先 B2B 平台——慧聪网 (hc360.com) 联手，实力打造《HEATEC 
LIVE 现场云直播》，真正实现 1+1＞2 的营销模式。新品发布、产品推介、工商业节能改造解决方案、抽
奖福利等等，结合慧聪平台的数十万注册会员、HEATEC 历年来累积的专业观众资源，预计为期两天的
同步直播将吸引超过十万粉丝在线收看。线上线下相结合，以 HEATEC 现场直播区为中心，通过镜头
将 HEATEC 之光发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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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联系方式

公司简介

甘肃酒泉春光新能源公司  2×58MW+3X70MW煤粉工业锅炉

本项目二期锅炉型号为 QXS70-1.6/130/70-AIII, 设计效率≥91%，

排烟温度≤140℃，选配脉冲式布袋除尘器、石灰石 - 石膏法脱硫、低氮燃

烧器 + 再循环风 +SNCR+SCR 脱销技术等环保设备，锅炉污染物排放严

格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泰山集团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研发制造的  新型低氮高效旋流煤粉燃烧器

WNS14MW高效低氮燃气锅炉出口越南170/th循环流化床高压锅炉

泰山集团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研发制造的新型低氮高效旋流煤粉燃烧器应用了国内先进的

“浓淡分离型跨负荷解耦燃烧专利技术”，具有燃烧效率高、氮氧化物排放低、燃烧稳定、负

荷调节范围宽、即启即停、煤种适应性广、安装形式灵活、燃烧器新能稳定等技术优势，可适

用于不同型式各种容量的煤粉锅炉。

泰山集团是一家集工业锅炉、电站锅炉、压力容器、变
压器、高压开关、电线电缆、余热制冷机组等产品研发、制
造、销售与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科
技部认定的电力电器产业化基地骨干企业和国家电网定点企
业，拥有A级锅炉制造资质、A1、A2、A3级压力容器设计制
造资质、Ⅰ级锅炉及各类压力管道安装资质等，行业内率先
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美国
ASME体系认证等。

近年来，企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先后被评为中国500家最大机械工业企业、中国500家最佳经济效益
工业企业、中国500家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中国大企业集团综合竞争力500强企业、中国大企业集团自主创
新能力行业十强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中国工业企业品牌竞争力百家表彰企业、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示范企业，“泰山牌”商标是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工业锅炉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

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台号：N5K50

泰安北控2×600t/d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期（续建）工程

联络人：徐汉旭        
电话：0538-6619700
传真：0538-6619639
电邮：tsjt9600@163.com
官网：www.taishangroup.com

国家级获奖荣誉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VIP展商专题特别版
VIP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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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展品推荐

企业特色

公司简介

1、免锅检、免操作证

2、超低氮排放低于30mg/m3 
3、多重连锁安全保护

4、国际先进的立式贯流式水管锅炉结构  
5、配置一体式（节能+冷凝）冷凝换热器

1、免锅检、免操作证 
2、全自动智能电控系统 
3、采用优质核心部件—电加热管

4、多重联锁安全保护功能

1、超低氮排放低于30mg/m³
2、全自动智能电控系统 
3、多重联锁安全保护功能

扬诺专注锅炉事业，致力于为全球提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本质安全的产品！扬诺与上海理工大学成立了产

学研创新基地，依托学校的行业领先研究技术不断转化为先进产品，率先将燃气冷凝技术、集中控制系统和远程监

控系统等应用于小型锅炉领域；自主研发了一体冷凝式燃气蒸汽发生器、电锅炉、燃油燃气蒸汽锅炉、各种类型热

水锅炉、蒸汽清洗机、多台集控系统、远程联控系统……等十多个系列一百余种产品，获得了十多项发明、实用新

型专利以及多类国家节能产品荣誉证书，先后通过了IS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德国莱茵TUV的CE认证，意

大利1282实验室的CE认证、瑞士SGS工厂体系认证……

上海扬诺锅炉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国家B
级锅炉制造企业，集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厂址
坐落于中国大陆的经济龙头——上海西北部，工厂占地
12000平方米，拥有生产设备近百套，为锅炉的生产制造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随波逐流，不哗众取宠，秉承“匠心精神”用心制
造好每一台产品！扬诺人从用户的需求及应用状况中吸取营
养，崇尚创新，持续改进，满足进而超越用户需求！扬诺潜
心研发的每一款产品都经过反复的测试、每一款配件都经过
严格甄选，正是这种追求极致的信仰，成就了“扬诺”今日
的品牌。

十年磨一剑，扬诺人正以崭新的姿态走向世界！不断超越自我，成为锅炉领域中受世界尊敬的“中国
制造”。

上海扬诺锅炉制造有限公司
展台号：N5F30

电话：400-920-8955
传真：021-59975396
官网：www.sh-yano.com

1T低氮燃气蒸汽发生器 360KW电蒸汽发生器720KW低氮燃气热水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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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公司简介

利雅路整体及分体式超低氮燃气燃烧器，及全预
混表面燃烧燃烧器系列可以充分满足国内最严格的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氮氧化物排放值≤18 mg/m3.

意大利利雅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22年，是

世界上最大的燃烧器生产厂家。利雅路作为专业燃

烧器生产厂家至今已有90余年的生产历史，在燃烧

器产品的生产和研发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利雅路

公司以其雄厚的实力始终领导着燃烧技术领域的革

命与进步。

2009 年 11 月 10 日，利雅路热能设备（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金

山成立。利雅路新址所在区域总面积 22,000 平方米，其中利雅路集

团占地 15,000 平方米，雇佣 200 名当地员工。

新址具有三层含义：

- 为中国市场生产燃烧器和战略组件；

- 在内部培训中心培训销售团队，培训中心可测试高达 6 t/h 的

燃烧器设备。

- 作为质控和物流枢纽核验利雅路集团在中国的所有采购。

这是为了支持利雅路集团在中国的市场活动而成立的重要机构。

联系方式

电话：010-65630131
电邮：beijing.office@carrier.com 
官网：https://www.riello.com/china

利雅路整体式RS系列非FGR超低氮燃气燃烧器

利雅路分体式DB T200℃ 热风系列超低氮燃气燃烧器

利雅路 RX 系列全预混表面燃烧燃烧器

利雅路热能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展台号：N5K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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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展品推荐

公司简介
意大利百得燃烧器是燃烧器行业的引领者，致力于清洁燃烧及客户体验，其设备适用于各类工业及民用锅炉、

石油化工、筑路机械、玻璃搪瓷、医疗环保等多种行业。

意大利百得有限公司
展台号：N5B30

电话：021-58878101
官网：www.baltur.com

工业燃烧器T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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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企业特色

公司简介

NTFB超低氮燃烧器

艾弗朗阀门(ADVARON)

燃烧器（分体机）

安全切断阀、调节阀

主营高性能三偏心蝶阀、快速切断平板闸阀、高精度流量调节阀和

安全切断球阀

NTFB超低氮燃烧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

工、冶金炼化、大型集中供热、 工业生产加

工、商用热源等领域，单台燃烧器输出功率

覆盖1400KW-105000KW。

公司拥有业内顶级的燃烧试验中心，可热

态试验2-460t/h锅炉燃烧运行工况，为产品定

型出厂提供有效保障，公司专注于低氮燃烧技

术开发及应用，目前取得了呼和浩特城发热

力、新疆乌鲁木齐热力公司14MW、46MW等功

率的直燃氮氧化物排放小于30mg/Nm3案例。

中美合资上海诺特飞博燃烧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
座落于上海市金山工业园区,是一家专业从事燃油、燃气和其它
特殊燃料燃烧器研发、设计、制造和美国艾弗朗阀门的生产、
销售和服务的现代化企业,公司引进两条全自动生产线；现代化
焊接机器人以精准的焊接技术，为产品提供可靠的质量保障；
公司拥有世界最大的燃烧器实验中心，阀门测试中心，使每台
燃烧器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测试，使产品质量得到有效保证。

上海诺特飞博燃烧设备有限公司
展台号：N5J28

联系方式

联络人：王 龙        
电话：150 4566 2874
传真：021-57278321
电邮：wanglong@ntfb.com.cn
官网：www.ntfb.com.cn

燃烧器（一体机）

9



展品推荐

公司简介
索尔曼 ( 上海 ) 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隶属于比利时

索尔曼集团（Sauermann Group），是一家集自主研发、设

计、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暖通制冷空调设备和工业测量仪

器服务商。公司主要产品为传感变送器、便携式测量仪 ( 差

压、风速、风量、湿度、温度、室内空气质量、照度…等参数 )、

便携式烟气分析仪、电子式记录仪等相关产品及配件。

索尔曼 (上海 ) 通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台号：N5G58

Si-CA 220便携式烟气分析仪可测量与分析多种气体参数，包含

O2、CO、CO2、低浓度NO、低浓度NO2、NOX、低浓度SO2、

CxHy、NH3、烟气温度、环境温度、环境CO、差压、抽压、流速

等，测量可同步完成打印、存储、蓝牙传输等工作。

Si-CA 220 便携式烟气分析仪

索尔曼仪器总部

索尔曼实验室

AMI 310 多功能便携式测量仪最多可同时测量6参数（湿

度、温度、CO2、CO、风速、风量、差压和转速)，具备可互

换式测量探头。可使用micro-SD内存卡扩展内存。

AMI 310_多功能便携式测量仪

Si-CA 320 便携式烟气分析仪可测量与分析多种气体参数，包

含O2、CO、CO2、低浓度NO、低浓度NO2、NOX、低浓度SO2、

CxHy、H2S、NH3、烟气温度、环境温度、环境CO、差压、抽

压、流速等，测量可同步完成打印、存储、蓝牙传输等工作。

Si-CA 320 便携式烟气分析仪

联系方式

联络人：施春宇        
电话：189 3046 8769
传真：021-61001870
电邮：Eric.shi@sauermanngroup.com
官网：www.sauermann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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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an Road(E)Tunnel
延安东路隧道

Century Avenue
世纪大道

Yanggao R
oad

杨
高
路

P
udong R

oad(S
)

浦
东
南
路

Jinxiu R
oad

锦
绣
路

Pujian Road
浦建路

Huangpu River
黄浦江

Huamu Road
花木路

To Pud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至浦东国际机场

Fangdian Road
芳甸路

Yinghua Road
樱花路

世纪公园站
Century Park

陆家嘴站
Lujiazui Rd

龙阳路站
Longyang Rd.

       磁悬浮列车
Transapid Maglev Station

Fuxing Road(E)Tunnel
复兴东路隧道

Zhangyang Road
张杨路

东方路站
Dongfang Rd

D
ongfang R

oad

东
方
路

Longyang Road
龙阳路

Luoshan Road
罗山路

600m

参观交通线路

2号线（龙阳路站-10号口）
7号线（花木路站-2号口）

989区间、大桥五线, 大桥六线区间、方川专线、东川
专线、花木1路、机场三线、机场六线、975、976等
公交线路

从上海龙阳路地铁站 / 磁悬浮站出发 - 约5分钟
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发 - 约30分钟
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 - 约40分钟

地铁

公交

搭乘计程车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re (SNIEC)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2345 Longyang Road, Pudong, Shanghai, PR China 

参观须知 Visit Information:

一、参观预登记（官网www.heatecchina.com / 官方微信HEATEC上海国际供热技术展）

二、现场登记

三、参观团服务

为减轻参观团的差旅预算，主办单位贴心推出参观团（包括协会及企业参观团）差旅赞助计划。5人组
队，10人成团，支持酒店、交通、餐饮等多种形式赞助，还有更多专享服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相关计划详情，请与我们联系：
邮箱：boiler@adsale.com.hk，电话：86-21-33255677，小助手微信号：HEATEC-boiler。

为专业观众增加观展效益，主办方诚邀行业协会、旅行社或企业单位组织专
业参观团（5人以上），同时参观团尊享多项服务，包括：

1. 请于现场填写观众登记表，将填妥表格连同两张名片一同交回“现场观众登记台”，出示本人身份证
原件，核实身份后即可换取观众入场证。

2. 扫描观众填表处上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填写相关信息，登记完成后携手机电子胸卡界面、本人有
效身份证及绿色健康码直接进馆参观。

专人现场接待，私人订制参观路线

免除登记手续

VIP休息室享精美茶歇

预留研讨会座位了解行业资讯

免费获得VIP资料包

（*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内环线 Inner Ring

汽车站 Bus Station 地铁站 Metro Station 河流 River 隧道 Tunnel

桥梁Bridge飞机场Airport道路Road

展馆位置 Venue:

官网或官方微信成功预登记后，携同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电子入场证界面及绿色健康码，核实身份后
即可入场，免除现场填表手续。

前往N5指定柜台可换取预登记福利： 

凭预登记号参与现场大抽奖，赢取SKG按摩仪、小米音响、便携榨汁机、中国风U盘礼盒等精彩好礼               

免费获得大会会刊一本

优先参加现场专题研讨会

免费领取餐券或精美小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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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预登记 Visit Pre-registration

第一步

电脑端：登陆HEATEC官网www.heatecchina.com，点击首页“参观
预先登记”
手机端：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HEATEC官网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右下
角“参观参展”→“参观预登记”

第二步

根据提示完整填写个人信息
※为保障参加展会的防疫安全，根据中国相关部门的要求，观众均需提供本人证件号码，以进行现场实名认证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观众，出示电子证、本人身份证及绿色健康码即可入场参观；
*持有护照、港澳台回乡证及台胞证的观众，出示预登记确认信、身份证明文件及绿色健康码，核实身份后即
可发放入场证。

第三步

预登记成功，收到HEATEC 2020电子胸卡/确认信邮件，截屏保存以免丢失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锅炉分会
Industrial Boiler Branch of China Electrical Equipment 

Industrial Association (CIBB)
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有限公司
Shanghai Industrial Boiler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SIBRI)

雅式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Adsale Exhibition Services Ltd.
雅展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Adsale Exhibition Services (Shanghai) Ltd.

上海市节能协会
Shanghai Energy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上海市塑料行业协会
The Plastic Trade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上海市酿酒专业协会
Shanghai Drinks Association

上海市食品协会
Shanghai Food Association

上海市循环经济协会集中供热热电联产专业委员会
Shanghai Association of Circular Economy - Central 

Heating Cogeneration Professional Committee 

上海市新材料协会
Shanghai Society for Advanced Materials
上海电子商会（上海电子制造行业协会）
Shanghai Electronic Chamber of Commerce (Shanghai 

Electronics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上海电线电缆行业协会
Cable-Wire Industries Association of Shanghai (CAS)
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Shanghai Instrument Industry Association

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
Shanghai Energy Saving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ssociation

上海市化工行业协会
Shanghai Chemical Industry Association

上海市智能制造产业协会
Shanghai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常州市节能和新技术协会
Changzhou Energy Saving & New Technical Association 

杭州市食品工业协会
Hangzhou Food Industry Association

苏州食品工业协会
Suzhou Food Industry Association

主办单位 Organizers:

承办单位 Co-organizers:

支持单位 Supporters:

展会查询 ENQUIRIES:

雅展展览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Adsale Exhibition Services (Shanghai) Ltd 
电话Tel: 86-21-33255678
传真Fax: 86-21-64693665
电邮E-mail: boiler@adsale.com.hk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锅炉分会
Industrial Boiler Branch of China Electrical Equipment 
Industrial Association (CIBB)

上海工业锅炉研究所有限公司
Shanghai Industrial Boiler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SIBRI)
电话Tel: 86-21-34781959 * 331 / 332
传真Fax: 86-21-54395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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