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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EC 《上海国际供热技术展览会》作为亚洲地区公认极具影响力及专业性的一站式供热技
术展览平台，多年来为开创供热行业安全、环保、高效、协同发展的新时代作出贡献。 展望未来，
HEATEC 将继续秉持专业的态度，紧贴市场风向，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工商业界用
户带来一场国际化、多元化的供热盛宴，引领行业发展，共绘未来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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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General Information

展品范围 Scope of Exhibits

各类锅炉及其它热能设备  Various Kinds of Boilers & Other Heating Equipment

含燃油锅炉、燃气锅炉、蒸汽锅炉、热水锅炉、冷凝锅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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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锅炉、余热锅炉、电锅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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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ensing boiler, hot water 
unit, steam generator, vacuum boiler, tabular boiler, cast iron boiler, cast aluminum boiler, oil heat-
er/electric heating oil furnace, biomass boilers, waste heat recovery boilers, electric boiler, circulat-
ing fluidized bed boiler, electric heat pipe, electric heater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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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监测器、点火设备、燃烧器综合性能
测试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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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t-blast stove, oil pumps and so on.

热工设备、燃烧器及配套产品  Thermal Equipment, Burners and Relate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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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炉辅机  Boiler Auxiliaries

涵盖节能减排技术、锅炉水处理设备、焊接技术、烟气净化设备、锅炉消音器、清洗/除垢设备、锅炉设计流
程软件支持方案等。
Covering energy-saving and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boiler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weld-
ing technology, flue gas purification equipment, boiler silencer, cleaning and descaling equipment, 
boiler design process software support program, etc.

其它产品及技术  Other Products and Technologies

As the most recognized influential and professional one-stop heating technology exhibition platform in 
Asia, HEATEC over the years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create a new era of saf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fficient an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heating industry. During the kick off year of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HEATEC will continue to serve the industry with its professionalism, whilst 
in line with the market trend, present an international, diversified and professional feast to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users, hence foster brighter future growth of the heating industry even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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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展商HEATEC 2021

*截至2021年9月30日，部分展商，排名不分先后



展期三日，HEATEC 将携手众多权威性行业协会，举办多场涉及“双碳”目标下锅炉行业未来的发展方
向、酒店供热采暖碳中和技术、锅炉余热回收等主题的专业论坛及技术研讨会，数家知名企业将在
HEATEC 2021 现场发布新品。由 HEATEC 的主办单位中国电器工业协会工业锅炉分会、上海工业锅
炉研究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1 中国工业锅炉行业低碳发展高峰论坛——数字创未来， “双碳”
促发展》也将同期举行，立足大变局、双循环、碳达峰、碳中和，就我国工业锅炉行业当下及未来发展进
行探讨。除此之外， HEATEC 2021 将与业内知名 B2B 媒体平台——环保在线及食品机械设备网，双
平台实力打造《HEATEC LIVE 现场云直播》，抖音、快手、视频号等短视频平台也将进行同步更新，预
计将吸引超过十万粉丝在线收看，由专业摄影师及后期组成的照片直播团队也将首次加入 HEATEC
现场，以专业的视角记录下每一份精彩！

Target Visitors and Potential Buyers to be Invited to the Exhibition

工业用户 Industrial End-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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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用户 Commercial End-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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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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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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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论坛及现场直播 Concurrent Events and Online Live Broadcast

展览会目标观众及潜在买家群

During the 3-day show period, the show organizers and supporters will work jointly in organizing a 
series of professional forums and technical seminars. Several well-known enterprises will release 
their new products onsite. Furthermore, HEATEC 2021 will also carry out a new form of ONLINE 
LIVE BROADCAST relying on cooperation with the famous B2B media platforms. It is expected to 
attract more than 100,000 fans online.



三浦工业（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E6C08

三浦集团是日本最大的专业锅炉、水处理设备制造供应商，先后在韩国、中国
台湾、加拿大、中国大陆、美国、印尼、巴西设立了制造工厂。三浦工业（中国）
有限公司注册资金 5512 万美元，是由日本三浦工业株式会社 100% 出资
的独资企业。

为确保与日本制造的锅炉具有同等的高品质，我们引进日本、中国、韩国
等各国的最新设备用于产品的制作。本公司致力于生产、销售锅炉以及锅炉
水处理装置、水处理药品等锅炉相关产品以及垃圾焚烧处理设备、低氮氧化
物燃烧装置。我们在食品机械领域推广三浦产品，并扩大船用锅炉和余热锅
炉的生产和销售。

三浦通过引进日本先进的硬件（高品质、高效率、环保）设备和软件（ZMP
完全质保服务 ) 技术，在环境优美的苏州工业园区，生产对环境无污染的锅
炉，提供符合中国节能、环保要求的产品，以成为能够协助节能减排的企业为
目标。

2020 年 8 月，高度现代化的三浦中国本社工厂（第二工厂）也在苏州工
业园区建成并投入使用。

·新型炉体结构，低温燃烧技术，降低排烟
及吹扫损失，效率达99% 

·起蒸快，3-5分钟可出蒸汽
·NOx排放浓度可低至30mg/m3以下
·无燃烧室，节约空间，比同吨位锅炉占地
面积更小

低氮立式贯流式蒸汽锅炉 LX 系列

·定时自动硬度检测，杜绝人工操作的误
·具有在线检测功能
·体积小、质量轻，安装使用方便
·免维护，运行成本低

无需像以往一样通过人工和硬度指示药
剂进行繁琐的检测。可避免硬度超标水
进入锅炉，防止结垢，使锅炉安全性能大
幅提升，同时降低用户运行管理成本，具
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硬度泄漏报警器 CMU-324

·锅炉房内整套设备的集中监视
·2个独立控制系统，单个系统最多可控18
台，实现最多36台的自由多台组合

·根据蒸汽量需求，智能调整锅炉运行状态
·可预设5种运行模式，满足不同的压力负荷
要求

·当发生通知或故障时，会自动向服务网点
传输信号

多台控制系统  BP-201

展品推荐

联系方式
公司电话：021-64479246
邮箱：weng.dingchu@miuraz.com
官网：www.miura-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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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富士特锅炉有限公司
展位号：E7D42

北京富士特锅炉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和安装于
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将持续研发节能环保锅炉先进技术，进一步
推动中国锅炉产业快速发展；始终站在市场的前沿，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
系统能源解决方案。

富士特双炉体真空锅炉，以膜式
壁结构为主体，采用双金属复合
鳍片管与集箱共同组成了第二炉
体，进行余热回收，不仅提高锅炉
的热效率还延续了真空锅炉一机
多用的优势，第二炉体与本体连
通，共同密封热媒水，无氧腐蚀、
水垢积累，使用寿命更长，且系统
直供无需一次换热。双炉体真空
锅炉，节能环保锅炉的不二之选。

双炉体真空热水锅炉

富士特贯流式蒸汽发生器，采用
错列式布置的矩阵管耦合膜式
壁无炉膛结构，拥有固定的汽水
分离界限，确保水容积30L以下，
且蒸汽干度稳定，使用寿命长。
后预混大型平面燃烧技术，燃烧
火焰由多数小火焰组成，能迅速
将火焰温度降低，有效抑制氮氧
化物产生。启动快、低噪音、超低
氮、高效率！

贯流式蒸汽发生器

富士特贯流式蒸汽锅炉，采用鳍
片管和宽螺纹管组成膜式壁结
构，保有水量少，起蒸时间只需
3~5分钟，可大量节约预热费用；
配 置 高 效 节 能 器，热 效 率 高 达
98%以上；夹层式空气预热器更
提高运行效率；模块化运行时，
根据末端需要自动调整锅炉运
行台数和负荷，负荷变化应对更
快，节能效果更显著。

贯流式蒸汽锅炉

展品推荐

企业资质与产品特色 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勇    联系方式：15021331826
邮箱：zy@booster.com.cn
官网：www.booster.com.cn

富士特双炉体真空热水锅炉
明星产品 专利技术
本体为膜式壁结构
第二炉体采用双金属复合鳍
片管回收烟气余热
一机多用 直供系统
无腐蚀 无结垢
效率高 寿命长
节能环保锅炉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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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E7B28

我们是一家来自芬兰的家族企业，成立于 1961
年，专注于能源和环境技术领域。我们致力于环
境技术的开发，特别重视产品研发工作。我们研
发的重点领域在于提高能效，降低排放，以及使
用可再生能源开发新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产品用于：例如电厂，纸浆与造纸厂，加工行业，垃圾焚烧，船用领域，集中供热厂，大型建筑和设施的供热和制
冷，以及私人住宅的供热。我们在芬兰，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有生产基地。我们在巴西设有销售办事处以及遍布全球的
70 多家经销商为您服务。

• 液体和气体燃烧器及燃烧系统，功率范围为
10kW-90MW。

• 工业热泵和水冷机
• 地源热泵

展品推荐

联系方式

公司电话: 0510-85342010
邮箱: china-marketing@oilon.com
官网: www.oilon.com

我们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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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兰热能设备（无锡）有限公司
展位号：E7E46

瓦兰公司成立于德国雷根斯堡市，主营燃
烧器的研发与生产，目前有 WEG 系列低
氮型燃烧器、WHG 系列热风型燃烧器、
WFG 低氮一体机及燃油系列燃烧器，采
用与众不同的技术路线，对燃烧器进行有
意识的技术革命，获得市场认同。

FIR纯内循环，NOx直接达到
＜30mg/m³，节能，不降低原
锅炉出力，安全，运行稳定，
静音。

WFG 系列

采用FIR内循环技术，NOx达到
＜30mg/m³，功率范围
2000-91000千瓦，适合匹配
20T-100T蒸汽锅炉，高效节能，
不降低原锅炉出力，安全，运行
稳定燃烧稳定。

WEG 系列

展品推荐

企业资质

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立早
联系方式：13585084801 
邮箱：richard.wu@walamchina.com
官网：http://www.walamchina.com/vip_walanmchina.html

匹配50-900万大卡导热油锅
炉，也可以匹配1T-15T蒸汽锅
炉（可用于常温分体模式），节
能，不降低原锅炉出力，安全，
运行稳定。

WHG 热风型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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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意高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营燃烧器、燃气阀组，提供垃圾
焚烧系统解决方案和危险废物焚烧系统解决方案。其中 F.B.R. 
Bruciatorl S.r.l 为广东意高公司在意大利的燃烧器制造商，FBR
为 欧 洲 知 名 燃 烧 器 生 产 厂 家；广 东 意 高 销 售 的 燃 烧 器 为
EACOON® 品牌燃烧器，意高（EACOON®）品牌燃烧器是中国大陆
知名品牌燃烧器。                                                                               

主要客户：在中国大陆主要有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华润
集团、天鹿集团、浙江特富锅炉、双良锅炉、首创集团、康恒股
份、东江环保、新疆克拉玛依电厂、新疆广汇热力等、上海电
气、光大环保、上海康恒、惠州广惠能源。

主要性能：
功率范围: 2750 ~ 91000kW
超低排放: NOx最低<30mg/m3
控制方式:BMS燃烧管理系统PLC/程序
控制器+电子比例调节
产品特点：
*火焰形状可调，炉膛适应性强
*全系列电子比例调节
*维护简便
*燃烧器压损较小，抗背压能力强

主要性能：
功率范围: 155~ 17442kW
超低排放: NOx最低<30mg/m3
控制方式:BMS燃烧管理系统PLC/程序
控制器+电子比例调节
产品特点：
*全系列电子比例调节
*能耗低
*一体机自带风机，结构紧凑，体积小，
安装简便适用于1T~20T锅炉或相同出
力需求的应用环境

主要性能：
功率范围: 268~16500kW
超低排放: NOx最低<30mg/m3
控制方式:BMS燃烧管理系统PLC/程序
控制器+电子比例调节
产品特点：
*全系列电子比例调节
*抗背压能力强
*维护成本低
*分体机可灵活选配风机，锅炉适应性
强适用于2T~25T锅炉或相同出力需求
的应用环

T 型箱式分体型燃烧器 E 型枪式一体燃烧器 E 型枪式分体燃烧器

展品推荐

专利证书

联系方式

电话：020-22883482 / 020-83511151 
020-83511152 / 020-83511153

传真：020-22883483
官网：www.eacoon.com

广东意高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7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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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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参观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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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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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计划详情与组团申请表，请添加HEATEC官方小助手“小火同学”微信或与我们联系：
邮箱：heat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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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单位组织专业参
观团（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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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预登记号参与现场大抽奖，赢取SKG按摩仪、小米音响、养生壶、餐具套装等精彩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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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除现场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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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指定柜台可换取预登记福利：（具体位置请留意官方微信及现场公示） 

HEATEC官方小助手

参观须知

第三步

预登记成功，收到HEATEC 2021电子胸卡/确认信邮件，截屏保存以免丢失

Visit Information

Visit Pre-registration参观预登记



地铁

公交

搭乘计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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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t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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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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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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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悬浮列车
Transapid Maglev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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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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医药行业协会
Shanghai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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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饭店业协会
Ningbo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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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3号入口厅
NO.3 Entrance Hall,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entre (SNIEC)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2345 Longyang Road, Pudong, Shanghai, PR China 

主办单位     Organizers

支持单位     Supporters

承办单位     Co-organizers

展馆位置 Venue

展会查询 ENQUI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