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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须知

尊敬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商展品信息》阅读、

使用者：

为及时将第三届进博会展商展品信息提供给专业观众

及相关单位，便利展前对接洽谈，在参展商自愿提供相关信

息的基础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以下简称进博局）非以

营利为目的编制并免费对外提供《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展商展品信息》（以下简称《展商展品信息》）。

《展商展品信息》有关参展商及其商品或服务信息，均

由第三届进博会参展商提供并由其对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以及合法性负责，进博局仅负责收集、整理并发布。

在阅读或使用《展商展品信息》过程中，如发现存在相

关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况，请及时联系进博局，以便及

时核实、更正。如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处理；或及时向我局反映，我们将提醒相关单位整改。

特此声明!

联系方式：zsc@ciie.org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202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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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介绍

消费品展区将以“美好生活新风尚”为主题，以“绿色、

低碳、环保”为关键词，紧密结合消费升级趋势和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科技生活、绿色生活的向往，设立美妆及护肤

品、家居用品、智慧生活及家电、母婴及儿童用品、运动及

户外休闲、时尚潮流及艺术品六大主题板块，设立体育用品

及赛事专区。集中展示家庭清洁及个人防护主题相关产品及

服务，通过“场景式+沉浸式”的设计，打造体验感全面升

级的新型展览展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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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之星

LAURASTAR

 展商简介

品牌创立于 1980 年，总部位于瑞士，LAURASTAR 产品热销欧洲、

澳洲、新加坡等全球 40 多个国家及地区。四十年坚持技术研发与产

品创意，一直保持着熨烫行业的领导品牌地位，为全球高端家庭提供

衣物护理解决方案,唤醒衣物原始美丽与款型。已参展首届和第二届

进博会。

LAURASTAR 颠覆了传统熨烫概念，产品操作智能,无需调节熨斗

温度,快速除皱,还原衣物款型,保护名贵面料,即熨即穿,独创的 DMS

恒温恒压超细腻干蒸汽,还能除菌杀螨去异味。产品风靡欧洲乃至世

界，深受欧洲皇室、政要领袖、商务精英、演艺明星的青睐，是私人

飞机、豪华游艇及别墅的配套，成为了现代品质生活的象征。

公司网站：https://www.laurastar.cn

联系人：Jenny（刘津）

联系方式：jenny.liu@dingxin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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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展品

laurastar smart u

第一届进博会特邀品牌，瑞士发明、原装进口。熨烫系统采用蓝

牙技术，与手机连接获取视频指导，控制风扇速度，轻松、快乐、有

趣。“感应蒸汽”技术，随移动方向，自动释放蒸汽，无需操作任何

按钮。瑞士权威购检测认证，清洁蒸汽细菌杀灭率 99.999%，真菌杀

灭率 99.9%，螨虫杀灭率 100%。吸风鼓风吸风系统，避免二次褶皱，

加速降温定性，真正做到专业熨烫。3D 底板专利设计，一次熨烫即

可抚平正反两面褶皱，节省时间，呵护面料。

laurastar smart i

LIFT PLUS 配备专业的轻质熨斗和 3D 熨烫底板，是将熨烫性能

与便携性优雅融合的便携熨烫器，一次熨烫就实现令人满意的熨烫效

果。通过脉冲蒸汽技术，让蒸汽犹如脉搏跳动般间歇式释放，结合双

倍超细腻干蒸汽能在轻松去除深度褶皱的同时呵护精细面料。提携手

柄设计便于移动，随心所熨。电源线一拉即收，收纳简单整洁。LIFT

图 1~4：laurastar smart u 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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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既可轻松简单垂直喷烫（挂烫）衣物，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又

可搭配熨衣板进行平铺熨烫，获得更佳的熨烫品质。

laurastar lift plus 桃红

LIFT PLUS 配备专业的轻质熨斗和 3D 熨烫底板，将熨烫性能与

便携性优雅融合的便携熨烫器，一次熨烫就实现令人满意的熨烫效

果。通过脉冲蒸汽技术，让蒸汽犹如脉搏跳动般间歇式释放，结合双

倍超细腻干蒸汽能在轻松去除深度褶皱的同时呵护精细面料。提携手

柄设计便于移动，随心所熨。电源线一拉即收，收纳简单整洁。LIFT

系列既可轻松简单垂直喷烫（挂烫）衣物，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又

可搭配熨衣板进行平铺熨烫，获得更佳的熨烫品质。

图 5~8：laurastar smart i 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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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star lift 玫瑰红

LIFT 产品造型精致时尚，熨斗蒸汽炉与烫板分离，满足不同角

度的喷烫需求，同时便于提携移动。专业的轻质熨斗喷出无间断的双

倍超细腻干蒸汽，即使简单喷烫也可快速去除褶皱，配合熨衣板更能

满足不同衣物的平烫需求。提携手柄设计便于移动，适用于住宅公寓、

衣橱、精品时装店、商务车使用。

图 9~12：laurastar lift plus 桃红产品示意图

图 13~16：laurastar lift 玫瑰红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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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西家用电器集团

BSH Hausgeräte GmbH

 展商简介

集团位于德国慕尼黑的博西家用电器集团是欧洲知名的家电产

品制造商，也是全球家电行业领导者之一。已参展首届和第二届进博

会。集团成立于 1967 年，由最初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和西门子股份

公司共同组建。自 2015 年初，博西家用电器集团正式成为博世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网站：https://www.bosch-home.cn/

联系人：杨扬

联系方式：yang.yangyan3@bshg.com

 重点展品

博世大师系列厨师机

博世厨师机 9系产品获得 2017年 IF以及红点工业设计大奖，其

有着全金属的外观，1500w的大功率可以轻松揉 3公斤的面团，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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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电子秤功能，精确测量所添加

食材的量，也集成计时的功能，记

录工作时长以及可设定时间，运行

自动停止，真正的解放双手。含智

能感控升级功能，集成三个预设程

序，酵母面团、奶油打发和蛋清打

发，智能打发、揉面，实

现最好的面团，打发效果。

三个接口，可接多种附件，

实现百样功能。

博世·进口双精钢冰箱

产品原产自西班牙。其中 KSF36P133C 为单冷藏，容积 300L；

GSN36A133C 为单冷冻，容积 242L。该组冰箱可自由组合、灵活安装；

冷藏和冷冻分别使用独立的制冷系统，制冷更快、控温更精准，且冷

藏和冷冻间不会串味；使用全风冷制冷方式，免去除霜烦恼；设有零

度维他保鲜室，

可精确控温、控

湿;配备折叠托

盘、易抽拉隔

板、易调节瓶

架、制冰机等众

图 17、18：博世大师系列厨师机产品宣传图

图 19~22：博世·进口双精钢冰箱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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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性化配置。

8 系水动能系列嵌入式洗碗机

三层大容量碗篮，多样餐具随心洗。Homeconnect 家居互联，实

现智能生活。“8+6” 高端程序配置，轻松应对各种洗涤场景，专利

沸石™烘干技术，更佳烘干效果，利用天然矿石吸湿放热，吸湿面积

相当于 150 个足球场，立体烘干更节能。就算婴儿奶瓶和难以烘干的

塑料餐具，也能轻松干燥。

8 系热泵烘干进口干衣机

1. 全新 R290 环保型冷媒：

市面上常用的冷媒是氟化气体，存在温室气体泄漏的潜在威胁；

丙烷（R290）是一种环境友好碳氢制冷剂，不损害臭氧层，不加剧温

室效应，完全环保；博西家电是市面上唯一一家大范围使用丙烷

（R290）制冷剂的企业，并由欧盟认证统一颁发 R290 的贴纸。

2. 领先的热泵烘干科技：

通过循环利用空气的热能烘干衣物，独特的低温烘干方式不仅降

低能耗，更能大幅降低对衣物的损害。特有的精确定时控制，以严苛

图 23~25：8系水动能系列嵌入式洗碗机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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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与时长保持羊毛织物的柔软舒适。

3. 自洁冷凝系统：

在烘干过程中连续多次用过

滤的冷凝水冲洗冷凝器从而保持

冷凝器高效运行（时间、用电和

烘干效果），冲刷后的水会被泵

抽吸到冷凝水收集盒，并进行过

滤，多次使用做到真正环保节能。

4. 绒毛收集器：

烘干过程中从织物上逃逸的

绒毛，通过滚筒的转动，将绒毛

收集到滚筒前端的绒毛收集器

里。干净环保，便于清理。

8 系嵌入式蒸汽烤箱

1. 独有烘焙感应技术

采用博世品牌的用于汽车行业的氧传感器，持续测量腔体内的氧

气浓度来计算湿度，并随之调整烘焙进程，可实现自动烘焙。

2. 先进 4D 热风技术

BLDC 电机结合 AI 算法，让风扇在最合适的转速下，正反方向旋

转；热量可以均匀地分布在整个腔内, 可同时烘焙 4 层。中国市场唯

一一家可以做到 4层同时烘焙。

图 26、27：8 系热泵烘干进口干衣机

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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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烹饪导航系统

自动烹饪程序的开发建立在烹饪专家对食物的深刻理解和专业

评测方法的基础上，并在实验室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易于复制且有很

高的成功率。预先设定的参数包括:加热模式组合、温度、烹饪时间、

重量等。机器自带的烹饪程序，涵盖了面包、蛋糕、甜点等多种烘焙

程序，以及其他家庭常见的菜式。使用自动烘焙烹饪程序，帮助用户

简化操作并能保证完美的烘焙结果。

4. 氧化易清洁涂层

多孔的 ECO 易清洁涂层，在 270 度的温度下，可将油脂分解为水

和二氧化碳，省去清洁烦扰。

图 28、29：8 系嵌入式蒸汽烤箱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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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德龙家电

DE'LONGHIAPPLIANCES

 展商简介

意大利德龙集团作为中高档生活电器专家，有着 100 多年生活电

器设计、研发、生产和销售经验。已参展首届和第二届进博会。

2005 年，德龙集团开始了在中国市场的品牌运营，总部设在上

海，拥有德龙、博朗(生活电器部分）、凯伍德三个品牌，产品线丰

富、分销全国各地，近年来更是在电商领域拥有突出表现。德龙中国

始终致力于在中国市场不断开拓，加快商业布局，给中国消费者带来

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网站：https://www.delonghigroup.com

联系人：Megan

联系方式：megan.liu@idelonghi.cn

 重点展品

博朗手持式搅拌机 MQ7046X

博朗手持料理棒常年占据细分品类市场第一的位置，深受中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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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的喜爱与好评。

2020 年隆重上市全新 7000 系列产品，欧洲原装进口。产品配备

1000W 大功率；德国专利推进式伸缩刀头，可上下移动，有效增加切

割面积，可搅打一整颗土豆及带核牛油果等坚硬食材；智能速控，一

键按压式设计，单手操控，通过调节按压力度即可操控料理速度；独

有的金钟罩设计，有效防飞溅，保持操作台干净整洁；刀片配备辅助

刀刃，有效扩大切割区域，使搅打更快速、效果更细腻。另有丰富的

配件可供选择，满足全家多样化的料理需求，如: 打蛋、切碎、混合

搅拌、榨汁、碎冰、研磨。

博朗手持式搅拌机 MQ5025

作为博朗手持式搅拌机中的销售爆品，MQ5025 深受中国妈妈的

喜爱。此款博朗手持式搅拌，可帮助妈妈们制作各类宝宝辅食，提供

宝宝成长过程中的营养摄取，同时锻炼不同月龄阶段的咀嚼能力。欧

洲原装进口，配备 750W 大功率马达；21档速度选择可实现精准调速，

帮助制作不同细腻程度的辅食；独有的金钟罩设计，有效防飞溅，保

持操作台干净整洁；升级后的刀片配备辅助刀刃，有效扩大切割区域，

图 30、31：博朗手持式搅拌机 MQ7046X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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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搅打更快速、效果更细腻。另有丰富的配件可供选择，满足其他日

常家庭料理需求，如: 打蛋、切碎、混合搅拌及榨汁。

德龙全自动意式咖啡机 D9 T

3.5 寸 TFT 全触摸彩色显示屏、一键式智能饮品菜单、蓝牙连接、

个性化私人定制咖啡、优质卡布奇诺系统、独立牛奶容器（奶缸带有

“自动”清洁功能）、13档咖啡豆研磨度。

图 32、33：博朗手持式搅拌机 MQ5025 产品宣传图

图 34、35：德龙全自动意式咖啡机 D9 T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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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龙全自动意式咖啡机 Maestosa EPAM960.75

5.5 英寸超大 TFT 彩屏设计、智能一键制作系统，蓝牙连接，双

豆仓设计（每个豆仓配备专用磨豆器）、磨豆感应技术、双流出口设

计（可同时制作 2杯牛奶咖啡）、搅拌冲调容器、镜面设计（机身正

面）。

德龙全自动意式咖啡机 ECAM23.420.W

德龙-意大利优质生活，历经百年发展成为了全球咖啡机领导品

牌。德龙产品背后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简约稳健；

德龙产品背后是意大利品质，无暇的专业表现和对于细节孜孜追求。

ECAM23.420.W 全自动咖啡机，西西里岛琉沙白中国限定款，流

线型的紧凑机身设置，PLUSXAWARD 得奖作品。CRF 技术，咖啡粉不经

过管道直接萃取，15巴标准泵压力，瞬间穿透咖啡粉，1 分钟完成一

次萃取，制作两杯意式浓缩咖啡；液晶显示面板，两行文字显示控制

板，实现个性化自定义制作咖啡，可调节咖啡杯量和口味浓淡；一次

图 36、37：德龙全自动意式咖啡机 Maestosa EPAM960.75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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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取可制作两杯意式浓缩咖啡，可调节咖啡萃取量；咖啡流口可调节

高度，适用于高度不同的咖啡杯；德龙电子温控技术，锁定咖啡温度，

亦可设置出杯咖啡温度。

图 38、39：德龙全自动意式咖啡机 ECAM23.420.W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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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可爱尔

IQAir

 展商简介

创立于 1963 年，总部在瑞士，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家庭、企业、

学校、医疗机构、公共场所等提供专业和高品质的室内空气净化解决

方案及服务。所有空气净化器产品均为瑞士设计研发，瑞士和德国生

产，整机原装进口。产品通过欧盟 EN1822、美国 RTI 及中国国内各

项严苛的检测标准。无论家庭或企业客户，都由专业团队提供定制化

的解决方案及服务。

公司网站：https://www.iqair.cn

联系人：Mike Bearden

联系方式: mike.bearden@iqair.com

 重点展品

HealthPro 250

强力净霾除醛，可有效去除常见的如花粉、灰尘、细菌、病毒颗

粒物污染及装修环境下的化学污染物如甲醛、苯、甲苯等污染。颗粒

物累计净化量（CCM P）达到 1013788mg，远超出中国新国标 P4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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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 12000mg。配备的 HyperHEPA 滤芯通过欧盟 EN1822 认证达到

H13 级别，过滤 0.0523 微米的超细颗粒物效率达到 99.99%。另经美

国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 RTI 测试证明，HealthPro 250 过滤直径小至

0.017 微米的超细颗粒物效率达到 99.9%以上。2020 年 3 月，IQAir

HealthPro250被授予“首批具有除病毒能力空气净化家电优势产品”，

该荣誉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轻工标准与质量》杂志及中国家用

电器研究院测试计量技术研究所等权威机构测试和评选得出。

HealthPro GC

专业除味去甲醛。5.4

公斤大颗粒活性炭和浸渍

氧化铝双介质混合滤芯可

强力去除甲醛、苯、TVOC、

臭氧等有害气体。甲醛累

计净化量(CCM F)值达到

14000mg，远超过中国新国

图 40、41：HealthPro 250 产品宣传图

图 42、43：HealthPro GC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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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F4级要求的 1500mg。H11 HEPA 首层滤芯通过欧盟 EN1822 标准，

可以高效过滤花粉、毛发和粗尘等颗粒物。

AtemDesk

专注净化个人呼吸区域。Atem Desk 所配备的 HyperHPEA 滤芯，

通过欧盟 EN1822 标准严格测试达到 H13 级别，对 0.039 微米颗粒物

过滤达到 99.99%以上。2017 年被 IT168 授予年度产品奖，并在 2020

年 3月被授予“首批具有除病毒能力空气净化家电优势产品”，该荣

誉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轻工标准与质量》杂志及中国家用电器

研究院测试计量技术研究所等权威机构测试和评选得出。

CleanZone SL

超静音去除大空间粉尘颗粒

物。采用 H11 HyperHEPA 滤芯，对

≥0.3 微米的颗粒过滤效率高达

99%以上，CleanZone SL 同时具备

快速净化和静音的双重性能，在最

高风速的运行下，音量仅有 48分

图 44~46：AtemDesk 产品宣传图

图 47、48：CleanZone SL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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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并有多种安装模式，适用于企业、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大空间

场所。

AtemCar

旗舰级Atem车载空气净化器由瑞士设计，德国制造，延续了Atem

系列独创的圆融外观设计，秉承 IQAir 半个多世纪的空气净化品质追

求，实现了产品性能、美学和科技感的完美融合。采用更大滤芯，更

强风机，滤芯有效使用面积超过 2200cm²，每小时能提供高达 60立方

米的洁净空气，可 3 分钟快速净化 3 ㎡车内空间。配备的 HyperHEPA

Plus 滤芯可高效去除车内的甲醛、苯、臭氧、TVOC、PM2.5、细菌、

花粉等各种污染物。采用 Headspace 技术，可优先净化车内驾乘人员

的呼吸区域，同时配备 Atem App 享受智能便捷操控。2018 年被知电

实验室授予"年度车载空气净化器推荐产品"，并在 2019 年获得由中

国家电研究院颁发的“创新成果奖”。

图 49、50：AtemCar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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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Pro 100

专业去除雾霾、细菌、花粉、香烟烟雾等污染物，颗粒物累计净

化量（CCM P）达到 1013788mg，远超出中国新国标 P4等级要求的

12000mg。配备的HyperHEPA滤芯通过欧盟EN1822认证达到H13级别，

过滤 0.0523 微米的超细颗粒物效率达到 99.99%。

图 51、52：HealthPro 100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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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卡赫

KÄRCHER

 展商简介

Kärcher 卡赫创立于 1935 年，由德国发明家 Alfred Kärcher 创

建，始终坚持创新和不断研发的理念。已参展首届和第二届进博会。

1935 年，创始人 Alfred Kärcher 将他在加热技术领域里的一些开拓

性的概念产品化，并开始销售这些产品。1950 年，卡赫集团研发了

欧洲第一台热水高压清洗机，奠定了卡赫集团全球清洁领军品牌的地

位。卡赫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及地区拥有超过 120 家分公司，全球超

过 5万个服务网点。

公司网站：https://www.karcher.cn

联系人：Penny Yu

联系方式：penny.yu@karcher.cn

 重点展品

智能洗地机 BD 50/40 RS Robot

该款智能洗地机已有 40多项授权专利，拥有人机结合智能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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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以及多传感器安全保护系统。

导航系统：VSLAM 定位建图，多

传感器 3D避障

电压：DC36V

净水/污水箱：40L

清洁宽度：510mm

吸耙宽度：691mm

自动清洁速度：Max.4m/h

爬坡能力：2%，6%（15min）

擦窗机器人 RCW 5

1.锂电池驱动：最长运行时间

50min（11.1V,3200mAh）

2.创新的 2 段式清洁系统：毛

刷+压力感应震动擦布

3.人机交互友好：LED 指示灯

+语音提示+APP 连接

4.智能路径规划，清洁无死角

5.强大的安全保护：可悬挂

24h

6.创新的底座：既是充电收纳

图 53：智能洗地机BD 50/40 RS Robot

产品宣传图

图 54、55：擦窗机器人 RCW 5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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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又是自动注入座

7.噪音：60 分贝

8.安全绳：3米

家用高压清洗机

欧 洲 进 口 、 明 星 产 品 荣 获 2020 德 国 设 计 大 奖 。

高科技水冷感应电机+双层复合泵体(马达泵单元发明专利：ZL

201180072870.4)。酷炫新颖的外观（外观专利：ZL 2018 3

0508747.7），扇形无极调压喷枪+螺旋高压爆破喷枪（双枪配置），

最大压力：145 Bar，最大水流量：500L/H，功率：2100 瓦。

图 56~58：家用高压清洗机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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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索利斯集团

Solis of Switzerland AG

 展商简介

瑞士索利斯（SOLIS）始创于 1908 年，总部位于苏黎世。欧洲知

名的中高端小家电品牌；电热毯的发明者，首创家用全自动咖啡机。

产品设计简约时尚，既有原汁原味的欧洲厨电，也有适合本地化市场

的创新产品；产品功能差异化突出更人性化，均使用优质材质。

公司网站：https://www.solis.com

联系人：何钰莹

联系方式：+86-4006666568

 重点展品

Solis 索利斯 1170 意式半自动小型家用咖啡机

荣膺2020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30秒快速预热 稳定的压力萃取

低压预浸泡功能 PID 控温。产品尺寸：18.7*37*3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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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 索利斯 575 真空封口机

不锈钢拉丝机身，液晶触摸屏，全自动封口与半自动封口双功能

内置储槽及裁袋切刀。

Solis 索利斯 830 多功能料理棒

800W 大功率电机，配置多个配件，能同时解决辅食、烘焙、料

理的需求。

图 59~61：Solis 索利斯 1170 意式半自动小型家用咖啡机产品宣传图

图 62、63：Solis 索利斯 575 真空封口机产品宣传图

图 64、65：Solis 索利斯 830 多功能料理棒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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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s 索利斯 HS99 负离

子直发梳—3D 立体发热梳齿

千万级浓度负离子。

Solis 索利斯 440 大功率吹风机

陶瓷电气石负离子护发技术，2300W 大功率电机快递干发。

图 66：Solis 索利斯 HS99 负离子直发梳

—3D立体发热梳齿产品宣传图

图 67、68：Solis 索利斯 440 大功率吹风机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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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官方网站：

https://www.ciie.org/

服务热线：

+86-21-968888

官方 APP 官方微信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待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