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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介绍

技术装备展区是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关注度最高的展区

之一，展商多来自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技术装备展

区是一场荟萃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制造技术和装备的

盛会。以先进技术为中心，引领行业创新趋势，汇聚业内重

磅展商和客商，为全球制造业提供交流平台；是促进转型升

级，助力高质量发展，国际制造业企业“必须”参与的高端

展示和交流平台。

展区将在自动化、智能制造的基础上，重点融入高速精

密化、柔性集成化、需求个性化、大型复合化、绿色节能化、

客户定制化、整体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等产业发展趋

势。众多装备制造细分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将集中展示高

端装备和关键技术，共享全球智能制造最新理念，不断激发

应用想象，促进创新转化，引领“绿色制造”。

第四届技术装备展区规划展览面积 7万平米，包括数字

信息化、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材料加工及成型装备、产

业机械、工业产成品、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将“节能环

保专区”优化为“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新设立“集

成电路专区”、“数字工业专区”，继续汇集全球领先“硬

核”的高端装备和技术，引领未来发展方向。



2

西门子能源

Siemens Energy

 展商简介

西门子能源是全球领先的能源技术公司之一，已报名参展第四

届进博会。本届进博会西门子能源首次独立参展，将在能源低碳及

环保技术专区，展示全面的、涵盖整个能源价值链的产品、系统、

解决方案和服务，业务组合涵盖传统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如燃气轮

机、蒸汽轮机、以氢气驱动的混合动力发电厂、发电机与变压器等。

目前，西门子能源超过 50%的业务组合已经实现去碳化，并不断致

力于推动绿色氢能和 Power-to-X（电能多元化转换）等新型能源技

术应用。在风力发电领域，西门子能源持有西门子歌美飒可再生能

源公司 67%的股份。

公司网站：https://www.siemens-energy.cn

联系方式：contact.cn@siemens-energy.com

 重点展品

面向未来的新能源技术和解决方案

能源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因此，推动化石能源

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便成了当务之急。而应对这一挑战，则需要创新的

产品和解决方案。在氢能行业，西门子能源是全球绿氢技术领域重要

https://www.siemens-energ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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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领者。携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门子能源正在中国实

施首个兆瓦级绿色制氢解决方案，为未来的大型运动会提供公共交通

运营所需的氢能。

高效清洁的发电

本次进博会期间，在传统发电领域，西门子能源将展示其最具

代表性的 SGT5-8000H重型燃气轮机，具有效率高、启动时间短和

快速响应符合变化等特征。采用该设备的华电增城燃气热电项目，

已经于 2020年下半年成功投运。截至到目前，西门子能源 H级燃气

轮机全球点火运行时间已超过 150万小时。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西门子歌美飒将全面展示其领先的陆上和海

上风电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

图 1：西门子能源电能多元化转换解决方案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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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西门子能源 SGT5-8000H燃气轮机宣传图

高效、可靠、环保的输电产品和系统

近年来，由于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发展，对电网基础设施的扩建和

互联以及逐步替换和升级老旧电网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此外，随着对

于去碳化需求的增加，也更需要高效环保的输电产品和系统。西门子

能源推出的环保型高压产品系列，包括不含 SF6 气体的高压绝缘开

关、断路器、套管，以及采用植酯油的变压器产品的环保型变电站模

型，将首次在进博会展出。此外，西门子能源积极参与中国高压直流

输电线路的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参与了 31条各种电压等级的项目

中。本次进博会，也将首次展出领先的、应用于高压直流项目的换流

变压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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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西门子能源环保型输电产品系列宣传图

去碳化的能源工业应用

全球工业的能源消耗占比为 37%，并且排放大量二氧化碳。西

门子能源工业应用的产品和方案，助力中国工业向可持续化转型迈开

步伐，高效，可靠，安全的保障了客户的竞争力。通过提供功能强大

的转动设备产品线，以及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的解决方案，系统

和服务，我们加速推进了低碳化进程，保护了生态环境健康发展。

西门子能源首创性的船舶推进系统解决方案 BlueDrive PlusC，通

过基于整体分析的方法，实现了柴电推进船舶更高的安全性、更低的

运营成本、更优秀的全寿命周期收益以及更小的环境代价。代表着当

今柴油电力推进系统的趋势。



6

图 4：西门子能源先进的船舶推进系统 BlueDrive PlusC宣传图

西门子能源助力中国能源转型进程，携手客户及合作伙伴

赋能社会！源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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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格泵（亚洲）有限公司

EGGER PUMPSASIA LIMITED

 展商简介

爱格泵（亚洲）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为瑞士 Emile Egger &

Cie SA 公司在中国香港的分公司，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三届和第四届

进博会。爱格泵专注设计和生产用于高温高压工况下输送高固体含量

和气体含量介质的高品质离心泵，广泛应用于中国市场石油化工、工

程塑料回收利用、铅蓄电池回收、汽车、太阳能光伏、市政污水、工

业污水、钢铁、纸浆、化纤等行业。

公司网站：https://www.eggerpumps.com/

联系人：韩羽

联系方式：info.shanghai@eggerpumps.com

 重点展品

Turo®涡流泵

叶轮完全后缩，具备球形流道，可输送高固含量及含有大固体颗

粒的介质，85%的介质不与泵产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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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Turo®涡流泵宣传图

EO/EOS工艺流程泵

该离心泵可以气、液、固三相混输，输送含气量高达 25%的介质。

配有可调节的耐磨盘，效率最高可超过 90%。不同的叶片数量可以很

好地应对含有不同颗粒尺寸的介质。

图 6：EO/EOS工艺流程泵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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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流量控制阀

精准控制和调节干净或含颗粒的液体和气体流量，阀门流阻小、

压降低、节能效果好。

图 7：Iris®流量控制阀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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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

Mitsubishi Materials Corporation

 展商简介

三菱综合材料是 1871年三菱集团创业时期骨干企业，1950年成

立现公司，总部在日本东京，已连续报名参展首届至第四届进博会。

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原材及加工、电子材料、加工工具、水泥、铝材

铝罐、环境能源等。在中国开展的业务覆盖超硬加工刀具、半导体原

材料、电子器件、新能源材料加工设备和环保设备。

公司网站：https://www.mmc.co.jp/corporate/ja/

联系人：张人坚

联系方式：rjzhang@mmc.sh.cn

 重点展品

超硬刀具-车削刀片(MC6115/MC6125)

平滑基体表面可提高涂层质量，涂层技术控制晶粒生长方向、消

除残余应力；刀片耐磨损、耐破损性高。

图 8：超硬刀具-车削刀片(MC6115/MC6125)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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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型、柔性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三菱综合材料开发的 0.5mm 超薄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快速

应答、可靠性高的特点，是 2021年中国市场新产品，适用于智能手

机、笔记本电脑、医用设备等微型化、高精度、温度控制严格的电子

器械、设备的温度检测。

图 9：薄型、柔性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宣传图

.CLEAN BRIGHT（抗菌除菌合金）

“CLEAN BRIGHT”是一种加工性铜合金材料，保持铜所具有的

抗菌除菌特性，并通过独特的合金配方，使之不易发生变色，耐腐蚀。

是 2021年中国市场新产品，适用于医院、养老院、康复机构、银行、

餐饮行业。

图 10：CLEAN BRIGHT（抗菌除菌合金）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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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机能含氟橡胶密封圈

高性能氟橡胶（1392-70）是一种未添加炭黑的高强度、耐磨材

料，具有低粘着性及低颗粒性特点，适用于半导体、液晶制造设备的

可动部及滑动部密封。

图 11：高机能含氟橡胶密封圈宣传图

.精细干燥器 HFD·F型（卧式）

是一种仅用振动即可进行原料搅拌的

干燥机。适用于精细化工品及电子材料的干

燥；套层间间接加热或冷却的封闭构造，可

回收和分离飞出的有机溶液，防止粉尘和有

机溶液飞出；振动搅拌材料，对材料颗粒破

坏少，干燥均匀；结构简洁，易于清洗，符

合卫生级要求；密封性好，可保持高真空。

图 12：精细干燥器 HFD·F型

（卧式）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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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集团

Beer Itzhak Energy (A.I) Ltd.

 展商简介

BIE（Beer Itzhak Energy (A.I) Ltd.）集团是Watergen、Vertical Field

以及 Nanosono的投资母公司，是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传统犹太家族

企业，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三届和第四届进博会。商业活动涉及：房地

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管理、化工业、木材加工业、风险投资、制药

业、医学科技行业、IT行业、数据中心、卫星通信技术、技术创新、

工业制造、石油工业与能源贸易、餐饮酒店行业、博彩业、珠宝行业、

娱乐业、文化产业等。此外，还在全球参股 100多家不同行业的公司。

BIE China要业务活动集中在：以色列及其他国家高科技项目推广，

基础设施项目联络、海外资产项目、能源贸易、风险投资等行业。此

外，BIE中国子公司为以色列、中国及其他国家企业提供国际商业咨

询、投资咨询以及进入中国与国际市场的战略咨询服务。

公司网站：https://www.bienergy.co.il

联系人：Ivan Melnikov/伊万

联系方式：+86-18930532613/ivanm@bienergy.co.il

 重点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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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gen空气制水机

WATERGEN公司成立于 2009年，其正在通过开创性的解决方案

——GENius™技术，将干净、安全的饮用水从空气中带到世界各地。

WATERGEN的客户与合作伙伴遍布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美国、印

度、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等。曾获“2019 年度家电类创

新企业奖”，并在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CES）大会中获得“2019

年度重大发明创新奖”。

图 13：Watergen空气制水机宣传图

Vertical Field集装箱农场及垂直农业

Vertical Field公司（简称:VF）是一家领先的农业科技公司，致

力于在城市的生态系统中，为蔬果种植以及景观绿化提供创造性的解

决方案，对提高食品质量、人类生存质量以及城市环境质量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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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贡献。在 40英尺的集装箱内建造的便携式农场，即插即用成长平

台，先进的农业工具，专有的独特土壤基质，自动冷却、加热和通风

机制，通过顶级利基软件 IoT进行监控和管理，嵌入式自动灌溉施肥

系统，单个装置的年产量高达 12吨。

Nanosono抗菌纳米材料

..Nanosono是一家以色列私营科技公司，2015年获得种子基金。

公司拥有使几乎任何表面都能长期杀菌和抗生物膜性能的先进技术，

能够提供最有效的创新性杀菌解决方案满足市场需求。目前，专注于

医疗保健和工业市场。主要产品包括抗菌涂料、抗菌织物等。

图 14：Vertical Field集装箱农场及垂直农业宣传图

图 15：Nanosono抗菌纳米材料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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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士吉泵业

PSG California LLC

 展商简介

百士吉是一家国际化综合性企业，隶属于都福集团，总部位于美

国，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三届和第四届进博会。产品覆盖卫生、化学、

能源等多个领域。旗下品牌包括 Abaque™，All-Flo，Almatec®，Blackmer®，

Ebsray®，em-tec，EnviroGear®，Griswold™，Hydro Systems，Mouvex®，Neptune™，

Quattroflow™，RedScrew™和 Wilden®。

公司网站：https://www.psgdover.com.cn/

联系方式：+86-21-4006004026/PSG-China@psgdover.com

 重点展品

威尔顿 Pro-Flo®R系列

..采用可持续螺栓结构设计,配有专利

空气分配系统(ADS)。最大流量为 651

lpm (172 gpm)，最大进气压力为 8.6 bar

(125 psig)，可通过最大固体颗粒为 6.4

mm (1/4")。

图 16：威尔顿 Pro-Flo®R系列宣传图

mailto:PSG-China@psgdover.com


17

Quattroflow Q-Control集成型泵控制器

内置智能控制功能，无需安装外部 PLC。

图 17：Quattroflow Q-Control集成型泵控制器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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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多姆有限公司

Tetradom GmbH

 展商简介

特拉多姆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已报名参展第四届进博会。主

要从事环境保护、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在德国建有量子水处理

器生产基地和量子实验室研发和生产水处理科技系列产品。产品行销

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韩国、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尼泊尔、孟加拉、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蒙古等在内的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网站：http://www.tetradom.com.cn/

联系人：徐敏捷

联系方式：minjie.xu@tetradom.com.cn

 重点展品

特拉多姆水处理技术-量子水处理器

获国际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认证、欧盟注册认证。可实现阻垢除垢，

去除系统内沉积多年的老垢；除锈防腐，去除系统内已有锈蚀，并阻

止金属管道生锈；抑制菌藻，一方面破坏菌藻生物膜，另一方面使菌

藻营养源产生异变，从而破坏其生存环境；活化水质，增强水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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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乃至消灭水中 E型大肠杆菌等细菌；去除石蜡，大幅降低石油输

送管道中的石蜡结晶。

图 18：特拉多姆水处理技术-量子水处理器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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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三华

Mihana CO., LTD

 展商简介

株式会社（前身株式会社共立）创立于 1956年，总部位于日本，

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三届和第四届进博会。是专业“循环再利用解决方

案供应商”，致力于研发循环再利用型环保设备。三华基于半个世纪

的技术研发、实践应用基础研发出的食品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系统，可

将厨余垃圾处理加工成有机肥料、有机饲料、燃料的优质原料，最大

限度提高厨余垃圾利用率，运行过程中不产生二次污染。

公司网站：https://www.mihana-cn.com/

联系人：闫强

联系方式：yanqiang@mihana-cn.com

 重点展品

全自动破袋分选机

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适用于厨余垃圾中转站干湿垃圾分拣、

垃圾处理厂预处理；设计精密，经久耐用，可分拣混入餐厨/厨余垃

圾中的塑料、金属、陶瓷等异物。分拣率达到 95%以上，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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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全自动破袋分选机宣传图

资源化处理系统

系统拥有 26项专利，其中 6项为国际专利，可将厨余垃圾处理

加工成有机肥料、有机饲料、燃料，最大限度提高厨余垃圾的利用率，

运行过程中不产生二次污。

图 20：资源化处理系统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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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茂特冷冻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Smardt Chiller Group Inc.

 展商简介

SMARDT是全球领先的磁悬浮冷水机组制造商，集团总部位于

加拿大，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三届和第四届进博会。业务涵盖空调设备

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通用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批发、货物进

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电子产品零售、机械技术咨询等，并在

中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德国和巴西建有生产基地。

公司网站：https://www.smardt.com/

联系人：林秋霞

联系方式：linqiuxia@ticachina.com

 重点展品

.SMARDT无油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

采用磁悬浮轴承、变频直驱、高效双级离心压缩，全生命期成本

低。机组 IPLV可达 12，与传统螺杆或离心式冷水机组相比节能更高；

冷水机组数量少，节省机房面积；可实现 20S快速重启，无复杂油路

系统，长期运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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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gy定制有机朗肯发电系统

.基于有机朗肯循环（ORC）热动力学原理将中低温热源转化为

高质量电能，可直接利用 90-340℃的热水、蒸汽或导热油，通过换热

方式利用烟气最高可达 500℃；创新径向离心透平（ROT），单机最

高可达 7级；单机头可设计多压力入口；机械模块，集成易损件，方

便拆装；结构紧凑，自动化水平高。

图 22：Exergy定制有机朗肯发电系统宣传图

图 21：SMARDT无油磁悬浮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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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igas生物质处理系统

拥有一套完整的生物质有机特性数据库，采用先进生物质沼气

工艺，通过特有高效厌氧发酵系统产生沼气，既可直接进入沼气发电

机进行发电，也可净化提纯成生物天然气，发酵后的沼液沼渣可用作

农业肥料。适用于处理畜禽业有机废弃物、城市固体有机废弃物、农

业林业有机废弃物等。

图 23：Sebigas生物质处理系统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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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莱特净水有限公司

ELITE PUREWATER USA,INC.

 展商简介

美国WATERWORLD集团旗下品牌，生产基地位于德克萨斯州，

已连续报名参展第三届和第四届进博会。伊莱特于 2013年进入中国，

主要从事净水器销售，目前有 1000多家门店。

网站：https://www.bangd.com.cn/

联系人：赵亮亮

联系方式：250155972@qq.com

 重点展品

末端纯水机 BD-IMRO-B

采用椰壳活性炭，不含粘合剂，烧结成型，高温高压蒸汽活化技

术，孔隙发达、吸附能力强；高分子材料聚酰胺亲水基团，脱盐率高、

产水量大、使用周期长；隔膜增压泵性能稳定。

图 24：末端纯水机 BD-IMRO-B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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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净水机 BD-IMZJ-A

采用椰壳活性炭，高温高压蒸汽活化技术，具有 ABS材质防

变形设计，过水表面积大；中央控制系统，微芯片数据采集；传动齿

轮技术，ABS材质，使用寿命长；钛合金活塞设计阀芯轴，性能稳

定。

中央净水机 BD-500-250AB

..采用椰壳活性炭，高抗紫外线设计，智能控制系统，全自动周期

再生、自锁保护。

图 25：中央净水机 BD-IMZJ-A宣传图

图 26：中央净水机 BD-500-250AB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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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梦者科技有限公司

Dream Maker Technologie GmbH

 展商简介

全球领先的科技型生态舒适系统服务商，总部位于德国，已报名

参展第四届进博会。自 1984年起专注新风、建筑节能领域，1990年

参与并成功制定德国家用饮用水标准，2003年参与制定德国家用新

风标准，2004 年参与制定 ad-hoc Gruppe DIN EN 13 141 Teil 7-8-9，

是德国 FGK（德国建筑空调通风系统协会）、BDH（德国联邦供热

行业协会）、BHKS（德国联邦供热、空调、装修及建筑系统行业协

会）的成员。公司拥有大量暖通、净水等核心技术，并建立有热泵研

发中心、新风研发中心、净水研发中心、信息化研发中心，全面布局

冷暖、除湿、净水、热泵热水等行业领域，首创“全品类、全智能、

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重新定义生态舒适系统。

公司网站：https://www.dm-maker.com

联系人：孙永杰

联系方式：sunyongjie@dm-maker.com

 重点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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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源热泵三联供

德国原装进口，曾“荣获“推荐进口产品奖””。该设备为空调、

地暖、生活热水一体机，系造梦者与热泵领军企业 OCHSNER共同

研发、制造， COP值高达 4.8，非常节能；搭载±0.5℃恒温能源管

理系统，避免忽冷忽热；采用多重降噪技术，无风感制热、制冷；配

置 EVI喷剂增焓压缩机、开发独特防冻技术，无惧严寒，-24℃无辅

热强劲供暖。

图 27：空气源热泵三联供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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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式空气源热泵两联供

空调、地暖一体机，-30℃~52℃超宽运行范围，无惧严寒、酷暑；

APP智能控制，实时知冷暖；室外主机和室内机分离式设计，减少水

路冻坏风险，适应更严苛环境；采用 EVI喷气增焓压缩机，加持专业

增焓控制技术和高效的换热模块，-30℃强劲供暖；全直流变频，节

能静音，室外机运行声音低至 38dB(A)，室内机低至 26dB(A）；搭

载智能除霜技术、电子防冻保护等，系统运行更安全可靠。

图 28：分体式空气源热泵两联供宣传图

全屋新风系统

系统包含柜式中央新风机、壁挂式中央新风机、吸顶式热回收新

风机、壁挂式新风机四类机型。采用五层塔式净化技术，24小时排

出甲醛和室内污浊空气，可实现 1天 36遍全屋换新空气，保持室内

空气洁净清新；创新应用 ION-Tec离子能吸附除菌技术，对 H1N1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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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的去除率达到 99.96%，充分拦截空气中的细菌、病毒等污染物；

离子能可清洗反复用，节约后期使用成本。

图 29：柜式中央新风机宣传图

图 30：壁挂式中央新风机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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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吸顶式热回收新风机宣传图

图 32：壁挂式新风机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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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屋净水系统

德国原装进口净水系统，主要包括全屋净水机、全屋软水机等，

旨在系统性解决家庭饮用水健康问题，保障“饮、食、洗、浴”用水

安全。产品主要面向别墅、大宅、大平层用户研发，分别设计 3T（别

墅适用）、1.5T（厨下适用）等不同规格，满足不同空间适用需求；

遵循欧盟标准设计、生产，高品质、高颜值，适配多种装修风格。

图 33：全屋净水系统宣传图

全变频中央除湿新风机

德国原装进口，100.4L/L超大除湿量，一机可满足 180㎡空间快

速除湿；智能全变频，2019年获美国能源之星认证；新风净化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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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式渐进滤网设计，高效净化除异味；内置高扬程水泵，自动排水；

多种舒适模式智能选择，节能省心。

图 34：全变频中央除湿新风机宣传图

热泵热水器

德国原装进口；250L、300L大水箱设计，可同时满足 3-5人热

水需求；即时加热、智能除军团菌设计，24小时畅享健康热水；COP

值 3.82，比传统热水器更节能、省电。



34

图 35：热泵热水器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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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 APP 官方微信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待您的到来

进博会官方网站：

https://www.ciie.org/

服务热线：

+86-21-968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