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 21 33231316

sales@intenv.com.cn

www.intenv.com.cn

参展咨询
主办机构 指导单位

官方微信公众号

上海智慧环保展

上海 | 国家会展中心（虹桥）

系列展

INTELLIGENCE & ENVIRONMENT CHINA (SHANGHAI) 2021

www.intenv.com.cn

上海国际智慧环保及环境监测展览会

同期举办

水处理展 泵管阀展 国际环保展

综合治理  水   大气
智慧环保  环境监测
资源再生 土壤  噪声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搭智慧环保贸易窗口，筑环境监测品质展览！

展后报告



2021展会概况

目录
展会概况

展会概况  ..................................................................................................... 02

展商分析 .............................................................................................. 03

展商寄语  ............................................................................................. 04

观众分析  ............................................................................................. 05

组团观众  ............................................................................................. 06

同期会议  ............................................................................................. 07

媒体合作 .......................................................... ........................................ 12

世环通 APP ........................................................................................... 13

02

系列展

2021年6月2日-4日，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上海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上
海荷祥会展有限公司主办，联合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指导的第三届上
海智慧环保展在国家会展中心（虹桥）成功举办。

本届上海智慧环保展内容涵盖环境监测检测设备、过程控制/计量仪表、智慧水务管理技术及系
统、智慧物联系统、检测仪表及实验室分析设备、第三方环境服务等主题。一连三天，连同世环会
其他系列展共计15万平方米的展示面积，接待了83281名专业观众，缔造了智慧环保与环境监测行
业的年度盛会！



展商分析

品牌展商

展商满意度 再次参展意向

展商分析

完全满意
很满意
一般
其他

一般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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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58%
33% 已预订

有可能

23%
56%
19%
2%

以上排序不分先后



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数年连续参加上海智慧环保展，不断见证着展会的质量与服务的提升。本届
展会现场，京仪展位人头攒动，多款新品引人驻足。优质沟通平台需要行业的共
同参与，期待来年有更多行业人士现场与我们交流合作，预祝22年展会成功举办
，京仪集团也将一如既往支持上海智慧环保展。

蓝盾光电致力于高端分析测量仪器制造、产品和服务主要应用于环境监测、气象观
测等领域。本届展会上我们展出了一系列先进的环境监测技术成果，包括水质在线
分析仪、便携式颗粒物分析仪、大气元素在线监测仪等，吸引了众多专家、客户、
友商前来参观交流、洽谈合作，祝愿展会越办越好，不断与行业共同进步。

展商寄语

展商寄语

开封仪表有限公司

北京连华永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京仪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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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科技作为国内高端分析仪器领军企业，多年来一直为客户提供环境治理装备
的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上海智慧环保展是公司历年来一直选择的专业展会，是
一个客户交流以及展品展示的优质平台，现场一连三天客户不断，现场同期会议
也给我们带来不少收获，期待来年6月和更多业界人士交流合作，共同推动行业健
康快速发展。

明华电子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种环境监测分析仪器设备研发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十
四五”计划公布之际，仪器仪表行业正是大力发展生产，布局未来的好机遇，本次
展会明华电子带来多项新品博得现场观众青睐，下半年公司还将以仪器创新为主，
抓住发展契机，打磨新产品，同时也祝愿上海智慧环保展来年办的更好，继续为我
们提供优质服务。

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本届展会作为世环会系列展的一部分，肩负积极响
应国策，推动企业碳中和绿色转型的使命。在“创低碳节能之世，建绿色产业
之环”的号召下，开封仪表也携在低碳节能方面表现优异的核心产品与技术，
出席了本次展会，未来希望有更深度的合作！

上海智慧环保展我们参加很多届了，连华携带了多参数、COD、氨氮、BOD、总磷
、总氮、重金属等水质分析仪。展会期间，我们接待了全国各地的业内人士，面对面
的近距离交流，相互了解理念与想法，每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找到感兴趣的设备与话
题。未来连华科技将持续精进，继续提供有竞争力的装备和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有
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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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行业类别 观众参观目的

再次参观意向

观众满意度

观众数据分析
观众分析

观众分布

很满意

有意向
其他

环综服务
第三方检测机构、环境综合治理机构、环保工程、环境服务
工程、给排水工程、水务工程、运维服务

政府机构
环保局、水务水利局、固废处置中心、科研院所 、
环境监测中心、检验检疫中心、

其他

市政单位
水务集团、市政设计院、自来水/ 污水厂、供排水公司

05

华东
华北
华中
其他6%

4%

84%
6%

51%
39%

98%
2%

制药、石化、化工、食品饮料、采掘、纺织、皮革、钢铁、
有色金属、水泥、水电煤气、造纸、印染、塑胶、服装

32%

33%

12%

10%

4%

24%

20%

25%

23%

8%

了解行业创新技术与新品

会见已有或新代理商

参与现场活动，寻找人脉关系

评估参展

其他

满意
一般
其他

9%
1%

行业终端用户

观众推荐度

非常推荐
推荐
其他27%

10%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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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观众
组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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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评语

环保行业协会（部分）
中国环保机械协会 江苏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 上海市工商联环境保护商会
浙江省膜产业协会 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研究会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泰州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南京节能环保产业协会 苏州市环保产业协会
南京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南通市环保产业协会
湖州市环保产业协会 宜兴环保城
宜兴环科园 昆山市环保产业协会
杭州市机械工程学会 杭州市仪器仪表学会
无锡土木学会 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昆山安环协会 慈溪市环保协会

终端行业协会（部分）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无锡市消防协会
南通电力行业协会 杭州市石油和化学工业行业协会
杭州工经联 苏州市电镀协会
无锡表面工程协会 上海化工研究院
杭州纺织行业协会 无锡电镀行业协会

杭州城建院上海热处理行业协会
以上列举部分名单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中国化工企业管理协会

上海智慧环保展依托世环会超大规模的环保展览会资源，成为从产品、技术、解决方案到服务平台集于一身

的环保产业链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将和主办方一起为环保行业高质量发展不断赋能、为

持续稳步前行贡献力量，大家共同交流分享、合作共赢。

本届展会我们组织了会员单位前往参观，各会员单位代表参观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环保企业展示的环境污染治

理技术和设备，对相关的最新技术和最新设备进行了多方面的了解，不少企业找到了适合企业自身的环保技

术解决方案，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合作交流平台，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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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列举部分媒体，排序不分先后

媒体合作

媒体合作

协会发文支持

合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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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上海智慧环保展现场，近50家专业媒体对百余家行业龙头企业进行了专人专访。采访过程
中，展商针对行业趋势，技术等进行了全方位深度剖析介绍，对疫情后环保行业发展，表达了自
己的看法与观点。

上届展会自筹备伊始便得到了多家行业协会的支持，众多协会接连发函表示对展会的大力支持。
2022年第四届上海智慧环保展也将与各大行业协会通力合作，携手为环保行业搭建一个商贸交流
平台，助力参展企业抓住行业机遇，积极促进环保行业在“十四五”期间获得快速发展！

以上列举部分协会发函，排序不分先后

 天津智易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华闵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奥瑞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同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与光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仪表有限公司



同期会议
 同期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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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主题（部分）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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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江三角
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使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地区将迎来
新一轮经济增长点，这对“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十四五期间水环境领域，将在流域生态监测、面源污染监测、预
警监测等方面开展生态监测。2021年首届长三角水环境监测技术交流会作为第三届上海智慧
环保展的同期会议，以“育新机、谋新篇⸺共保联治，守护青山绿水”为大会主题。

2021年首届长三角水环境监测技术及应用交流会

突发水环境事件预警、应急监测标准方
法和仪器适用性解读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张颖 研究员

赛默飞微型水质监测系统在黑臭水体治
理上的应用方案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朱新威
产品工程师  

水质环境监测标准物质的研发选择、使
用以及管理

北京海岸鸿蒙标准物质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蒋小娟
工程师

水环境生物预警监测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中科水质生态环境物联网研究中心 刘勇 高工

数字大脑助力水环境科学管理⸺水质
预警监测平台建设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戴君伟
产品经理

水质指纹污染溯源技术与实践 清华大学 程澄 博士后

光谱技术在环保监测中的应用 复旦大学 纪新明 教授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生态
环境监测统一行动展望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胡雄星 综合部主任

环境水质监测的现场快速检测解决方案 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金建余
副总经理 博士

现代实用地下水监测技术应用与发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赵学亮 高工



 同期会议

演讲主题（部分）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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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纲要（2020-2035）》的要求和精神，
将聚焦对工业污染物排放控制、工业污染监测技术标准、技术难点、技术应用等热点问题，搭
建监测行业技术交流平台，促进长三角工业污染监测及治理高质量发展，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将于2021年6月3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主办2021长三角工业污染监测及治理发展论坛.

论坛将邀请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科研院所和上海市化工区管委会的领导、专家解读最新相关政
策要求、交流工业区监测评估工作技术要点，探索与实践园区绿色发展，同时邀请企业分享展
示先进技术案例，增进交流学习。

2021长三角工业污染监测及治理发展论坛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要求与形势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监测处 陈轶波

工业区环境监测与评估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伏晴艳

化工区绿色发展管理 化工区管委会环保处 陆一峰

上海市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土壤和
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要求分享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SGS) 邱爱华

长三角标准一体化 华东理工大学 修光利

工业VOCs泄漏检测与控制技术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张钢峰

扬尘在线监测综合解决方案 青岛明华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温室气体检测仪在碳减排及空气污染
管控中的开发和应用

河南省奥瑞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向东

工业园区的环境空气监测和污染溯源
性分析监测

堀场（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H0RIBA) 吕岩



 同期会议

09

演讲主题（部分）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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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背景下高排放标准污水厂精细运行
控制策略

常州市排水管理处  技术总监  吕贞

低温真空脱水干化一体化技术装备在大
型地下式污水厂污泥处理中的应用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工程师
技术总监  陈莉佳  

泰和污水处理厂智慧化运行经验分享 上海泰和污水处理厂  副厂长  樊昱昕

城市污水厂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及核算
方法介绍

上海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家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博士 郭恰

新形势下污水处理厂除臭几点思考
瑞燃（上海）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健

磁悬浮鼓风机在污水提标改造中的高效
应用

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胡志强

超光谱技术在水质监测中的应用 北京与光科技有限公司  CMO兼合伙人  董俊

城市污泥处置节能减排技术应用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博士  邹博源

第五届中国智慧水务高峰会议暨2021长三角（区域）污水厂
运维管理高峰论坛

近几年我国污水处理能力得到快速提高，截至2020年12月底，中国城镇污水处理厂数量已达
4000余座，并且这个数量仍在呈现不断上升趋势；2021 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为进一步研究探讨污水处理厂涉及的各类问题，提升污水处理厂运维能力，解决污水处
理厂越来越多的问题，上海排水行业协会和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将于2021年6月3日上海国
际水展期间，组织召开2021长三角污水厂运维管理高峰论坛，解读行业政策，分享污水处理
厂运维经验，研讨行业技术的发展方向，搭建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新技术、新工艺平台。



 同期会议

演讲主题（部分）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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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与江苏省经济发展与环境领域一直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以及紧密合作。自2016年以来，双
方在水领域展开战略行业合作（SSC），并迈入新的合作阶段。丹麦王国华大使/驻沪总领事馆
及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江苏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持续展开对话，并达成共识就以下方面促进合
作交流：1.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尤其是高效经济的分散式污水处理。2.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尤其低效管网收集造成的低浓度进水；污水处理过程的能耗，及淤泥处理回收。

江苏-丹麦污水处理合作论坛

致辞及演讲-丹麦污水处理介绍 丹麦驻上海总领事馆  总领事  林朗

讲话 江苏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  副厅长  陈浩东

讲话 江苏省生态厅应对气候变化处（对外合作处）
副处长  陈军 

丹麦绿色节能技术的工业环保领域应
用-格兰富公司介绍

格兰富工业水处理  业务总监  庞红敏

深入实施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科学推
进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悉地（苏州）勘察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韩素华

AVK助力污水处理的高效经济运行 埃维柯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兼市场
总监  严荣

扬州市污水管网建设和管理情况报告 扬州市政管网公司  总经理、高级工程师  黄棚兰

兰德森碳化硅膜水处理系统碳化硅膜
水处理系统

兰德森膜技术南京有限公司  高级项目经理  程翼

城镇污水处理厂精细运维与成本控制
策略

常州市排水管理处技术总监、教授级高工  吕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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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展

城市河网水环境提升理论与技术创新 李云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碳纳米材料在水环境领域的应用
⸻矿化还原技术

陈扬 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教授

以水入境，叙述独特的城市美学 钟律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渤海湾盆地盐水层的碳封存技术及前景
程海鹰 天津市滨海新区环境创新研究院副总工
碳中和研究所所长

水处理创新技术装备化变革 陈福明 清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

LSTT水生态修复技术体系与小流域生
态景观河道系统构建 

王志彬 北京绿景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城市河道水质提升面临的瓶颈问题及
应对策略

创新型装配式污水处理厂工艺及应用
模式

两碳背景下的绿色产业发展

关于福建省海岸线生态修复的探索

李一平   河海大学环境学院 副院长

环境设计中的生态哲学 魏俊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生态环境工程院副院长

王国彬 广州鹏凯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田卫红 中电建生态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华浩淼水生态环境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张志谦   厦门市市政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AI+环境 赋能新未来 黄瑾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总工

基于MABR技术的农村污水一体化设备 张伦梁   天津海之凰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博士

2021水环境治理产业发展论坛（上海）

2021世环会将于6月2-4日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该展会涵盖水、固废、大气、土壤
、智慧环保、环境综合治理、第三方服务平台7大环境污染治理领域，汇聚超1,600家环境企
业，展示面积达15万平米规模，已成为全球超大规模的世界环保博览会平台。

水环境治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将于世环会期间，围绕水环境治理产业发展的主题，分享
前沿行业动态及优秀案例、探讨技术产品发展方向及商业模式等，发挥产学研融协同及产业
集聚作用，加强联盟内外部交流。



演讲主题（部分） 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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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第三方环保服务（环保管家）市场秩序、优化市场环境、引导行业自律、促进行业发展
，上海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将与2021年6月2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首届第三方环保服务（环
保管家）论坛（以下简称“论坛”）。论坛将邀请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中国环境保
护产业协会、上海市开发区协会领导解读国家最新相关政策、介绍园区生态环境管理要求、探
讨上海环保管家发展现状，同时邀请企业分享展示经典优秀案例，增进交流学习。

长三角制药大气排放标准一体化-VOCs联防联控发展论坛

制药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解读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都基峻

浙江省医化行业VOCs治理的思考及发展 浙江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姚轶

制药行业VOCs治理技术及管控案例分 河北科技大学 郭斌

制药工业VOCs全过程控制及安全设计
注意点

同济大学 羌宁

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收集技术 上海机电设计院 李磊

医药行业（含氯素）废气综合治理路
径思考

复旦大学 张仁熙

生物制药行业恶臭污染特征及控制工
程案例

清华大学 席劲瑛

医药化工工业园区VOCs精细化溯源
及管控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 车祥

长三角地区VOCs标准一体化的现状
与规划研究 华东理工大学 修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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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世环会·第二届固废处置与资源化高峰论坛（医废专题）
随着世界范围内疫情的延续，我们疫情防护及医废处置所形成的“中国经验”得到世界认可
，国内疫情也逐渐走向常态化防控阶段。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国
家对医废处置重视程度不断升级。“十四五”规划意见稿提出，加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收集
处理，大部分省市均将医废处理纳入“十四五”规划，各省市在稳步推进医废处置设施补短
板能力建设。
为持续完善医疗废物处置机制、守好“末端”防线，助力全国医疗废物处置补短板能力建设
，提升医废收运处置能力与水平，推进《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的贯彻实施，
2021年6月3日-4日将在上海举办“2021世环会·第二届固废处置与资源化高峰论坛”。

演讲主题（部分） 嘉宾

深入贯彻落实“危废十条” 努力推进
医疗废物环境管理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总工程师 韦洪莲 

湖北省疫情防控医疗废物处置应对及
补短板工程建设实践与思考

湖北省生态环境厅 一级巡视员 李瑞勤 

疫情背景下医疗废物处置行业变革与
展望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瑟澜 

医疗废物监管现状与展望 周晓梅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处  副处长

持续推进上海市医疗废物精细化管理
上海市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主任
吴劲松 

医疗机构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现状 郭玉文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医疗废物处置政策与产业规划解读 清华大学 教授/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固体废物
处理利用委员会 秘书长 李金惠 

疫情之下—四川医疗废物管控情况介绍 贺艳娟 四川省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中心  副科长

医疗废物处置补短板推进情况介绍 地方生态环境部门

上海市医疗废物收-运-处全链条升级实践 上海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李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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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会

深圳市平政通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奥瑞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智易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华闵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欧卡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蓝盾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同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享控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地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深国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开封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淳业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瑞士快速定量微生物学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代表处
杭州春来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凯米斯物联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东京计装（上海）仪表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计讯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在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以智能水表为核心，为水司打造智慧水务一体
化平台
温室气体检测仪在碳减排及空气污染管控中的
开发和应用
针对钢铁、焦化、水泥等重污染企业超低排放
管控治一体化智能综合平台
蓝天盾-智能运维系统和危废处置智能化管理
平台
超低浓度重金属监测利器-原子荧光重金属在
线分析仪
欧卡智舶全新无人驾驶割草船与无人船全智能
工作解决方案（无人船无线充电岸基）发布
新大气污染形势下的臭氧防控策略
恶臭在线监测系统产品发布
智慧水务运营平台V3.0发布
大气超级站数据治理与应用
环保行业应用的新型温控模块
一种模块化恶臭传感器介绍
Smart KY 智慧开仪物联网解决方案
智慧河道/湖泊/水库水质预警监测系统
瑞士rqmicro创新水质微生物快速检测—监测细
菌污染，预防疾病爆发
环境空气VOCs监/检测解决方案
水中病毒检测系统
全光谱水质监测仪原理及其应用
小口径超声波流量计
5G环保数采仪在智慧环保中的应用
韩国WESS仪表之非接触式超声波密度/浓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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