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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北京水展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E1-E3馆（ 顺 义 区 天 竺 裕 翔 路 8 8 号 )

WATERTECH Beijing

9.19-9.21

扫描二维码并关注
WATERTECH北京水展
查看同期活动及会议干货

扫描二维码下载
“世环会”APP
在线免费查看本届
展会展商名单

201809:00-09:30
09:30-09:40
09:40-10:00

C

B

时间：9月20日� 会议地点：会议室C（位于E1馆E1.002）

时间  会议议题及嘉宾

9月19日  会议议题及嘉宾

9月20日  会议议题及嘉宾

入场签到
论坛开幕式
议题：《膜与水处理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18）》发布
嘉宾：德中环保咨询（GEP�Research）研究部

10:00-10:40

10:40-11:00
11:00-11:30

13:00-13:15
13:15-13:55

13:55-15:15

15:15-15:45

15:45-16:00

16:00-16:30

议题：2018�WIIF水处理创新产品与技术发布
嘉宾：原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水污染治理委员会秘书长，王家廉

议题：2018�WIIF水处理企业区域市场合作发布会
议题：水处理行业投融资分析（金融机构）
嘉宾：循环经济协会投融资专委会专家委员会

午休

主持人宣布下午论坛安排
议题：《工业废水处理行业发展研究报告（2018）》发布
嘉宾：德中环保咨询（GEP�Research）研究部
议题：�（细分领域）水处理下游需求情况分享
� ·��农业、农村水处理
� ·��工业水处理（产业园区、工业）
� ·��家用（民用）净水
议题：拟在建项目发布《水处理拟在建项目》发布
嘉宾：北京华信捷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
议题：WIIF水处理投融资项目平台发布
嘉宾：循环经济协会投融资专委会副秘书长，王金华

论坛会刊发放

10:15-11:00

12:45-15:00

15:00-16:15

10:15-11:00

11:00-11:45

14:00-15:00

15:00-15:45

议题：云景ACM智能四恒系统
嘉宾：北京云景之家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杰
议题：“3分钟收心”话术��
嘉宾：青岛海纳普尔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段成同
议题：共建�共享�共赢——2018新品财富发布会
嘉宾：青岛市丰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BLUESOSO市场总监，孙超

议题：全屋净水，全家健康
嘉宾：开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深客户经理，吕君
议题：能量与可能�——时代的新意与新意图
北京中恒复印设备集团有限公司CET集团董事长，马学文
议题：共建�共享�共赢——2018新品财富发布会�
青岛市丰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BLUESOSO市场总监，孙超
议题：净水器行业销售破局
山东嘉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斌

时间：9月19日13:00-16:10� 会议地点：会议室E208（位于南登录厅二楼）

主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豆丁建筑网

承办单位：土木在线网、行见BIM网
主要议题：BIM技术助力数字化技术“新常态”、市政给排水BIM技术应用及二次开发
� BIM技术在机电安装装配式中的集成应用、BIM技术在建设工程行业的应用落地

膜与水处理/工业污废水处理/末端净水/泵管阀/健康饮水管道/空气净化与新风

时间：9月19-20日� 会议地点：会议室B（位于E2馆E2.312）

观众指南

膜与水处理/工业污废水处理/末端净水/泵管阀/健康饮水管道/空气净化与新风



北京水展
WATERTECH Beijing

会议室A
E3.301

主办方
办公室
E3.207

礼品券兑换点
E3.450

末端净水与空气净化

E2馆
末端净水

13:00-13:10
13:10-13:40

13:40-14:10

14:10-14:40

14:40-15:10

15:10-15:40

15:40-16:10

开幕嘉宾介绍
议题：工业废水的治理技术及设备
嘉宾：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海热提
议题：EPLAN在水处理行业中的工程设计解决方案分享
嘉宾：易盼软件（上海）有限公司工程部过程控制行业技术顾问，刘文龙
议题：智能数字投加技术和次氯酸钠发生器消毒系统
嘉宾：格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应用工程师，王晓南
议题：农村、工业分散污水处理技术
嘉宾：北京化工大学环境科学与能源工程学院博士，戚伟康
议题：TSHRO碟管式反渗透技术应用及案例分享
嘉宾：济南上华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海龙
议题：荷电膜分离技术应用研究
嘉宾：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娄玉峰�

会议室B
E2.312

B

会议会会

A

会议会
E

D

C

会议室C
E1.002

C

会议会会

会议室D
E2.587

D

会议会会

E3

时间：9月19日� 会议地点：会议室C（位于E1馆E1.002）

时间：9月19日13:00-17:00� 会议地点：会议室D（位于E2馆E2.587）

时间：9月19-20日� 会议地点：会议室E206（位于南登录厅二楼）

时间  会议议题及嘉宾

9月19号  会议议题  主讲单位

9月20号  会议议题  主讲单位

国内膜产业发展的几个动向
RO/NF膜应用的若干基础问题
中环膜TIPS法超滤膜和MCR技术在高难废水
处理及“零排放”应用案例分享
纳滤膜及纳滤应用工艺介绍
纳滤系统优化设计
美国海德能膜产品在零排放领域之应用
新型高效中空纤维膜系列膜产品及应用技术
两种新技术在去除重金属技术中的应用
2000PSI膜外壳的研发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环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城建大学
日东（中国）新材料有限公司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昊华工程有限公司
哈尔滨乐普实业有限公司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10

11:10-11:50
13:30-14:10
14:10-14:40
14:40-15:20
15:20-15:35
15:35-16:15

09:30-10:00
10:00-10:40

10:40-11:20
11:20-12:00
13:30-14:10
14:10-14:40
14:40-15:20
15:20-15:40

15:40-16:10

工业化制备增强型中空纤维膜的关键技术
德国滢格Multibore多孔超滤膜在市政饮用
水领域的优势及应用
滤膜孔径检测的原理方法和注意事项
平板膜及其在MBR中的应用
新型中空纤维膜材料的开发
双膜法系统的运行维护与清洗
膜法处理技术在废水资源化中的应用
面向工业园区的MBR（UF）-
臭氧催化氧化技术和产品
长效中央超滤净水机的原理与实践

北京海普润膜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滢格有限责任公司

贝士德仪器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上海斯纳普膜分离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工业大学
中海油天化工研究环境工程中心
山东招金膜天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创新芳苑膜分离技术有限公司

抽奖区
E3.082E3E

办公办

领水点

领水点

南登录厅

6号门8号门

领水点8号门

1号门

1号门

3号门

3号门

2号门

2号门

6号门

9号门

9号门

领水点

9号门

VIP买家
对接会
E2.001
对

2 VIP观众
餐饮区
E2.266
餐

3

VIP
休闲区
E1.589
休

4

媒体
采访间
E1.237
采

5

1

主办单位：直饮水时代�
协办单位：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国美电器、
参会人员：管理部门、机构代表、权威专家、权威渠道商、生产制造商、经销商代理商、媒体和消费者等�

B

D

2
3

会议室B

会议室D

VIP买家对接会

VIP餐饮区

E2馆
C

4

5

会议室C

VIP休闲区

媒体采访间

免费矿泉水领取处&咨询点
（领水点）

E1馆

A

1

礼品券兑换点

抽奖区

会议室A

主办方办公室

E3馆

展馆分布-现场活动指引

东登录厅

E1馆
膜、污水处理及泵管阀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