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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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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燃烧器网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装备办公室干燥专业组
中国化工学会化学工程专业委员会

上海怡涵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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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前言

       我国干燥行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广泛领域，干燥企业近600家左右，市场容量100亿左右，我国干燥设备行业进入较成熟的

发展阶段，价格相比国外同产品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企业具有很强的价格优势和竞争力。但是干燥企业区域聚集不明显，

技术创新动力不足，技术含量需提高，干燥在各行业发展不平衡。    

       我国干燥设备生产主要竞争对手是丹麦、瑞士、英国、德国、美国及日本。伴随世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及国家节能环

保政策的日益倒逼，更多的行业期待干燥烘干设备制造业按照高品质、低能耗、环保型的要求调整产品结构，高科技含量产

品正在催生干燥烘干设备制造业骨干企业的涌现。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干燥烘干关键技术及重要设备和产品的推广应用、在众

多企业的积极参与下和相关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下“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干燥冻干技术设备展览会”将于2020年12月9-

11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召开。SHDE2020将以全新的面貌、更超大的展出面积、高质量的观众、便利的交通期待您

的参与！



展会大数据

展会面积
  16000平方

观众
19876人次

展商
236家

组团
17个组团

上届展会数据



● 专业团队成熟运作,结合市场需求，缔造优秀品质，国内唯一干燥及烘

干技术设备展览会

● 专题专区专展，展品垂直细分，覆盖干燥全产业， 结识来自国内和国

际的高质量买家群

● 发布新技术展示新产品的绝佳平台， 全面的市场推广及品牌建设良机，

提高行业认知度

● 独有买家资源， 参加相关论坛活动，获悉技术创新资讯行业发展趋势、

助你拓展新市场

为何参展



召开线下新闻发布会 为展会宣传造势广邀国内外知名媒体参会

  ①国内外化工行业、电池工业、电子行业、医药行业、农药行业、生化行业、污泥行业、纺织印染、饲料工业、塑料
及橡胶工业、造纸工业、石化行业、建材工业、新型材料、冶金行业、表面处理行业、环保行业的决策层，采购商。
②国内外农业产品、农副产品、海产品、中药产业、食品工业、制药工业、木材工业的产销商。
③国内外国内外贸易组织、管理决策人士、研究所和大学、科研机构相关专家学者、行业媒体。

观众组织



会议亮点
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干燥冻干技术设备展同期将举办高品质的“商贸活动”、“对接会”、“颁奖典
礼”、“高峰论坛”、“课程培训”、“活动交流”等活动，助您了解最新市场和技术趋势、专业知识及
管理理念，把握行业发展脉搏！

活动一

       同期召开30场技术研讨会
及活动、 邀请全球的部分用
户及本行业上下游人 士莅临
交流

活动二

     全球31 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153家行 业合作媒体全面
推广、全程报道，尊享 品牌
展会的影响力

活动三

      你参展“我”给你找客户
“我” 给你找企业、“对接会”

需要你介绍你的产品技术、详
细了解请与组委会联系！



  参展企业增值服务

采购配对

     与在展会平台登记当下有采购需求

的采购商直接进行交易洽谈；

1

2

3

4

定制服务

     根据需求定向邀请相关单位组织专场推介会、

向观众及参会人员发送企业及产品介绍；

品牌提升

    成为展览或会议赞助商、论坛发言、现场媒

体采访报道树立品牌形象，提升行业认知；

行业动态
    参观展览、参加论坛及活动是了解行

业前沿技术、动态的高效之举；

品牌

定制

采购

行业



为参展企业“配对”

参展企业 用户企业

    为您的企业产品销售、找经

销商、代理商、找加盟

     国内外化工行业、电池、电子、医药、
制药、生化、污泥、纺织印染、饲料、
塑料/橡胶、造纸、石化、建材、新型材
料、冶金、表面处理、农业产品、农副、
海产品、食品、制药

为你一对一的客户产品配对

组委会为企业销
售保驾护航



强大宣传攻势、精准买家邀请

电话呼叫
• 专门成立 呼叫中心（call center），针对主办方高质量数据库，精准邀约专业观众莅临展会

• 100,000 专业买家数据，保证参展效果

EDM 电子邮件快讯

全年覆盖，全面撒网
• 全年不间断，高调曝光吸引买家眼球；

• 每期直达 50,000 观众，精准且直接的投向专业买家群体；

SMS 短信平台
定制信息，高效送达，100,000 目标

• 展前及展中，通过 SMS 发送展会信息及展会亮点，高效欢迎行业专业买家亲临参观；

• 直接发送给主办数据库中的预登记观众及历届观众 100,000+专业买家手机，为展商增加会晤机会。

精准邀请

精挑细选



广告宣传细致周密的观众邀请

微信平台
20,000 微信粉丝，无孔不入的细致阅读

• 展前及展中，通过微信推送展会信息及展会亮点，欢迎行业专业买家亲临参观；

• 推送给 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干燥冻干技术设备展 微信订阅号 20,000+粉丝。

邮寄计划
高效寄达，50,000 万目标

• 展前邮寄给 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干燥冻干技术设备展观众数据库 50,000+目标观众

• 会前通过电视台、报纸、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网站、邮寄、请柬、 拜访等多种形式邀
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商品零售业、 商品批发代理
业、 商品制造业等行业参观洽谈；、

• 参展商也可事先向组委会提供希望邀请的用户名单，组委会将向其发出邀请。 组委会办公

室提供参观券，参展商也可

自行发出邀请。经营单位及连锁机构等其它场所高质量买家。



海外推广

海外推广
•外贸推广

•海外渠道，深入推广

阿里巴巴国际站
环球资源网
•为展商能够更好的开拓海外销售渠道，中国（上海）国际干燥冻干技术设备展、一直励志于海外渠道的拓展，

例如在阿里巴巴国际站、环球资源网配合展商展示产品，快速接触海外买家资源。

每年有近 1000 家海外买家询盘，预计每年促成展商达到 3,000,000 元海外销售额。

海外买家

2019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干燥冻干技术设备展、每年将有海外买家组团参观，海外买家占比 12.7%



 部分会议论坛
聚焦、思变、未来—2020国际冷冻干燥机生存与发展论坛

2020中国(上海)国际冻干过程理论精英论坛100+

2020中国（国际）制冷系统真空系统创新高峰论坛

2020中国（国际）冻干设备行业的下一个10年发展

2020中国（国际）冻干过程的制冷与真空控制与新技术设备应用高峰论坛

2020中国（上海）干燥箱集中处理成套系统处置高峰论坛

2020中国冻干样品外观成因及解决办法技术论坛

2020中国（国际）如何优化冻干配方处理新技术运营管理论坛

2020中国（国际）小分子药物的纯化工艺设计与应用技术高峰论坛



展示内容
u冻干设备：干燥箱、制冷系统真空系统、媒体换热循环系统、自动控制系统、气动系统及在位清洗和消毒系统；
u制药及食品专用干燥设备：真空、沸腾、冷冻、喷雾造粒干燥机；回转、桨叶、旋转闪蒸、流化床干燥机；盘式、耙式、

管束、滚筒、带式干燥机等；食药品专用烘箱、真空干燥箱、干燥灭菌烘箱、热风循环烘箱、隧道烘箱等；提取、浓缩设
备；粉碎、混合、筛分及输送设备等；

u谷物、木材及农副产品烘干设备：热泵型谷物烘干塔；高频干燥设备；温风炉、热风干燥设备；热泵烘干机、耐高温除湿
机、除湿烘干一体机、恒温恒湿机、转轮除湿机、热回收设备；太阳能热风烘干系统；网带及隧道式烘干设备，微波干燥
设备等；

u环保及化工物料干燥设备：污泥干燥成套设备；生物发酵干燥成套设备；精细化工干燥成套设备；火电石化及其他特种行
业干燥成套设备等；

u新材料及轻工生产烘干设备：除湿干燥机、工业热风干燥机、燃烧器、热风炉、隧道炉、工业烘箱、紫外线固化机、红外
线干燥设备、电焊条烘箱、鼓风干燥箱、防爆烘箱、充氮烘箱、台车烘箱等；

u大型系统集成：粮食、饲料干燥设备及工程；专用型烘干房集成、植物保鲜干燥设备；生物质能源工程；自动化控制系统
及专业配套设备；仓储及环境温度控制设备、结晶蒸发及配套设备等；

u防湿包装：刚性容器包装、真空包装、充气包装、贴体包装、热收缩包装、泡塑包装、油封包装；
u空气脱湿、空气干燥：空气压缩机、冷却器、缓冲罐；
u干燥剂：氯化钙、硅胶、分子筛、活性矿物干燥剂；
u相关设备：动力装置；压滤机及过滤装置；除尘设备；搅拌设备；混合设备；加热装置、冷却技术与设备；余热回收装置；

金属网带、物料托盘及链条传送装置；温度传感器、烘干控制器等电控设备；通风设备、集散热管、中低温热管、耐高温
风机、电机及压缩空气系统等。



收费标准

国内企业 合资企业 境外企业

• 单开口展位16800元/9m2

• 双开口展位19800元/9m2 

• 光地1400元/m2

• 单开口展位13800元/9m2

• 双开口展位16800元/9m2 

• 光地1200元/m2

• 单开口展位3600美元/9m2

• 双开口展位4000美元/9m2 

• 光地360美元/m2

备注：
    ••• 标准展位3x3/9m2，配置：围板，地毯，一张洽谈桌，二把洽谈椅，公司楣牌一块，电源插座220伏一个。 光地（36 m2起租）
配置：展出空场地，搭建费、光地管理费、电源费等费用全部由企业另行支付。



会刊广告

赞助方案

A

B

• 封 面 ￥18000元        •  封 底 ￥15000元     • 扉 页 ￥10000元
• 封 二 ￥10000元        •  封 三 ￥8000元       •  彩色内页 ￥5000元

注：(会刊规格为210MM×285MM，广告费一律一次性付清；因故不
能参展企业， 亦欢迎选择。)

赞助方案及推荐广告项目：展览特设协办和赞助欢迎企业来电咨询。

会刊广告收费标准
将帮助您在展会后找到客户！除在大会期间广为发送外，还通 

过各种相关渠道发送给、未能前来参观展会的各地专业人士手中， 
他们可利用会刊迅速查找联络方法与服务内容



总 机 : +86 21-3379 3221          传真: +86 21-3379 3221
联系人：胡剑  137 6116 5298       邮箱：595056129@1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