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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5至27日，首届国际纺织品洗涤、皮革护理、清洁技术与设备亚洲展览会（简称

“中国洗涤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成功举办，展览规模超过30,000平方米，共有来自21个

国家和地区的311家优秀企业参展，吸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25,202名专业观众到场参观

交流、拓展业务和建立更广泛的全球市场网络。

本届展会聚焦于技术性和可持续性，集中展示国内外领先的水洗、干洗和后整理设备、节能

环保技术、信息化/智能化方案、洗涤化料、耗材及皮革护理产品等多领域全产品链。同期配套丰

富精彩的主题活动，满足行业人士和专业买家的不同需求，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为期三天的展会实现了融合创新与增值发展。国内外品牌企业踊跃参展，海内外观众纷至沓

来，展会现场人头攒动，络绎不绝。展会效果和现场服务赢得中外展商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盛会落幕  余音绕梁 

展览面积 30,850 平方米                     

展位总数 1,764 个

中外展商 311 家                                         

专业观众 25,20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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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行业热点

国际领军品牌齐亮相

本届展会国外展商占比20%，凸显了国际性。来自德国

的 Böwe、 Herber Kannegiesser、 Kreussler、 Miele、

Maxi-Press、 Seitz、 Veit； 来 自 美 国 的 Alliance、

AquaRecycle、 Colmac、 DJ、 Diversy、 Ecolab、

Hoffman、 Maxi、 Whirlpool； 日 本 Asahi、 Sankosha、

Toto、Yamamoto；意大利Firbimatic、Pony、Renzacci、

Sidi、Union；西班牙Domus、Fagor、Girbau、Unisec；

以 及 丹 麦 Jensen、 比 利 时 Lapauw、 荷 兰 Vega、 瑞 典

Electrolux、法国Danube等领军品牌齐集亮相，展示国外领

先技术和创新产品。 

后整设备效率再提升 

科技创新推动布草和衣物后整理设备多元

化、专业化、智能化发展，高效率、低能耗、

快速精准是最显著的特点。后整设备整体效率

进一步提升，大大缩短与市场需求的距离。

Jensen、Herber Kannegiesser、威士、海狮、

川岛、航星、Vega、颉保申光、小鸭、绿洲、

Asahi、中施、Fagor、伊丽莎、百强、澜美、

汇布等布草后整设备企业展位熙攘、门庭若

市。衣物后整理设备企业Sankosha、Pony、澳

上、丸三等展位上亦是人头攒动、络绎不绝。

射频识别技术备受瞩目

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与自动化生产的

进步，射频识别技术在洗衣行业的应用越见

广泛。本届展会RFID展区汇聚了多家该技术

领域的行业翘楚，包括Autovalet、Bundle、

Datamars、Thermopatch、合宇科技、普睿

科技、思创医惠、安智博、正东、雅朴、诣

泰物联、森普迅洁、宏德利、迈德等，与业

内观众分享创新技术和应用案例，助力酒

店、医院、洗涤工厂进行数据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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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亮点  行业热点

04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洗衣机生产企业

也 在 不 断 应 用 新 技 术 和 开 发 新 产 品 。

Alliance Quantum Touch全新触屏系列自

助 洗 衣 机 、 Böwe Perc高 品 质 干 洗 机 、

Firbimatic全 新 PRO系 列 干 洗 机 、 海 尔

Casarte纤 见 滚 筒 式 洗 衣 机 、 Whirlpool 

Mayteg商用洗衣机、Miele Performance 

Plus系列洗衣机、LG多系列商用洗衣机、绿

洲多溶剂干洗机、Union云洗机、小鸭全自

动洗脱机、Electrolux L6000系列洗衣机、

Unisec多溶剂干洗机......无论是干洗机还是水

洗机，洗衣单机还是洗脱/洗烘一体机，在提

高洗净率的同时，还要缩短洗涤时间，减少

用水量和洗涤溶剂，降低能源消耗。

洗衣机技术创新方兴未艾

锅炉技术助力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是洗涤行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选择，洗涤工厂对于锅炉的要求不仅是

节能环保、安全可靠，还希望技术先进、智

能高效。本届展会现场，昂步、力聚、聚

能、南方、双峰、凯大、地中海、国邦、富

昶、博通、特尔洁等多家锅炉制造企业分别

展示各具特色的超低氮燃气锅炉、生物质蒸

汽发生器、燃油燃气锅炉、电蒸汽发生器等

产品，为用户提供更安全、更节能、更智能

的供热系统解决方案。

日光、蓓特丽、鼎盛、达美丝、伟力、

高仕捷、海利、丽友、云中雀、洁蓝特、佰

美、佳跃、诺洁、升金衣仆等多家洗涤化料

企业推出最新的清洁剂、液体化料、固体化

料等，产品质量高、成本低、效益高、品种

多，满足各类场所的清洁需求。芬尼斯、莎

菲雅、皇宇、好尔威、格斯曼、莱色、华耐

仕、阿莱尼、格林维士、悦普、标奇、中

旭、惠诚现场演示皮革护理膏、色浆、滋养

膏、软化剂等产品的特性与优势，去污能力

强，清洁效果好，滋养保护皮革，最大限度

保留皮革原有风格。

洗涤化料与皮护新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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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数据分析

2019中国洗涤展展会规模超过30,000平方米，吸引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日本、意大

利、西班牙、英国、法国、瑞典、丹麦、瑞士、比利时、巴西、韩国、荷兰、葡萄牙、澳大利

亚、新加坡、土耳其、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21个国家及地区的311家国内外优秀企业参展。

知名企业/品牌包括：艾兰洁、Aisiwei、Alliance、Asahi、澳上、奥尚、百强、Neasurf、

蓓特丽、华海智邦、蓝天、Böwe、川岛、中施、大成、Danube、Datamars、Diversey、地中

海、Domus、Ecolab、Electrolux、伊丽莎、Fagor、雅朴、Firbimatic、Fornet、Gamesail、

颉保申光、国鑫、海尔、鼎盛、汇布、IC、济南得力、Jensen、Herber Kannegiesser、澜美、

LG、力聚、小鸭、Maxi、Miele、Mulseco、南方锅炉、绿洲、Pony、邦普、睿智科技、航

星、Sankosha、海狮、双峰、皇宇、日光、Tongfei、Toto、Unisec、Vega、百胜、丸三、伟

力、威士、Whirlpool、Yamamoto、盈创等。

国际企业
20%

国内企业
80%

21.5%

4.2%

12.5%

8.7%

9.3%

1.3%

3.9%

机械设备

洗涤化料

皮革护理

机械配件

辅料耗材

软件系统

连锁加盟

其他

38.6%

注：按参展品牌英文名称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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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数据分析

展期三天共接待国内外专业观众25,202人。其中，国内观众22,604人，来自北京、上海、广东、

江苏、山东、浙江、天津、河南、河北、辽宁、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新疆、广西、宁夏、内蒙

古、香港、澳门、台湾 等31个省（市、区）。国外观众2,598人，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泰国、新加

坡、印度、日本、越南、印尼、菲律宾、意大利、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巴西、加拿大、澳大利

亚、墨西哥、西班牙、俄罗斯、土耳其、荷兰、瑞士、沙特阿拉伯、比利时等68个国家。

观众所属行业 

3%投资商、媒体、相关服务机构等

12%
洗衣机、清洁设备和洗涤剂及

相关产品的制造商和分销商

3%有洗衣或保洁服务要求的其他机构

2%物业管理、家政和保洁公司

3%医疗和护理机构

7%酒店和餐饮机构

23%洗衣机，皮革/鞋类护理店

45%洗衣公司和洗衣厂

寄宿学校 1%

铁路和航空公司 1%

观众参观目的

30%

35%

18%

9%

28%

37%

24%

25%

14%

9%

参观/了解产品品种

扩展专业知识

获得对市场现状的整体印象

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

进行采购

为采购决策做准备

寻找新的供应商

建立关系网

维护现有的业务关系

参观/了解创新产品，新开发的成果

华东地区 华中地区

华北地区

华南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东北地区

香港、澳门、台湾

8%

8%

7%

5%

3%

3%

3%

国内观众

22,604人

63%

南美洲

非洲

北美洲

大洋洲

4%

3%

3%

2%

国外观众

2,598人

欧洲11%

观众感兴趣产品程度

50%
洗涤设备、系统

及配件

45%
洗涤化料

及耗材

26% 32%
节能环保设备

与技术

清洁设备、工具

及化学用品

24% 24%
信息化/

智能化产品

皮革护理

产品

6% 6%

租赁服务
其他

相关服务

亚洲（除中国以外）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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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价

本届展会的规模明显比以前各家单独举办时更大，参观商和参展商

也更多。这次我们带来了自行研发的双通道展布机、折叠机系列及与英

国Xeros公司合作研发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微粒子洗衣新技术，这是我们

节能环保的主打产品。今后市场发展趋势必定走向智能化、高效集成，

对于节能、绿色、环保、高效、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

——陈宏，董事长，江苏海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洗涤展是行业内展览内容最丰富和最受欢迎的展会，针对市场

需求集中展示国内外企业的不同产品和服务。中国洗涤行业正在向自动

化、智能化发展。其中，后整理设备技术充满发展机遇和市场前景，我

们希望通过展会平台来展示国产设备的面貌，通过交流提高技术水平。

——吕立毅，总经理，上海威士机械有限公司

强强联合后的中国洗涤展是一个更优质的商贸平台，本届展会期间

我们接待了大量观众。中国市场潜力很大且发展速度迅猛，客户群体在

四年前主要关心投资和价格，但这种状态正在发生转变。许多企业正准

备投入更多的资金以求降低运营成本，同时受政府政策的推动，人们更

聚焦可持续性发展，这是一个良好的势头。

——Otto Burger, 销售副总裁，德国赫伯凯尼基莎有限公司

中国洗涤展已经达到欧美同类型展会的水准。中国市场经过一代人

的努力，发生了质的飞跃，从多年前的简单机械发展为全自动、节水以

及节省劳动力的模式。所有应用于欧洲的技术，都可以在中国市场上看

到。同时，大量的投资商正在寻找机会。

——Martin Rauch, 销售总监，简森工业洗涤技术（徐州）有限公司

中国洗涤展的专业观众质量非常高，不但吸引了众多国内观众，同

时也吸引了大量亚洲、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客户。阿兰斯这次带来下洗上

烘兼有最新触摸屏控制的产品，七月份在美国市场首次亮相时已获观众

热捧，相信这款产品在亚太同样会带来轰动效应。其次我们还带来精洗

设备产品、湿洗环保技术，特别符合国内的环保政策。

——刘冠华，中国区销售总监，阿兰斯洗涤设备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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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评价

洗涤行业对环保、节能要求越来越高，中小型手工作坊将被淘汰，绿

色、环保、高效、节能的企业将取而代之。为了应对这个变革，我们加大

资金投入研发智能化、数字化产品，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投入整体设备

和洗衣房运营业务。这次展会是两展联合的第一届，参观人数比以前成倍

增加，专业客户非常多，我们现场就有几单成交，希望展会越办越好。

——杨明军，副总裁，上海航星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我们在本届展会上主要展出颉保湿洗解决方案、比普通烘干机节能

30%的节能环保烘干机，以及具有超强洁净力的洗衣龙。两展合一的中国

洗涤展，整合资源，让我们受益颇大，节省更多时间，接洽更多潜在客

户，我们感到十分满意，以后每届都会持续参展。

——钱志根，CEO, 颉保申光洗涤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非常高兴今年参加全新的中国洗涤展。展会人气非常高涨，比往年的

展会客流量预计多了二三成，优质目标客户数量也同比攀升，海外客商数

量超出我们预期。国外买家更侧重品质与性价比，外销将会是我们未来重

点发展的方向。这次我们带来了新型环保的硅溶剂干洗机以及多溶剂干洗

机，也推出了不同业态，例如自助洗衣。我们获得的意向订单数量令人满

意，并找到了一些很有实力的经销商，整体效果很不错。

——田伟涛，市场部经理，济南绿洲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市场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这是我们参加中国洗涤展的原因，展会

给我们提供了拓展潜在市场的契机。目前，欧美已经出现了纺织品租赁的模

式，而中国市场亦跟紧步伐，往这一模式发展。在这种大背景下，射频识别

技术显得非常重要。我们的目标客户是洗衣店老板与经理，展会现场接待了

非常多的客户，本次展出非常成功。

——Julien Buros, 产品及服务总监，Datamars Textile ID, DATAMARS SA

整合两展资源的中国洗涤展，节省了展商的时间和精力，扩大了展览规

模。洗涤设备正在往自动化、智能化、高质量的趋势发展，我们企业也要与

时俱进，配套智能化管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以满足客户的需求。首届中

国洗涤展受关注度很高，是全球洗衣人的盛会，我们会持续关注并参与。

——郭继东，董事长，北京日光精细（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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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评价

潘福增，会长，北京市洗染行业协会：“通过

参加中国洗涤展，可以了解到行业的前沿信息

和未来发展趋势。本届展会是两展强强联合后

的首次亮相，我们满怀期待，组织了20多家

会员企业参观展会。展会是我们与海内外同行

交流的重要平台。本次参观主要想了解自动

化、智能化产品，在国家大力推进环保节能和

运营成本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自动化产品将

成为主流产品。”

王为模，理事长，台湾洗衣商业同业公会联合总

会：“今年我们组织了30多人的买家团参加中国

洗涤展。展会现场汇聚了众多知名品牌，国内洗

涤设备的质量有了大幅提高。近两年经济形势没

有之前那么强劲，反而促使企业砥砺前行、保持

创新，让我对行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环境问题

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重视，国家政策也在

逐步调整，市场对于绿色洗涤剂的需求日益增

加，我很高兴看到本届展会扩大了产品范围，紧

跟行业发展趋势的主旋律。”

TP Chan, 首 席 执 行 官 , 新 加 坡  Laundry 

Network Pte Ltd：“我参观中国洗涤展是为

了了解市场需求和动态，寻找合适的解决方

案，并与亚太地区洗涤行业的合作伙伴分享我

的经验。中国市场发展迅猛，企业越来越注重

人工智能、高新技术、优化劳动效率以及能源

节省。自1998年以来，我每年都参加展会，很

高兴看到展会的成长历程，很欣喜看到行业专

家齐聚一堂。展会办得非常出色，期待明年再

次相会！”

乔光琼，总经理，广州市中山医科大学洗涤中

心：“本次展会现场展示的产品让我很震撼，

从产品的外观、性能、技术、实用性等等方面

来看，每家企业的产品都有很大进步，很值得

我们参观学习，效果让我很满意。感谢主办方

的尽心与精心办展。”

段祥顺，总经理，河北靓丽洗涤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今年展会比上一届有焕然一新的感

觉，展会时间段选得很好，组织方面也非常娴

熟，展现了洗涤业几乎所有的需求，参观展会

后收获很大。感谢主办方搭建了这个平台，更

感谢组委会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正是你们的

努力把洗涤行业上下游连接一起，才有了行业

的大发展。”

沈兆霞，洗衣房经理，吉林市王子酒店：“展

会办得很好很成功，参展企业现场展示的新设

备新产品很有亮点，尤其是环保节能方面的产

品让我记忆深刻，我们在现场和几家企业达成

了合作意向，此行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收获

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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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买家团

特别鸣谢以下行业协会组织专业买家团参观本届展会。

（按协会名称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安徽省洗涤行业协会

澳门洗衣业商会

北京市洗染行业协会

长春市洗染行业协会

大连市洗染行业协会

福建省洗染业商会

福建省洗染业协会

广东省洗染行业协会

杭州洗染行业协会

河北省商业联合会洗染业专业委员会

河北省洗涤业协会

黑龙江省洗染行业协会

湖南省洗涤行业协会

江苏省洗染行业协会

江西省洗涤行业协会

荆州市洗染行业协会

辽宁省洗染行业协会

内蒙古洗染行业协会

山东省洗染行业协会

陕西省洗染行业协会

上海洗染业行业协会

四川省洗染行业协会

台湾洗衣商业同业公会联合总会

太原市洗涤业协会

天津市洗染行业协会

武汉洗染业协会

香港洗衣服务业联会

香港洗衣商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洗涤行业协会

亚洲织物护理学院（新加坡）

浙江省洗染行业协会

郑州市洗涤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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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同期活动

2019中国洗涤展

开幕典礼

Texcare Asia与China Laundry Expo两展联合以全新形

象“中国洗涤展”首次亮相，是2019年度洗涤行业的一件大

事，受到国内外行业人士的广泛关注。展会开幕典礼于9月

25日09:30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主办方特别邀请

来自中国、德国、法国、新加坡、荷兰、日本、印度等国七十

多个行业协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国内外行业媒体代

表，以及百余家中外知名企业负责人等共计200余位重要嘉宾

莅临出席，共同见证盛会开幕。

2019世界洗染行业

高峰论坛

9月24日，2019世界洗染行业高峰论坛在上海浦东星河湾酒

店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办，论坛本着“汇聚世界洗染行业最先进的

理念和技术，让我们的家园天更蓝、水更清、衣更洁”的一贯宗旨，

契合全球开放合作的发展大势，放眼世界，前瞻洗染行业发展趋势，

提升洗染行业的科技创新和全球互联。

本次论坛分为“主论坛”、“公用纺织品洗涤分论坛”、“生

活衣物洗涤分论坛”、“最佳实践案例路演”四个部分，吸引来自

全球20多个国家的300多位洗染业精英齐聚一堂，共同分享世界洗

染行业极具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发展方向、创新技术及管理经验。

第十一届全国洗染业

职业技能竞赛

9月25-27日，第十一届全国洗染业职业技能竞赛在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顺利开赛，来自全国各地共计200余名洗染行业技能选

手参与总决赛的激烈角逐，成功决出“正章杯”前台服务技能竞

赛、“日光杯”污渍去除技能竞赛、“莎菲雅杯”皮衣保养技能

竞赛、“翰诺杯”鞋类护理技能竞赛、“威士杯”服装熨烫技能

竞赛、“洁希亚杯”衣物织补技能竞赛六个竞赛项目的优胜者。

作为国家级二类竞赛活动，全国洗染业职业技能竞赛是洗染

行业最权威的职业技能竞赛。竞赛旨在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

神，促进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多角度全方位展示技能人才绝

活，推动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本届竞赛得到了全国各地方协

会、企业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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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同期活动

研讨会于9月26日上午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N3馆顺利

举办，吸引众多业内人士参加。海宁海皮匠皮衣保养有限公司

总经理沈惠明从皮革护理的前景展望、现状分析、用料、事故

例举、常见的皮革分类五方面进行阐述。滕州市坐安工贸有限

公司董事长闫强围绕“汽车内饰清洗护理、翻新修复的市场前

景预测及跨界整合分析”主题与参会者分享和研讨。法国艾派

尔护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涛将报告重点放在奢侈品管理学与门

店营销定位的结合、洗护风险与奢侈品鉴定学的关联、材质工

艺与奢侈品鉴定学的关联三方面。

酒店绿色洗衣

高峰论坛

9月26日下午，由展会主办方联合上海旅游行业协会饭店业

分会共同主办的“酒店绿色洗衣高峰论坛”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N3馆隆重举办。论坛邀请到深圳中施机械公司副总经理刘

琥、上海静安瑞吉酒店工程总监黄留荣、阿兰斯公司营销总监张

原、上海贝御机电公司总经理陈刚等四位嘉宾发表主题演讲。围

绕“绿色洗衣的发展与趋势”和“酒店洗衣房的困境与解决方

案”两个主题举行圆桌会议，并邀请到上海富豪东亚酒店工程总

监陈伟庆、阿纳迪酒店工程总监蒋传国、绿地万豪酒店工程总监

金波、大宁福朋喜来登酒店工程总监高勇、苏宁万怡酒店总工程

师张杰、上海市节能工程技术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宏、昆仑大

酒店工程总监袁汇峰、凯宾斯基大酒店工程副总监薛义民等多位

嘉宾开展对话和互动交流。

9月25日下午，由深圳中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举办的

Milnor洗衣龙产品推介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M40会议室举

行 ， Milnor高 级 副 总 裁 Russell Poy、 高 级 销 售 工 程 师

David Urquhart、中施总经理王伟立、中施销售总监刘琥、售

后服务经理敖多等五位演讲嘉宾分别向参会嘉宾们介绍了

Milnor洗衣龙的特点及其应用的脉冲喷流技术，共同探讨行业

技术创新及市场发展趋势，对加快脉冲喷流技术应用国产化步

伐提出崭新的解决方案。

Milnor洗衣龙产品

推介会

皮革护理新模式

探索与市场前景展望

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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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同行 感恩有你

特别鸣谢以下机构对本届展会的大力支持

安徽省洗涤行业协会

澳门洗衣业商会

北京市洗染行业协会

长春市洗染行业协会

大连市洗染行业协会

德国纺织品清洁协会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纺织品专业处

理、布料与皮革技术协会

福建省洗染业商会

福建省洗染业协会

甘肃省洗染行业协会

广东省洗染行业协会

国际纺织品护理委员会

国际干洗协会

国家轻工业服装洗涤机械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韩国洗涤业中央会

韩国洗衣与干洗机械协会

河北省商业联合会洗染业专业委员会

河北省洗涤业协会

河南省洗涤业协会

荷兰纺织服务联合会

黑龙江省洗染行业协会

湖南省洗涤行业协会

江苏省洗染行业协会

江西省洗涤行业协会

辽宁省洗染行业协会

内蒙古洗染行业协会

宁夏洗染行业协会

青海商业联合会洗染专业委员会

全国服装洗涤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疗洗涤消毒分会

全国洗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日本全国洗染生活卫生同业组合联合会

山东省洗染行业协会

陕西省洗染行业协会

上海旅游行业协会饭店业分会工程专业指导组

上海洗染业行业协会

四川省洗染行业协会

台湾洗衣商业同业公会联合总会

太原市洗涤业协会

天津市洗染行业协会

武汉洗染业协会

香港洗衣服务业联会

香港洗衣商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洗涤行业协会

亚洲织物护理学院

浙江省洗染行业协会

中国联合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轻工机械协会洗涤装备分会

中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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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纺织品洗涤、皮革护理、清洁技术与设备亚洲展览会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for textile laundry, leather care, 

cleaning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相约上海

不见不散

2020年8月13至15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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