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暖通制冷展会清单
展会LOGO

展会名称

展会地点

展会时间

德国法兰克福暖通制冷及厨
房卫浴展览会ISH 【推荐】

德国-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会展中心

2021-03-22 ~ 03-26
两年一届

法国巴黎卫浴暖通空调制冷
展览会Interclima+elec.
【推荐】

法国-巴黎
巴黎北郊维勒班展览中心

2019-11-05 ~ 11-08
两年一届

俄罗斯圣彼得堡空调暖通展
览会Engineerica

俄罗斯-圣彼得堡
俄罗斯会展中心

2020-04-14 ~ 04-16
一年一届

德国科隆热处理展览会AWT

德国-科隆
科隆国际会展中心

2019-10-22 ~ 10-24
一年一届

巴基斯坦拉合尔暖通制冷展
览会RAHEXPO Pakistan

巴基斯坦-拉合尔
巴基斯坦拉合尔世博中心

2019-10-29 ~ 10-31
一年一届

意大利米兰暖通制冷及卫浴
展览会MCE

意大利-米兰
意大利米兰新国际会展馆

2020-03-17 ~ 03-20
两年一届

德国纽伦堡制冷空调通风及
热泵贸易展览会CHILLVANT
A

德国-纽伦堡
纽伦堡会展中心

2020-10-13 ~ 10-15
两年一届

土耳其伊兹密尔暖通制冷空
调展览会Teskon Sodex Izmir

土耳其-伊兹密尔
伊兹密尔会展中心

2019-04-17 ~ 04-20
一年一届

德国法兰克福暖通制冷及热
电联产展览会EnEff

德国-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会展中心

2018-04-17 ~ 04-19
两年一届

印尼雅加达暖通制冷展览会R
efrigeration Hvacindonesia

印尼-雅加达
雅加达会展中心

2019-10-09 ~ 10-11
一年一届

埃及开罗暖通制冷展览会HV
埃及-开罗
AC-R
埃及开罗国际会议会展中心

2019-04-11 ~ 04-13
一年一届

越南河内暖通制冷展览会HV
ACR Vietnam

越南-河内
河内国际会展中心

2020-03-25 ~ 03-27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供暖通风空调
展览会Climate World Moscow

俄罗斯-莫斯科
莫斯科红宝石展览中心

2020-03-10 ~ 03-13
一年一届

韩国首尔冷暖气空调展览会H
arfko

韩国-首尔
韩国国际会展中心

2019-03-12 ~ 03-15
两年一届

巴基斯坦卡拉奇商用空调览
会HVACR Expo

巴基斯坦-卡拉奇
巴基斯坦卡拉奇博览中心

2020-03-26 ~ 03-28
一年一届

乌克兰基辅暖通及卫浴展览
会Aqua Therm

乌克兰-基辅
基辅国际会展中心

2020-05-12 ~ 05-15
一年一届

新加坡暖通制冷展览会MCE
新加坡-新加坡
Asia
新加坡滨海湾金沙会展中心

2019-09-04 ~ 09-06
一年一届

德国杜塞尔多夫热处理展览
会Thermprocess

德国-杜塞尔多夫
杜塞尔多夫会展中心

2019-06-25 ~ 06-29
四年一届

美国奥兰多制冷通风及供暖
泵类及阀门产品技术展览会A
HR

美国-奥兰多
奥兰多国家会展中心

2020-02-03 ~ 02-05
一年一届

俄罗斯莫斯科热处理技术与
设备专业展览会

俄罗斯-莫斯科
莫斯科中央展览中心

2019-09-17 ~ 09-19
一年一届

菲律宾宿务暖通空调及工程
机械展览会春季Philconstruct

菲律宾-宿务
宿务市贸易会展中心

2019-06-07 ~ 06-09
一年一届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暖通展
览会Aquatherm Almaty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阿塔肯特国际会展中心

2019-09-04 ~ 09-06
一年一届

缅甸仰光暖通制冷展览会MI
VARExpo

缅甸-仰光
缅甸仰光会展中心

2019-11-21 ~ 11-23
一年一届

菲律宾马尼拉暖通空调及工
程机械展览会秋季Philconstru
ct

菲律宾-马尼拉
马尼拉会展中心

2019-11-07 ~ 11-10
一年一届

埃及开罗暖通制冷展览会HV
AC-R

埃及-开罗
开罗国际会议会展中心

2020-04-06 ~ 04-08
一年一届

巴西圣保罗制冷展览会Febrav
a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会展中心

2019-09-10 ~ 09-13
一年一届

西班牙马德里暖通制冷展览
会Climatizacion

西班牙-马德里
马德里会展中心

2019-02-26 ~ 03-01
两年一届

泰国曼谷暖通制冷展览会Ban
gkokRHVAC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19-09-25 ~ 09-28
两年一届

俄罗斯叶卡捷琳堡暖通展览
会Grand Expo Ural

俄罗斯-叶卡捷琳堡
叶卡捷琳堡会展中心

2019-09-17 ~ 09-21
一年一届

捷克布拉格暖通展览会Aquatherm Praha

捷克-布拉格
布拉格展馆

2020-03-03 ~ 03-06
两年一届

泰国曼谷锅炉展览会BOILEX

泰国-曼谷
曼谷国际贸易会展中心

2020-06-11 ~ 06-13
两年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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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热处理及工业炉展
览会THERMOTEC

日本-东京
东京有明国际会展中心

俄罗斯莫斯科供暖通风及空
俄罗斯-莫斯科
调卫浴展览会Aqua therm
莫斯科克洛库斯国际会展中
moccow
心

杭州去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Qufair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展会顾问:周豹
E-mail:zhoubao@qufair.com
QQ:3007253831
手机:0571-87095606

2017-07-19 ~ 07-21
四年一届

2020-02-11 ~ 02-14
一年一届

Add：浙江省下城区长浜路718号新天地
购物中心T2幢711室
Room711, NO.2 Building,Xintiandi Shopping
Center,NO.718Changbang Road ,Xiacheng
district,Hangzhou city,Zhejiang,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