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振威展览出品

The 10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Exhibition

第十届上海国际石油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

报到布展：2018年8月21日-22日

展示交易：2018年8月23日-25日

闭幕撤展：2018年8月25日下午14: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1/E2馆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展会日程

第十届上海通用流体技术设备展览会

第十届上海固废处理技术设备展览会

第十届上海国际防爆电气技术设备展览会

第十届上海国际紧固件及设备展览会

第十届上海国际油田化学品及压裂支撑剂设备展览会

同期展会

2018.8.23-25     

E1&E2 馆

2018 年 8 月 23 日—25 日，第十届上海国际石油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 上海）在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

来自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520 家企业应邀参展，展区面积逾 38000 平方米，预计现场到访的专业观众不少于 40000 人次。

cippe 上海石化展由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工业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联合

主办。展会设立石化设备、固废处理、流体设备、防爆产品四大专区 , 另增设防腐涂层、热控、自动化仪器仪表等分项。

cippe 采购对接会也将于展会同期举行。采购对接会以“搭建供需桥梁，深化交流合作”为主题，买家的采购意愿和展商的供

应产品经组委会收集匹配，实现无缝精准对接。

欢迎各位访客前往企业展位磋商洽谈。

上海石油化工装备展 8 月 23 日盛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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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汉高 — 为您提供完整的石化行业解决方案
维护，维修，重建，保护

卓越的技术解决方案，只因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工业组件的特定维护和维修任务。  

无论是静态设备还是旋转设备，您都会找到合适的产品解决方案，以便有效地 

维护设备的时间和成本，并显著提高工厂的可靠性。

欢迎前来参加现场演示！
展厅：E1  展位号：E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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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威展览出品

参展商简介

汉高 — 为您提供完整的石化行业解决方案
维护，维修，重建，保护

卓越的技术解决方案，只因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工业组件的特定维护和维修任务。  

无论是静态设备还是旋转设备，您都会找到合适的产品解决方案，以便有效地 

维护设备的时间和成本，并显著提高工厂的可靠性。

汉高亚太区及中国总部
中国上海市杨浦区江湾城路99号 
尚浦中心7号楼，200438
电话：+86-21-2891 8000
咨询热线：400-821-2567

www.henkel-adhesives.cn

•• 泵修补
•• 齿轮箱修补
•• 轴修补
•• 压缩机

•• 复合管道修补
•• 换热器修补
•• 储罐涂料
•• 混凝土地板涂料

•• 电抗器
•• 火焰加热器
•• 滤网和过滤器
•• 金属与混凝土结构

旋转设备 静态设备

欢迎前来参加现场演示！
展厅：E1  展位号：E1610

•• 发动机与涡轮机
•• 通风设备与风扇叶片
•• 离心机
•• 输送系统

Henkel_2018CIPPE_Flyer_final_16July2018.indd   1 16/07/2018   5: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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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锐克斯环保科技 (上海 ) 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锐克斯环保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隶属于沈阳恒屹集团，是以

美国、德国技术为基础，专业设计、生产、销售环保设备及系统、过

滤 / 分离产品的企业。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工艺先进、设备精良、检

测手段完善，并拥有一批长期从事过滤技术研究和生产的专业技术

人员。公司有 10 多年专业制造和相关技术服务经验，已为超过 300

家企业提供了性能可靠的过滤产品。行业涉及：汽车制造、油漆涂

料、食品饮料、石油石化、水处理、电子、精细化工、医药等。沈阳恒

屹集团（RKSfluid）是一家技术领先的多产业工业集团，集团始建于

1997 年，总部位于沈阳。业务领域覆盖：流体控制、科技环保和康

复医疗三大板块。

公司主要产品：

▲水处理产品：

预处理系统（石英砂过滤、除铁除锰过滤、活性炭过滤、精密过滤）；

膜处理系统（中空纤维超滤设备、反渗透设备）；

配套设备及配件（紫外线杀菌装置、膜组件等），工业水“零排放”

解决方案。

 

    ▲空气治理产品 : 袋式除尘系统、配套配件（电磁脉冲阀、除尘

滤袋等）

 

     ▲过滤产品：过滤器、滤袋、滤芯。

产品细分如下：

●液体过滤袋供货品种：

      PP,PE 普通过滤袋，高精度吸油过滤袋，绝对精度过滤袋，尼

龙过滤袋， 不锈钢丝网过滤袋等

●过滤器供货品种：

袋式过滤器，芯式过滤器，篮式过滤器，全自动刮刀自清洗过

滤器（电动，气动），模块化自清洗过滤器，烛式过滤器，密闭板式

过滤器，多芯全自动反冲洗过滤器，强磁过滤器。

●滤芯供货品种：

熔喷滤芯，线绕滤芯，折叠滤芯，大流量滤芯，活性碳滤芯，不

锈钢滤网滤芯

●袋式除尘系统及除尘滤袋品种

袋式除尘系统，PPS 针刺毡除尘袋，芳纶除尘袋，亚克力除尘袋，

玻璃纤维除尘袋，PTFE 针刺毡除尘袋，P84 耐高温针刺毡除尘袋；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不断改进，勇于创新，秉承“成熟的技

术 – 优越的特点 — 传奇的价值”产品价值理念，不断的优化产品

结构，提升产品技术含量，为客户提供一体式解决方案，满足客户

的需求，产品远销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及大洋洲等地区，得到用

户的一致好评，客户的满意是我们“恒屹人”工作的目标！

锐克斯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 : 上海浦东新区东胜路 258 号 

联系人 : 王先生 

电话 : 021-6888 0808-808 ； 

传真 : 021-6888 0108 

手机 : 137 6108 8446

邮箱 : wyg@henyigroup.com, filter@henyigroup.com 

网址：www.rks-filtration.com, www.henyi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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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济南恒远百瑞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节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恒远百瑞石化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3 年，座落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山东省章丘市经济开发区城东工业园东昌大道。公

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油气、钻采设备、工具、配件及石油炼化工程的法兰、管件生产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

电力、冶金等重要行业，并出口美国、俄罗斯、阿联酋、沙特、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走专业化发展道路，先后通过了 PED 认证、API-6A、API-20B 认证，ISO9001、ISO14001、ISO18001、

OHSAS18001,《压力管道元件制造》特种设备制造许可、安全标准化体系及中国船级社等证书。

公司占地 60000 平方米，配备大型的锻造设备，现有 2T、3T、5T、10T 电液锤、3150 吨液压锻造机、3 米碾环机及 400Kg、750Kg

空气锤等 30 余台锻压设备以及 10 余台与之配套的天然气加热炉、正、回火炉及热处理炉，年锻造能力超过 5 万吨。精密加工车间配有卧、立、

数控车床、刨床、龙门铣床、深孔镗床、磨床、钻床等 150 余台。具有大型理化检验室，配有三坐标测量仪、直读光谱仪、King 布氏硬度计、

里氏硬度计、万能试验机、-60℃低温冲击试验机、无损探伤机、磁粉探伤仪等先进检测仪器 50 余台。

高层次、高素质的企业管理队伍，专业的销售、技术研发团队，完善的管理体系，我们以 " 诚信为本、精益求精、持续改进、互利双赢

" 为方针，" 创立恒远品牌，打造百年企业 " 是恒远人不懈的追求。在这块 " 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 " 的 " 铁匠之乡 " 的热土上，几代恒远人，始

终秉承 " 质量第一、信誉至上 " 的经营理念，始终以客户导向为原则，以 " 只有用户的成功，才有恒远的发展 " 为主旨，以锐意革新、追求

卓越的精神，在公司发展道路上，以现代传承历史，以科学造就经典，做到了历史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

上海节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较早系统地针对

特殊工程塑料，各种阀门、机械设备、硫化机保温衣；高温隔热、

保温、低温保温材料；复合材料、合成材料等进行专业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科技企业。从“现场测绘、设计

→制作→安装”等一站式服务。公司与华东理工、同济大学合

作开发的多项新材料已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公司注册的“Jsave”

商标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可拆卸式保温套 ( 也称：保温被，绝热套 , 柔性保温衣，

异型保温 ), 是新一代绝热保温产品 , 它采用耐高低温、防火保

温材料；有内衬、中间保温层、外保护层三层组成；它是目前

高档的管道、设备绝热保温材料。可用在不同温度，不同形状

的管道和各种冷热设备的绝热保温。对于要经常拆卸、维修保养、

清洗的管道设备尤为实用。是工业节能保温理想选择！

展位号： E1875

展位号： E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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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经中国技术监督局审核确认的全国阀门质量过硬放心企业。

运用先进的阀门设计、制造及管理技术与国内著名高等学府和

研发机构精诚合作，为国内外提供高性能球阀、波纹管截止阀、旋塞

阀、闸阀、蝶阀、止回阀、三通阀门、放料阀、料浆阀、半球阀等，

并代客配套各类气动、电动、蜗轮启动装置及各种衬氟、衬胶阀门，

同时生产乳品、医药管道设备。           

本公司还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产品出口美国、加拿大、日本、

新加坡等国家。促进了国内外顾客稳定快速发展。

推广和实施 ISO9002 质量管理体系，并不断完善和改进；本公

司已通过国际认证机构 DNV 认证体系和 API 认证体系，已有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压力管道制造许可证（TS2710538-2010）

展位号： E1555

上海耐立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熠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熠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设计、生产工业

保温制品的企业，致力于电站、汽车制造、化工等保温工程的研发制

造，保温产品范围包括保温、保冷、防噪及耐火产品。

我司采用电脑三维立体设计，根据设备的外形、温度精确计算

保温层，我们拥有专业的生产技术，可以制造适合各类阀门、管会、

排气管、汽轮机及燃机本体的整体性保温系统。

公司旗下的工厂内部拥有严格的质量监督管理体系，从原材料

入厂至产品出厂，都经过严格的 品质检测，并获得了多项国际权威认

证，能够确保产品持续稳定的高品质。

SHANGHAI I&G CO., LTD is specialized  to research, produce, 

sale for  anti-corrosion thermal insulation project, welding heating  and 

thermal insulation protection ,  insulation products and safety protection 

products. 

SHANGHAI I&G CO., LTD is a world's leading manufacturer 

for thermal insulation materials and products, we has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Most of research  team fro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more than 4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factories in SHANGHAI I&G CO., LTD have strict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All through the strict quality testing 

from raw materials into the factory to leave from the factory, and we gain 

many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certifications to ensure stable high quality 

of product. 

柔性可拆卸保温组件 

能够快速且方便的进行安装和拆卸。他们被设计为能够完全贴合不规则形状的工件（例如法兰盘、热交换器、人孔、涡轮、汽轮机等），并且

可以在腐蚀和中性大气环境中提供最佳的保温效果。 

在现代工业领域里，很多地方由于生产工艺，安全防护等原因，需要做保温。 

大多数地方，使用传统的保温棉加铝皮包裹就能实现保温功能，但也有很多地方，用传统保温手段的效果并不理想，有的用传统手段甚至根

本无法实施。

在欧美等地的发达国家，采用柔性可拆卸保温组件对异形件的保温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柔性可拆保温系统由内衬、中间保温层、外保护层三层组成，并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进行专属设计。 

考虑到产品的长久使用性，我们在产品拼缝处进行双层保护设计，在紧固时带来多一层的安全保护。同时，我司的设计也使得产品的连接强

度增加 70%，避免除极端情况以外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断裂。

在保温性能上，柔性可拆卸保温系统的漏热率仅有 3%，而传统工业保温的漏热率高达 30%，两者相较，柔性可拆卸保温系统更低碳、更环保。

展位号： E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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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乐清市三辉防爆电气有限公司是成立于 2014 年的特种专业性企业，我们致力于电缆紧固和密封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和创新。公司本着不

断学习，创新，追求高标准的理念服务于国内外工程公司和设备厂家。公司专业生产防爆格兰头（防爆填料函，电缆密封接头）防爆管件，防爆

挠性管等产品，广泛用于石化，海油，平台，化工，医药，煤矿，炼钢，船舶，军工等领域。

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求生产，以信誉谋发展”为根本，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双赢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的，保持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是

客户的需要，也是三辉的主要目标。我们经过卓越的设计，选择长寿命的材质和精确的制造加工使产品安全可靠、安装便捷，降低客户的采购及

维护成本。

乐清市三辉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203

展位号： E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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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展位号： E1508

展位号： E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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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展位号： E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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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威展览出品

参展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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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展位号： E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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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展位号： E1520上海合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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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展位号： E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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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上海望源测控仪表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应用型高新技术企业，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守合同重信

用” AAA 级企业的光荣称号。主要从事各种规格的变送器、传感

器、智能仪表及系统集成的开发、研制、生产与销售等。经过多年

努力，本公司已形成四大系列(压力、温度、流量及智能工业仪表)800 

多种规格产品的规模，在航空、科研、煤炭、电力、化工、石油、

冶金、建材、造纸、酿酒、自来水、煤气、热力、污水处理、市政

工程等诸多行业生产过程中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和工业自控系统中得

到广泛的应用。

特别推荐产品——压力变送器：

1. 进口芯片组装，体现世界一流压力变送器工艺。

2. 结构紧凑，坚固，重量轻，便于安装，免维护。

3. 零点、量程可在外部 调节，迁移范围宽。

4. 适于全天候恶劣环境和多种腐蚀性介质。

公司地址：上海市普陀区绥德路 118 弄 55 号

联系电话：021-64944488   

传真：021-66082028

网址：www.wy4488.com 

上海望源测控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苏州双金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235

苏州双金实业有限公司（原苏州不锈钢材料厂，成立于 1992 年）隶属于苏州双金集团。集团旗下四家全资子公司：苏州无缝钢管厂、苏州双金实

业有限公司、苏州柯士达阀业有限公司、佛山市双金不锈钢有限公司。公司占地面积 5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9000 平方米，总投资超过 1.5 亿元。

公司二十四年专注于精密铸造不锈钢、镍基合金、合金钢、模具钢、特殊钢棒材、精密无缝管、型材及铸锻件的生产与研发。产品广泛应用于泵阀核电、

汽车船舶、医疗器械、机械模具、航天军工、海工石化、轻轨高铁、特种管坯、压缩机、涡轮机等领域。

展位号： E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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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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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670

公司产品有阻火器、呼吸阀、精密过滤器、视镜、浮动出油装置等，是中国石化集团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公司、原化学工业部定点企业。

近年来承接中石油苏丹项目、伊拉克米桑油库、中亚哈管道项目、中石化阿尔及利亚项目、益海嘉里氯碱项目、国电英力特醋酸 /BDO/ 甲醇项目、

大庆石油大乙烯项目、恒力石化大连 / 营口 PTA 项目、翔鹭石化漳州古雷 PX/PTA 项目、神华煤化工项目，山东烟台万华宁波 MDI 项目和各大设

计院，各化建公司的承包项目，并出口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越南，澳大利亚，意大利等，获得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上海凯凡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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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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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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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osion Materials 美国腐蚀材料公司成立于 1963 年，总部位于路易斯安那州首府 Baton Rouge 郊区 Baker 镇。自成立伊始，公司就一直致力

于为化工业提供高品质、适用于各种腐蚀环境的镍合金及钛合金材料，包括 C276, C22, 200/201, 400, 600, 800H/HT, 625, 825 等镍基合金的

板、棒、管、管件、法兰等全套欧美进口产品。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公司不仅在美国本土增建了休斯顿、芝加哥和波士顿三个服务中心，并在英国、

意大利、德国、法国和中国建立现货仓库和销售办事处，销售网络遍及全球。

Corrosion Materials 的优质服务举世闻名。我们凭借着充足的库存资源及成熟的技术，满足不断增长的化工行业市场需求。公司通过 ISO 

9001-2008 质量体系认证，并拥有知识渊博、经验丰富的质量控制人员，以保证产品之最高品质；我们富有经验的员工理解用户的需求，专心致

力于为客户解答疑问，快速、有效地处理询价和订单。

Corrosion Materials 不断地以全球市场为目标，追求卓越及领导地位。除了拥有丰富的库存、自有的机械加工厂及焊接工厂内更配有最先进的切

割及加工设备。力求与当今全球市场、科技及经济同步，Corrosion Materials 以出色的服务、优异的性价比及尖端的技术满足并超越客户期许。

Corrosion Materials was founded in 1963 in Baker, Louisiana, just north of Baton Rouge. Since its inception, Corrosion Materials has been 

supplying the highest quality Corrosion Resistant Nickel Alloys, including plate, bar, pipe, fitting and flanges in alloy C276, C22, 200/201, 

400, 600, 800H/HT, 625 and 825 to the process industries and has continued to expand geographically to include service centers in 

Houston, Chicago and Bost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affiliates in England, Italy, Germany, French and China.

Corrosion Materials’ commitment to service and quality is recognized worldwide. Over the years, we have developed the resources, 

skills and inventory to satisfy the process industry’s demanding requirements. We are ISO 9001-2008 certified with an expert Quality 

Control staff that assures our products ar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Our experienced personnel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our customers and 

are dedicated to handing your requests and orders accurately, efficiently and quickly.

Corrosion Materials continues to set the standard globally with a machine shop, weld shop and processing department that are equipped 

with state-of-the-art cutting and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By staying up to date with the current market, technology and economy, 

Corrosion Materials provides our customers with outstanding service, economic advantages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o meet your 

needs and exceed your expectations.

Corrosion Materials

北京游恩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885

展位号： E1266

北京游恩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工业生产过程控制仪表和自

动化系统开发、设计、销售以及工程成套的综合性企业；公司主要

生产压力 / 差压变送器、静压液位计、温度变送器、压力 / 流量开关，

流量计、超声波液位计、射频、音叉、阻旋、雷达物位计等产品，广泛

应用于钢铁冶金、能源电力、石油化工、轻工业、机械设备制造，环

保等行业。同时我公司提供自动化仪表系统工程的设计、成套供应

及安装调试指导。承接电气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总承包，自控系统

升级改造、维修保养服务，节能改造及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中小型企

业信息化管理系统开发及服务等。

企业追求：为用户创造最大价值！

技术理念：技术创新，臻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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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立格生信科技有限公司

温州瑞通阀门有限公司

武汉市立格生信科技有限公司由原通用电气分析仪器部

门 Leakwise 中国团队独立后组建，公司以高科技环保监测设

备研发，销售为主营业务。公司团队成员长期专注于在线监测

传感设备行业，怀着追求科技本质的态度，抱着持之以恒，铸

造精品的原则面对每一个工程

LEAKWISE 产品提供突破性的电磁能量吸收技术，可早

期检测和监控碳氢化合物在水上的泄漏。

越 来 越 多 的 环 境 问 题 威 胁 我 们 的 全 球 水 资 源，

LEAKWISE油泄漏监测系统可有效的减轻水污染事件的风险。

全球有多个炼油厂、港口、城市、交通和发电设施等客户都在

受益于 LEAKWISE 技术。

1.高可靠性 – 极大减小误报率

2.安装简便，几乎零维护成本

3.实时在线监测油泄漏以及测量油膜厚度 

4.报警同时可连续记录油泄漏量

5.对水温以及水质不敏感

6.零位可调节，可从有油状态开始测量

7.对表面覆盖不敏感

展位号： E1101

展位号： E1751

温州瑞通阀门有限公司坐落于龙湾温州东部，龙

湾中心工业区，紧靠温州永强机场，龙湾万吨码头，交

通便利。生产、销售于服务一体的的阀门制造企业。

主营产品有 闸阀 截止阀 止回阀 球阀 蝶阀 过

滤 , 不锈钢 、碳钢阀门。产品可根据不同要求分别采用

GB、JIS、API、ANSI、BS 标准进行生产和验收。可根

据使用介质、温度不同及材料分别采用碳钢、不锈钢 ,

特殊钢等；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轻工、食品、医药、

环保等领域。产品出售到各地倍受客商的高度好评。 

主要产品有：不锈钢闸阀 , 不锈钢球阀 , 不锈钢截止阀 ,

不锈钢止回阀 , 不锈钢蝶阀 , 不锈钢过滤器 , 美标闸阀 ,

美标截止阀 , 美标球阀 , 美标止回阀 , 美标过滤器 , 美

标蝶阀,日标闸阀,日标球阀,日标截止阀,日标止回阀,

日标蝶阀 , 日标过滤器 , 高平台球阀 , 日标高平台球阀

等非标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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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日昇照明电气有限公司位于中国防爆电器生产基地乐清市，是一家专业生产照明电气产品的企业；厂房地址为浙江省乐清市城东

街道城东功能产业区永和三路 6 号 , 占地 7.5 亩，现有员工 228 人。

公司装备精良，主要生产设备、检测设备居于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专业生产厂用防爆灯具、防爆管件、防爆仪表、固定式防爆照明灯具、

固定式专业照明灯具、移动式照明灯具等六大类 50 多个系列 270 余种规格的产品，尤其以 LED 防爆灯具系列引领行业潮流。所有产品均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设计和制造，并以设计轻巧、造型美观、检修方便、配套功能齐全为特点，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化工、煤炭、电力、

医药、航空、军工等行业。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培育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

速崛起，力争成为中国防爆行业的主导企业之一。公司引进现代化科学管理理念，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体系管理

认证及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展位号： E1120

展位号： E1726展位号： E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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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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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发制造高压、超高压管路系统阀门、过滤器、软管、管路连接件。

高压、超高压截止阀、气动截止阀、减压阀产品通径为 3.5mm ～100mm，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50Mpa；过滤器产品通径为 4mm ～ 400mm，工作压

力最高可达 50Mpa，最小过滤精度 5μm；金属软管口径 4mm ～ 800mm，工作压力最高可达 35Mpa，非金属软管最高压力可达 120Mpa；管路连

接件工作压力可达 35Mpa，在液压管路系统中工作压力可达 40Mpa。

滕州市冠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拓普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331

展位号： E1575

成都拓普机械有限公司是集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安装调试

为一体的专业环保设备制造和工程服务企业，主要从事：污水污

泥处理技术的研究和工业化应用；精品化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技术服务。 产品广泛应用于市政污水，工业废水，食品，饮

料，制药，农业，化工，石油等多种行业。我司主要产品包括：叠螺

机，卧螺机，电絮凝，刮刀 / 刷式自清洗过滤器，反冲洗过滤器，外

/ 内进水过滤机，水力筛，活性炭 / 硅藻土过滤器，全焊式绕丝筛管，

筛板，筛篮等。

拓普机械全体同仁秉持“为客户省钱、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

产品和五星级的服务”为宗旨，不断进取、锐意创新，立志将公司

建设成为“技术领先的著名环保设备制造与工程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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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途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科盛能源机械制造河北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725

展位号： E1231

科盛能源机械制造河北有限公司，坐落于我国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县，距离北京首都机场距离 28 公里，距离天津港 165 公里。占地面积 26，700 平米，

注册资金 3000 万元，年生产经营产值达到 8000 万元以上。公司通过了API Q1 及 ISO9001 认证；拥有 8 项先进的固控行业专利技术，在应用

中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好评。产品主要应用领域：石油 / 天然气钻井，煤层气钻井，地热钻井，非开挖城市建设的水平定向穿越，顶管，盾构，打桩

等工程，钻采废弃物处理，河道清淤等。

主要产品 : 振动筛、干燥振动筛、泥浆清洁器、除砂器、除泥器、离心机、钻屑甩干机、真空除气器、液气分离器、电子点火装置、射流混浆装置、砂泵、

剪切泵、螺杆泵、液下渣浆泵、搅拌器、泥浆枪、泥浆罐、油罐、高架油罐、工业水罐、生活水罐、套装水罐及野营房等。

上海赛途仪器仪表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2 年。我们是一家专业生产测量

压力，温度，液位仪器仪表公司。产品主要用于石化、煤化工、精细化工

制造行业中的各类压力、温度的计量与控制。

近年来通过不断努力，我公司又在液位变送、压力和差压变送、温压一体

变送、无线远程变送、就地显示变送器方面采用多种智能物联网框架协议，

使得压力温度，液位等相关数据都可通过有线远程和不同的物联网平台

与后端进行通讯。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本公司一直致力于微压、超高压、高压、特殊防腐、差压型、

微差压型、各类智能型仪器仪表和温度计的产品研发、整体方案设计、生

产调校、产品销售、现场安装调校、售后服务、产品后续升级以及工业自动化、

智能化、升级为一体的智能工业仪表生产制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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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323

维度工具是集五金工具设计研发、制造加工、市场营销为一体的国际

专业化企业。维度产品线覆盖防爆安全工具、钛合金无磁工具、绝缘

工具、不锈钢工具、特种钢制工具及高档普通钢制工具六大系列。产品

经过大型摩擦压力机一次性模锻而成，完全符合德国 DIN 标准或美国

ASME 标准及中国 GB 国家标准。完善的产品质量监控系统，从原材

料采购到制成品出厂，各阶段严格检验检测、层层把关，确保了产品出

厂合格率，保证了产品的高端品质。

目前，维度产品遍及全球，并为各行业用户所青睐。无论是在对工具有

着严格要求的航空航天领域，还是在石油、化工、采矿及电力行业，维

度均力求为客户提供定制、安全、高效的产品及服务解决方案。

维度工具

鋆者，逐金之本，合而为一；昕者，溯日之源，生生不息。公司秉承“分

享，创新，尊重，优质”的核心价值观，主要为用户提供产品、技术支持以及

售后跟踪服务。目前，我们在中国已经拥有石油、化工、环境、食品安全、第三

方检测等不同领域的广泛用户基础。2018 年公司主营四大品牌系列产品：

采样，进样及样品前处理辅助仪器设备；色谱耗材及配件；实验室实验台、药

品柜、通风柜等实验室家具；实验室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路遥才知马力，日久

方见人心。我们在路上，我们在前进，我们也在探索。创新是企业生存的根本，

坚持是企业前进的信仰。鋆昕仪器本着不随波逐流，做自己的姿态，在行业

里积跬步，稳健前行，追逐朝阳的光辉，生生不息。

上海鋆昕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225

Vacuworx
Vacuworx 诞生于 1999 年的美国俄赫拉河马州，通过近 20

年的历练成长成为全球最先进、最安全、最负责的真空吊装系统制

造商，长期以来持续致力于真空吊装系统研究、研发和生产，闻名于

全美管道行业，为全美管道行业副理事企业。

大中华区总代理：上海西涌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盛龙路 108 号

电话：021-67645087

传真：021-67645765

www.vacuworx.com

展位号： E1692

展位号： E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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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325

展位号： E1210

江苏苏北阀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专业设计、研发、生产

和销售高质量仪表阀门及接头的公司。公司拥有精良的 CNC 和检测设

备，能满足高精度，高质量的要求。

公司主要参展产品

公司产品有工艺截止阀、球阀、针阀、单向阀、计量微调阀，仪表阀组、

减压阀、闸阀、接头等。产品广泛运用于石油、石化、天然气、化工、

冶金、电力、核电、轻工、环保、科研、食品、造船等行业。产品范围：

尺 寸 1/8 ”~8”；压 力 等 级 1000PSI-15000PSI，温 度：-192 ℃ to 

680℃。材料包括：合金钢，不锈钢，镍基合金等。

江苏苏北阀门有限公司

北京欧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欧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三月，是专业销售德国曼原厂卡车配件，维修保养进口曼发动机、卡车、工程机械，业务遍布

物流运输公司、消防、港口、油田、矿山、风电工程等，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让我们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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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212

祥华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全国无区域企业，行业综合排名前十，

验资注册资金 5000 万元，属于防爆行业理事单位；作为防爆行业的

著名品牌，公司始终坚持“合作共赢、无私利他、共创伟业”的经营理

念和“铸品质、智安全、真服务、缔忠诚”的质量方针开展各项工作。

公司前身是“浙江祥华防爆电器有限公司”，2010 年搬迁异地成立“祥

华防爆电器有限公司”，2015 年更名为“祥华科技有限公司”，每一

步的发展和变化都离不开广大客户的支持；目前公司设备齐全，分别

拥有压铸机、抛丸机、喷塑自动线、全自动铣床和加工中心、数控车床、

积分球、防护试验室、水压试验仪、光电性能测试台、高低温试验箱、

盐雾试验箱等，为使产品质量满足标准要求提供了必要的资源 , 并已

拥有以高级工程师为首的工程技术队伍和高素质的生产、管理队伍，

专业为大庆油田、延长石油、辽河石化、中原油田、西部钻探、神华集团、

宝钢集团等石化、石油、化工、煤炭、电力、医药、航空、军工行业客户

提供全方位的防爆电器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安装、维护一条

龙服务，深受用户好评。

公司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培育以

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引进现代化的科学管理理念，相

继通过 ISO9001、ISO14001、ISO18001 体系认证，3C 认证，CCCF

消防认证，并获得多项荣誉证书。今后我们将立足市场，结合企业实际，

不断加大产品的研发创新、改进力度，逐步实现技术领先、设计领先、

制造工艺领先、服务质量领先。“祥华”这艘行业巨舰必将扬品牌之“帆”

领航远行！

公司销售热线：0793-2579666    

公司服务热线：4001761768    17779369588

公司市场拓展热线：0793-2570777  18358330969

公司网址：www.xihfb.comc.cn

祥华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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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馆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SHENKAI PETROLEUM&CHEMIC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系列为综合录井仪，钻井仪表，无线随钻测量仪，

井下测井仪器，防喷器及控制装置，压井节流管汇，井口采油树及阀门，钻头，

橡胶密封件及油品分析仪器等

上海傲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Aojoa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006               展位面积：72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行业土壤修复

武汉矩威天数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1008A             展位面积：9 平米

萨瑞克斯热控

XAREX CO.,LTD

展位号：E1015               展位面积：36 平米

江西车田科技有限公司

Jiangxi Chetia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02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陶瓷填料，塑料填料，金属填料，蜂窝填料，分子筛，磁球

温州浩荣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E106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气，防爆绕性管，防爆电缆夹紧密封接头，防爆

活接头，防爆管接头，防爆穿线盒，防爆接线盒金属软管，塑料波纹管

江苏柯恒石化电力机械有限公司

Jiangsu Keheng Petrochemical &Electrical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10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设计，制造，安装，服务；电厂脱硫设备；石油化工加热炉；

废水处理系统；加热炉配件

武汉市立格生信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0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泄露（水面浮油）检测系统

北京精波仪表有限公司

Beijing Precision Wave Instrument Co.;Ltd

展位号：E1102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雷达水位计，超声波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计

若森环境工程（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0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计量泵，PH 控制器，气动隔膜泵

江苏如东联丰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JIANGSU RUDONG LIANFENG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10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吊钳，卡瓦，吊卡，卡盘，动力钳，补心，牙板等钻采井口

工具

上海启丽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QILI TRANSMISSION SCIENCE AND 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107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减速机

浙江安构阀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Anchor Valve Co.,Ltd

展位号：E1108              展位面积：36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球阀

浙江国涛滤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1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滤网，滤料，过滤器材

EL GILOY 美国特种金属公司

EL GILOY SPECIALTY METALS 

展位号：E111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生产标准和制定特种金属与合金材料，涉及高性能合金

带材和线材

温州日昇照明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2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灯具

宁波坤远紧固件有限公司

Ningbo Kunyuan Fasteners Co.,Ltd

展位号：E120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强度螺栓，螺帽，高压石油化工专用紧固件

上海川诺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0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灯具，防爆管件，防爆配电装置，防爆风机，粉尘防爆，

防腐防尘，防水

明迈防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02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气

乐清市三辉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YUEQING SANHUI EXPLOSION-PROOF ELECTRICAL CO.,LTD

展位号：E120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戈兰

福州市鑫晶宫建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0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奥斯佛锈转换漆

苏州市佳和无纺织品有限公司

SUZHOU JIANHE NON-WOVEN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E1207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吸油材料，化学吸附材料，围油栏

飞浦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08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器

江苏苏北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1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止回阀，接头，采样器，截止阀，过滤器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Xuzhou Bafang Safety Device Co.,Ltd

展位号：E1211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爆破片，阻火器，呼吸阀，紧急泄放阀，氮封阀，粉尘抑

制爆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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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华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12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器，防爆灯具，防爆管件，防爆风机，三防灯具和电器等

WOOSUNG FLOWTEC CO.,LTD

展位号：E121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STRAINER / All type of strainers

深圳市智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ZHIO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21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三防手机，防爆手机，智能巡检，物联网传感器，3D 结

构光

四川惠科达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SICHUAN VACORDA INSTRUMENTS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E1218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位计，液位开关，流量计

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

NINGBO JinDING FASTENING PIECE CO .,LTD

展位号：E1219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紧固件，法兰面，轨道螺丝

武汉大盈科技有限公司

Wuhan DaYing Technology Ltd

展位号：E122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脑，防爆智能终端，防爆智控大屏，防爆触摸屏，

防爆显示器，嵌入式主机，加油加气充电桩多媒体控制设备，工业平板电

脑，危化品车辆运输管控 APP 和手持防爆终端等系列定制化专用设备和

防爆产品

特阀江苏流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JIANGSU SPECIAL VALVE CO.,LTD

展位号：E122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球阀，针阀接头，阀组，逆止阀，仪表仪器

鋆昕仪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25               展位面积：9 平米 

     

南京邦固自动化控制有限公司

Nanjing Bang-Gu Automation Control Co.,Ltd

展位号：E122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

西安安科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Xi'an AN-Core Petroleum Technology Service Co.,Ltd

展位号：E1227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产品的第三方检验

河南欧泰威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ENAN OUTAIWEIER DIANZIKEJIYOUXIANGONGSI

展位号：E1228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正压式空气呼吸器，粉尘仪表，气体检测报警仪，气体

探测报警器

上海安塞瑞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Safeware Industry Co.,Ltd

展位号：E1230               展位面积：18 平米   

上海赛途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3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温度仪表

变送器

上海望源测控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Wangyuan Instruments of Measurement Co.,Ltd

展位号：E1235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传感器

河北业石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邢台哲宁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37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新能源设备及配件，船舶机械设备配件，橡胶制品，注塑件，

金属精加工

浙江兴港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 浙江圣皓防爆管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39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产品

浙江捷宇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51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过滤器

宁波攀驰贸易有限公司

Lonestar PHIT

展位号：E1253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栓，螺母，密封圈

璐克斯集团

ＬＵＸＥ－ＧＲＯＵＰ

展位号：E1255              展位面积：9 平米

罗塞流体控制设备（杭州）有限公司

RS Fluid Control Equipment (Hangzhou)Co.,Ltd

展位号：E126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干式快速接头，拉断阀，LNG 充装接头，旋转接头，蒸

汽清洗喷枪，工业软管，复合软管，华工馆

齐亚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Zias(shanghai）IOT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26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传感器

上海百祁灵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BQL Trading Co.,Ltd

展位号：E1264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移动式抛丸机，吸尘器，针式除锈机

宁波帝尔特换热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6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极式换热器，石墨换热器

北京游恩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6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温度，流量，物位，液位仪表

烟台欧润机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am Technical Service Co.,Ltd

展位号：E129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环保酸洗铑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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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尚为照明有限公司

ShenZhen SEVA Linghting Co.,Ltd

展位号：E131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定式防爆灯具和移动式灯具

大连路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E1311                展位面积：9 平米

      

宁波双宁螺杆泵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1312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泵

山野控制阀集团有限公司

SUNYEH CONTROL VALVE GROUP CO.,LTD

展位号：E131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山野陶瓷特阀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展位号：E1316                展位面积：9 平米 

盐城东凯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1317                展位面积：9 平米

 

常州市兴诚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Changzhou XCF Polymer Materials Co.,Ltd

展位号：E1318                展位面积：9 平米 

     

KORVAL CO.,LTD

展位号：E1319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 展 产 品 或 技 术：Cryogenic Valve,Control Valve and Safety Relief 

Valve

永嘉世纪广告有限公司

展位号：E1322               展位面积：9 平米  

    

天津维度防爆工具有限公司

WEDO TOOLS CO.,LTD

展位号：E132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工具，特种钢制工具，绝缘工具，不锈钢工具，钛

合金工具

西安摩尔石油工程实验室股份有限公司

Xi an Maurer Petroleum Engineering Laboratory Co.,Ltd

展位号：E132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天然气技术服务，驻厂监理，实验室检测，防腐工

程等

普瑞泰格（南京）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Protego(Nanjing)safety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327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阻火器呼吸阀

莱茵检测认证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E133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技术

滕州市冠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Tengzhou City Guanqiu Machinery Manuacturing Co.,Ltd

展位号：E133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减压器，过滤器，金属软管，管路连接件

东莞市史特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SHITELAO METALPRODUCTS CO.,LTD

展位号：E133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松垫圈系列  SZJYD-LOCK WHASHER

依蔼希（江苏）管道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EICZ(Jiangsu)pipe control system ltd

展位号：E133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控制阀门以及流体控制系统

上海皇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Prince International Co.,Ltd

展位号：E1337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水泵，仪表等机械流体设备

常熟雅致模块化建筑有限公司

chanshu Yahgee Modular Building Co.,Ltd

展位号：E135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集装箱

丹阳市华龙特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E1351                 展位面积：9 平米 

盐城市斯壮格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Yancheng STG Safety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353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洗眼器 / 自闭式安全门

河北双佳泵业有限公司

HeBei Shuang Jia Pumps Co.,Ltd

展位号：E1355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单螺泵及定子，转子，万向节等配件

中宝法兰管件制造有限公司

Zhongbao flanged fittings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E136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法兰，封头，三通，弯头

海门中龙液压有限公司

Hai Men Shi Zhong Long Hydraulic Co.,Ltd

展位号：E136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过路器，液压阀

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

Shangdong Tianwei Membranc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362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均相离子交换膜，均相膜电渗析器，扩散渗析器

吉林安德电化科技有限公司

JILIN ANDE ELECTROCHEMICAL SCIENTIFICCO.,LTD

展位号：E136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母，无缝钢管接件，紧固件

蚌埠艾普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1364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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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络格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ANLOG SYSTEMS(SH)CO.,LTD

展位号：E1365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智能无线压力变送器，智能压力传感器

布顿（杭州）钢丝绳有限公司

Bridon Hangzhou Ropes Co.,Ltd

展位号：E138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钢丝绳产品

宁波创兴智能传动有限公司

展位号：E1387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页岩油石油开采设备，射孔器管，齿轮，轴等

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

SHANGHAI CHENZHU INSTRUMENT CO.,LTD

展位号：E150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安全栅、隔离器、电涌保护器、安全继电器

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

Shanghai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e of Instruments and 

Automation Systems

展位号：E1501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质检技术服务、认证服务、检测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

上海耀华称重系统有限公司

Shanghai Yaohua Weighing System CO.,Ltd

展位号：E1505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模拟汽车衡仪表、数字汽车衡仪表、台秤仪表、工控仪表、

防爆仪表、测试仪表、吊钩秤仪表、接线盒等产品

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1508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研制电阻应变计、精密电阻、应变式传感器、称重

仪表和软件、航空机载和地面测试系统、机动车性能及环保检测系统 

余姚市仪表四厂

YUYAO NO.4 INSTRUMENT FACTORY

展位号：E151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水、气、液用电磁阀，高压电磁阀，低功耗节能电

磁阀，防爆电磁阀等

上海智汇电器有限公司

AEC Lighting Solutions Co., Ltd 

展位号：E1512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产、加工应急行灯、维修灯、应急电线盘、电动工具、手

动工具、五金配件、汽车零配件、鼓风机、家用电压表、工业内窥镜，销售

自产产品

上海合品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hepin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520                展位面积：36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罐体清洗设备

凯驰（上海）清洁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E1530               展位面积：36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罐体清洗设备

锐克斯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E1535                 展位面积：72 平米       

广东润华化工有限公司

Guangdong Runhua Chemistry Co.,Ltd

展位号：E1550                 展位面积：54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吐温 20, 吐温 60，吐温 80，吐温 85 ，司盘 20 , 司盘

60   ，司盘 ，司盘 85 ，山梨醇酐脂肪酸酯  , 聚氧乙烯山梨醇酐脂肪酸酯

上海耐立阀门有限公司

SHANGHAI NAILI VALVE CO.,LTD

展位号：E1555                 展位面积：36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闸阀，止回阀，截止阀

安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1560                展位面积：36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管道电加热，电加热器，电地暖，屋皿融雪，消防伴热

德州特普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E157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解海水制氯，电解盐水制氯，电解铜铝，MBR 等产业，

环保工程，水杀菌消毒方案，污水处理技术，市政污水改造及技术方案等

技术

武汉高力热喷涂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E1577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采油钻头及牙掌堆焊机，扶正器耐磨带堆焊机，钻杆接

头耐磨堆焊机等系列设备及焊材

成都拓普机械有限公司

TOP MACHINERY(CHENGDU) CO.,LTD

展位号：E157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过滤分离设备

杭州易算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58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化工云计算服务

江阴市华能电热器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E158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热器，电伴热带，自旋式喷射器，防爆接盒，配电箱

大耐泵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E1582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水平中开多级泵，高压锅炉给水泵，加氢进料泵等

江苏宇天科技有限公司

UNIVERSKY TECHNOLOGIES.INC

展位号：E158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耐得牌 NESTO 气动设备与工具，WOLF 防爆移动和

临时照明设备

山东欧力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ouliwe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589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手持式激光诱导击穿光谱仪，美国 SciAps CRF 光谱

仪

四川华林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6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HL 系列流量测控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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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朗科精工技术有限公司

Locosc Ningbo Precis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59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子秤重系统，称重模块，传感器等称重装置

大连理工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159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片装置，安全阀装置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HUBEIXINGYEGANG STEEL CO.,LTD

展位号：E1600               展位面积：162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公司生产的应用与石油、石化行业的无缝钢管产品实物

汉高（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Henkel (China ) Investment Co.,Ltd

展位号：E1610               展位面积：36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表面处理剂

南京莫尼亚离心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Nanjing Molniya centrifugal machin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展位号：E1620               展位面积：54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污油泥成套处理技术设备

上海熠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II &G CO.,LTD

展位号：E1630               展位面积：36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FM-PTFE 柔性可拆卸保温系统

胜利新大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Shengli Xinda Industrial Group Co.,Ltd

展位号：E1635               展位面积：36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复合材料管道，容器等制品，金属防腐产品

东莞汇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DONGGUANVILLO ENVIRONMENTAL PROTECNONING

展位号：E1650               展位面积：54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吸尘器，工业集尘器

济南恒远百瑞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Jinan Hengyuan Bairui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655               展位面积：36 平米        

上海凯凡石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1670               展位面积：18 平米        

福建坤孚股份有限公司

Fujian Kunfu Stock Co.,Ltd

展位号：E1672A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镁合金石油设备器材，镁合金材料

上海朝辉压力仪器有限公司

Shanghai Zhaohui Pressure Apparatus Co.,Ltd

展位号：E1672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传感器，变送器，流量计，液位计，压力表

广东新志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DEF Seals Solutions

展位号：E168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防尘圈，管料，导向元件

丹阳市金运合金有限公司

DanyangCity Jinyun Alloy Co.,Ltd

展位号：E168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丝材，带材，棒材，管材

东莞市夏阳精密钨钢有限公司（广东夏阳精细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XY Precision Technology(China)Limited(Guangdong XY Fine 

Ceramic Techanology Co.,Ltd

展位号：E1689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精密钨钢 / 陶瓷零件

北京科力博奥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E1691                     展位面积：9 平米        

上海西涌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Xiyong Industries Co.,Ltd

展位号：E1692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VACUWORX 更安全，更高效，更智能真空吊具

麦锡金属处理技术服务（苏州）有限公司

Metal Improvement Company Technology Service(Suzhou)Co.,Ltd

展位号：E169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精控喷丸，喷丸成型，激光喷丸，超精抛光（无向性抛光），

专业喷涂，喷丸保护模具

河南易沃克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Henan YiWalker Industri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69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管道冷切割工具，带压封堵设备等

浙江名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Mingchuang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698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LED LAMP/LED 灯具

河北斯洛特石油专用管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2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钻具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iutech Environmen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展位号：E1722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连续化污油泥裂解，工业连续化废轮胎裂解生产线，

工业连续化废塑料裂解生产线

科盛能源机械制造河北有限公司

KES Enery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Hebei Co.,Ltd

展位号：E172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设备

武汉市林美封头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2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封头

Matheson Gas

展位号：E1727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Sulfur Remov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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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欧代工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Oudai Industry & Trade Co.,Ltd

展位号：E1728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过滤器，过滤袋，灌装机等

江苏横河集团有限公司

JIANGSU HENGHE GROUP CO.,LTD

展位号：E173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流量计系列，自控阀门系列

上海英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NCORE CHINA

展位号：E1732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英可螺纹修复渗透济，高温铜板喷雾剂，钢缆钢索保喷剂

江苏金陵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Jingsu Jinling Special Paint Co.,Ltd

展位号：E1735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防腐涂料，耐高温涂料，防火涂料，工业地坪涂料，

油罐导静电涂料，凉凉胶隔热漆和内外墙乳胶漆等

泰州市旺龙机械有限公司

TAIZHOU WANGLONG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73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混合设备涂层，特种合金涂层系列，输送传动设备涂层

系列

天津市三盛九和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37                展位面积：18 平米        

温州正海密封件有限公司

Wenzhou Zhenghai Sealing Co.,Ltd

展位号：E1737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金属环垫（椭圆垫，八角垫和透镜垫）金属缠绕垫，波

齿缠绕垫，钢包垫和非金属类（石棉垫，非石棉垫四氟垫和四氟包覆垫等

苏州双金实业有限公司

Suzhou Double Gold Industry Co.,Ltd

展位号：E175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高温合金钢锭，圆钢，方钢，锻件，板材，电极柸，

电渣锭，钢管

温州瑞通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5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美标，日标，国标，德标等系列的闸阀，截止阀，止回阀，

球阀，过滤器

上海长兴海洋科技港

Marine Hi-tech Port

展位号：E1752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聚焦船舶海工产业发展的生态独栋产业园

江苏新华合金电气有限公司

Jiangsu Nickel Alloy Co.,Ltd

展位号：E1753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镍合金棒材，线材，板材，管材，法兰，管件

大连肯维斯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Dalian KeenWise Industri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75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疏水器，分子筛膜

洛阳百克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Luoyang Becot Inspec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75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检测探伤仪

宇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57                展位面积：9 平米        

马氏贝罗孚（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57                展位面积：9 平米  

欧玛执行器（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6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多回转执行器，直行程执行器，

广州伟沃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6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动扭矩扳手，电动扭矩扳手，充电扭矩扳手，智能扭矩

套筒

天津市恒立远大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95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位  科位仪表

浙江瑞思拓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RST VALV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82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北京博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835                     展位面积：18 平米        

宁波东鑫高强度螺帽有限公司

Ningbo Dongxin High-Strength Nut Co., Ltd 

展位号：E1836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栓，螺帽

江苏玖尚新材料有限公司

JIANGSU SUNTEXX MATERIALS CO.,LTD

展位号：E185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用于石油、石化管线的保温保冷外保护层，防腐增强保

护材料及储罐外防腐修复保护材料

上海福铭环保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E1851                      展位面积：9 平米 

无锡富仕德高科特材制造有限公司

Wuxi First Hi-tech Special Material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E1852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拆卸式保温夹套

佳默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E185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电伴热带，电源接线盒，二通接线盒，尾端接线盒，

矿物绝缘电缆

佛山市南海区科琎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Foshan Branch Jin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85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超音速耐磨腐蚀涂层，PTA 耐磨耐腐冶金结合涂层，激

光熔覆耐磨耐腐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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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泛美光电有限公司

DongGuan Pan American Electronics Co.,Ltd

展位号：E186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LED 防爆灯和防爆电器

湖州中锐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865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洁净管路、自动接头

上海节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875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拆卸式保温套（绝热套）产品

宁波依本立流体

Ebenalp Mobile Hydraulic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Ningbo Co.,LTD

展位号：E1880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泵，流体

科若森镍合金（上海）有限公司

Corrosion Materials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E1885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C276，C22,200/201,400,600,800H/HT,625,825 合金

的板、棒、管材、管件、法兰、等全套欧美进口产品

江苏胜开尔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JiangSu Sunkaier Industry Technology LLC

展位号：E190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搅拌器，反应器蒸发结晶器，压力容器

上海金刚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E1920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磁阀，电动阀门，气动阀门，控制阀，电气执行器

E2 馆

江苏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RUIDA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 :E070                  展位面积：90 平方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化工“三高”污水的节能减排及零排放技术及设备   

北京朗禾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Lahee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F01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真空泵

常州市中通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Changzhou Zhongtong Dry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 :E001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干燥设备、混合设备、粉碎设备、制粒设备

山东伯仲真空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BoZhong Vacu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16                  展位面积：72 平方米

展品：真空泵及 MVR 真空机组  

江阴爱尔姆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Jiangyin elmvacu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016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真空泵、真空泵机组   

上海赛洛林工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Sylolink Materi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F00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管道保温外壳、壳乐斯、彩壳 

昆山林克斯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CHINA LINKS METALLIC CORP.,LTD

展位号：F00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金属膨胀节、金属软管、伸缩接头、消防洒水软管、真空软管、橡胶软接、

非金属膨胀节、各类避震器

上海埃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Sustainable Accele-tech Co.,Ltd.

展位号：E005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废水处理成套设备

上海尼可尼流体系统有限公司

Shanghai NiKuni Fluid Systerms Co.,Ltd

展位号：H116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化工泵、真空泵和压缩机等     

宝鸡市昌立特种金属有限公司

BAOJI CHANGLI SPECIAL METAL CO.,LTD

展位号：E010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钛材料 / 钛管件    

江苏雨晨制药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yuchen pharmaceutical equi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020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粉碎设备、干燥设备、混合设备    

山东泽一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Shangdong Zeyi Vacu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1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罗茨真空泵、爪型干式真空泵    

浙江澳翔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AOXIANG AUTO-CONTRO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F07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电动执行器    

安徽盛唐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ANHUI SHENGTANG PUMPS VALVE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F070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TCA 磁力化工流程泵、TYC 无纰漏磁力液下泵、石油化工泵系列、

不锈钢泵系列、塑料泵系列    

上海皆替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GRAPHITE TECHNOLOGY LTD

展位号：S01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快孔式石墨换热器、列管式石墨换热器、石墨配件    

温州滨特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Wenzhou Binter contro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H10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调节阀及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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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氟利阀门有限公司

wenzhou city jifully valve co.,ltd

展位号：E1800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各类衬氟阀门    

浙江迦密阀门有限公司

ZHEJIANG JIAMI VALVE CO.,LTD

展位号：A106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球阀系列、截止阀系列、闸阀系列    

浙江嘉日氟塑料有限公司

ZHEJIANG JIARI FLUOROPLASTIC CO.,LTD

展位号：E151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聚四氟乙烯各类产品    

中国 吉泰阀门有限公司

CHINA JITAI VALVE CO.,LTD

展位号：A02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闸阀、截止阀、止回阀、放料阀、球阀、蝶阀、特种阀门等     

淄博真空设备厂有限公司

ZIBO VACUUM EQUIPMENT PLANT CO.,LTD

展位号：H05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水环真空泵及压缩机、往复式真空泵、旋片式真空泵、罗茨式真空泵、

干湿螺杆真空泵、真空干燥设备    

浙江超核阀门有限公司

ZHEJIANG CHAOHE VALVE CO.,LTD

展位号：A016                 展位面积：27 平方米

展品：金属硬密封球阀系列、高温高压密封球阀系列、保温球阀系列、低

温球阀系列、止回阀系列、闸阀系   

江西宝顺昌特种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JIANGXI BAOSHUNGCHANG SUPER ALLOY CO.,LTD

展位号：S095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镍基合哈氏合金    

上海海栌门控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Hai Lu gated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00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防爆门禁、防爆读卡器、防爆电磁锁、防爆互锁、防爆安全棚    

余姚市腾龙密封制品厂

Tenglong Sealing and Thermal Insulation products Manufactory 

Yuyao

展位号：F15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盘根、石墨纸带板、四氟制品、玻璃纤维制品、陶瓷纤维制品    

浙江中五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Zhejiang Zhongwu Steel Tube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展位号：S023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不锈钢无缝管     

安徽南方化工泵业有限公司

ANHUI SOUTH CHEMLCAL PUMP CO.,LTD

展位号：E06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化工泵（磁力泵、离心泵、自吸泵）    

溧阳德维透平机械有限公司

Tubovap Co.，Ltd 

展位号：E060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离心蒸汽压缩机、MVR 蒸发器、曝气鼓风机    

上海真空泵厂有限公司

SHANGHAI VACUUM PUMMP WORKS CO.,LTD

展位号：H110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罗茨水环机组、水环闭环系统等    

昆山华恒焊接股份有限公司

 Kunshan Huaheng Welding Co., Ltd

展位号：S019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焊接设备    

无锡上野热能设备有限公司

Wuxi UENO thermal euqipment co.,ltd

展位号：F00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换热器    

烟台恒辉重工有限公司

Yantai Henghui Heavy Industry Co.,Ltd

展位号：H05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换热器样机、高效管样管、海报、宣传册等  

山东恒源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Hengyuan speci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5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钛设备    

浙江恒齿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ZHE JIANG EVERGEAR DRIVING MACHINE CO.,LTD

展位号：F10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减速机    

青岛康景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Conqonphi Energy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29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化工设备及蒸发系统    

江苏庆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qingfeng environmental pretection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S089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平板式全自动刮刀下部卸料离心机、卧式沉降螺旋离心机等    

巨能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Juneng Machinery (china)co.,Ltd

展位号：F080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过滤机械、分离机械、环保机械、化工机械、食品机械、制药机械、

泵    

上海德耐泵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DYNAFLUTEC PUMP CO.,LTD

展位号：E1 馆 E1339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多相流反应器、强力真空自吸泵    

信泰阀门有限公司

CHINA·XINTAI VALVE CO.,LTD

展位号：E170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阀门 

南通金海防腐蚀有限公司

Nantong Jinhai Anticorrosion,INC.

展位号：F00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玻璃钢储槽、玻璃钢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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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氟密管阀有限公司

YOUFUNI VALVE & PIPE CO.,LTD

展位号：F11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管阀

台州市利安机电有限公司

TAIZHOU LI AN MACHINERY & ELECTRONTIC CO.,LTD

展位号：F00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环链电动葫芦

海宁市飞浪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Haining Feilang Industrial and Trading Industry Co., Ltd

展位号：S16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孔网钢带聚丙烯塑钢复合管    

爱科昇振动机械（嘉兴）有限公司

EXEN VIBRATOR (JIAXING) CO.,LTD

展位号：G06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气锤、球型振动器、活塞振动器、空气炮、手推式清扫车等    

滕州市江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Tengzhou Jiangshe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S08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旋转接头、旋转密封、液压旋转接头、高速旋转接头、气动高速密

封    

浙江利尔多阀门有限公司

ZHEJIANG LIERDUO VALVE CO.,LTD

展位号：E087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衬氟阀门及管路附件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FUJIAN SNOWMAN CO.,LTD

展位号：E030                 展位面积：90 平方米

展品：压缩机、制冰机、成套制冷系统、反应釜降温系统    

迈安德集团有限公司

MYANDE GROUP CO., LTD.

展位号：E088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MVR 蒸发器、多效蒸发器    

无锡英罗唯森科技有限公司

Wuxi Innov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28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防腐蚀设备、氯化钠系统和硫酸浓缩系统等设备    

武汉格瑞拓机械有限公司

Wuhan Greatall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H016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MVR 一体化设备    

烟台沃尔姆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YANTAI VOLM VACUUM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H118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干式螺杆真空泵机组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CRRC ZHUZHOU ELECTRIC CO.,LTD.

展位号：E080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高速水磁电机    

昆山美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KUNSHAN MAYMUSE ENVIROMENT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10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电催化氧化器    

中国航发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

AECC Harbin DongAn Engine CO.,LTD

展位号：F11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水蒸气压缩机    

常州中实三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CHANGZHOU ZHONGSHISANSHUI MECHANICAL TECHNOLOGI

ES CO.,LTD

展位号：E2 馆 H00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行星搅拌机、磁力搅拌机、陶瓷研钵擂溃式研磨机、真空转鼓过滤

机    

辽宁卓异新材料有限公司

LIAONING ZHUOYI NEW MATERIALS CO.,LTD

展位号：H00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泡沫碳化硅整填料    

申铄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SemsoTed (Shanghai)Co.,Ltd

展位号：H00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超声波在线液体浓度分析仪    

美国传热研究公司（HTRI）

Heat Transfer Research, Inc.

展位号：G06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传热技术  

 

上海中科易成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Sycera New Materials Co.,Ltd

展位号：S036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碳化硅陶瓷换热材料    

上海洁固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Jie Gu Clean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H00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换热器高压清洗机及化工装置清洗服务    

上海美焊智能化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MWELD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110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换热器焊接专机，封闭式管管焊机，一体化控制电源    

苏州爱信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SUZHOU AIIXN FLUORINE PLASTIC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S03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氟塑料制品    

无锡市张华医药设备有限公司

Wuxi Zhanghua Pharmaceutic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06                    展位面积：72 平方米

展品：结晶器和过滤洗涤干燥设备    

上海浩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hanghai Haoke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F00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压力容器、稳流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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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斯普威尔电气有限公司

SHANGHAI SAIPWELL ELECTRIC CO.,LTD

展位号：E2 馆 E1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防水接线盒、温控器加热器、工业插座插头    

上海永疆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JE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H00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蓄热式热氧化炉（RTO）等废气处理设备    

潍坊金健钛设备有限公司

WEIFANG JINJIAN TITANI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S16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钛盘管、反应釜等    

邢台鼎伟密封件有限公司

CCO Oil Seal Company 

展位号：H002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密封件、油封、缓冲垫    

邢台市诺安克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Xingtai Nuoanke Tezhong Xiangjiao Zhipin Co.,Ltd

展位号：H00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橡胶制品    

江苏华英阀业有限公司

Jjiangsu Huaying Valves Co.,Ltd

展位号：S025  展品：闸阀、球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苏州奥天诚机械有限公司

SUZHOU AO TIAN CHENG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F12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工业冷水机、冷风机、冷冻机、制冷机、电加热导热炉、螺杆机    

上海睿舜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Resion Fluid Co.,Ltd

展位号：S09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垫片、碟簧、盘根、机封等    

江苏金陵干燥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Jinling Dry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H120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高盐废水蒸发器、浓缩提取设备    

南通优氟防腐科技有限公司

Corro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Nantong gifted fluoride 

展位号：F15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防腐喷涂内衬

嘉善华鑫机械密封件厂

Jiashan Huaxin mechanical seal factory

展位号：F15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泵阀配套产品、机械密封   

无锡龙天计量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wuxi longtian meter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F15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计量包装设备

琵乐风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iller Blowers & Compressors (Shanghai）.,Ltd

展位号：G035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机械蒸汽压缩机

哈瓦特换热机组（北京）有限公司 / 台湾舒瑞普股份有限公司

HotWater DHS (BeiJing) CO. / Taiwan  SRP  Heat  Exchanger  Inc

展位号：H126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板式热交换器、VOCs 回收器、气气热交换器、热交换器配件    

山东利和塑胶有限公司

Shandong liHe plastic co., LTD 

展位号：S012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塑料板材 

斯得浦泵业南通泵业有限公司

sidepu pump Nantong Co.,Ltd

展位号：S052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泵

武义宜明氟塑制品有限公司

INMAX FLUO-LINING MFG CO.,LTD

展位号：H08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PFA 换热器、PTEF 聚四氟乙烯换热器、内衬阀门    

安平金德隆网业有限公司

ANPING KING DE LONG WIRE MESH CO.,LTD

展位号：S08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丝网、防沫器、气液过滤网 

浙江胜发泵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Shengfa Pump Co.,Ltd.

展位号：H00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旋转喷射泵及配件

安平县源海五金丝网制品有限公司

ANPING YUANHAI WIRE MESH HARDWARE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S11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丝网波纹填料    

天津格特斯检测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Tianjin Getes Testing Equipmen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H130( 外双开展位）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淄博伯格泵业有限公司

ZIBO BOGE PUMP CO.,LTD

展位号：S038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真空泵、化工泵

大连海密梯克泵业有限公司 

Dalian Hermetic Pump Co.,Ltd

展位号：E2 馆 G030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屏蔽泵、磁力泵

上海垚淼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GT Automation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2 馆 F15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橡胶 O 型环、粘盒密封环、导向环、油封、橡胶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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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台市瑞冠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Xintai Rui Guan rubber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E2 馆 S13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各种密封件、油封、橡胶制品

恺意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Kaiyi Industrial (shanghai)Co.,Ltd

展位号：H15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制药机械塑料软管

吴江天吴特种安全阀有限公司

wujiang tianwu special safety valve co.,ltd

展位号：S15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苏州龙峰钛镍设备有限公司

SUZHOU LONGFENG TITANIUM&NICKE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F15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钛材、镍材、锆材以及其他合金材料设备   

浙江欧康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Zhejiang Auto-Control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H15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火花探测系统 

常州新马干燥工程有限公司

Changzhou Shinmadrying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H06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通道）干燥设备

上海板换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Heat Transfer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S055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可拆卸板式换热器、宽通道焊接式板式换热器等

辽宁华兴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Liaoning Huaxing rubber and plastic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S02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氟塑料、橡胶制品、密封件

宜兴市清泰净化剂有限公司

YIXING CLEANWATER CHEMICALS CO.,LTD

展位号：S07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脱色絮凝剂、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聚合氯化铝

江阴六州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Jiangyin 6Z Heat Exchanger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H132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可拆式换热器、全焊式换热器    

上海赐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Cijie Enviroment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H06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过滤设备及耗材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Lanpec Technologies Limited

展位号：G061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蒸发、结晶成套装置及相关技术咨询

山东福莱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Shandong Flui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Co.Ltd

展位号：E153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山东博科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Boke Vacuum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20                  展位面积：72 平方米

展品：干泵罗茨机组

广东芬尼克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Phnix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H09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零排放设备、污泥干燥设备

广州市迈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Guangzhou my sourc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F15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一体化 MVR 蒸发结晶设备

安徽腾龙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ANHUI TENGLONG PUMP AND VALVE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S02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耐腐蚀化工泵阀

湖北三峰透平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Hubei Sanfeng Turbine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G06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MVR 蒸汽压缩机

淄博华舜耐腐蚀真空泵有限公司

ZIBO HUASHUN ANTICORROSIVE PUMP CO.,LTD

展位号：E2 S103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耐腐蚀真空泵

扬州旻阳传热科技有限公司

YANGZHOU MINYANG HEAT TRANSF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3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翅片管、螺纹管、U 型弯管弯头等    

无锡固途焊接设备有限公司

WUXI GUTU WELDING CO.,LTD

展位号：S17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全位置管道自动焊接设备、换热器全自动管板焊接设备、换热器快

速平口机、压力容器等离子焊接系统等    

无锡北溪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BEIXI AIR CONDITIONER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H15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激光焊接翅片管    

山东美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Meiguang Machine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S08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板式换热器、板式交换器、洗砂机、废钢破碎机    

威海智德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Weihai GENT Vacuum S&T Co.,Ltd

展位号：H07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真空泵、干式螺旋真空泵、罗茨泵、干式罗茨螺杆真空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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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远安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Zhejiang Yuanan Liquid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F15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蒸汽阀门    

上海亿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ITRO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F09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胀管器、胀管机等    

昆山市坤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Kunshan kunling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                           展位面积：0 平方米

展品：换热器专用平口机    

浙江欧德隆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Zhejiang Odelo Automatic Control Valve Co.,LTD

展位号：E1635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气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气动管夹阀、气动粉体蝶阀、气动球阀、

气动蝶阀、电动球阀、电动蝶阀    

成都俊马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engdu Junma Seal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H15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抄取 / 辊压无石棉材料、软木橡胶板、石棉材料、垫片    

南通龙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NANTONG LONGYING TECHNOLOGY VACUUM PUMP CO.,LTD

展位号：F090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真空获得及应用设备    

上海申行健压缩机有限公司

SHANGHAI SUCCESS ENGING COMPRESSOR CO.,LTD

展位号：S10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水润滑单螺杆空气压缩机

南京苏环环境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Nanjing suhuan environmental interconnec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H12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重防腐涂料、化工污水处理

南通星球石墨设备有限公司

Nantong Xingqiu Graphite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S03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石墨设备

北京科海恒生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Crahesion Science & Trade Co.,Ltd

展位号：S00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换热器管板 / 管头角缝超声波检测设备    

靖江市中环化机设备有限公司

JINGJIANG ZHONGHUAN CHEMICAL & MACHINERY EQUIPMEN

T Co., Ltd 

展位号：H15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大口径海水循环管道及配套橡胶膨胀节

昆山和群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KUNSHAN PEACE GROUP ABRASIVE CO.，LTD 

展位号：F00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砂布砂纸等研磨材料

宁波领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NINGBO LEADIN MACHINERY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G032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新型蜗杆转子泵、新型尖齿转子泵、耐磨浓浆泵、高浓高效胶体泵    

上海联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liantan Chemic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15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高效换热管

山东四海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SIHAI WATER TREATMENT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55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水处理设备

苏州市品固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Pingu Rubber Technology.,LTD

展位号：S06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密封圈、o 形圈    

杭州天山精密滤材有限公司

TIANSHAN PRECISION FILTER MATERIAL CO.,LTD

展位号：S033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袋式过滤器、精密过滤器、滤芯、滤袋等

天长市金马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JINMA MECHAN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S08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化工泵

苏州市天迅机具科技有限公司

Tianxun Machine & Too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H15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胀管器、电动胀管机、象鼻式电动胀管机、液压液袋、气动平口机    

无锡优纳特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S080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罗茨风机、鼓风机、蒸汽压缩机

杭州爱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ECHO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2H096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自动化切割机    

泰州市壹钢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彩页广告）展品：不锈钢法兰、管道件、标准件加工   

无锡全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Wuxi Quanbang Energy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H13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换热器

浙江内曼格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Zhejiang NAMAG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H12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压力容器

安徽金龙机械有限公司

ANHUI JINLONG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55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高盐废水蒸发器、降膜蒸发器、强制循环蒸发器、连续结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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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杰利凯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Jiekai Industrial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13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化工泵

郑州博大浓缩干燥设备有限公司

zhengzhou BODA Concenteated&Dry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090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蒸发器

东莞市全好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Dongguan Quanhao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S00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换热器、冷凝器、使用的超薄防腐导热纳米涂料    

苏州枫渡电子有限公司

Suzhou Fengdu Electronics Co.,LTD

展位号：G06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NASA 防垢除垢利器

苏州协宏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Sehenstar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11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粉体换热器、烟气换热器、浸入式换热器、制冰机    

阿特钚锐秦皇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F15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电磁振动给料机

宁波朗科精工技术有限公司

Locosc Ningbo Precis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59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防爆电子称重系统、称重模块、传感器等称重装置

温州诺泰管道设备有限公司

Wenzhou nuotai pipeline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813                展位面积：9 平米

展品：法兰管件

上海亮银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Brlght slver tool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G06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德国阿萨粉末合金公司材料、高温合金

江苏万尔阀门有限公司

JIangsu Wan Er Valve Co.,Ltd

展位号：S160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球阀、法兰

江苏望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Jiangsu Wang Xuan metal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H100-1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金属制品    

上海润皎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RUNFLOW VALVE(SHANGHAU)CO.,LTD

展位号：G026 阀门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瑞希特工程工艺（南京）有限公司

Richter EP (Nanjing)Co.,Ltd

展位号：S105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氟塑料衬里泵，氟塑料衬里阀门

洁海瑞泉膜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Pureseaspring membrane techonology Co.,Ltd

展位号：S12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气态膜脱氨组件、聚丙烯微孔疏水膜、聚四氟乙烯微孔疏水膜等    

深圳市瑞升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SUNEVAP TECH CO.,LTD

展位号：E10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蒸发器

安徽天马集团 -- 安徽天马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Tianma(Anhui)Mechinery Co.,Ltd

展位号：S00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强制循环泵、化工泵等    

广州龙渊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YO Hydraulics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S11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超高压单流阀、超高压截止阀、超高压溢流阀、气动试压泵、电动试

压泵、液压气动自动控制    

湖南格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Hunan Green & Innovative Materials Co.,Ltd

展位号：S00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不锈钢直缝焊接钢管、波纹管和高效麻面管

江阴和宏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Jiangyin Hehong Precis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H15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钢管、复合管、双金属复合管、不锈钢传热管    

仪征市永辉散热管制造有限公司 

YIZHENG YONGHUI RADIATING PIPE MANUFACTURING CO., 

LTD.

展位号：S12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宝鸡邦力特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Baoji Banglite Yousejinshu Co.,Ltd

展位号：E09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钛材料、钛材料制品    

江苏武新泵业有限公司 

Jiangsu WuXin Pump Co.,LTD. 

展位号：G09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化工泵、磁力离心泵

青岛建青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Qingdao Jianqing Rubber Product Co.,Ltd

展位号：S00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橡胶制品

山东骏腾仪表有限公司

Shandong Junteng Yibiao Instrument Co.,Ltd

展位号：S09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磁性液位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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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格盟工业控制有限公司

Both (Shanghai)M&E Enginerring Co.,LTD

展位号：S16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粉体设备、负压抽粉系统等    

深圳市勇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S16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粉碎机

温州市伟贤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WENZHOU WEIXIAN LIGHT INDUSTRY MECHINERY CO.,LTD

展位号：S170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袋式过滤器、大流量过滤器、翻转钛棒过滤器、微孔过滤器、空气

蒸汽过滤器、防腐过滤器    

江苏东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Dong Wang Huan Bao Ke Ji Co.,Ltd

展位号：E2 馆 S10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工业过滤布、粉尘过滤袋、液体过滤布及滤袋、股价系列配套、除

尘器配套系列、电池脉冲阀配套系列等    

江苏中科双鑫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Jiangsu Zhongke Shuangx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

o.,Ltd

展位号：G050                 展位面积：72 平方米

展品：MVR 工业蒸发浓缩及结晶    

广东双兴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Guangdong Shuangxing New Material Group Co.,Ltd

展位号：H08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热交换器用管、冷凝器用不锈钢管等

垦乐环保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Keller Environmental Equipment （Shanghai）Co., LTD

展位号：E1303    

展品：分离过滤系统

上海朗志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SHANGHAI LANG ZHI WELD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S093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焊接样品

上海科利瑞克机器有限公司

SHANGHAI CLIRIK MACHINERY CO., LTD

展品：大中型破碎、制砂、磨粉设备

苏州致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Zhihao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6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布袋风管

上海备盈倍安全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BS&B Safety Systems Ltd.

展位号：E1305  

展品：爆破片和防爆板

苏州乔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uzhou JoyFa Environment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3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蒸发器

西安环科水处理有限公司

Xi`an Branch Central Water Co,.Ltd

展位号：S15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南阳天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彩页广告   展品：换热器、压力容器   

苏州工业园区华焊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Hand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S17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换热器管板、管管焊接设备    

浙江赛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Z H E J I A N G  S A I S U N  E N V I R O M E N TA L  P R O T E C T I O 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155+S156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聚四氟乙烯换热器、聚四氟乙烯膜、聚四氟乙烯填料、塔内件、聚四

氟乙烯防涂器    

南京海郅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SEA ZHIHA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72-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激光物位仪

恒兴行（天津）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S15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化工原料

上海诺冷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u no cold and cold heat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G080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制冷设备

长沙今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angshajinzhao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00-1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MVR 等模型    

江苏和众风机有限公司

JIANGSU HEZHONG FAN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S121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FRP 离心风机 FRP 高压离心风机    

山东恒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Hengda Mechanis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S152-1            展品：搪瓷设备及管件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苏州友旭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Suzhou Friend Welding Equipemnt Co.,Ltd

展位号：S17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自动化焊接设备

温州锦顺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Jinshu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130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密封圈、空压机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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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研计器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RIKEN KEIKI COMMERCIAL (SHANGHAI)CO.,LTD

展位号：G064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气体分析仪器

安徽美乐柯制冷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ANHUI MELUCK AIR-CONDITION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G00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工业冷水机、化工专用冷水机、箱式冷水机、螺杆冷水机    

亿昇（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Esnrging (Tianjin)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H112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磁悬浮鼓风机

温州迪科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dico Valv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法兰球阀系列、高平台球阀系列、螺纹球阀系列    

浙江新创兴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XINCHUNGX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5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高效旋转精馏机（超重力精馏）

安徽江南泵阀有限公司

ANHUI JIANGNAN PUMPS & VALVES CO. , LTD

展位号：H086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化工泵    

大连兆和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gaunity Environmental System Solutions

展位号：S05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粉体防爆油雾除尘器

浙江环诺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ENZHOU VNOR EVAPORATOR Co.,ltd

展位号：S073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MVR 蒸发器

天津诚泰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ianjin Cheng TaiXiang Science am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展位号：E122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智能超声波防垢除垢装置

江苏中特创业设备检测有限公司

Jiangsu Zhongte technology Equipment Inspection Co.,Ltd

展位号：S00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先进检测技术介绍、先进检测设备展示

江阴市高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Jiangyin Gaoho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K51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粉碎机、混合机、加料机、筛分机

温州鑫得利阀门有限公司

Wenzhou Xindeli Valve Co.,Ltd

展位号：E1810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法兰球阀

无锡圣美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WUXI SAMPSONE ENVIROMENT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 馆 K338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环保设备、罐体清洗机

广东宏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Hong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G016-1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热泵低温、污泥干化设备

安徽江南泵阀有限公司

Anhui Jiangnan Pump & Valve Co., Ltd.

展位号：H086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化工泵 

厦门良舟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Lumzone (Xiamen) Chemical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E1913  

展品：机械密封

大连兆和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gaunity Environmental System Solutions

展位号：S05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粉体防爆油雾除尘器     

广州派晟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Parsen Industri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8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热电阻、热电偶、差压变送器、液位计、

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器    

徐州赛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Xuzhou SaiPu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186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油烟净化模块、油雾 / 水雾拦截器、废气预处理部件    

靖江王子橡胶有限公司

JINGJIANG OHJI RUBBER CO.,LTD

展位号：S13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橡胶膨胀节、其他橡胶制品    

泰安鲁岳盛通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Tai'an Lu Yue Sheng Tong chemical equipment Co.,Ltd

彩页广告

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

zhongtian power optical cable co.,ltd

展位号：S16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不锈钢焊管，换热器用管    

德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S11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金属软管、橡塑软管、波纹补偿    

石家庄天合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 Tianhe Mechanic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G06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真空带式过滤洗涤干燥机样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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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鑫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Xinya Environ ment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82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    

上海神农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SENON CO.,LTD
展位号：S058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MVR 蒸发结晶设备等

天台中力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Tiantai Zhongli Filter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S17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滤芯

淄博顺环真空泵有限公司

ZIBO SHUNHUAN VACUUM PUMP CO.,LTD

展位号：S162、S163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水环真空泵及压缩机

金多邦机械（江阴）有限公司

King DuPont Mechanical（Jiang Yin）Co.,Ltd.

展位号：H132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可拆式换热器、全焊式换热器   

上海冰嘉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BINGJIA INDUSTRIAL CO.,LTD

展位号：F00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样本钢带

高兆帕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HIGH MPA VALVE CO.,LTD

展位号：E1800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球阀、水力控制阀   

杭州普普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PuP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705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可提供高精度小流量进料技术解决方案、小睿进料管理系、小智系

列隔离式输送系统   

安平县汉科过滤科技有限公司

HANKE FILT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S10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滤芯

无锡市科尔不锈钢有限公司

Wuxi Korer Stainless Steel Co.,Ltd

展位号：无                      展位面积：0 平方米

展品：不锈钢管，换热器冷凝器用管

江苏成华能源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Jiangsu Chinehwa Energy & Chemical Industry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K00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塔器、反应器、冷凝器、热交换器、锅炉省煤器    

江苏新世界泵业有限公司

Jiangsu New-World Pump Co., Ltd

展位号：G028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MVR 化工泵    

石家庄金士顿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 Kingston Bear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G001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空气悬浮离心鼓风机    

诺佤（上海）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Nova (Shanghai) Test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82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震动检测仪器类    

河北瑞川玻璃钢有限公司

Hebei Ruichuan FRP Co.,Ltd

展位号：E00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玻璃钢储罐、玻璃钢管道、玻璃钢塔器、玻璃钢管件    

江苏蓝天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Blue Sky Environmental Pretection Group Co.,Ltd

展位号：S099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工业大气过滤用布、布袋、袋笼    

靖江市鑫盛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Jingjiang Xinsheng Enviroment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G085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污泥造粒干化设备、危废焚烧烟气净化设备    

芜湖凯博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uhu Kaibo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 Ltd.

展位号：S016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新型水电混合节能冷却塔、新型无堵塞免维护抑菌抗藻填料    

方城县锦钰机械有限公司

Fangcheng County jinyu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672（靠通道双开口）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设备    

杭州沈氏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angzhou Shenshi Energy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22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微通道反应设备、微通道实验室成套及配套装备    

宇创机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yuchuang electromechanical technology (kunshan)co.,ltd

展位号：K80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板式加热器、交换器、石英加热器等    

宁波弘景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Hongjing Enviro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11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VOCS 检测回收治理    

上海洪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S06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爱普生喷墨标签打印机    

上海双启流体分离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SHUANGQI FLUIDSEP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7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过滤设备及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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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达孚森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HENAN DAFSEN DAFSEN SEALS TECHMOLOGY CO.,LTD

展位号：E138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聚氨酯密封件、液压油缸密封    

江苏格兰特干燥浓缩设备有限公司

Jiangsu grand drying & concentrat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K101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MVR 蒸发器、蒸发器、浓缩、干燥设备等    

上海如昂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Ruang Ultrasonic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K15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超声波振筛、摇摆筛、真空上料机    

上海威驰过滤系统有限公司

Shanghai Vithy Filter System Co.,Ltd

展位号：H10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过滤设备    

无锡艾梭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180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康赛特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Kangsaite Valve Co., Ltd

展位号：E1805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阀门  

杭州力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Hangzhou Linuo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S076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无锡市圣尔诺机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E180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Apollo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77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泵    

江苏长海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CHANGHAI COMPOSITE MATERIALS HOLDING 

CO.,LTD.

展位号：E191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玻璃纤维材料    

江苏越澄净化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Jiangsu YC air-frame and purifying Co.,Ltd

展位号：E185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过滤净化网、空调配件    

苏州亿标环保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SUZHOU YIBIAO PURIFYING FILTER CO.,LTD

展位号：E191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除尘设备、净化设备及配件、空气过滤器    

山西玉竹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XI YUZHU ACTIVATED CARBON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E182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石灰石开采、煅烧、销售和钙产品研发    

安平县宏达鑫丝网有限公司

AnPing Hongdaxin Wire Mesh Co.,Ltd.

展位号：E183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筛网 ; 丝网 ; 席型网 ; 不锈钢筛网 ; 金刚网    

安平县银华过滤器材有限公司

Anping Yinhua Filter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S06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不锈钢滤芯, 烧结网滤芯,不锈钢折叠滤芯,过滤筒,过滤片,过滤盘,

过滤器滤芯    

无锡奋图网业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Forward Wire Cloth Imp Exp Ltd Of Wuxi

展位号：S00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冲孔直缝管 , 冲孔螺旋管 , 冲孔板 , 金属丝网 , 过滤器元件 , 金属管    

秦皇岛燕大国海不锈钢业有限公司

Qinhuangdao Yanda-Guohai Stainless Steel Co.,Ltd

展位号：S169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不锈钢焊材    

江苏大利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Dali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S15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玻璃纤维制品    

宝鸡恒通电子有限公司

Baoji Hengtong Electronics Co.,Ltd

展位号：S070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仪器仪表    

岑泓自动化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CenHong Automation Engineering (Shanghai)Co.,Ltd.

展位号：E1831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自动化过程仪表    

温州巴尔阀门有限公司

WEN ZHEOU BAER VALVE CO.,LTD

展位号：E1870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软密封蝶阀 , 蝶阀 , 高性能蝶阀    

温州市源达阀门有限公司

Wenzhou Yuanda Valve Co.,Ltd.

展位号：E1903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气动角座阀、气动阀门、管件、电动阀门、气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    

山东章丘丰源机械有限公司

ZHANGQIU FENGYUAN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35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罗茨鼓风机、气力输送系统、污水处理系统产品    

海宁市科准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Haining Kezhun Filtration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H15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过滤设备    

浙江美德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Zhejiang Meide Filtrat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S05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过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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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三立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

BAOJI SANLI NONFERROUS METALS CO.,LTD

展位号：E109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钛棒、板、网、管、锻件    

景县鼎佳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Jingxian Dingjia Rubber & Plastic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S062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板式换热机    

四川惠科达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SICHUAN VACORDA INSTRUMENTS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E1725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液（物）位计、液（物）位开关、流量计    

罗南工程 /SOPAT 中国办事处

RONAN Engineering SOPAT China 

展位号：G08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在线颗粒分析仪    

高兆帕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HIGH MPA VALVE CO.,LTD

展位号：E1800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闸阀、止回阀、截止阀、球阀、水力控制阀、旋塞阀、蒸汽疏水阀、

调节阀等    

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Media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制造业企业信息化软件    

上海功悦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Kongye Industrial Co.,Ltd

展位号：E169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RIFOX 疏水阀    

无锡市美斯泰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Wuxi Mesh-Tech Metal Products Co. Ltd.

展位号：E169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金属制品切拉网    

广州市元晟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UAN SHENG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927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自动焊接设备    

赛弗泰克（广州）安全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Safetek (Guangzhou）Sagety System &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780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隔爆阀、无火焰泄放装置    

广东港荣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GR Wat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H13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蒸发器    

江苏圣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shengpo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05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钛焊管、不锈钢焊管    

宁夏北伏科技有限公司

Ningxia North-FLK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912  

展品：机械密封    

浙江隆辰不锈钢有限公司

ZHEJIANG LONGCHEN STAINLESS STEEL CO., LTD

展位号：E182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钢管、管件、法兰、阀门等不锈钢系列    

宁波瑞亨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86 双面开口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防爆脉冲阀    

康洛吉自动化系统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Controllgic Automation Equipment System Engineering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E1398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火花监控产品、防爆产品、除尘改造设备等    

江阴市新安粉体设备有限公司

Jiangyin Xinan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S011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粉碎机、混合机    

成都永益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Chengdu Yongyi Pump Industry Co,; Ltd

展位号：S117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化工泵    

宁波市奉化溪口双虹气动元件厂

展位号：E1280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上海禹格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YOGO INDUSTRI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576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展品：电动执行机构    

无锡市永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Yong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Wuxi

展位号：E1391、E1392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江苏柏树环保有限公司

JIANGSU CYPRESS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S075   展品：环保设备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山西宝清化工有限公司

展位号：S129  展品：活氧制剂  展位面积：9 平方米

上海虎啸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Shanghai Huxiao Electric Implements Co.,Ltd

展位号：E1708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电动工具 

温州市亿泰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WENZHOU YITAI METAL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A016                展位面积：18 平方米

展品：不锈钢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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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顶裕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Suzhou Dingyu Energy-Efficient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A310                展位面积：36 平方米

展品：风机  

江苏乐科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LEKE  ENERGY-SAV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G020               展位面积：54 平方米

展品：罗茨压缩机、离心压缩机或叶轮   

威尔登环保设备（长沙）有限公司

Welldo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hangsha) Co., Ltd

展位号：E028   

展品：工业空气洁净和污染控制系统  

优高雅健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Yoogal Health Science &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认必安全控制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REMBE®china Ltd.

展位号：E1308  

展品：KUB® 反拱形爆破片和无焰泄爆装置  

上海备盈倍安全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BS&B Safety Systems Ltd.

展位号：E1305  

展品：爆破片和防爆板 

昆山密友粉体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Jiangsu Miyou Powder New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ltd

展品：粉体装备

玉环太平洋机械有限公司

YUHUAN PACIFIC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307  

展品：除尘、空气净化设备

天津市实达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Tianjin Shida Electric Power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301  

展品：气力输送系统

山东领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handong leadi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Ltd.

展位号：E1300

上海华理安全装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Huali Safety Devices Co.,Ltd.

展位号：E1306  

展品：防爆安全系统

江苏科力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Jiangsu Kelibo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1302  

展品：防爆防火阀、防爆风量调节阀、气动风量调节阀，气动防火阀、防腐

阀门及配套执行器

哈尔滨纳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NANO PHARM TECH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江苏创新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Innovation Packaging Technology Co.,Ltd.

展品：阀口包装袋、粉料定量自动包装机及智能包装码垛线

浙江澳邦阀门有限公司

zhejiang aobang valve co.,ltd

展位号：A016  

展品：衬氟阀门  

上海方展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FANGZHAN FIR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217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专业生产船用救生消防设备，呼吸器，逃生器，长管呼吸

器，消防员隔热服，充气式救生衣

邢台科道尔液压密封件制品有限公司

Xingtai KDR Hydraulic Seals Production Co.,Ltd

展位号：E1356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密封

宁波市奉化木林森机械制造厂

展位号：E1116               展位面积：18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线圈，防爆电磁阀，特种线圈等

北京德兰系统控制有限公司

DORLAND System Ltd

展位号：E111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手机，防爆 Pad 

常州西科德弹簧有限公司

Vinsco Spring Limited

展位号：E1254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碟形弹簧

南通澳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21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混合研磨乳化设备

深圳市华夏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783              展位面积：9 平米   

参展产品或技术：数字数传电台，数传模块，网络电台，MESH 自组网电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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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旅行网
联系人：钟珩涛13910132516     赖天阳17317551036   电话：010-64181616-23093  021-34064880-18202    Email: htzhong@Ctrip.com 

【接待酒店】

【交通路线】
主要地铁线路

A. 乘地铁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直达展馆。

B. 乘地铁2号线至龙阳路站下步行，或换乘7号线花木路站下。

C. 地铁：1号线常熟路站，2号线静安寺站，3号线镇平路站，4号线镇平路站或东安路站，可换乘7号线直达展馆。

D. 地铁：3、4号线中山公园站， 1、8号线人民广场站， 4、6、9号线世纪大道站皆可换乘2号线，至龙阳路站下步行或换乘7号线花木路站下至展馆。

自驾车

展馆位于龙阳路、罗山路交汇处，易于通行。从市中心横跨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可直达。

飞机

● 浦东机场

出租车：线路长度30公里，车费约90元。

可乘坐磁悬浮列车：至龙阳路站，单程票价50元。

搭乘机场三线：至龙阳路轨道交通站，需时约40分钟，车费约16元。

推荐路线：地铁2号线至龙阳路站下，或再换乘地铁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

● 虹桥机场

出租车：线路长度27公里，车费约80元。

推荐路线：搭乘出租车到中山公园换地铁2号线到龙阳路下，或再换乘地铁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

火车
● 上海火车站      出租车：线路长度16公里，车费约45元。 推荐路线：地铁1号线到人民广场站，换乘2号线，至龙阳路站下，或再换乘地铁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 

● 上海南站         出租车：线路长度20公里，车费约60元。     推荐路线：地铁1号线到人民广场站，换乘2号线，至龙阳路站下，或再换乘地铁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

● 上海虹桥火车站 出租车：线路长度35公里，车费约100元。 地铁：乘2号线至龙阳路站下，步行或换乘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

磁悬浮列车 
磁悬浮列车往返于浦东国际机场和地铁2号线龙阳路站，只需8分钟。

http://sh.cippe.com.cn    

电话：010-58236561
电邮：cippe@zhenweiexpo.com

在线登记  赢取礼包

酒店名称 星级  酒店地址  房间
类型

展 商 优
惠价 早餐  距新国际  

 展览中心 

上海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 五星 上海 浦东新区 梅花路1108号，近芳甸路 豪华房 ￥1276/1435 单早/双早 0.3KM

上海浦东嘉里大酒店 五星 上海 浦东新区花木路1388号 ，近芳甸路 豪华房 ￥1350/1600 单早/双早 0.2KM

上海博雅酒店 五星 上海 浦东新区 碧波路699号 ，近晨晖路 豪华房 ￥780 双早 酒店班车

上海东怡大酒店 五星 上海 浦东新区 丁香路555号 ，近桃林路 高级间 ￥750 双早 酒店班车

上海陆家嘴万信酒店 四星 上海 浦东新区 南洋泾路568号 ，近杨高中路 标间 ￥550 双早 3.3KM

上海长荣桂冠酒店　 四星 上海 浦东新区 祖冲之路1136号 ，近金科路 标间 ￥850 双早 3.5KM

上海浦东辅特戴斯酒 四星 上海 浦东新区 浦东大道2333号 ，近德平路 高级商务间 ￥380 双早 6KM

开元曼居·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店 四星 上海 浦东新区 罗山路1609号 ，近锦绣路 曼居双床房 ￥650 双早 酒店班车

上海南泉大酒店 三星 上海 浦东新区 南泉路899号 ，近北张家浜路 高级房 ￥370 双早 5.1KM

上海美豪酒店（金桥店） 经济型 上海 浦东新区 曹路镇川沙路335号 ，近上川 行政双床房 ￥310 双早 酒店班车

锦江之星风尚上海浦东机场镇酒店 经济型 上海 浦东新区 川南奉公路971弄1号7幢 ，近S1迎宾高速 标准/大/双 ￥268 双早 25-30分钟车程

锦江之星世博园区浦三路店 经济型 上海 浦东新区 浦三路208号 ，近临沂路 标准/大/双 ￥430 双早 15分钟车程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三林店） 经济型 上海 浦东新区 杨高南路5139号 ，近三林路（御桥路路口） 标准/大/双 ￥330/350 单早/双早 20分钟车程

锦江之星风尚浦东金融学院曹路镇政府店 经济型 上海 浦东新区 曹路镇川沙路420号 ，近上川 标准/大/双 ￥248 双早 30分钟车程

锦江之星（上海浦东航头旅游度假区店） 经济型 上海 浦东新区 沪南公路5278号 ，近航三路 标准/大/双 ￥268 双早 35分钟车程

锦江之星（上海世博店） 经济型 上海市浦东新区板泉路300号 标准/大/双 ￥370 双早 25分钟车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