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油化工成套装置和设备

石油炼制技术与设备

流体机械技术与设备

工业防爆产品

自动化技术装备、仪器仪表

密封设备及配件

石油石化科研及实验室技术设备

电工电气设备、电缆产品

传热、制冷、通风设备

环保、节能装备

发电机组及动力机械设备

消防报警设备工业安全及劳保用品

锅炉压力容器设备

辅助及其他相关设备

海洋油气钻采平台

浮式生产装置（FPSO）

海洋平台生产、生活模块

海洋工程辅助船

海底探测、检测、水下作业装备

系泊、吊装及平台升降系统

通信及信息处理传输系统

焊接切割装备

绳索、钢缆、钢索、链条

紧固、密封技术及设备

海上打捞、保障及救生设备

海工设备安装与调试技术

【展品范围】

报到布展：2013年8月18日-19日

展示交易：2013年8月20日-22日

闭幕撤展：2013年8月22日下午14:00

展会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W1、W2馆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在线登记，赢取礼包
    Online Visitor Registration：

http://sh.cippe.com.cn
电话：010-58236577 010-58236588
电邮：cippe@zhenweiexpo.com

2013年8月20日至22日，亚洲最大石化

展——第五届中国（上海）国际石油化工技术

装备展览会（cippe）将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

心拉开帷幕。cippe上海石化展作为石化领域

的专业展会，将再次为行业献上石化技术与装

备领域的一场盛宴。

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之最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国家加大

了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加快了资源性产品价

格改革步伐。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数据

显示，一季度，石化行业实现总产值约3万亿

元，同比增长9.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38

亿元，同比增长16.7%，实现利润1931亿元，

同比增长10.6%；进出口总额达1573.5亿美

元，同比下降1.2%，其中出口414.4亿美元，

同比增长3.5%，良好的发展势头为石化企业

带来更多发展动力。据了解，本届展会将汇聚

450家中外知名企业，3万余名专业观众将进

行现场交流和商务洽谈。

本届cippe上海石化展在参展企业数量和

质量上都再创新高。烟台杰瑞、四川宏华、

上海神开、唐山冠能、山东骏马、西安科迅、

康明斯、SDDA PTE LTD、江苏力博士、武进

不锈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弗赛特、武汉欧瑞

德、博太科等行业知名企业都将在展会上亮相。

展会同期，cippe组委会将邀请国际知名

企业和媒体在展会现场进行技术交流和新闻发

布，与展商和参观观众现场互动。

“第四届中国海洋工程技术装备论坛”将

于8月20日与展会同期召开。

参观商服务更便捷

亚洲最大石化展吸引了众多优质参观

商，得到了观众的大力支持。cippe始终追求

专业规范服务和国际化运作。组委会将继续对

知名采购参观团在展前，展中提供便捷高效的

服务。

参观商预登记系统方便了专业观众在线

提交参观信息，目前网上预登记人数已创历史

新高。提前邮寄参观证及展会资料方便了观众

提前了解展会详情及为观众进馆提供了一条绿

色通道。现场还提供了VIP 休息区，上网区等

供您休息洽谈。

展会同期将举办多场主题论坛、交流

会、技术讲座等一系列活动，为企业和用户提

供一个沟通、学习、合作和贸易的专业平台。

届时，上海市浦东新区工程师协会将组织大量

的技术工程师来展会及交流会现场观摩。　　

作为全球最大石油展的姊妹展，组委会

积累了雄厚的媒体资源，包括中央级媒体、

主流财经媒体、网络媒体、行业媒体、海外媒

体在内的五大媒体集群，数量达百余家。组委

会也将通过专项资金，邀请媒体对企业进行深

度报道，提升企业及产品品牌，让企业享受

无偿的媒体推广服务。包括展览会网站cippe.

com.cn、全球石油网cippe.net、《石油与装

备》杂志以及相关行业媒体；定期的电子邮件

推广（每次约有50,000 条经过筛选的数据)；

印刷版cippe展前预览推广（50,000份精准直

投）；参观指南（展览会现场服务，每位展

商和参观商将借此了解展览会同期的各项活

动）；展会现场多种宣传指引及广播循环播放

交流会信息等。

cippe上海石化展组委会将秉承一切为了

展商的宗旨，为企业提供最为丰厚的参展回

报。通过展前、展中、展后的一些举措，使参

展企业推广周期更长，收获更多。

我们的宗旨：
让所有参与者不虚此行
——亚洲最大石化展参展企业数量再创新高



A2
国际石化设备物资采购论坛

暨cippe采购圆桌会议
　2013年8月20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主       题：  竞争力与国际市场

主办单位： 江苏省石化装备行业协会     

　　　　　《石油与装备》杂志

　　　　　 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组委会

组织单位：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战略支持媒体：《中国化工报》   

　　　　　　　 全球石油化工网

会议介绍：

本次论坛将与亚洲最大石化展同期举办。论坛旨在为石化行业营造一

个采购经验分享、交流的平台。于此同时，论坛首次开设“cippe采购圆

桌会议”单元，对行业热点采购问题进行热议，让嘉宾同与会代表充分互

动。届时，组委会将邀请来自扬子石化-巴斯夫、高桥石化、福陆、成达

工程公司等国际知名企业代表和行业专家，共同分析成功采购案例，学习

采购经验，商讨采购发展之道。

联系方式

联系人：梁可君                                        Email: lkj@zhenweiexpo.com

电话：010-5823 6579  58236591           传真：010-58236567

8月20日    上午

9:30-10:00
美国福陆公司分享在华采购案例及计划

福陆（中国）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0:00-10:30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分享其中国采购经验

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公司 高红岩 采购总监 

10:30-10:45 茶歇与交流

10:45-11:15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对供应商的需求

中国成达工程有限公司  周文祥  副总工程师 

11:15-11:45
设备采购的质量控制

中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 蔡隆展 处长

8月20     下午

13:30-14:30 圆桌讨论会

14:30-15:00
节能设备的选择

郭宏新 江苏中圣高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级工程师

15:0-15:30
石化厂工艺安全管理系统及机械完整性评价经验分享

德国莱茵TÜV供应链及完整性服务工业服务，大中华区 高鸿钧总经理

日程安排

备注：以上日程安排以论坛组委会最终公布的为准。

美国福陆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提供有关设计、采购、施工和维护

服务的综合性工程公司之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福陆公司一直是

值得信赖的全球业务伙伴。凭借设在各地的执行机构，福陆公司在项目

实施的各个阶段为客户提供优异人才和专业知识。客户通过与福陆公

组织单位：cippe振威石化展组委会

           上海浦东新区工程师协会

时间：2013年8月21日下午13：30—15：3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区

目的：帮助广大带压密封专业技术人员充分运用新技术、新装

备，不断提高带压密封技术水平，保障石油化工安全生产。沙龙

邀请石油化工行业的技术人员，围绕堵漏、密封等关键词展开讨论。

沙龙倡导一种自由探究，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为新思想、

新观点提供一个宽松、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激发新的思想火花。

主要交流内容：

1、压力容器与压力管道带压密封技术最新国家标准解读；

2、带压密封技术发展与应用概况；

3、泄漏工况特点与封堵应对措施；

4、管道堵漏先进技术与装备，常见问题与处理；

5、典型工程案例的先进密封施工方法、技巧和经验。

议程：

1、主持人介绍目前带压技术在石油化工领域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等基本情况

2、参展企业介绍其技术的安全、高效、经济性能等特点

3、高桥石化作为用户方谈在堵漏与密封方面的经验

4、专家从第三方点评密封技术的优缺点及改进措施

参会听众：免费听会，需提前报名预约 

石油化工先进堵漏与带压密封技术科技沙龙

司的合作，可以达到优化资产使用效率和加强竞争能力的目标，从而为其长期的业务

成功奠定基础。

作为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承包商之一，福陆公司的主要目标是在满足

进度、投资预算和最佳运行标准的前提下，为客户发展、建设并维护投资项目。我们分

布全球的超过43000名员工可以及时向客

户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全世界6大洲

28个国家拥有常设分支机构,福陆公司在

可靠、专业、安全方面所取得优秀纪录使

它在全球工程业领域保持领先地位。

福陆公司从1978年就开始了在中国

的业务。到目前为止, 福陆中国是在中国

唯一一家获得中国建设部颁发的 化工石

油行业“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证书”

的外商独资企 业, 承接执行EPC和EPC项

目。此外，福陆中国是目前在中国唯 一一

家独立申请（非通过兼并中方设计院的形

式）获得建设部颁 发的化工石化医药行

业“甲级工程设计资质证书”的外商独资企业，允许我们为

大型项目的设计图纸盖章。

继1979年获得第一个项目后，福陆公司已经在中国成

功完成260多个项目，涉及领域包括：化工，石油化工，石油

天然气开采，管道工程，海上石油开采，发电，采矿，汽车制

造，制造加工，精细化工，生物医药，食品加工和日用消费品

生产。通过结合全球专业资源和本地的项目执行平台，福陆

公司可以为客户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提供优异的服务。

2012年，《财富》杂志评选福陆公司为最大的美国公司中“设

计，施工”行业第一

2012年，名列ENR杂志前100设计-建造公司第一和前400承包

商第二

2013年，名列《财富》北美500强第110位

2012年，2011年，2010年，2009年，2008年，2007年连续六

年，均被Ethisphere杂志评为全球最具有商业道德的公司之一

2006年获得中国建设部根据113条例颁发的工程施工总承包

一级资质

2008年获得中国建设部根据114条例颁发的工程设计甲级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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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国际海洋工程技术装备论坛

行业最高规格海工盛会   2013年8月20-21日  中国·上海

主       题：共筑深蓝梦想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海洋石油天然气展览会组委会

　　　　   《石油与装备》杂志

组织单位：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北京新材料发展中心

                 《新材料产业》杂志

                  挪威创新署

官方媒体：全球石油化工网

同期召开：第五届中国国际海洋石油天然气展览会

                  (ciooe振威上海海油展)

网       址：offshore.zhenweievents.com

论坛亮点

● 聚焦行业热点，洞悉深水开发未来发展趋势

● 专注深海开发工程关键技术及设备，

    分享创新设计经验

● 把脉市场需求最新动向，探寻企业发展新路径

日程安排

备注：最终日程安排以现场发布内容为准。

拟特邀嘉宾

潘云鹤     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 

郭建新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

黄    鹂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副司长               

雷    波      国家海洋局海洋科学技术司副司长

罗继业     国家海洋技术中心主任

王锦连     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秘书长

石   林     中国石油集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

金晓剑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工程建设部总经理

李建民     中海油深水工程管理经理

刘   锋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所副所长

周建良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总工、教授

陈卫东    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

刘慧中    中国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发展部总经理

谢   彬      中海石油研究中心深水工程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李清平     中海油研究总院深水工程重点实验室、技术研发中心 首席工程师

吕会敏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装备总工

尚景玉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机电设备工程所所长

李淑民    中国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

欧阳隆绪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健康安全环保部

薄玉宝    中石化上海海洋石油局工程院副院长

黄维平    中国海洋大学工程学院海洋工程系副主任、博导

段梦兰    中国石油大学海洋油气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Jason Waldie, Douglas-Westwood公司总监

王  琦     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进全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以上名单排名不分先后，论坛拟嘉宾邀请工作还在进行中，我们会及时更新名单。）

联系方式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凯旋城E座8层

联系人：乔 静                   电话：010-58236510/14      Email：conference@zhenweiexpo.com     

传真：010-58236567      网 址：offshore.zhenweievents.com

8月20日第一天
第一部分：政策与产业趋势

　 　

09:10 中国深海开发的现状和展望---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秘书长 王锦连

09:40 全球深海油气开发的发展趋势--- Douglas Westwood

10:10 当前深水开发装备研发及创新的思考-----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0:40 茶歇

11:40

          

对话交流——中国深水开发的挑战与机遇

主持人：陈卫东 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研究员

出席嘉宾：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秘书长 王锦连

世界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跟踪研究专家 江怀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陈国明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工程学院海洋工程系副主任、博导黄维平

12:00 中国深水关键技术及装备的重大进展---中海油深水工程管理经理 李健民

12:10 自助午餐/休息

第二部分：关键技术与装备

14:00 超深水勘探开发技术的创新亮点---Baker Hughes

14:30 深海浮式平台的设计应用---瑞典GVA Consultants AB公司

15:00 茶歇与交流  

15:30 深海钻井船设计及建造经验分享kvaerner公司亚太区总裁 Dag Skindlo

16:00 深水铺管船的设计与技术要求---荷兰Gusto MSC公司

16:30 基础材料在深海防腐中的应用— 

17:00 水下生产系统及海底处理技术---法国Technip公司经理Wui Yeang Goon

18:30-20:00 答谢晚宴

8月21日 第二天
第三部分：市场需求与分析

09:00 世界深海装备产业市场概况及预测--- Subsea 7公司

09:30 中国南海开发带来的新机遇---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科学所副所长刘锋

10:00
深海开发对技术与装备提出的新要求--- 中海石油研究中心深水工程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 谢彬

10:20 茶歇与交流

10:50 深水水下井口系统的应用与市场需求 ---美国McDermott公司

11:20 深水钻井水下定位及保障系统的分析及重要性---丹麦Maersk Drilling公司

11:50
深水流动安全保障技术（水下生产技术）--中海油研究总院深水工程重点实

验室、技术研发中心首席工程师 李清平

12:20 自助午餐/休息

14:00-16:30 参观第五届中国国际海洋石油天然气展览会(ciooe振威上海海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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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欧瑞德：
专注进口品牌仪器仪表配套供应

武汉欧瑞德科技有限公司（ORD）是一家专一从事石油

天然气钻采及固井、压裂设备进口品牌仪器仪表配套供应与

售前、售后技术服务的仪器仪表类专业化公司。

公司目前是美国皇冠（CROWN）传统仪表中国区总

代理和亚太区战略合作伙伴，是美国锐设（RIGSERV）系

统仪表中国区总代理和亚太区战略合作伙伴，是美国摩菲

（Murphy）系列总线仪表油田石油机械板块战略合作伙伴和

特约经销商，是德国威卡（WIKA）油田仪表石油机械板块

战略合作伙伴和特约经销商，是美国马丁戴克（M/D）钻井

仪表特约经销商和中国区战略合作伙伴。ORD的使命是让世

界先进的仪器仪表技术在中国石油装备上的应用变得不再困

难，跨越国界，引领石油板块仪器仪表的发展方向，做中国

石油装备仪器仪表的沃尔玛。为促使部分石油装备进口仪器

仪表国产化、振兴民族产业做出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材科技：高性能三维织物研发制造商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空实业部隶属于先进材料事业部，

是中国高性能三维织物及其复合材料的研发与制造基地，拥有行业

一流的研发能力、硬件设施、管理理念，掌握织物结构及复合材料

制备技术的多项核心知识产权，产品广泛运用于建筑建材、轨道交

通、航空航天、船艇制造等领域。中材科技先进材料事业部愿为国

内外同行提供竭诚服务，欢迎交流、欢迎合作。

产品简介

三维中空织物可以采用玻璃纤维、碳纤维、凯芙拉纤维等多

种高性能连续纤维进行织造，夹芯结构的基础是构成表层的经、

纬纱和连接两个表层并形成芯部Z向纤维，中空织物的织造高度范

围为2-40mm，空间形态可以根据复合材料的使用要求任意设计为

“8”、“口”、“V”字形等。

中空织物可以瞬间吸收树脂，Z向纤维在“毛细作用”效果下

使织物自动成型到设计高度。其复合材料的整体中空三明治结构，

克服了传统蜂窝、泡沫芯材等夹层复合材料易分层、耐冲击性能差

的缺点，可以广泛用于轨道交通、船艇、航空、航天、风能、建

筑、双层储罐等领域。

三维中空复合材料特殊的贯通夹层结构可以灌注液体，抽真

空或预埋监控探头、感应器、导线等元件。用3D 玻纤立体增强材

料作为储罐的中间层，可以有效的监控储罐内液体的泄漏和使用情

况，解决了地埋式储罐迅速检测泄露难题，有效的预防罐体泄漏对

空气、土壤、地下水的污染，是一类新型环保功能型产品。

北京五洲燕阳：聚氨酯系列军民两用软质
装备专业供应商

北京五洲燕阳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聚氨酯系列

军民两用软质装备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唯一实现软质装备从产

品设计、研制到生产全过程的单位。公司拥有先进的设备、生产技

术和企业文化，并拥有强有力的设计技术团队，主要提供软体储液

罐、输油软管、输水软管、远程供水大口径软管、井下压裂储供液

软体罐池、矿山救援专用高压排水软管、电力变压器油罐、海上围

油栏、拖曳油囊、集污罐、管道抢修集油池和应急储油单元、大型

机动储油库、海上补给系统、加油站储运损耗解决方案等，并能为

客户提供方案设计定制。公司已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二十多项，荣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十余

项，是国内最大的软质装备制造商。

公司生产的软质装备已在石油、石化、化工、电力、消防、工

农业、环保、纺织和军事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并已远销美国、俄

罗斯、欧洲、中亚、西亚、东南亚、澳洲、非洲、南美等全球20多

个国家和地区。

博太科防爆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ANTARES-革新性的现场总线防爆远程
I/O解决方案       

ANTARES远程I/O系统是BARTEC为应对不断增长的工业需求

而设计的更加灵活、可靠且经济，能持续的提高

生产装置和整个工厂的生产及

经济效率的创新自动化解决

方案。用最经济的方案

提供最大的功能和便利

性，极具吸引力的设计—

这就是ANTARES。

ANTARES防爆远程I/O产品特点：

1.支持多种现场总线通讯协议：Profibus-DP,Profinet,Modbus-

Leakwise Oil-on-Water Monitoring Systems Family of Instruments

通用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通用电气（GE）公司是一家全球领

先的科技、服务和金融公司，是全球最大

的多元化企业，致力于解决世界上最棘

手的问题。GE 分析仪器部，为石油行业

提供GE水面油膜监测系统 GE Leakwise 

System，以及废水与冷凝水中有机成分监

测的总有机碳分析仪TOC系列产品。

TCP,Ethernet IP。 2.可配置多种I/O模块，包

括：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模拟量输入/输

出模块及温度信号输入模块。3.通过了国际

通用的IECEx防爆认证标准及欧洲标准ATEX

防爆认证标准，拥有完整的产品防爆证书。

4.可直接安装在爆炸性危险环境：防爆1区、

2区及21区、22区，无需额外的防爆箱。

5.所有模块支持在防爆区域带电热插拔。

6.支持Profibus-DP通讯冗余。

ANTARES防爆远程I/O已成功在美国

Dupli-Color公司的自动化生产线上使用，由

于使用了本项技术，大大缩短了新装置的设

计和施工时间，降低了电气材料成本和设计

安装的施工成本，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增

加了设备升级维护的便利性。

展位号 ： W1112

展位号：W1360

展位号：W1100

展位号：W1007

展位号：W1542

SL:C-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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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方科技：
代理国际电子元器件、机械部件及专用工具  

北京赛方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外多家先进电子元器件、机械部件及专用工具公司的中国区总代理。自

1993年以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航空、航天、铁路、油田等市场的开发和服务，引进和推广国外先进的产品

和技术。经过二十年对产品的销售和服务，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产品知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

航空、航天、油田等领域进口产品的专订公司。

公司从项目的设计、选型入手，提供售前售后的产品培训、产品质量的跟踪及产品的维修等优质服

务。由此实现国外产品的本土化，本着“客户至上，开拓创新”的企业文化精神为中国客户选择国外先

进产品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桥梁。 

公司现在主要代理的油田市场高温高压产品有高温圆形矩形航空插头、单芯密封塞、多芯承压盘、

滑环结构旋转连接器、DLS系统应用对接枪、电阻率极板、4/6针及10芯穿舱连接器、高温马达，变速

箱、发电机、水下密封连接器及电缆、高温电阻电容继电器等。

唐山冠能：展示高端固控品牌

河北冠能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原唐山冠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固控设备与钻井废

浆处理设备及系统的公司。GN冠能固控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产品服务于世界60

多个国家与地区，已形成国内外知名的中高端固控品牌——GN冠能固控。是国内首家通过美国API管

理认证的固控设备制造企业，公司产品70%出 口于国际市场，已销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

美国、澳大利亚、中东、俄罗斯、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公司专注于钻井泥浆固控设备和钻井废浆处

理设备 的研发，定位于国际和国内中高端市场，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产品销售份额远远高于国内同行，

并形成了良好的口碑。是国内首家成功研制出钻屑干燥器，并成功出口 国际市场的中国制造商。是目

前国内唯一一家具有API认证并能同时制造离心干燥机和大转鼓高速离心机的生产厂家。

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资金1000万元，生产基地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县潮白河工业园区工业

三路（距离北京国贸仅30多公里），已建筑占地面积50 余亩，新征地30余亩，现代化的厂房及工业

设施，超前规模的生产及管理技术，现有员工180余名，管理人员66人，其中高级工程师、工程师25

名，技术研 发人员12人，具有博士学历员工3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员工38名。是一家集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化固控设备专业制造企业。

展位号 ： W1405

展位号 ： W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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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永兴精佳：展示在线原
油分析仪及取样器

北京永兴精佳仪器有限公司为确定管

输原油品质参数，需要对管线中流动油品做

动态取样。大口径管道输送时，在流态常数

雷诺数小于2000时，既流速不足以破坏流

体的分层状态，会造成输油管道横截面的

上、下层，内、外层油品质不均匀，而且管

线内前后管段的油质也是在不断变化的。管

线动态取样工作的关键是所取油样的代表

性，必须真实地反映该时段管道内所通过原

油的整体情况，如果所采集的油样没有代表

性，造成该批量油品质量的误差，就使化验

工作失去意义，有可能造成本企业严重经济

损失，可以说管线取样工作的重要性决不亚

于做油化验工作本身。

钧和：展示EC-4pole 32 
HD配备行星齿轮箱

EC-4pole 32 HD配备行星齿轮箱功率

高达480 W , 能承受200°C高温、100 G重

力加速度、地底5000公尺的1700 bar高压力。

2010年度创新产品 Heavy Duty 电机EC 

22 HD现在有了更大、更强劲的兄弟产品。

新型电子换向电机EC-4pole 32 HD拥有 EC 

22 HD 电机的所有优点，专为极度恶劣应用环

境所设计，尤其特别适用于钻井技术。

采用深钻技术（在油气探勘领域被称

为Downhole Drilling）可在2500米以上的深

度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与定向钻挖技术（动

态瞄准）结合，钻井深度可深达约5000米

左右，钻井长度更长达11000米，创造出钻

井史上的新里程碑。

江阴万恒：致力于油气钻采
设备锻件及成品   

江阴万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5年11月，是一家从事油气钻采设备用

锻件及成品的生产企业。提供的产品包括油

管头，套管头，三通，四通，阀体,管板，

钻杆，泥浆泵配件和其他采油树部件。

公司拥有3000吨水压机一台，5吨自

由锻锤一台，1吨自由锻锤1台，最大直径3

米的碾环机1台，最大直径1.8米的碾环机2

台。公司配套有完善的数控机加工设备和检

测设备，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年产各类锻件

2万吨的生产能力。目前，产品已经远销到

世界各地，收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公司将

继续致力于油气钻采设备用锻件的开发和应

用，竭诚为国家的石油装备工业服务。

POWERLOK：专业接头、
法兰、阀门供应商

Powerlok Co ., Ltd以快速而且专业提

供不锈钢双卡套管接头，三通式管接头(Tee 

Union)，四通式管接头(Union Cross），法

兰，阀门，仪器接头等著称，产品用材料都

是:不锈钢 316 / 316L，适用于真空及高压

液体系统，广泛地应用于仪器仪表、石油

化工、电力、气体等行业，另外在食品、造

纸、船舶、仪器仪表、气体空分，已及太阳

能、半导体及机械制造业产品等行业均有典

范应用!

除了各种管道的机械连接中应用外，

也特别用于 密封件、 连接件、 热处理、化

工设备、 输送设备、煤气发生车间、仪表

截断、常规应用、测试标准、高压仪表及液

压管道等!

展位号 ： W1108
展位号 ： W1246

展位号 ： W1478展位号 ： W1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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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GW磁致伸缩超声导波检测仪，是

浙大精益基于磁致伸缩原理自主研发的一

套通用超声导波检测系统。可应用于石油

石化工业输油输气管道网络、电力能源工

业管道网络、桥梁悬挂管道、高温管线及

伴热管线等。在长距离检测、在线监测、

架空及埋地管线检测等应用中，MSGW

较常规无损检测（超声、涡流、磁粉、射

线、渗透检测等），拥有明显的技术优

势。

技术优势：1. 100%横截面积检测。

2. 无需拆除所有保温层，无需开挖。3. 单

端激励，长距离检测。4. 对高空入炉管

的检测无需搭建脚手架。5. 只需在岸上操

作就可以对穿越河流的管道进行100%检

测。6. 适用于电厂散热管等排列紧密，操

作空间小的管道检测。

金齐氟密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为油

压、空压、旋转密封件之专业供货商。在台

湾，大中国我们拥有丰富的配套与实绩经验

值，针对客户的需求，我们陆续引进台湾及

国外的高阶工业密封产品与技术；尤其在非

标准品，急件或产品取代，我们可以依客户

样品或图面做加工，我们最大加工尺寸可达

1500mm 。

“品質至上、快速服務、唯新產品”是

我們的服務方向。

“贯彻服务、技术创新、永续经营”是

我们的经营理念。

                                                                                                   
                                                                  www.szzwg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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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600防爆触摸屏/防爆人机界面

XY600 型系列防爆触摸屏是一种通过触摸屏或本安按键操作的防爆人机界面，

产品采用 32位 RISC CPU和精简的 LINUX内核，能显示各种真彩图形格式，其出众

的处理速度和丰富的软件功能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要。XY600 系列防爆触摸屏

拥有直接在线模拟、间接在线模拟、大容量用户组态程序存储空间、与标准 C 语言

兼容的宏指令等贴合客户需求的功能，能迅速有效地完成现场数据采集、运算、控

制等功能。

XY600型防爆人机界面支持与绝大多数的 PLC直接通信，可集成当前工业控制领

域非常流行的工业现场总线通讯—Profibus-DP\CAN 总线，能够轻松实现与其所连

设备之间的数据交换，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轻纺、医药、矿山机械、冶金、电

力等具有爆炸性气体、粉尘的危险场所中机械设备控制系统、或机械设备生产线自

动化控制系统。

上海水能金属科技：
专注清洗设备制造和流体系统服务

上海水能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2006年正式建成投产，现已

成为设备领先、产品丰富、品质精益、营销完善的现代化清洗设备制造和流体系统服务

的综合性专业公司。

结合“十一五”国家规划，围绕生态、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水能科技坚持以

人为本、科技兴业的企业精神，为全球范围内的各个行业开发、制造提供先进的流体系

统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不断研

发适应工业发展需要的新型清洗设

备。其中，自主研发的立式高压泵

已获得国家设计专利，并在部分企

业投入运行。

公司产品在石油石化方面的应用：

油田注水 / 清洗反应釡 / 清洗

储罐 / 清洗抽油管道、钻杆、钻机 

/ 清洗输油车辆 / 管道加压 /采油设

备、装卸油管设备 / 钻井平台清洗 

/ 换热器清洗 / 冷却器清洗

江苏惠斯通：全国首创实验室设备 

江苏惠斯通电机自动化有限公司位于风景秀美的太

湖之畔，灵山脚下的常州市雪堰镇。沪宁高速、锡宜高

速等穿镇而过， 交通便利，技术资源得天独厚。公司通

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在油品规格分析仪器、油田

勘探开发试验仪器的设计、开发、生产、安装和服务方

面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能力。近年来，不断推出的自动

化仪器获得了国内外广大顾客的青睐。其中“双缸高压

恒流泵”、“防爆气体采样仪” 、“液化气通用进样

器”、“实验室粉碎仪”等仪器的技术水平、制造工艺

和自动化程度均达到或超过目前国际经典标准的流行产品，是您更新换代的理想选择! 

公司在这里除向各位推荐的产品外还可以接受本行业其他产品的技术开发。

公司正朝着专业化，现代化的目标迈进。通过不断创新，持续发展。愿为您提供优

质的产品、一流的服务。竭诚欢迎广大用户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指导工作。真诚

希望与广大客户合作，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

浙大精益：展示MSGW磁
致伸缩超声导波检测仪

旭永实业：
自动化品牌之“智网工控”

深圳市旭永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自动

化、信息化、智能化系统集成与产品的科研开

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及工程服务为一体的

高科技企业；公司创建于1996年，以石油化

工行业自动化系统开发为基础，现已广泛致力

于石油、化工、轻纺、医药、矿山、冶金、船

舶、军工、电力、建材、造纸、啤酒等多个流

程工业行业工厂的自动化现场总线与控制系统

领域，以及公用工程信息化、智能化、装备自

动化等领域，为用户提供从底层到上层的全面

解决方案，包括自动化仪表、控制系统、优化

与先进控制软件、过程信息管理系统以量基于

安全技术的防爆自动控制设备等产品；产品销

售区域覆盖国内多个省市， "智网工控"已逐步

成为中国知名的自动化品牌之一。

迎合国家经济计划与本公司的扩展目

标，我们目前除面对轻、重工业密封外，我们

正积极朝IT半导体高科技产业零组件迈进。 

主營產品

1-全氟化O-RING

2-PTFE往覆/旋轉用泛塞密封件

3-PTFE格來圈/斯特封

4-PTFE醫療級設備配件

5-PTFE-客制化產品

6-NBR/VT旋轉橡膠骨架油封

7-TPU/NBR往覆油缸/空壓用油封

展位号 ： W1156

展位号 ： W1127

展位号 ： W1484

展位号 ： W1508

展位号 ： W1265金齐氟：油压、空压、旋转密封件供应商

展位号：W1262

力量源于凝聚 

          足迹印证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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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国际海洋石油天然气展览

会(ciooe海油展)与同期举办的中国国际石

油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上海石化展)

是国际石油领域的行业例会，每年春季在北京，

秋季在上海举办，为目前亚洲最大海油展。   

本届ciooe将于8月20日-22日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共有来自美国、德

国、法国、新加坡、挪威、丹麦等45个国

家和地区450家企业参展，展出面积35,000

平米。预计本届展会将吸引超过30,000名专

业观众到场参观。

2012年，全球海洋工程装备市场持续

繁荣，市场热度不减，海工装备成交量仍持

续在历史高位，全年订单总额超过600亿美

元。美国投行Dahlman Rose& Co的调查结

果显示，2013年，全球用于海洋油气勘探

与开发的投资约为6450亿美元，同比上涨

5.5%。如果这一预测能够实现，无疑对今

年全球海洋油气领域发展带来更多商机。随

着各国对大陆架资源的日益重视，海洋工程

装备制造业将步入黄金发展期，特别是海

上油气田勘探、开采设备的发展前景十分看

好。多重利好引发了国内海工装备热潮，从

本届ciooe海油展的火爆情况也能够体现。

ciooe吸引了众多国内外优质展商。国

外知名企业有康明斯、SDDA PTE LTD、巴

士德、凯尼派克公司、派洽、德帕姆、马丁

工程等企业。国内知名企业有四川宏华、烟

台杰瑞、西安科迅、山东骏马、江苏武进不

锈、方正阀门、深圳弗赛特、博太科、裕泰

行、司达行等参加。

买家方面将有Friede and Goldman、

LeTourneau、GustoMSC集团、挪威

Seadrill公司、美国Transocean有限公司、

美国ENSCO国际公司、美国诺布尔钻井公

司、美国Rowan 公司、中海油研究总院、

中海油能源发展公司、中海油服、湛江南海

西部石油合众近海建设公司、中石化集团石

油工程管理部、中石化上海海洋石油局、中

科院力学研究所、中国石油大学海洋油气研

究中心、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等国内外买家组

团到场参观洽谈。

第四届中国海洋工程装备技术论坛同

期举行。作为目前最高规格海工盛会之一，

论坛将以“深海开发，挑战与机遇”为主

题，聚焦海工热点，海工开发工程关键技术

及设备，洞悉深水开发未来发展趋势，把脉

市场需求最新动向。

中国国际海洋石油天然气展览会

吸引众多优质展商

部分参展企业名录

河南省啄木鸟地下管线检测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数字化工厂，管线检测  

    

宁波玖沃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JOiwO explOsiONpROOf 
scieNce & techONg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电话机 industrial 

telephone set    

   

哈帝（中山）阀业有限公司 
hAitiMA cORpORAtiON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碳钢球阀，截止

阀，管件     

  

上海依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yiAi iNteRNAtiONAl tRAde 
liMited cOMpANy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电）动执行器、球阀、蝶阀

  

马丁工程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MARtiN eNgiNeeRiNg chiNA
参展产品或技术：震动电机

缔柯圣中国
dixON chiNA
参展产品或技术：橡胶金属软管及总成、干式

快速接头、常用快速接头等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iNOMA scieNce&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三维中控织物   

   

德华材料检测有限公司/德铧材料检测
（上海）有限公司 
De Hua Materials Testing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损检测及理化测量设备 

    

上海巍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weiKe electRicit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过滤器、滤芯、污染

测试仪、液压系统  

   

广州市海德防雷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ide lightNiNg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EX 防爆电源防雷箱，数据

线防雷器等    

  

上海盛迪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sheNgdi tRANsduceR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线压力、液位、称重系列

传感器     

 

伟马快德机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信号灯 

    

广州加士特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  

   

安平县双鹏金属丝网制品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金属丝制品  
   

四川康胜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设备

  
武汉欧瑞德科技有限公司 
wuhAN OReide techNOlOgie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仪器仪表  

青岛派沃洛克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pOweRlOK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卡套式接头;三通

式管接头(Tee Union);四通式管接头(Union 

Cross），不锈钢管接头,法兰,阀门,仪器接

头。  tube fitting , instrumentation fitting, 

bite type fitting etc

  

德帕姆（杭州）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depAMu (hANgzhOu) puMps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计量泵  

    

金湖奥尔机械有限公司 
JiNhu AOeR MAchiNeR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设备 

    

上海智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zAxfly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system 57F&G监测系统

柜、便携式和固定式气体探测器，FHF防爆电

话，IMPULSE XP系列等   

    

上海润简船务有限公司 
RMs MARiNe seRVice cOMpANy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CAPITAL 防高空坠落逃生

设备，CWC 防腐，防海生物装置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wuJiN stAiNless pipe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无缝钢管  

    

上海水能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shuiNeNg JiNshu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清洗机及高压清洗附件

 

金齐氟密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JiNQifu seAliNg techNOlOgy 
(shANghAi)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LNG(液化天然气)及超低

温工况使用的弹簧蓄能密封圈，全氟醚橡

胶，液压油缸系统密封件，隔膜片及各类客制

化异形密封件

北京恒博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办事处
参展产品或技术：打标机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JiANgsu dAMiNg MetAl pROducts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材料及深加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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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申利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设备 井控装备 井

口装置     

  

杭州浙大精益机电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MSGW磁致伸缩超声导波

检测仪   

上海德理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deli iNteRNAtiONAl
参展产品或技术：进口工业橡胶软管  IVG 

INDUSTRIAL RUBBER HOSE 进口工业橡

胶软管  IVG INDUSTRIAL RUBBER HOSE 

    
山东骏马石油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shANdONg JuNMA petROleuM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gROup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柱汽机组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yANtAi JeReh Oilfield seRVices 
gROup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类油田专用设备：混砂设

备、不压井设备、智能排管设备等；  

   

四川宏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采设备

    

江阴万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JiANgyiN eteRNAl heAVy iNdustR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管头 套管头 泥浆泵部件等 

    

青岛海尔特种电器有限公司 
hAieR biO-MedicAl 
参展产品或技术：超低温冰箱 药品箱 等

    

北京市塑料研究所 
beiJiNg plAstic ReseARch iNstitute 
参展产品或技术：PVDF板， PP板

 

北京泛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pAN scieNce & tech 
deVelOpMeNt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平台钻机、井下工具、泥浆泵

 

盐城金龙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wellhead bop manifold  

     

上海启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KiNdlANd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缆接头   

 

上海力帕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leAp MAchiNeR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工具  hydraulic tools 

    

戈拉精密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gAlA pRecisON cOMpONeNts 
(shANghAi)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弹簧紧固件 springs 

fasteners     

  

江苏佰恰利机械有限公司
JiANgsu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杆卡瓦、钻铤卡瓦、套管

卡瓦系列；安全卡瓦系列；转盘补心系列；滚

子补心系列；钻杆、钻铤、套管、油管吊卡系

列。

上海轻叶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QiNgy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参展产品或技术：装车、罐区、火炬、硫磺等 

    

上海宇意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wiNd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离合制动器  clutch-brake 

unit    

   

上海正昱贸易有限公司  
shANghAi zheNgyu tRAdiNg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内窥镜 

    

方正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   

    

北京五洲燕阳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
beiJiNg wuzhOu yANyANg speciAl 
textile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软体储液、储气罐、抗静电

纤维增强软管、消防水带 

  

CCG  
参展产品或技术：Cable Gland   

  

北京裕泰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sAilOR-seAl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  

张家港市艾尔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zhANgJiAgANg Ai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滤筒，除尘器，布袋

    

深圳南方通用电气有限公司 
sheNzheN sOutheM geNeRAl 
elctRiN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动执行机构  Electric 

Actuator

    

希恩流体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快速接头，液压流体 

北京安创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代理美国洁普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型清洁剂.除油剂.除锈

剂.润滑等     

  

深圳麦丰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Mfc seAliNg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封，密封   

  

亚洲能源技术(上海悦晨工贸)  
参展产品或技术：节能排放方面的技术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综合录井仪（ 

MUD LOGGING UNIT）、钻井仪表

（DRILLINGINSTRUMENT）、   

无线随钻测斜仪（MWD）、防喷器组（BOP 

STACKS）、远程控制装置（REMOTE 

CONTROL SYSTEM）、        

采油树（CHRISMAS TREE）、井口装置

及阀门（WELL HEAD EQUIPMENT & 

VALVES）、钻头（BIT）、             

油品仪器（OIL ANALYSIS INSTRUMENT）" 

    

唐山冠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tANgshAN guANNeNg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gN sOlids 
cONtROl)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设备

青岛新惠鲁工业自动化集成有限公司
QiNgdAO NewhuRO iNdustRiAl AutO
MAtiON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蝶阀,轨道球阀,中央排水柔

性接头,旋转喷射式搅拌器消防设备,紧急拉

断阀,高温高压调节阀,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

 

凯尼派克公司
KNipex
参展产品或技术：钳类工具的龙头生产企业。

公司产品涵盖钢丝钳、尖嘴钳、剥线钳、压线

钳、卡簧钳、大力钳等  

 

上海君威钢绳索具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钢绳 

    

深圳市奥特迅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传感器   

 

深圳市弗赛特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fluid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地面安全控制和油田

钻采工具试验检测    

   

上海奇炽保温防火材料有限公司
shANghAi AcMetex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焊毯，防火布,柔性可拆

卸式保温套，焊接热处理设备及配到产品，耐

高温材料 

   

西安科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xi’AN KOsuN MAchiNeR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系统，固控设备  

   

辽宁裕通石化机械仪表有限公司 
liAONiNg yutONg petROcheMiecAl 
MAchiNe ANd iNstRuMeNt cOMpANy 
参展产品或技术：V型丝过滤网。密封采样器 

    

cdN Oilfield techNOlOgies 
& sOlutiONs(extReMe puMp 
sOlutiONs iNc.) 
参展产品或技术：multi-stage centrifugal 

pump coupled to a hermetically sealed 

motor

  

派洽   
petRAcARbON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频探针  管道切割机  开

关针  旋转探针  扭力扳手  

    

苏州钧和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MAxON MOtOR (suzhOu)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精密电机和驱动系统,直

流有刷、无刷电机；减速齿轮箱、编码器、测

速机、伺服放大器等    

  

广州金川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chuAN 
eNViRONMeNtAl petROleuM 
eQuipMeNt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回注水灭菌处理设备 

 

江苏惠斯通电机自动化有限公司 
JiANgsu wheAtstONe electRic 
AutOMAtiON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产品分析仪器  

   

鞍山尤尼实业有限公司
ANshAN uNiON iNdustRy ANd 
cOMMeRce cOMpANy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热值仪   

    

深圳市旭永实业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控制器  

    

沧州格锐特钻头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头   

 

德国乐嘉文有限公司、

丹麦欧瑞科有限公司
RiecKeRMANN gMbh  &  ORecO A/s 
参展产品或技术：tank cleaning system 

   

博太科防爆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bARtec explOsiON pROOf 
AppliANces (shANghAi)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器 自动化 分析仪 电

伴热 

   

梅河口市弘业无缝钢管有限公司 
MeiheKOu hONgye seAMless steel 
tube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熔覆多元渗表面复合

处理高防腐耐磨抗粘扣特种油井管  

    

张家港市艾尔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zhANgJiAgANg Aie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QuipMeNt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虑简  除尘器  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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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赛方德驰科技有限公司 
cypheN liMited 
参展产品或技术：应用于井上及井下复杂恶

劣环境中的耐高温高压电连接器产品及相关

配件     

 

北京泛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JiNg pANs&t deVelOpMeNt 
cOMpANy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双金属套管

 

唐山尚新融大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高频变压器、电感器 

赛科（深圳）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促动器   

深圳市赛美科斯软件系统开发有限公司 
sAMex systeM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资产和服务管理软件

宁波易天地信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NiNgbO idt siNyuAN seAliNg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垫片    

北京麦特沃克科贸有限公司 
beiJiNg MetAlwORK techNOlOgy 
tRAde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杆、稳定器、方钻杆、无

磁稳定器、无磁钻铤、螺杆钻具、三牙轮钻

头、钻头     

 

西安航空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余热回收设备，油罐清洗系

统，抽油机等    

   

苏州市瑞克贸易有限公司 
suzhOu ROcK tRAde cO., ltd 

安平县星火金属网厂 
ANpiNg gOuNty xiNghuO MetAl 
Mesh fActORy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设备

   

西安科耐威尔合金有限公司 
xi'AN cONewell AllO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铍青铜  管棒等 

 

安阀铸件（上海）有限公司 
AlfA cAstiNg (shANghAi)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

    

濮阳市诚信钻采助剂有限公司 
puyANg cheNgxiN Oilfield 
cheMicAl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泥浆助剂 

 

洛阳瑞昌石油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luOyANg RuichANg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类燃烧器  催化内件 低

压降设备等

 

锦益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LED 防爆  LED 防爆照明  

防爆油站灯    

   

宝鸡市广汇机械有限公司
bAOJishi guANghui MAchiNeR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机绞车、泥浆泵及

钻采配件     

 

东营天力盈宏鞋业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安全鞋   

    

河南大林橡胶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heNAN dAliN Rubb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ppARAtu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胎式离合器橡胶气囊、

通风式气囊、推盘是离合器橡胶气囊、空气

包胶囊、气胎离合器总成   

  

德图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testO iNstRuMeNts iNteRNAtiONAl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分析   

   

上海蓝豹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bluepARd iNstRuMeNt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环境试验箱

    

江苏中科四象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zKsxlAseR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器和激光加工应用技术 

    

北京世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geOshOR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三维可视化远程跟踪地质

导向分析系统，实现地质、工程及生产数据

远程监控管理 

    

江阴克威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 
JiNgyiN Kewei geARbOxes 
MANufActuRe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参展产品或技术：：齿轮箱

安徽安泽电工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anze智能电地暖系统

温州正超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器  

北京永兴精佳仪器有限公司 
beiJiNg yONgxiNgJiNgJiA 
iNstRuNeNt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器  

   

东港市东方高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钛棒成品，钛合金  

    

宝鸡市宝昊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机配件和泥浆泵配件

   

浙江万强法兰有限公司 

zheJiANg wANQiANg flANge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生产各种规格不锈钢法兰  
  

司達行 

seAltech cOMpANy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 

    

台州市浙东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卡盘.夹具 

 

山东泰丰清洗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锅炉、管道、压力容器、大

型机组、中央空调等清洗工程 

    

常州海通石油管业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套管，短接   

   

无锡市富仕德特种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wuxi fiRst speciAl-type fibeRglAss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拆卸式保温套（被、衣） 

    

江苏胜大石油设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套管，螺杆钻具 

   

北京航天星汉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stARtech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试验系统研制、以色列

Habonim球阀、Hana重防腐涂料 

温州倬屹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zhuOyi techNOlOgy
参展产品或技术：LED防爆灯具   

   

哈利法克斯风机（深圳）有限公司
Halifax Fan (Shenzhen)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离心风机   

   

江苏科奥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文登市闪光缸套厂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双金属套管  

   

上海新维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耐磨堆焊，工业成套设备

  

浙江创想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组合式保温管套、软质可拆

式保温套、阀门保温套   

  

天津市通洁高压泵制造有限公司

tiANJiN tOJet high pRessuRe puMp 

MANufActuRiNg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泵  

胜利油田胜兴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heNgli Oilfield sheNgxiNg 
petROleuM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SXXJ70液压蓄能修井机，

SXXJ70 HYDRAULIC ACCUMULATOR 

WORKOVER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cuMMiNs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用发动机及动力系统

关键部位   

 

Mtu(A tOgNuM gROup bRANd)  
参展产品或技术：发动机   

    

株洲西迪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zhuzhOu seed ceMeNted cARbide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石化设备（钻井测井仪

器设备）、各类大型阀门配件、超大硬质合金

及其复合件产品登

    

苏州江南航天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又名：国营三六五六厂）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折叠宿营车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xiAMeN KehuA heNgsheNg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UPS电源  

山西维高钻具制造有限公司
shANxi weigAO petROleuM dRilliNg 
tOOl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具.石油钻杆.钻铤.方

钻杆

    

Mtu(A tOgNuM gROup bRANd) 
tOgNuM AsiA pte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发动机 

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发动机   

  

上海江浪流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控制阀   

    

上海微科生化试剂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组合式保温管套、软质可拆

式保温套、阀门保温套

  

聊城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泥浆泵 缸套 活塞等  

    

南通金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吊卡，卡瓦，吊钳，动力钳，

动力站，卡盘，机械手，提升机，转盘，以及各

规格套管补芯及牙板等   

  

山东宏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酒店名称  星级  展会特价  酒店地址  距新国际  
 展览中心 

证大丽笙酒店
豪华

五星级

￥620+15%含单或双人中西自助
早餐及服务费www.radisson.com/

shanghaicn_pudong_cn

浦东新区迎春路1199号 
免费宽带

车程5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茂业华美达
广场酒店

新开业
四星级

￥398/N 含单或双人中西自助早餐及服
务费www.ramadaplazapdsouth.com

浦东新区沪南路938号 
免费宽带

车程5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瑞亚湖滨酒店
2011年

新装装修
四星标准

￥358/N 含单或双人中西自助早餐及服
务费www.rheahotel.com

浦东新区罗山路1609号 
免费宽带

车程5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上海碧悦
城市酒店

2011年
新开业四
星标准

￥328/N 含双人中西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www.benjoyhotels.com

靠近6 号线地铁金桥路站步行10分钟

浦东新区金台路222号 
免费宽带

车程10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洲际集团管理
上海三林智选

假日酒店

新开业
四星标准

￥288/N 含双人中西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www.benjoyhotels.com

靠近6 号线地铁华夏西路站

浦东新区泰环路215号 
免费宽带

车程15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城中园酒店
新装修
三星级

￥238/N 含双人自助早餐及服务费
www.citygarden-hotel.com

靠近6号线地铁金桥路站步行10 分钟

浦东新区金桥路1480号
免费宽带

车程10分钟
提供免费班车

【交通路线】【接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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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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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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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嘉年行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里16号琨莎中心A座902     100027   电话:010-51288500   

传真:010-65035371   联系人:15810908845 范晓燕   E-mAil: postmAstEr@jnh-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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