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前预览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

2018.3.27-29

The 18th China International Petroleum &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Exhibition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傅成玉：石油工业仍是朝阳产业
2012年开始，已经逐步将产业关
联到与石油相关的航天、军工、船
舶、电力、煤炭、海事等相关领
域。能够促进参展商与专业买家实
现全球范围的多层次合作交易。据
悉，cippe2018依旧会有300余个
国内外专业参观采购团到场采购。

石油官方网站

同期展会

同期活动丰富
cippe2018展会期间将举办
“第十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
论坛”、 2018国际石油石化技术

第十八届北京国际海洋石油
天然气展览会

会议、cippe2018驻华使馆（油
气）推介会、cippe2018采购对
接会等专题活动。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左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前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
玉（右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刘宏斌（左三），在振威展览股份董事长张学山（左
一）及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谢永金（右二）陪同下参观cippe

“石油工业不是夕阳产业，

在石油石化技术装备、页岩气技

不是萎缩的产业，仍然是一个有希

术装备、 海洋石油天然气技术装

望、有发展的产业”！在第十七届

备、海工装备、天然气技术装备、

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

管道与储运技术装备、防爆仪器仪

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化工

表等七大版块基础上，增加智能油

集团公司前董事长、党组书记傅成

田与通信设备展区、科研院所与科

玉鼓励石油行业企业进行技术革

技成果专区、泵阀展区，工业消

新，用技术创新迎接石油行业发展

防、安全防护展区，新材料展区，

新常态。

油田环保展区。

他认为，cippe石油展不仅展

展区布局的高度专业化细分

现了当今石油工业的技术进步，也

极大地方便了企业集中展示最新产

为行业搭建了一个相互交流碰撞的

品和技术，也更便于专业买家的参

平台，让行业企业共享新技术、新

观。为油气行业的采购提供更加专

成果，推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

业与精准的对接平台。

2018年3月27-29日，一年
一 度 的 世 界 石 油 装 备 大 会 —— 第
十八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
备展览会（cippe2018）将在北
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盛
大开幕。

汇聚世界石油巨头

同时，中国石油装备展团、
中石化、中海油、中船重工、中国

地将企业的前沿技术与产品推向全
球，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同行业的广
泛关注。

士、杰瑞、科瑞、三一集团、杰利

展品创新金奖”评选活动。届时，

阳、安东石油、上海神开、铁虎石

来 自 石 油 领 域 的 1 5位 院 士 、 专 家

油、西部石油、东方先科、金碧集

将组成评审委员会，并从近1800

团陕汽金玺、冠能固控、华油飞

家参展企业的上万件展品中，严格

达、如石机械、道森集团、天津立

评选出最具创新水平，最具市场潜

林、海洋王、华荣防爆等国内企业

力的产品。

也已经确定参展。

全球买家邀约
从2001年起，cippe正式启
动全球买家推广计划。2018年，
cippe工作人员走访中东产油区、

加拿大、德国、俄罗斯、苏格兰、

东南亚等地，在美国、英国、加拿

英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18

大、墨西哥、巴西、新加坡、阿联

大国际展团参展。

酋、伊朗、挪威、俄罗斯等全球油
气勘探开发热点地区进行全球买家
邀约。

从2001年至今，cippe已经

伦贝谢、GE、霍尼韦尔、罗克韦

cippe除了垂直渗透到国内外

成 功 举 办17届，深知石油行业发

尔、康明斯、API、3M、MTU、

油气田、采油队、工程队、炼油化

展趋势。据了解， cippe2018将

ARIEL、阿特拉斯、海虹老人等

工厂、管道储运、科研院所外，从

第十八届北京国际防爆电气
技术设备展览会

权威奖项评选
今年，cippe将举办“第七届

美洲产油区、北海产油区、北非、

气公司、卡特彼勒、国民油井、斯

其强大的媒体资源优势，最大范围

航天、中航工业吉航、中集来福

cippe2018依旧会有美国、

其中，俄气、伊朗国家天然

全产业链布局

国际企业将亮相展会。

同时，cippe2018也将发挥

第十八届北京国际石油天然气
管道与储运技术装备展览会

纵观全球石油公司选择策

北京海工展

第八届北京国际海洋工程技术
与装备展览会

第八届北京国际天然气技术
装备展览会

略，多元化的布局是大趋势，从石
油到天然气，从常规到非常规，从
石油公司到能源公司，从化石能源
到可再生能源，从能源业务向非能
源业务，呈现了五大转变的趋势。

第八届北京国际页岩气技术
与装备展览会

而技术进步始终是石油行业不确定
性的关键要素，必须持续关注新技
术的发展。
cippe2018将继续为企业打

北京国际石油和化工自动化
技术装备及仪器仪表展览会

造优质的参展、参观服务，促进
参展与参观企业在展会现场达成
交易，cippe 愿与石油行业企业并
进，共筑全球能源美好未来！

北京国际石油和化工安全防护
技术及设备展览会

扫一扫，参观预登记
www.cippe.com.cn
垂询电话：
010-58236591 58236588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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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

Events

www.cipp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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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安排】
上午：主论坛：政策解读及行业走势 (全体大会)

互惠共赢、构筑全球能源美好未来
2018.3.27～28日

同期活动

09:00-09:20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09:20-09:30

09:30-09:45

介绍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
张学山，振威展览股份董事长、中国会展经济研
究会副会长、全国会展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
员、广州市海珠区人大常委

主旨发言
李毅中，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
信息化部原部长

主旨发言
张来斌，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校长

10:10-10:20

宣布大会开幕并颁发cippe“展品创新金奖”奖项

10:20-10:30

茶歇

合作共赢，共筑全球能源美好未来
沙特大使馆高级商务参赞

11:10-11:40

石油行业前景将更加光明
国际油服公司

11:40-12:00

题目待定
2018cippe展品创新金奖获奖单位

第一天
（3月27日）

12:00-14:00

第一天
（3月27日）

高端创新助力石油装备业由大变强
顾心怿，中国工程院院士

10:50-11:10

总结与点评
翟光明，中国工程院院士

下午分论坛二：天然气船用、分布式能源与互联网专场

14:00-14:30

中国天然气船舶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交通部运输服务司

14:30-15:00

天然气发展市场前景分析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开幕致辞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09:45-10:10

10:30-10:50

16:30-16:40

15:00-15:30

十三五”天然气发展概况及车船用气保障
郭焦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
究所研究员

15:30-16:00

船用LNG的技术现状与发展
张健庚，中船重工海洋装备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

15:30-15:40

茶歇

15:40-16:10

英国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及启示
壳牌

16:10-16:40

国际知名企业（待定）

上午分论坛一：油气勘探开发专场

09:30-10:00

全球油气勘探开发新趋势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

10:00-10:30

宝钢特钢有限公司

10:30-11:00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00-11:10

茶歇

11:10-11:40

大庆油田大位移定向井技术研究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

11:40-12:10

油井人工举升新技术与新设备
吴晓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教授、博导

午餐

下午分论坛一：油气勘探开发专场

14:00-14:20
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9届，作为全球最大石油
展cippe的同期主论坛，大会的宗旨是聚焦石油产业上、中、下游，促进国
际合作，服务国家战略。大会致力于为石油行业提供一个技术交流的共享平

14:20-14:40

台、一个思想交融的创新平台、一个成果创新的转化平台、一个智慧凝结的
互动平台，大会的目标是成为引领世界石油能源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解读我国油气勘探开发新格局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

国内外页岩气勘探业务的前瞻与思考
邹才能，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
研究院副院长

14: 40-15:00

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要点解析
刘汝山，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

15:00-15:20

钻井压裂技术助力勘探开发再提速
郑新权，中石油勘探与生产分公司副总经理

本届大会将就石油产业发展趋势、油气勘探开发、油气工程技术装备、
天然气船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推进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与科技
创新，促进全球能源的合作与发展，为国内外业界人士提供一个深入探讨技
术应用与市场对接交流的平台。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组委会

第二天
（3月28日）

上午分论坛二：天然气船用、分布式能源与互联网专场

09:30-10:00

天然气能源互联网，前景可期
高峰，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副院长

10:00-10:30

国际知名企业（待定）

10:30-10:50

茶歇

15:20-15:40

长城钻探威远页岩气勘探开发实践与展望
刘乃震，中石油长城钻探工程公司副总经理、总工

10:50-11:20

国际知名企业（待定）

15:40-15:50

茶歇

11:20-11:50

天然气车船装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
中集安瑞科控股有限公司

15:50-16:10

石油环保系列产品助力油气勘探开发
郑州市新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2:00-14:00

午餐

组织单位：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网络媒体：全球石油化工网
论坛网址：oil.zhenweievents.com

更多详情，请垂询论坛组委会：
电 话：010-58236510
传 真：010-58236567

16:10-16:30

页岩气开采装备研发创新实践
谢永金，中石化机械公司总经理、教授

下午： 参观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

邮 箱：zhangyuan@zhenweiexpo.com
注：以上日程安排根据发言嘉宾邀请随时调整，最终以组委会现场公布的为准。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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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活动

www.cippe.com.cn

Events

cippe 同期活动-企业技术交流会
日 期

10:00-11:00

W-102

超超高插入损失放空消声器和无污染零排放轧片
管一站式清洗设备

四川五环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免费

10:00-11:00

W-103

成套含油污泥无害化处理技术与环保设备

北京世纪伟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免费

10:00-11:00

W-104

用于高温高压油气管道的新型聚酰胺材料

赢创特种化学（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郑彬

免费

10:00-11:00

E-203

自主创新、对标赶超、替代进口大力推进我国过
程自动化的发展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杨显明

免费

作为一年一度的世界

cippe全球最大石油展产业领袖国际交流会

收费

石油装备大会，cippe

第十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油气勘探开发专场

收费

第十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天然气船用、分布式能源与互联网专场

收费

已经成功举办17届。

14:00-16:40

3月27日

18大国际展团齐聚cippe，共谋行业发展！

会议室

W-201

主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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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09:00-12:00

主 题

www.cippe.com.cn

互惠共赢、构筑全球能源美好未来

14:00-16:40

W-105

13:30-16:30

W馆

11:10-12:10

W-202

天然气泄漏监测与预警系统解决方案-基于激光光
谱分析技术

13:00-14:00

W-104

13:00-14:00
13:00-16:30

听众收费

收费

经过多年发展，cippe

山西中科华仪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部总监 袁松

免费

展会规模不断扩大，展

国际石油石化项目的防爆解析

德国莱茵检测认证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工业服务总经理 张小龙

收费

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

W-202

油液服务专家-现场问题解决者

威海索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邢云阔

免费

W3馆

cippe2018采购对接会

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组委会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13:00-14:00

W-102

1、高温、高压、高硫化氢工况下密封件产品的选
型与应用；
2、法兰密封系统的可靠性对VOCs控制管理的重
要作用。

宁波易天地信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林剑红，侯东涛

免费

14:10-16:20

W102

页岩气开发最新发展——ECF论坛（北京）2018

上海联合非常规能源研究中心

免费

13:00-16:20

E-201

API认证

API美国石油学会

免费

cippe2018驻华使馆（油气）推介会-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提高，展商质量持续提

免费/限提前
预约

升。今年，cippe展会
将有美国、加拿大、德
国、苏格兰、英国、法
国、意大利、韩国等18

大数据时代防爆技术研讨会

大国际展团亮相。

内容：
1.工业园区防爆安全一体化技术服务
2.数字化时代的防爆安全管理
3.智能制造如何影响防爆制造
4.防爆专业技术培训的介绍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
石油和化学工业电气产品防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免费

北京奥格特技术有限公司 总裁 王利国

免费

13:00-16:20

E-203

14:00-16:20

W-104

石油工程软件最新进展

14:10-15:10

W-202

2018年油气行业展望及数字化前景

09:00-16:30

W馆

cippe2018驻华使馆（油气）推介会-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收费

09:00-16:20

W-102

2018北京海工高峰论坛 2018 Beijing Offshore Conference——新时代 新机遇 新挑战

免费

09:00-16:20

W-103

09:30-12:10

W-201

09:30-11:50

W-105

3月28日

邬翼

2018（第三届）流程工业设备维护与检测

PROCESS《流程工业》

技术论坛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互惠共赢、构筑全球能源美好未来

免费

DNVGL石油天然气部大中国及韩日区域，业务拓展总经理

免费

09:00-16:20

E-208

第十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天然气船用、分布式能源与互联网专场

收费

德国展团

收费

相cippe2018。本次德国展团将带来德国油气领域顶级的技术与解决方案，反映

本届展会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将组织多家设备制造企业亮

陕西省石油学会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E-209

勘探、钻采技术、天然气技术等各领域。

收费

西安石油大学
2018国际石油石化技术会议

本届展会组团参展及自行参展的美国企业预计达上百家，展示范围涵盖油气

第十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油气勘探开发专场

E-206
E-207

美国展团

出德国企业对拓展中国区业务的重视以及中国市场的核心重要价值。

E-210
10:00-16:30

W3馆

cippe2018采购对接会

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组委会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免费/限提前
预约

E-206
E-207
3月29日

09:00-12:20

E-208

艾伯塔省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携手加拿大驻华使馆及中加阿尔伯达石油中

西安石油大学
2018国际石油石化技术会议

E-209

加拿大展团

陕西省石油学会

收费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心(CNPC-Alberta Petroleum Centre)预计将共同组织近20家艾伯塔省企业亮
相cippe2018。观众可通过cippe进一步了解加拿大、艾伯塔省以及企业携带的最

E-210

新可解决方案，并获得与加拿大企业高管面谈的机会。

注：以上日程安排根据发言嘉宾邀请随时调整，最终以组委会现场公布的为准。
为了更好的服务国内外展商及参观商，加强促进国内外油气企业互惠合作，在第十八
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期间，组委会将于2018年3月27日下午到28日期间举
办首届cippe2018驻华使馆（油气）推介会，开设“智造工业 ”西方国家专场、中
东海湾石油专场、“一带一路”走进非洲专场， 届时将会邀请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
英国、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尼日利亚等各国驻华使馆的代表、业
内企业巨头同聚一堂，旨在共同探讨全球油气行业领域的发展动向，分享油气行业顶级国
际资源，为国内企业国际化发展搭建桥梁，提供一个互惠互利与国际市场对接的平台。

苏格兰代表团
苏格兰是全球石油天然气活动的中心，在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之一——
北海地区积累了超过50年的运营经验。今年的苏格兰馆中汇聚了强大的公司阵
容，展现苏格兰在石油天然气水下技术、教育培训、环境保护、碳捕获与封存等
领域全球领先的行业专长。

报名方式
联系人：周春艳
电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话：010-59273853、58236340

邮 箱：lisa@zhenweiexpo.com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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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预登记

www.cippe.com.cn

cippe2018采购对接会

Visitor Pre-registration

150个石油石化天然气微信群
欢迎加入捞资源，领福利大礼包！

为了更好的服务国内国际参观商和展商，cippe组委会将依托十七年来积累
的行业资源，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期间举办cippe2018
采购对接会。协助前来参与盛会的专业国际国内采购商更加有效的对接供应商。

这个活动怎么参加呢？

在此，我们诚邀有对接意向的参观商报名参与！

买家提交采
购需求或对接
展商名称

cippe
根据买家需
求精选展商供
需配对

cippe
匹配买家及
展商洽谈对
接时间

扫描右方二维码，
加好友
发名片给组委会，
实名制进群。

买家
与展商现场
一对一洽谈

cippe Award

展品创新金奖

www.cippe.com.cn

展前预览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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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家企业，上万件展品，
看谁“技高一筹”！
——cippe2018展品创新奖火热征集中
近两年来，在低油价的背景下，石油行

cippe2018展品创新金奖活动征集即将进入倒计时，报名截止时间为2018年2月

业降本增效的努力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几年

27日，之后将进入最后专家评审阶段，评选结果将于2018年3月27日公布。请企业把

之后，当控制资本投入、降薪裁员、资产优

握活动的最后机会，并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报名。

2012 年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的“BH-VDT5000垂直钻井系统"获
得首届"cippe2012展品创新金奖”

2013 年

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的
“水下防喷器组及控制系统”荣获
cippe2013展品创新金奖

2014 年

中国石油集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自
主研制的“LG360/50型连续管作业
机”获得cippe2014展品创新金奖

2015 年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自主研制的“热解吸附成套设备”荣
获cippe2015展品创新金奖

2016 年

托普铁虎任丘石油装备有限公司自主
研制的“油气井带压作业系列装备”
荣获cippe2016展品创新金奖

2017 年

中国石油集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自
主研制的“钻井节能提速司钻导航
仪”荣获cippe2017展品创新金奖

化组合这些手段的边际产出开始遭遇瓶颈，
现在都有哪些群呢？

时间

表现出递减趋势的时候，石油行业持之以恒
的技术创新取得了大的突破。而唯有技术创

2018 年 3 月 27 日下午：13:00 - 16:30

Cippe石油石化行业（1群） 500人
Cippe石油石化行业（2群） 500人
一点石油一群 500人
一点石油二群 500人
中国天然气群500人
中国石油机械设备群500人
中国船舶物资供应网创客群500人
中国油气俱乐部500人
⋯⋯⋯⋯

2018 年 3 月 28 日上午：10:00 - 12:00
2018 年 3 月 28 日下午：13:00 - 16:30

地点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W3 馆

VIP买家尊享
1.优先获得入场证件，发送电子参观指南；

商，参选设备须是cippe石油展展品之一；

1、优先参与展会各种活动和福利
2、加入相关应用领域交流群，与高端人脉近距离交流
3、展商资源抢先知，展品资料抢先有
4、现场VIP贵宾休息室优先使用权

4.企业Banner放置在展后报告专业买家页面，洽谈区资料架资料摆放；
5.提供茶点、纪念品及VIP礼遇；
6.免费领取价值100元会刊；
7.非展会期间行业内相关活动推荐。

Perfect! Go! Go! Go!

对接会咨询联系方式
国内 路营营：010-58236597

13810612583

luyy@zhenweiexpo.com

国际 赵武苗：010-59273878

13401184437

zwm@zhenweiexpo.com

2018年3月27-29日，第十八届中国国

2、凡正式参加本次展览会的展商展

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 2018）

品，不分国籍，无论国企、私企、外企、

将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行，第七届cippe展

合资或个体企业，均可自愿在展览会网站

品创新金奖评选活动也将在展会同期举办，

（www.cippe.com.cn）报名；
3、所报展品应代表某一领域的发展

将从千余家参展企业的上万件展品中，评选

2.提前通知联系精准的供应商，保证对接会质量，节省寻找时间；

出最具创新技术水平的产品。

国家、地区除外）销售或技术服务。

联系人：李云燕 女士

点，并有重大技术突破的展品；

E-mail：lyy@zhenweiexpo.com

“cippe展品创新金奖”是cippe组委会
于2012年推出的重磅活动，每年都邀请至少
15位院士、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并从参展
企业展出的上万件展品中严格评选出具有自

cippe展品创新金奖：突显五大优势 提升品牌影响

主知识产权、具有重大技术突破、最能代表
该领域国际最高科技水平的装备及技术。旨

权威认可 树立企业龙头形象

在推动石油行业技术革新，并通过cippe这

获得十五位石油行业专家院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一致认可，代表行业最权威肯定；

高端平台 源于全球最大石油展
获奖产品来源于cippe全球最大石油展展品，从千家企业、万种设备中脱颖而出，
代表石油领域国际领先技术水平；

看了这么多，石油行业默默无闻多年的
你们是不是也跃跃欲试了呢？现在，机会来

媒体聚焦 大力提升品牌影响

了，2018年cippe展品创新金奖评选工作再

整合cippe顶尖综合媒体平台（如《新闻联播》）和权威行业媒体等最优资源，
进行深层次持续报道，迅速提升品牌认知度；

次开启。获得cippe展品创新奖的产品和公
司将集各种光环和万千荣耀于一身。

Visitor Pre-registration

商标，可在世界各地（战争或政治敏感的

电话：010-58236591

品的推广应用。

观众预登记系统

权（无知识产权争议），有自主的标识、

趋势，且拥有技术难度大、创新点多等特

一全球化展示平台，促进企业新技术与新产

提前预登记

4、所报展品应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

1 、 参 选 企 业 须 是 cippe 石 油 展 参 展

路。

群友有福利？

3.提供固定的半封闭场所，专享采购与供应一对一的商谈机会；

参选设备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新，才能推动企业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

结合展会 宣传效果全面立体
获奖颁奖仪式与展会开幕式同台进行，获奖展品在展馆最醒目位置展出，
最大范围扩大宣传效果；

怎么样，各位石油行业的技术型企业是
不是心动呢？从默默无闻到明星产品，你只

峰会发言 最高规格论坛殊荣

差一个“cippe展品创新金奖”！心动不如

获奖单位受邀在“国际石油产业高峰论坛”主论坛发表演讲，
与业界精英共聚一堂推广技术设备。

行动，石油行业的技术型企业，千万不要错

团体参观，大波

等你收割！

过这个机会哦！

历届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

团体观众尊享礼遇
● 每位团员可获赠尊享礼包一份（精美礼品、参观指南、电子会刊等）
● 团队组织者将额外获赠升级大礼一份
● VIP休息室享用免费咖啡、茶点
● 组委会为参观团提供集体合影拍照服务

翟光明

沈忠厚

郭尚平

苏义脑

李鹤林

秦文贵

张来斌

柳贡慧

中石油集团咨询中心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中国石油集团勘探开发科

中石油集团钻井院教授，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石油集团管材研究所高
级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

渤海钻探工程技术分公司
书记，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校长，博导

北京工业大学校长，
教授，博导

● 提前告知参观、采购意向，协助约见相关展商

4种方式进行预登记
1. 官网登记：www.cippe.com.cn
2. 微信登记：扫描右侧官方微信

组团要求

3. 邮件登记：visitor@zhenweiexpo.com

1. 参观者必须是来自石油石化、海洋工程、管道、天然气等行业或相关应用领域管

4. 电话登记：010-58236591

理人员、技术研发人员或采购人员。
2. 同一单位，20人及以上，并保证至少10人同时到场参观的观众。

预登记观众特权

官方微信

1. 独享预登记观众绿色通道，现场无需排队，简化注册流程
2. 免费获得cippe石油展供应商名录（截止2018年2月28日前注册的观众）
3. 展前收到组委会寄送的展前预览
4. 优先参加cippe举办的会议论坛
5. 每月抽取3名观众代表参加cippe2018答谢晚宴，共21名

陈次昌

姜伟

傅诚德

钟树德

刘清友

刘汝山

张永泽

西南石油大学
校长/博导

西南石油大学
原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省工商联主席 教授/博导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副总工程师，教授

中石油集团咨询中心
专家，教授

中石油集团公司咨询中心
专家，教授

西华大学校长
教授，博导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中石油装备制造分公司
副总经理，教授

刘乃震

郑新权

路保平

石林

张冠军

周健良

朱天寿

胡泊

长城钻探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分公司
副总经理/教授

中石化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
院长/教授

中国石油钻井工程技术研
究院 院长/教授

中石油石油管工程技术
研究院 院长 教授

中海油集团勘探开发
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

中石油咨询中心专家教授

贝克休斯
亚太区销售总经理助理

3. 提交团体申请表后，我们将予以审核，并于5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
    团体参观申请截止日期：2018年3月17日

报名方式
通过下方联系方式，索取“团体观众申请表”
联系人：彭玲
电 话：010-58236537、58236591
邮 箱：visitor@zhenweiexpo.com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赵金洲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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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大油气管道展3月在京举行
2018年3月27-29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石油天然气管道与储运技术装备展览会（CIPE）将
于2018年3月27日-29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
中国国际石油天然气管道与储运技术装备展览会（CIPE）与全球最大
石油展（cippe）同期举办，是石油石化领域的行业例会。
CIPE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丹麦、意大利、俄罗
斯等15个国家展团展出。知名企业有Transneft、GE、TMK、TRAPIL、
国民油井、霍尼韦尔、罗克韦尔、伊萨焊接、卡斯特林、阿特莫斯、宝华压
缩机、海虹老人、阿克苏诺贝尔、森迈尔钢铁、塔塔钢铁、博乐特殊钢等。

温州合力

展位号：E3705

国内知名企业主要有中石油展团、中石化展团、中海油展团、宝鸡钢
管、珠江钢管、山西太钢、中原特钢、太原重工、祎达特钢、湖北新冶钢、
哈焊所、惊雷科技、马钢、久立特材、南方泵业、新兴铸管、沈阳鼓风机、
浙江富润、中油管道等。
展会有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美孚、BP、壳牌、道
达尔、康菲、雪佛龙、俄气、巴西石油、马来西亚国家石油、中石油、中石
化、中海油、中石油海外项目部、管道局、中外运、总后装备采购部等上百
个国内外采购团现场参观洽谈。

北京捷杰西石油设备有
展位号：E3815
限公司
北京捷杰西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在美国
休斯顿和中国天津分别设有分支机构。

齐亚斯（上海）物联
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73

沧州渤海防爆特种工具集
展位号：W3642
团有限公司

四川旭信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华海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40

展位号：W3230
四川旭信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3年，注册资金2118
万元，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科
技创新高地-成都市天府新区,

我们致力于石油装备和新技术的开发。我们是有着扎

与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实知识基础和丰富油田服务经验的一个团队，志同道合，

实验室有深入合作,是一家专业

积极进取。我们自主研发的多个专利技术产品领先国际先

研发、生产、销售石油化工、

进水平。我们积极地为国内外油田钻井作业提供高效的技

矿山安全设备、应急消防救援

术服务和备件服务，受到广大客户的肯定和信赖。我们努

设备、特种安全设备、环保与

力工作，最大限度地帮助客户提高油田钻井作业的安全和

卫生监督、安监执法设备的高

效率。

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完整、
科学的质量管理标准。拥有大
量先进、专业的生产设备和检
测仪器，产品采用先进技术生
产并通过相关行业检测认证、
质量可靠。同时产品拥有多项
专利技术。为了迎合公司的进
一步发展与扩张，公司不断引
进先进生产设备、专业技术人
员、优秀管理人才、先进的经
营理念与管理经验。四川旭信
期待与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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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安固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没有谁能够比Heatric更熟悉印刷电路板式换

Beijing 2018
北京海工展

CM2018亚洲最大海工展三月在京召开
2018年3月27-29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第八届北京国际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展览会（北

集团、中国船级社等为代表的“国家队展团”，以泰富

装备市场打造采买一体化、供需全面对接的专业展示沟

京海工展CM2018），将于2018年3月27日-29日在

重装、精铟海工、惠尔海工等为代表的知名民营企业巨

通平台。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本次展会由中国

头，以斯伦贝谢、埃克森美孚、俄气、卡特彼勒等为代

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中国船级

表的国际一线品牌，将深层次、多角度的展示当前海工

社、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船东协会、振威展览集团

装备领域最新的产品与技术。

联合主办。

热器（PCHEs）。早在1985年，我们通过开创性

立于台湾，在全球范围内

研究创造了首台印刷电路板式换热器。我们专门从

销售专业等级的高品质合

事印刷电路板式换热器的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综合

天津安固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技术、高效率的不停车带压堵漏技

成纤维绳索。生产基地位

运作方式至今仍然独树一帜。而且三十多年来，我

术队伍，先后成功地处置了国内上千起危化品泄漏事故，是航天火箭、

于台湾和中国，所设计及

们一直与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天然气公司合作，不断

军工油料库指定的运行保障服务单

制造的产品包括静力绳、消防绳、树绳、绞盘绳、拖车

投资于改进和发展

位，是西气东输管线的重点保障单

绳、锚绳、多功能绳、吊装带、系泊缆及其他各类绳

印刷电路板式换热

位，也是天津市安全监管局重点建

索，可广泛应用到户外休闲,工业安全，渔业科技, 海洋

器。可以说，我们

设的9支应急救援专业队之一，同

船舶，航空货网及矿业。

是业内无可争议的

时是滨海新区及高新产业园区应急

领军人。

救援专业队。

兰凡诺德、中国远洋、中海油服、中外运长航集团、中

还将深入到防腐、水下装备、可燃冰勘采技术与装备等

为十大重点之一。中国“十三五”发展规划特别突出高

远船务等在内的众多全球知名海工船船东前来参观，并

细分领域，邀请权威专家、名企高管莅临现场，为海工

端海工装备的地位，加强扶持。我国船舶工业将推动船

在展会上寻找合适的供应商与合作伙伴。届时，还将有

从业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技术、学术、管理经验交流平

舶兼并重组、加快转型升级，走创新、信息化和绿色发

上百个国内外专业采购团进场洽谈。

台。

北京海工展（CM2018）深知行业发展需求，同期

北京海工展（CM2018）将延续精彩，为海工装备

本届展会吸引了德国、美国、法国、英国、韩国、

将开设无人机及水下装备展区、海洋防腐展区、智能工

复兴提供更为专业与细致的服务，促成更多经贸合作契

挪威、意大利、俄罗斯、芬兰、丹麦、西班牙等18大国

业和工业通信展区、可燃冰勘采技术与装备等多个专业

机，期待您的关注与参与！

家展团。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船重工、中船

展区，力邀全产业链科研机构及企业参与，为中国海工

中航泰德
展位号：W2277

2018年3月28日
9:00—16:30

点

W102

主

题

2018北京海工高峰论坛

主

办

单

中航泰德（北京）自控技术有
限公司是中航国际经贸公司控股企
业，为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中国

同期论坛
地

堵技术，集研发、生产、培训、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峰论坛 （2018 Beijing Offshore Conference）”。

《中国制造2025》将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列

间

坐落在滨海新区高新产业园区，是一家专门从事危险化学品泄漏快速封

Ropers于1981年成

业行业协会与中国船级社联合组织的“2018北京海工高
论坛主题为“新时代、新机遇、新挑战”。另外，展会

展道路。

天津安固密封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注册资金1000万元，

北京海工展（CM2018）同期将举办由中国船舶工

同时，本届展会汇集了挪威乌斯坦、法国波邦、荷

时

展位号：W3701

展位号：W1933

展位号：W1913

位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
中国船级社

北京盖特爱达科技有限

以 “工业自动化与信息化融合的智

公司（GET集团），是系

能技术”为核心，业务范围包括通

统创新（SI/CAI/TRIZ）与

信系统、控制系统、工业软件、智

工程仿真分析（Analysis &

能仪表、自控阀门、智能电气等软

Simulation）领域的先进技术

硬件及系统解决方案，具备强大的综合技术实力、丰富的项目

提供商。面向企业产品的研发

实施经验和国际化的项目管理能力，专注于为用户提供专业的

流程，GET提供最先进的高

工程设计、采购、系统集成、运维等智能化解决方案。

端研发信息化技术、产品与服

施耐德、ABB、横河等。公司为FBV阀门中国独家总代，并
与工业通信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Vector InfoTech集团公司
（新加坡）合资成立专业工业通信系统集成服务商—中航泰德
维科（天津）通信工程有限公司。

思辉流体

展位号：W3328

化工企业管理协会理事单位。 公司

合作国际知名品牌包括FBV、Vector、萨姆森、美卓、

北京双泰气动设备
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67

GET集团

务。并致力于先进创新研发平
台的丰富与发展，同时联合全
球合作伙伴和工程技术资源，
为制造业客户和产品研发机构
提供全面的工程解决方案。

河北恒盛泵业股份
展位号：E3856
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40

河北恒盛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国营泊头市齿轮泵总厂，

北京双泰气动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3月9

始建于一九七三年，中国第一台输油齿轮泵诞生地，齿轮泵行

日，主要经营范围：制造起重设备（气动葫芦、气动行

业标准制定单位。恒盛泵业是以研发、制造“恒源”牌工业泵

车、气动旋臂吊、气动绞车及吊具）、安装修理气动起

为主的国家二级企业、中石油物资资源市场A级供应商、中石化

重设备、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物资资源市场成员、中通泵行业重点骨干企业、国家级高新技

2007年提供给国家航天员训练中心

术企业、河北省名牌产品企业。

的专用气动训练器械（气动旋臂起重机）
满足了神六航天员失重训练的要求，为我

公司主导产品有齿轮泵、螺杆泵、离心泵共计40余个系

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列，3000余个规格型号，多种产品取得国内首创专利，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产品均通过CCS、BV、ABS、GL、DNV、
LR、NK、KR等船级社船用产品型式认可。

展位号：W3540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展位号：E3760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A12

www.cippe.com.cn

展前预览 2018年

www.cippe.com.cn

展前预览 2018年

A13

China Dream，Blue Sky Dream

第八届中国国际天然气技术
装备展览会暨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The 8th China International Natural Gas Technology & Equipment Exhibition and Summit to Kick off in Beijing

2018年3月27-29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第八届中国国际天然气技术装备展览会（CING）

划》，明确增加能源供应、加快管网、LNG接收站和

团、中船集团、中集集团、新兴能源、鲁西新能源、耐

将于2018年3月27日-29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

储气工程建设，提高装备自主化水平等6大重点任务。

德能源、杰瑞天然气、建安特西维欧、三一重工均强势

心（新馆）举办。本次展会由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

利好的国家政策及广阔的发展前景，将使天然气行业进

进军抢占天然气装备制造业高地！行业巨头悉数参会，

工业协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振

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共同探讨我国天然气产业最新技术成果及行业发展动

威展览股份联合主办。

CING将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丹

向。国内外群雄并起，世界天然气装备时代已然到来。

天然气是我国重点发展的重要能源，具有重要

麦、意大利、俄罗斯、韩国、荷兰等18大国家展团亮

展会将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

的战略意义。根据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数据，随着经济

相。世界十大石油天然气巨头俄油、俄气、埃克森美

国日报、中国石油报、中国石化报、Upstream、

发展，2017年中国天然气需求达到2000亿立方米，

孚、英国BP、道达尔、沙特阿美、卡塔尔石油、挪威

Worldoils、Oil and Gas Australia、TB Petroleum、中

2020年达到3000亿立方米，到2030年将达到5000亿

石油、壳牌、斯伦贝谢等都将借此次平台发掘新的市场

立方米。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天然气

增长点。国内天然气行业巨头，中石油昆仑能源、中石

消费国。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

化集团、中海石油气电集团、中化集团、中国化工集

展位号：W3500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展望未来
Future
Expectation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第一财经日报、华尔街日报及
新华网、新浪、搜狐、人民网等国内外上千家媒体报
道。

展位号：W1358

凯驰

展位号：W3500

大耐泵业
展位号：W2791

合作 团结 发展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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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最
大石油钻采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全球最大
的陆地钻机和泥浆泵制造商。公司资产超
过134亿元，现有员工7000余名。公司专
业生产各类成套钻机、采油设备、专用工
程车、井口装置、井控系统、钻采工具、
特种车辆、钢管钢绳、大直径牙轮钻头等
钻采装备配套产品，覆盖面达50多个类
别、1000多个品种规格。公司有12大类
51项产品获得了美国石油学会API会标使
用权，通过了ISO9001、ISO14001等管
理体系认证，拥有主要生产设备2300余
台套。产品还远销欧美、非洲、中亚、中
东、东南亚等61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油管道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
济柴倾力打造的175柴油发电机组
具有结构紧凑、可靠性高、体积小、重
量轻、操作维修方便、外观布置合
理等 特点 ，可配 装出 国钻机 开展
国外油田服务业务，打破国外产
品垄断控制，还可应用于海洋平
台、大型舰船、自备电站和工程
机械等领域。
钻采装备用YXB550型液力
自动变速箱，具有空载损失小、透
穿数大、零速变矩系数小等特点，特

天津市东方先科石油机械有限

展位号：E2015

别适合工程车辆的匹配要求，可广泛应用
于石油钻机（撬装钻机、车装钻机）、石油
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特种车辆（压裂车、固井车
等）、重型卡车、工程车辆、泵组、泵站等领域。
自主创新研制完成的DTY1000H103×135×60天然气压缩机组，创新采用
高压气缸设计制造技术、高压填料密封和气阀选型设计技术、气流脉动和机械振
中油管道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CPPM）始建于1974年，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所属装备制造企业中唯一一家专业制造长输管道设备和油田油气集输设备的企业。

动控制技术和高压大排量往复式压缩机组成橇集成技术，主要应用于油气田高压
注气、气举排水采气、注气驱油等领域。

CPPM已形成管道元件（热煨弯管，热（冷）压管件、绝缘街头、快开盲板、汇气
管）、压力容器（油气管道承压设备、油气地面集输设备、液化天然气储运设备）、工业
加热设备（工业加热炉、蒸汽锅炉、热水锅炉、真空锅炉）、油气储运工艺撬装单元（调
压计量装置撬、管道战场工艺单元撬）等四大类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开采、石油化工、
石油天然气储运、城市燃气、化纤、建材等工业领域，并远销苏丹、利比亚、哈萨克斯
坦、尼日尔、乍得、肯尼亚等国家。
CPPM大力宏扬“只要有管道，就一定有中油管道机械”的新时期企业精神，坚持
“创新、诚信、沟通、竞争”的经营理念，以“服务管道、服务燃气、服务社会”的企业
宗旨打造“国内最强、世界有为”的“中油管道机械”品牌。

天津市东方先科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4年，注册资本3.5亿元，占

统产品、营房等9大系列、60多个品种

方位快速、及时的设备维修配件保障及

发和推广的股份制公司。

以及各种规格的营房。

培训服务。

地面积800余亩，建筑面积28.6万平方

公司主导产品包括撬装钻机系列、

公司具有年生产150台套钻机、修

欢迎世界各国用户前来公司莅临指

米，生产面积25.5万平方米，在职员工

车装钻机系列、陆上修井机系列、拖挂

井机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一流、价格

导和洽谈订货！公司愿与社会各界朋友

1500余人，是一家集制造、安装、调试

钻机系列、电动修井机系列、特种修井

优惠、售后服务周到，国内外建立了20

携手共进，开展钻井、修井工程服务，

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致力于石油钻采

机系列、泥浆不落地系列、自动排管系

多个驻外分支机构和服务站点，提供全

合作共赢，共谋发展！

电话：022-29535758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设备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研究、开

传真： 022－29535758

邮箱：js@dfxk.com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福源经济区福旺道1号

邮编：3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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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石油智能
装备有限公司
三一石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简称三一石油装
备）成立于2013 年，定位为三一集团能源业务板
块的核心之一，目前在北京、长沙分别设有研发、
制造基地。作为集团公司战略转型的新型产业，倡
导互联网思维，强调参与式设计、互动式营销，目
前已形成了“压固增产、多功能钻修机、钻（修）
井口自动化、油田钻采环保处理、高压流体及核心
泵配”五大系列产品，并通过了TSG、APIQ1体
系、API 4F/7K/8C系列产品认证、公司秉承“一
切为了客户 一切源于创新”的发展理念，致力于
提供安全、智能、环保的油田一体化解决方案，立
志为中国石油装备发展贡献一个世界级品牌。

国民油井

展位号：E3530

展位号：W1539

Throughout every region in the world and across every area of drilling and production, our family of companies has provided the technical expertise, advanced
equipment and operational support necessary for success. We have the people, capabilities and vision to serve the needs of a challenging and evolving industry.
We believe in service above all since our singular goal is to move our customers’ business forward. This drives us to anticipate our customers’ needs and work with
them to deliver the finest products and services on time and on budget.
Our Intervention and Stimulation Equipment Business Unit combines years of expertise with trusted brand names such as Hydra Rig™, CTES™, Texas Oil Tools™,
Elmar™, APPCO™, Devin™, Enerflow™, Rolligon™, Anson™, Quality Tubing™ and Condor™ to deliver everything from a CT unit to a complete frac spread.
Our Fiber Glass Systems group delivers composite pipe and fittings engineered for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in the world, we are there to provide the downhole solutions you need. We're the world's largest independent supplier for drilling and
intervention operations, and with supply and service centers around the globe, we can provide tools and support where you need them, when you need them.

展位号：W2508

科盛能源

展位号：E2156

科盛能源机械制造河北有限公司(简称KES-科盛能

泵、混合漏斗、射流混浆装置、液气分离器、电子点火装

经营理念和卓越的服务团队，业已通过美国API权威体系

源），生产基地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县潮白河工业园区

置、泥浆罐等石油钻井固控设备及成套泥浆净化系统、泥

认证。被确认为“质量合格产品”企业。

工业二路，占地面积40余亩，现有员工120多人。

水分离系统、油泥砂分离系统。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

我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现
代化固控设备专业制造商，主要生产钻井液振动筛、真空
除气器、除砂器、除泥器，泥浆清洁器（一体机）、离心
机、钻屑甩干机、搅拌器、砂泵、剪切泵、螺杆泵、砂砾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气勘探钻井、非开挖工程（定向穿越、顶管、盾构）、煤
层气开发、河道清淤、建筑打桩、地热井、油泥砂分离等
领域。

“专心、专业、专注，”的企业宗旨，立足国内，面
向全球，以渊源精深的技术背景和雄厚稳健的经济实力为
客户提供性能优异、质量过硬、价格合理的产品是我公司
永远的、不懈的追求。

公司拥有完善的管理体系、精密的加工设备、超前的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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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1210

展位号：E2168

展位号：E2155

河北冠能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领先的分离设备制造商，主要产品为工业卧螺
离心机，钻井固控设备，钻井废浆处理设备和振动筛筛网。GN冠能固控集研发设计，生产

杰利阳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集压缩机设计与成橇、压缩机技术服务和石油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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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控品

服务为核心业务的综合型企业。

牌——GN冠能固控（GN Solids Control）。冠能固控通过了美国API管理认证，公司产品
在压缩机业务板块，杰利阳有近20年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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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技术和市场服务经验，为用户提供橇装整体式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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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研

机组、燃驱或电机驱分体式压缩机组及技术服务，广

发，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公司在国际市场的产品销售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市场份

泛应用于天然气增压、气举、储气库、气体回注、

额较国内同行有较大的优势，并形成了良好的口碑。冠能固控是国内较早成功研制出钻屑甩

LNG、CNG等市场。杰利阳在乌审旗设有压缩机技

干机，并成功出口国际市场的中国制造商。冠能固

术服务事业部，为国内外油田用户提供压缩机和发动

控目前已通过欧盟CE认证，环境安全HSE认证，

机的安装、调试、维保、故障诊断分析、整机大修、

俄罗斯TRCU认证，也是国内连续通过美国石油

压缩机优化改造、控制系统改造升级、技术咨询与培

协会API认证次数较多的固控设备制造商。 公司

训、配件供应等服务。服务网点遍及内蒙、陕西、山

已迈入国际化发展步伐，并在美国休斯敦，俄罗斯

西、新疆、吉林、四川、深圳、唐山等地。

莫斯科建立了分公司，在澳大利亚，埃及，阿尔及
利亚，阿根廷，伊朗，突尼斯等地建立了合作分支
机构。

在石油工程业务
板块，杰利阳在行业内居
领先地位，业务涵盖带压
作业、连续油管作业、完
井工程、排水采气、油田
测试、油田污水处理设备
的制造与技术服务，油田

展位号：W1550

增产增注等领域，为国内
外油气田的高效稳产开发
提供一站式服务。

近年来，杰利阳开展碳减排与利用业务，以二氧化碳捕集、管道输送、油田二氧化碳驱
油与封存（CCS-EOR）产业链一体化科技技术服务为业务发展方向，专注于碳减排与利用
新技术的引进、研究和开发，致力于本领域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和应用。

部分展示产品如下：
Sino-WSL综合录井仪：具有国际

SGC-3K气体分析系统：采用全新

WDAS无线数据采集系统：实现了

WGC井口气体检测系统：采用色谱

先进水平，系统实现了气体定量化检测以

理念设计，主要由气路分配单元、气体分

综合录井所有传感器的低功耗设计和无线

设备井口前置式设计，实现了色谱前置分

及无线传感器采集，采用开放框架的录井

析单元和色谱工作站三部分组成。实时对

采集。与传统的有线数据采集系统相比，

析、C1-C8 十二种烃类组分60秒快速分

软件平台，研发并集成了全参数智能报警

12种烃组分及总烃在线快速检测分析。

具有可移动性强、拆装方便、易于扩展、

析、数据无线发送、远程数据处理及监控

系统、水平井地质导向系统、在线评价系

传输范围大等优点，更加适应复杂的井场

三大功能。解决了油气钻探的施工现场，

统及大量软件功能模块，建立了以综合录

环境。

由于受到井场布局、安全防爆要求等条件

井仪为平台的井场信息中心，实现了井场

限制，造成的重烃类组分液化吸附在管路

多专业数据的集成、共享与发布，为井场

内壁，检测成分缺失以及管线输送延时，

技术人员提供了现场分析与决策的平台。

检测数据的时效性低的问题。

中石化录井
展位号：E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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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W2448

潍柴
潍柴创建于1946年，是目前中国综合实力

沿。依托全球领先的研发平台，企业先后承担

最强的汽车及装备制造集团之一。集团在全球

和参与了22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合作计

拥有员工8万余人，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341

划和科技攻关项目，获得产品和技术授权专利

亿元，名列2017年中国企业500强第155位，

2489项，主持和参与行业和国家标准制定65

中国制造业500强第60位，中国机械工业百强

项。2013年公司《重型高速柴油发动机关键技

企业第2位。

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打

集团拥有行业内唯一的内燃机可靠性企
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现代化的“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及国内一流水平的产品实验中心，设
有“博士后工作站”，在美国、欧洲，以及中
国潍坊、上海、重庆、扬州、西安等地建立了
研发中心，确保企业技术水平始终紧跟世界前

破了国外对重型高速柴油机的技术垄断。2016
年，公司自主研发的WP9H、WP10H高端发
动机成功上市，以“180万公里/3万小时”树立
了高速重型发动机寿命最高标准，诠释了“可
靠?耐用”的用户核心需求，公司已成为推动行
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向高端迈进的重要力量。

展位号：E2068

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

哈威油液压技术（上海）
展位号：W1732
有限公司

展位号：E3582

HAWE
Hydraulik SE于
1949年在慕尼黑成
立。创新理念，高端质量

徐州非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通洁
展位号：E3200

和热忱的态度使其逐渐发展

展位号：E3260
天津市通洁高压泵制
造有限公司是集高压泵、超
高压泵及水射流成套智能装
备行业的领军企业。公司自

壮大成为一个2100多人的企业，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注

在全球有30多家销售代理，其中包括

册资金3355万元。是国内唯数不多的集带压设备生产、销售及施工为一体专业厂家，也是江

14家全资销售子公司。

徐州非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始建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前身为江苏非圆集团，是国内最早也是唯一一家专业

我们的产品种类不断扩大，除标准阀外，

从事非圆齿轮及相关产品研发生产的高科技股份制企业。

我们还生产适合各种专业用途的元件，如加紧模

2003年成立以来，始终秉

非圆齿轮自动换向节能型抽油机是公司自主研发的

承“科技创新，精工制造”

一种以非圆齿轮为核心传动元件的新型塔架式抽油机，由

的经营理念，借助于与天

塔架、非圆齿轮箱、电机、皮带、天车轮、导向轮、配重

津大学、中国通用机械研

箱等构成，发明专利号是ZL 2013 1 0514552.X。

块，负载敏感比例多路阀等。哈威产品的主要特
点是：承压部件采用钢体结构，并在设计上遵循
集成化原则。产品加工和装配质量堪称一流，因
而通过ISO 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

究院等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合作，研发的超高压水射流技术及装备达到了国

这种抽油机最大的科技创新在于使用非圆齿轮作为

1996年哈威在上海成立代表处，迈开了进

际先进水平。全球化布局中，公司控股了美国JETECH公司，并与德国

抽油机的核心传动元件，既有游梁式抽油机的可靠耐用，

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哈威油液压技术（上海）

Parker、瑞士ENZ等公司进行全面合作，引领国内高压水射流清洗行业

又有数控抽油机或其它塔架式抽油机的高效节能。

有限公司于1998年在上海成立，从事哈威产

的高速发展。

可靠耐用是抽油机的最基本要求，使用非圆齿轮，

通洁产品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高压水射流清洗领域，用户涵盖国防、

不仅是因为非圆齿轮是纯机械元件，适合抽油机恶劣的使

海洋平台、轨道交通、建筑、汽车和石油化工、风力发电等各行各业，同

用工况，更是由于利用非圆齿轮特有的变传动特性，在理

时还出口至欧美、日本、东南亚、非洲等国家和地 区，获得了包括大乙

论上就避免了由于抽油杆荷载的剧烈变化可能带来的机器

烯、核电站、华能、国电、神华等用户的一致好评。

震动以及对传动件、结构件的疲劳破坏，使整个抽油机传

通过在科技、产品、品质与服务环节的不断精益求精，通洁获得一

动链的工作应力水平都处在一个合理水平。而且非圆齿轮

系列傲人成绩：通过ISO9001、ISO14001、ISO18001三合一体系认

的节曲线形状是建立在抽油机的载荷曲线基础上的，这使

证，通过欧盟CE认证；作为全国高压水射流标准化委员会副主任单位，

得非圆齿轮箱输出运动的大小、方向等参数随着载荷曲线

参与起草了GB/T26135-2010《高压清洗机》国家标准；获得“国家级

的变化而改变，以确保电机输入运动的连续、平稳、单方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 “专精特新产品”、“高

向以及功率的近似恒定状态，从而达到精确平衡。这同样

压清洗设备技术工程中心”
等荣誉称号。作为行业引领
者，天津市通洁高压泵制造
有限公司的每一次革新必将
大大推进中国高压水射流领
域的持续发展。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西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一九八二年开始研制、生产该产品至今已三十多年的历史，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一支优秀专业技术队伍和售后服务人员，有子公司新余泰达长林管道
技术有限公司和新疆分公司，公司在发展中注重品质，深耕细作，产品覆盖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等全国各大中城市，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本公司资质、证照齐全，既有生产资质，也具备施工资质，带压施工产品专利技术达数
十项，目前已连续三年中标江西省天然气公司管网抢修保驾单位。公司通过方圆标准认证中
心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取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
证》和《长输（油气）管道带压封堵（甲级）资质》，取得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和中国燃气
等企业入网许可，被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吸收为中国石化物资资源市场成员单位、一
级供应网络成员单位。
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同时也是GJJ51城镇燃气抢修规范的参编

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并根据客户需求设

单位，初始技术来源于中石油管道局设计院，80年代初与我厂合作，引进国外技术国产化，

计、生产液压系统。哈威中国拥有

生产的设备用于石油化工管道带压开孔、带压盘式封堵。90年代中期我厂又与北京燃气合作

经验丰富的液压专业工程师和
技术服务人员，为客户提
供最佳的方案设计
和技术咨询。

生产用于城市燃气管道的新型筒式封堵设备，并逐步在国内各大城市管网建设、改造维护中
应用，效益显著。二项技术经过完善后，被编制为国家标准《钢质管道带压封堵技术规范》
（GB/T28055-2011）。
随着企业发展和客户需要，我们2009年开始增加了管道技术服务与施工业务，实践经
验与业务水平快速进步，真真正正做好了安全、文明、有序施工，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
己任，得到广大客户肯定。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余泰达长林管道技术有限公司对外承接管道不停输开孔封堵施工业
务，并为客户提供施工及作业保驾。

“传承军工精神、持久诚信服务”是泰达长林全体员工的共识，真

也使抽油机拖动装置的安装容量裕量大幅降低，避免了

诚期望与国内外客户同仁通力合作，为发展中国油气管道抢维修装备尽一份社会责任！

“大马拉小车”现象，具有明显的节能降耗效果。

欢迎登录我公司网页查询，愿我们双方合作共赢！

非圆齿轮自动换向节能型抽油机还具有结构简单、

公司地址：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赛维大道1208号

制造及运行成本低、维护方便、适用性强等优点，与传统

联系（传真）电话：0790-6735190 6735820

抽油机相比，具有先天的结构性优势，尤其适合低冲次、

上海浦东金滇路155号 （201206）

长冲程、大负荷、环境恶劣的使用工况，是抽油机领域的

Tel：021-58999678

Fax：021-50550836

网址：http://www.jxtaida.com/

一大历史性突破。

Email： info@hawe.com.cn

Web: www.hawe.com

微信号：JXTDCL

微信二维码

手机网站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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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盈焊接

展位号：W1467

奥瑞拓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91
科盈焊接是世界领先焊割
工艺和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创立于1999年，是香港宇海
（Simeco）有限公司在大陆
的控股公司。科盈焊接一直秉
承“品牌-技术-工艺-质量服务”的理念，为国内航空
航天、轨道交通、汽车制造、造船、工程机械、军
工等领域用户提供了大量先进的焊接工艺、系统装
备、优质焊材及服务，并深得客户的信任。
科盈焊接自首家公司在珠海基地成立以来，坚

奥瑞拓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点穿越装备实验室”“廊坊市名

多元化高新技术企业，研制的

司成立于2002年5月（股票代码

优产品”“河北省科技小巨人

螺杆钻具、钻头、MWD、近钻

870264），是一家专业生产石

企业”“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

头地质导向系统及相关产品已成

油、天然气、地热、煤炭和非开

业”“河北省名牌产品”“河北

功应用国内各大油田，并出口到

挖工程钻探设备的股份制企业，

省优质产品”“守合同重信用企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伊朗、

是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定点螺杆

业”等荣誉称号，2017年公司建

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十多个国家

钻具生产厂家，是中国石油、中

立并获批河北省院士工作站及河

和地区，旋转导向也已经研制成

国石化一级供应商，是中国地质

北省企业技术中心。

功，即将投入使用。

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会员
单位。

持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拓展了自动化系统集成、

公司先后荣获“廊坊市知

堆焊、金属加工等不同的业务板块，并和国内外多

名商标企业”、“国家高新技术

家焊接关联院所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经过多年

企业”、“廊坊市高新技术企业

的不懈努力，打造了一支高效、和谐的队伍, 现已

协会理事单位”、“廊坊市螺

在上海、南京、长春、成都、唐山、福州、苏州、柳州、广州、青岛、武汉、大连等多个省

展位号：E2178

杆钻具技术中心”、“廊坊市重

公司拥有4万余平方米的生产

公司始终坚持“扎根石油，

车间和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制造

不断创新，用生命奉献绿色能

设备和检测设备，满足了生产高

源；面对未来，解放思想，用科

质量产品的要求。

技改造传统工业”的宗旨，，以

公司是集研发、设计、生
产、检测、销售、维修为一体的

“创新优势、技术优势、服务优
势、品质优势”去赢得市场及品
牌，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份地市设办事处或服务机构。2016年承接中焊协机器人焊接（珠海）培训基地的建设，标志
着科盈焊接迈入焊接事业的新起点，续写新篇章。
我们将持之以恒，依靠良好的商业信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专业的技术服务，发扬不断
创新、超越极限、引领非凡的企业精神，向客户提供富有价值的产品、工艺和解决方案，为
客户创造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TOGA-1312-001-CRA-001_OG_Drilling_EDP_203x267_R2_p.in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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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2160

多相流计量产品与服务

环保设备与服务
展位号：E1219

多相流量计（MPFM）是在不需要预先相分离条件下

海默环保服务集团（ESG）是海默科技全资控股的

在线计量多相流中各个单相流量的系统。 与分离器相比，

从事石油石化和市政环保领域的污水处理和回用、固体

MPFM更小更轻、计量速度更快、需要更少的维护、并提供

废物无害化处置、土壤和生态修复等业务的专业环保服

可用于生产优化的更多数据。 海默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短

务集团，可为国内外客户提供技术咨询、设备制造、工

接型多相流量计，湿气流量计，总量计量多相流量计等，并

程施工、调试运营、售后服务等全流程高品质的环保技

正道能源-固液分离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设计制造及承包商

提供移动测试和生产测试服务。

术、工程和运营服务。包括：

西安正道能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简称：Brightway正道能

西安正道能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压裂设备——压裂泵液力端总成

钻井泥浆不落地随钻处置系统

源）成立于2012年，注册资本6000万，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计量、生产过程监测、以及移动式的油井测试服务等。由于

压裂返排液回用处理设备

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石油钻井泥浆固控系统、非开挖水平定向

其量程宽、测试精度高、性价比优异，海默多相流量计已经

含油污泥资源化处置技术

穿越泥浆净化回收系统、 盾构泥水分离系统、城市建设打桩泥浆净

被国际上主流的石油公司普遍认可，并在许多新油田建设和

油田试采出水回注处理系统

化分离及油田环保废弃物分离控制技术等领域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设

老油田改造项目中作为首选的油井计量产品加以推广应用。

油田采出水有效回注处理技术

计制造及承包商。

海默多相流量计广泛应用于陆地油田和海洋油田的油井

主营产品：泥浆振动筛，除沙除泥一体机、真空除气器、钻
井液离心机、钻屑甩干机、搅拌器、泥浆罐等设备，以及集成的石

压裂设备与服务

油钻井固控系统、钻井废弃物处理系统、非开挖泥浆回收系统、盾
构、顶管泥水分离系统、河道淤泥脱水系统、煤层气钻井泥浆净化

水力压裂是促成“页岩革命”的关键技术之一。压

系统等。

裂泵液力端总成是水力压裂系统的关键部件，其可靠性
和寿命直接影响压裂作业的安全性和成功几率。 海默科

立足分离技术、全球化战略，专注泥浆分离一体化解决方案，

技引以为傲的高品质流体端总成及附配件，包括接头、

坚持以“持续改进、顾客满意、精益求精”为质量方针，以“健心

阀门、阀座、投球器，高压流体（控制）元件和高压管

践行 见未来”为经营理念，为不同领域客户提供最优解决方案，是

汇等远销全球各地。

正道人自成立以来一直坚守和努力的方向。
此次，正道能源将携带最新固液分离设备产品亮相2018年

压裂泵液力端总成是海默科技为配套世界多家设

CIPPE展会E1219展位，期待您的光临！

备制造商所设计生产的固井压裂车动力端使用的定型产
品，其使用寿命长，性能优良。固井压裂作业用柱塞泵
液力端总成系列包括：固井，压裂设备用液力端总成及

咨询热线：029-89305769

其配件，组合式液力端总成及其配件，由壬，高压活动

邮箱：brightway@zdgukong.com

弯头，整体接头。

环保设备——压裂返排液处理车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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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3550

沧州格锐特钻头有限公司
郑州金时
展位号：E3861
郑州金时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二00三
年一月，占地面积9300平方米，专业从事
钻井液固控设备的研发和生产。公司已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中国石化一

沧州格锐特钻头有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专

公司通过先进的设计手段、制造工艺、国际化

业从事特种钢材和金刚石材料的加工研究，致力于

的管理体系以及持续的技术创新，实现了产品的卓

石油装备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系中石

越品质，得到国内外客户高度认同，与国内各大油

油、中石化、中海油一级物资供应商。公司生产基

田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产品远销美国、俄罗斯、

地位于河北河间省级开发区，占地40000㎡，拥有

加拿大、中东、印尼等国家和地区。

多台车铣复合、五轴联动等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金刚
石钻头生产线，年生产能力万只以上，可生产3〞—
26〞各规格的钢体、胎体钻头，取芯、双心钻头，
随钻扩眼等特殊工具。

本公司始终如一坚持实业报国发展理念，以促
进能源开发为已任，创新驱动、科学发展，是PDC
钻头制造业亚洲地区最大的规模企业之一。

级网络供应商。
公司专业生产钻井液固控设备，产品包
括离心式砂泵、钻井液振动筛、钻井液清洁
器（一体机）、除砂器、除泥器、真空除气
器、液气分离器、剪切泵、泥浆搅拌器、泥
浆枪、离心机和泥浆循环罐等。

西派克(上海)泵业有限公司
西派克，作为全球泵业领
导者，在全球范围内研发、设
计、制造、销售以螺杆泵、破
碎切割机及控制系统为核心的
全面输送解决方案，已在全球
70多个国家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和配套服务。
锐意创新是西派克成立至今不断发展突破的动力。以灵巧输送技术为代表的创

丰达石油
展位号：E3501
Found Petroleum Equipment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4 and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city Baotou, Inner Mongolia. Total facility covers an area of 185342㎡
and total investment about 720 million RMB. Found is the specialist of exploit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
Our website:www.china-found.com.email:gavin@foundoil.com
Company products and capacity:
1,Sucker Rod 15 Million Meters / year
2, Drill Collar, 10000 Pcs / year

新技术，已获得国际设计大奖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国际专利认证。广大用户在实际
使用中体验到该技术创造的效益：大幅降低的寿命周期成本，大幅提高的生产效率
和显著优化的能源效率。
西派克特有的模块化产品体系是西派克量身定制理念的基础。通过对不同产品
模块进行组合与配套，为各种粘度的、含有不同固体或气体组分的、具有不同程度
的腐蚀性及磨蚀性的介质，提供专业的全面输送解决方案。
目前，西派克在德国、美国及中国已建立三大生产制造基地和物流中心，在德
国和美国的基地还设有创新与研发中心。通过集中各地优势资源进行生产配置和网
点布局，服务全球市场，让世界各地的客户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专业的技
术支持与配套服务。
西派克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西派克（上海）泵业有限公司，具有设计、质量、
生产、库存、物流、市场、销售、技术支持及服务能力，服务中国的广大客户，为
包括环境工程、能源、造纸、食品、隧道工程等在内的各个行业的不同应用，提供
全面输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实现工艺优化，安全、稳定、可靠的生产，节能，环
保又经济的运营目标。

3,Drill Pipe 30000 Tons/year
4, Sucker Rod Coupling 1.5 Million Pcs/year

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宣中路399号11-13幢,邮编：201300
电话：+86 21 3810 8888

传真：+86 21 3810 8899

E-mail:info.cn@seepex.com
服务热线：+86 4007701066 服务邮箱：sev.cn@seepex.com

展位号：W2236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A26

展前预览 2018年

参展商简介

www.cippe.com.cn

雷斯达

Exhibitors

Exhibitors

参展商简介

展位号：E3635
冰轮集团创建于1956年，是以低温冷冻、中央空调、环保制热、精密铸件、化工装

液控驱动器是我司专为油田市场研发的一款阀门执行

备、智慧能源为主导产业的跨行业、国际化经营的大型集团企业。

机构，广泛应用于各类阀门的远程/自动控制领域。其通过
液压驱动，将活塞的直线形成转换为角行程，从而实现对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原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811）是冰轮集

角行程阀门的开关控制。当配备角度传感器时，能够通过

团的核心企业。冰轮环境以冷热同步发展、积极拓展节能环保产业为发展战略，持续打造和

控制器实现对阀门的角度控制。该产品主要应用于油田/工
程机械行业各类特种车辆、油田压裂设备、油田采油设备

始人张占厂以超人胆识，
率领一群时代的弄潮儿在

器拥有扭矩体积比更大，防爆耐腐蚀性更好等优点，是一

河北廊坊大城县这片热土

种新型的阀门执行机构。

上开疆拓土，进军劳保行
业。

提升在低温冷冻、中央空调、冷链装备、超低温特殊制冷设备、工业余热回收利用、化工装
备、能源综合利用、城市节能供热技术和装备、智能物联网服务等领域的竞争优势，以持续
的技术创新不断提升在人工环境领域为用户提供冷热一体化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能力。
冰轮环境凭借先进的技术、可靠的品质和良好的服务为中国和全球超过80个国家的用户
提供“节能、环保、安全”的使用体验，帮助客户实现业务的成长。冰轮环境拥有遍及中国
各地的营销服务机构，在全球20多个国家设有近30个海外营销服务机构、6个海外工厂及研

雷斯达是国内首家进行分动箱系列化开发的

企业不断壮大，公司

发中心，构建了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可快速响应全球用户从技术咨询、项目规划、系统设

企业，目前已有六个系列共十六款分动箱，产品

不断发展，但张总经理始

计、设备采购、工程施工，到技术培训、维护保养、系统改造升级等全过程的服务需求，承

主要应用于工程机械、石油钻采、农机等领域。

终秉承着”不忘初心，精

诺为用户提供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保障。

所研发产品主要有以下性能特点：

益求精”的理念来经营企

1.精密铸造外壳；

业，教育员工，“生命至

2.采用高精度齿轮；

高无上，安全责任为天”

3.轴调质氮化处理；

是每一个建纲新育人时刻

4.采用进口油封密封

牢记在心的，张总经理时

5.采用进口深沟球轴承
6.速比范围广，可从0.55~1.13
7.箱体内采用特殊油路设计，确保充分的润

长对员工说，每一条安全
带背后承载着就是一个人
的生命安全，更是对一个

滑冷却效果。

泥浆泵变速箱介绍
NT系列泥浆泵变速箱是我公司针对油田用便携式泥浆
泵设计的一款传动产品，是中国首创的泥浆泵专用变速箱。

家庭的责任，所以建钢品
牌的每一条安全带都经过
层层检验，层层把关，每
一条安全带都凝结着精益

该产品是在对现有的泥浆泵传动系统分析和整合的基

求精的文化品质，每一个

础上进行设计，在满足泥浆泵组传动需要、实现离合和传

建纲人都堪称完美细节的

动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档位设置满足泥浆泵的不同工况下

缔造者，相信我们的建钢

的压力、流量的需要，从而减少泥浆泵更换缸套的次数，
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同时该产品缩短泥浆泵传动链的长
度，减轻泥浆泵组重量，使泥浆泵组结构更为紧凑，便于
使用过程搬动移位。

品牌在张总经理的带领下
一定会越走越远，建钢新
育的明天会更好！

瑞丰石油
展位号：W2517

艾普尔换热器是世界换热器行业设计和生产领域的领导

东营市瑞丰石油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丰石油）成立于1998年，瑞丰石油坚持勤奋、求实、创新、

者。旗下的四大事业部致力于共同为客户提供全球领先的换

发展的理念，近20年来专注于油气井各种完井工具的研制与生产、油藏模拟理论的研究，并提供专业化的完井解决方

热器产品和最专业的技术支持。

案，已发展成为国内一流专业完井服务公司。

其中，板式换热器品牌Schimdt位于德国，产品有可拆

瑞丰公司具有专业、齐全的完井技术和工具，以及专业的研发团队和先进的加工能力。器材制造基地厂区占地面

式、半焊式、双板式及各种全焊式，板材/型号齐全，可覆盖

积44000㎡，拥有15000㎡的生产车间，配有齐全的生产制造线和先进的加工设备。并研发制造了精密筛管、绕丝筛

绝大部分板换应用，业绩丰富。

管、割缝筛管以及新研发的新型复合筛管、预充填筛管、金属棉筛管、控水筛管等多种筛管类型，获得筛管专利5余

管壳式换热器品牌Basco位于美国布法罗州纽约市，可

1986年建钢新育创

等处的蝶阀、旋塞阀、球阀的驱动。相较于电动气动执行

分动箱

展位号：W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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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75
液控驱动器

艾普尔

www.cippe.com.cn

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500

项。以及各类封隔器、充填工具、防砂辅助工具、注水工具等，种类齐全、技术先进。

生产标准产品、客户定制、发夹式等等，满足多种商用标准
及压力容器认证。
艾普尔换热器中国工厂自2004年在苏州园区落成，目
前已扩大成两家工厂。Schimdt板式换热器及Basco管壳式
换热器均可在苏州工厂加工生产以满足客户交货期需求和产
品质量保证。

公司始建于1961年，原为中国石化新星石油公司全资下属企业，2004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完成由有限公司向股份有限公司的转变，正式更名为德
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要生产高端石油钻井、采油工具及装备，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经营、服务为一体的综合
石油装备制造企业，为中国石油和石油化工设备五十强企业，在国际、国内石油石化行业享有很高声誉。
公司自1993年获得美国石油学会API Spec Q1质量管理体系证书，7-1、7k、5DP、6A四个产品规范证书，1996年获得挪威船级社ISO9001证书，2012
年取得职业健康、安全、环境企业认证证书（HSE）,产品质量稳定可靠，深得国内外市场用户的好评。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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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08

Exhibitors

Exhibitors

参展商简介

河北景渤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豪氏威马

展位号：E2058

河北景渤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86年， 拥有三十年的油田高压软管生

灯具产销研企业。公司拥有自营出口权，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一级供应网络成
员，中国石化物资资源市场成员单位和中国海洋石油工程供应商。产品涵盖了从防爆元

豪氏威马中国是荷兰著名跨国集

兰企业，在为全球领军的陆上和海上工

团豪氏威马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经由国

程公司提供重型施工设备的设计和建造

家计委、国家经贸委批准于2005年1

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的产品主要

月成立，截止2015年公司总投资额为

涉及以下六大类：起重机、铺管设备、

两亿七千一百万美元。公司业务范围广

钻探设备、绞车、船舶设计和特殊工程

泛，尤以制造、组装、调试和检测陆上

项目，涵盖了从部件到高度集成化的工

和海上设备、水平运输系统以及生产其

程系统。

他特种设备而闻名。目前公司80%以

丹，豪氏威马分别于1997年在捷克

0109 资质证书，并于2013年顺利通过美国西南研究院的变形及静水压试验、常

Sviadnov市、2005年在中国福建省、

温和低温弯曲试验、管体耐火实验等各项专业软管性能测试。

以及最近在巴西Navegantes市设立工

件到电控系统集成的完整系列，实现了从单一产品供应商、全面技术方案解决商到行

景渤公司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井控装备制造配套中心高压耐火软管分

厂，总生产面积达117，000平方米以

业技术领导者的迈进。为满足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产品依据IEC国际标准设计、制

厂，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定点生产井控专用软管的唯一企业。中石油、中石

上。对于本土化销售、工程技术及服务

造，并在国内同行中率先通过ATEX、IECEx、CU-TR国际防爆产品认证，是国内第

化、中海油三大集团公司一级网络成员、国际钻井承包商协会会员。

支持，豪氏威马在帕斯（澳大利亚）、

一家通过DNV认证的欧盟ATEX防爆产品认证企业，也是目前国内防爆产业首家实施和
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OHSMS18001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旨在以国际化的研发理念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A29

豪氏威马集团是一家全球化的荷

化的解决方案。因此，除了荷兰斯希

节流压井管线。工厂已顺利取得API 7K-0376，API 16C-0374，和API 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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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W1616

全球化的市场需要全球化及本土

产与销售经验。主营产品：井控专用软管BOP 控制管线，高强度钻探胶管，柔性
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系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是专业的塑料防爆电器及高品质防爆

www.cippe.com.cn

景渤公司具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完善的检测手段，质量严格把关，确保每一

卑尔根（挪威）、里约热内卢（巴

根出厂产品均测试合格。产品畅销全国各大油田，并出口美国、俄罗斯、伊朗、

西）、新加坡、科希策（斯洛伐克）和

阿联酋、印尼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休斯敦（美国）均设立了服务网点。

上的产品用于出口。公司座落于招商局
漳州开发区，总占地面积284,152平方
米。豪氏威马中国拥有岸线长达 380
米的重力式码头，海船可在该码头出
入，以便对豪氏威马设计建造的设备进
行快速安装、调试和测试。码头上配有
起重能力达2400吨的“擎天吊”起重
机，它是目前世界上起重能力最大的码
头移动式起重机，擎天吊本身已俨然成
为厦门港区的显著地标。

产品的技术参数以及说明请登录我公司官方网站：www.jingbohose.com

大庆宏富来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05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石油钻采井口装备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资金壹亿零贰拾捌万捌仟元，现有先进数控生产设备87套、检

之一、中国石油石化装备制造企业"五十强"、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创新型企业，建

测设备39台、公司所属技术研发中心配备有光电综合实验室、

立江苏省技术中心、江苏省石油机械装备技术研究中心、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和江苏省

电气试验室、防爆实验室、公司拥有电气、机械、自控类中高

企业院士工作站等高规格的研发平台。

2014年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已通过CCC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ISO10012测量管理体系认证、IECEX国际防爆电气产品认证、ATEX国际防
爆电气产品认证、防爆电气设备安装修理资格证书、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一
级准入供应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合格供应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
部准入供应商、中国铁路物资集团公司合格供应商、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合格供应

标“百湖电气”荣获黑龙江省著名商标、大庆美名商标，企业荣获“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黑龙江省诚信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珠江钢管是中国大型直缝焊管制造商和出口商，2010年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拥有位于广州番禺、珠海、连
云港、宁波和沙特5个生产基地及香港、迪拜和新加坡等多个海外办事处。公司现有UOE、JCOE、HFW、COE、
SAWH、三辊成型、复合管线等14条焊管生产线，配有内外防腐和水泥配重生产线，年产能达到338万吨。可批量
供应406-1829mm的大直缝双面埋弧焊管(SAWL)、114-762mm的直缝高频焊管(HFW)、219-4500mm(的螺旋
埋弧焊管(SAWH)、610-7000mm的三辊成型焊管、406-1219mm的耐蚀双金属复合钢管以及406-1524mm的不

新技术产品，RT牌钻井悬吊工具荣获江苏省名牌产品称号，在国内外用户中享有较高的知名

锈钢焊管，并配套供应各种形式的防腐钢管以及各类管件产品。产品符合各种国际标准，如API 5L/5CT/2B/5LD、

度和美誉度。产品遍及国内各个油田，并远销北美、东南亚、中东、中亚和北非等地区。

ASTM、DNV、ISO、DIN、 EN、BS、 CE、CSA等。产品广泛应用于陆地及海底的石油、天然气、石油化工、采

公司始终坚持 "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赢得顾客"的质量方针，大力实施名牌兴企战略，主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无区域性企业，公司注

要产品获国家颁发的生产许可证，先后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

册资金2.483亿元，是中国防爆电器行业龙头企业，连续15年

理体系认证，中石油、中石化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0认证、美国石

防爆电气产品销售总额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第一，并率先通过

油学会API（6A、7K、8C）认证、德国GL劳氏船级社认证、欧盟CE认证、英国LR劳氏船

ISO9001、欧洲ATEX、国际IECEx、俄罗斯CU-TR、美国UL

级社等多项认证。

体系认证和工厂认证、同时取得了测量管理体系ISO10012、环

公司热忱欢迎有识之士前来合作，愿与大家携手并进共创辉煌。

矿、电力、煤化工、海洋工程、基建工程、钢结构和供水等领域。

境管理体系ISO14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AS18001
认证，建立了经国家权威机构认可的A类检测中心，并已成为
IECEx认可的制造商注册实验室。目前，公司在国内拥有近300
个销售网点，国际上成立了60多家国际代理商，华荣产品广泛

公司将秉承大庆精神，发扬“铁人精神”坚持以“安全可靠百湖智造”为企

应用于石油、化工、天然气、煤炭、航空航天、船舶、海洋、军

业的立身之本。坚守“细节决定经典、品质创造未来”的理念。“不忘初心百湖

工、消防、电力、铁路、冶金等行业，畅销国内31个省市和40多

梦，安全防爆中国行”百湖电气立足大庆油田，放眼世界，矢志不渝的为客户服

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广大用户好评和赞美。华荣正在走向世界，

务，为社会创造价值，与时俱进。共筑“中国梦”实现“百湖梦”。

华荣正在为“创世界防爆知名品牌”而努力！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珠江钢管

公司主要产品为提升设备、卡持设备和旋扣设备。公司拥有国家重点新产品和江苏省高

商。已取得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书、中国船级社船用产品认证、先后荣获国
家106项防爆产品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各项产品均获得防爆合格证书。公司商

展位号：E3206

展位号：E3540

大庆宏富来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册

级技术人员176名，2013年取得防爆电气行业理事会员单位，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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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3545
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是集特种材料冶炼、锻
造、机械加工、热处理、成品加工为一体的综合型
企业集团，是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省级重合同守
信用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3A资信企业，拥有自
营出口权、省级大型铸锻件工程研发中心，已通过
ISO9001：2000国际标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全
球多家船级社认证，是一家具有规模性、集团性及
科技性的创新示范企业。
公司现有主要锻造设备：6300T水压机一台、
4000T水压机一台、2000T快锻机一台、5T、
3T、2T、1T、750Kg、560Kg电锤各一台，并
配有光谱、理化、无损、金相试验、机械性能、三
坐标等检测设备，公司并规划在三年内将组成一个
省级标准的综合试样化验室，为进一步提高产品档

河间市飞龙锐拓钻头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3625
河间市飞龙锐拓钻头制造有限公司，坐落在河北省河间市，始建于1992
年，历经20余年的发展，以形成集三牙轮钻头、pdc钻头、非开挖钻具、旋挖
钻具等工程设备的生产、研发、贸易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公司下辖河间市飞龙锐拓钻头制造有限公司、北京飞龙锐拓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北京苏必利尔石油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牙轮机械厂等子公司。服务客户
跨越石油、矿山、水平定向钻、旋挖等行业，能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岩石钻具产
品服务。
公司占地面积36000平方米。现有员工近2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百余
名。公司拥有当代先进水平的加工中心设备和各类辅助、检测、试验仪器。并
形成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率先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 ，并取得API spec
7-1 会标使用权。

次、递升产品质量检测手段，奠定良好的基础，除

飞龙锐拓公司每年生产各类钻具10000件以上。产品出口世界20多个国家

了必备的检测设施外，公司还配备了热处理车间、

和地区。飞龙锐拓愿与国内外朋友真诚合作，共同发展，为全球的能源开发做

粗加工车间及精加工车间，为南工公司广拓市场业

出卓越贡献。

务，创造了一个十分优越的平台。
目前专业生产各类合金钢锭15万吨/年、锻件
10万吨/年，其中石油类锻件如液力端、防喷器、阀
箱、泥浆泵、采油树等5万吨/年。
公司不断改进工艺技术，提高工装设备能力，
以"专业彰显实力，南工锻造精品"为宗旨，致力成
为全球石油设备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展位号：W3030

凯恩姆流量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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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坦能源集团
展位号：W1537

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TPCO）又称“大无缝”，地处天津滨海新区，是目
前国内规模最大的石油管材生产基地和中国能源工业用管供应基地。

可证等认证，还取得了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壳牌、美孚等78家国家石油公司及国际大油
公司和28家国际知名工程公司及其他非石油类公司认证。

TPCO从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引进了先进的炼钢、轧管、管加

2011年，TPCO为扩充产品种类，与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

工和产品研发及检测设备，并配备了完善的自动化系统。现拥有MPM、PQF、ASSEL

了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焊管生产企业。现有ERW355和ERW660两条高频直缝电阻焊

和REM四种机型、七套轧机。可按照API、ISO、ASTM、ASME、DIN、JIS、EN等

钢管生产线。产品规格为Ф127-Ф660mm，壁厚3.2-22.2mm，钢级可达到X80、

国际标准及国家标准和用户协议生产外径Φ25-Φ1200mm，壁厚1-80mm的优质石油

P110。

专用管、高中低压锅炉管、高压化肥管、石油裂化管、高压气瓶管、管线管、核电管、
支柱管、车桥管、地质管、机械管、结构管、流体管等钢管。
TPCO建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先进的企业技术中心，开发出多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产品，先后取得API、ISO9001、ISO14001、GB/T28001、特种设备制造许

TPCO历经二十余年的不懈奋斗，由生产单一无缝钢管产品的专业厂发展成为集无
缝钢管、焊管、铜材、不锈板、彩涂板、高压气瓶、钻杆等多种冶金产品为一体的集团
公司。发展了设备制造、国际贸易和物流等新的产业。公司已成为多产业交替拉动、协
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型企业集团。

达坦能源集团（Tartan Energy Group）是一家注册于加拿大，具有30多年油气开发、技术服务历史的企业集团。集团一直专注于非常规能源的开发，为全球页岩气、致密

展位号：E3280

气，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开发的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和高端的技术服务，业务涵盖总体设计、钻井、完井、压裂、工具研发等，客户遍及美国、加拿大、中东、中国等多个地
区。集团在非常规能源开发领域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技术储备，拥有14项世界领先的专利技术，集团在世界各地均建有服务基地，其中美国4个、加拿大4个、中东2个、
中国2个，就近为客户提供性能优越的产品和技术，帮助客户提高作业效率与经济效益。我们的研发团队研究方向包括地质分析、三维油气藏模拟分析、钻完井工具设计制造、井

株洲通达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眼轨迹3D设计、钻井设计大数据应用、机电液钻井一体化工具研发，压裂新工具新工艺研发等。达坦能源集团创造了一口井使用90段压裂滑套的世界级记录，平均使用超过1000
个工具无失误的记录，在美国各大页岩产区Eagle Ford，Bakken，Montney等广泛使用。集团已完成超过1500口井的施工作业，其中包括：高温大位移井、分支井、水平井、
连通井等井型，总进尺超过1,120,000米。集团拥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人力资源全球配置，技术人员占总人数的80%以上，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

江苏盐电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W1728
江苏盐电阀门有限公司始于 1978 年，公司产品有球阀、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和电站阀门。产品

株洲通达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硬质合金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生产型企业，16年来，通达形成了切削
工具、工程部件、成型模具、耐磨零件四个大类的千余种优势产品，完成了从简单服务到专业产品定制的转变。

范围: 尺寸 1/2 ”~60 ”(DN15~DN1500)；压力等级 150lb~2500lb（PN16~PN420）。材料包括碳钢、

公司生产的硬质合金产品包括轴套、密封环、阀芯阀座、喷嘴、地矿工具等，因产品具有高硬度、高强度以及优良的耐磨

不锈钢、双相钢、合金钢（钛合金、蒙乃尔、因科镍合金等）。 产品设计温度可满足-196℃~650℃. 产品设

耐蚀性，被广泛应用于石油钻井、石油开采、石油运输等领域。

计符合 ASTM、ANSI、API、GB、BS、JIS 和 DIN 标准。产品广泛运用于石油、天然气、化工、炼油、电
站、造船、长输送管线、海洋平台等行业。
目前盐电阀门在苏州设有一个销售运营总部、在上海和北京设有销售分公司、三个专业的阀门制造工厂
（江苏盐城）和两个专业的铸造厂（江苏滨海）。全部员工九百多人，工程师八十多人。公司拥有大批的数控
加工设备、加工中心和其它大型加工设备，能满足高精度、大尺寸的要求。
目前盐电阀门已经获得以下相关的证书：ISO9001, ISO14001, OHSAS18001, CE/PED, ATEX,
APIQ1, API600, API6D, API6A, API603, API608, API609, API594, API607/6FA 防火认证, TA-Luft/
ISO15848-1 低泄漏认证，ABS, BV,SIL等认证。

CORTEM S.P.A.
展位号：W1951
自1968年以来，Cortem S.p.A.始终致力于设计和制造适用于危险区域的防
爆和耐候型电气设备。凭借多年来在技术创新与改良方面的不懈努力，Cortem

中德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65
中德电热科技有限公司传承NSG新韶光26年电热产品设计和制造技术，引进德国先进
的现代工业生产设备，主要产品广泛应用于军工电热、高温工业管道伴热、融冰化雪、家居
采暖等领域。

S.p.A.现已成为行业领导者，可为客户提供各种满足陆地和近海应用要求的产品。
Technology Group Cortem在防爆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其服务范围不仅包
括供应简单的防爆产品，还为客户提供方案设计及定制服务。为了保证产品的抗性和
耐久性，产品主要采用原生铝合金、不锈钢以及塑料。Cortem采用的铝合金材料过
EN 60068-2-30（高温/潮湿循环）标准和EN 60068-2-11标准（盐雾试验）规
定的所有测试。我公司现已跃身为该领域的全球领先制造企业，可提供满足陆上和海
上应用需求的各类产品。
联系人：Francesco Roman
邮箱：F.Roman@cortem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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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3728

cippe防爆专区

展位号：E2230

第十八届北京国际防爆电气技术设备展览会

展位号：E3808

2018年3月27-29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当产品设备安置在海上的钻油平台，或是陆地的

之中。在有这些介质的地方，按照有关规范、标准和规

防爆管理经验、防爆设备、爆炸保护、特种设备和爆炸

石化工厂内，又或是其他任何被归类为危险场所的地点

定，正确选用合适的防爆电器，是保证安全生产、防止

监测预警技术，切实提高监管人员和涉爆企业对工业爆

时，都应使用适用于危险场所的设备，否则一旦发生火

爆炸和火灾发生的重要措施。防爆设备检测及现场检查

炸危险的防范意识，有效遏制工业爆炸事故的发生。

灾甚至爆炸，不仅会造成人员或财物的严重损失，亦公

已经成为石化企业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

Cippe2018特设防爆展区，不仅拓展展会专业维度，

司声誉也会遭受影响。
石油化工生产经常遇到各种有爆炸危险性的环境

为引导行业发展、提升防范水平，进一步推进我
国工业涉爆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同时借鉴国内外先进的

也为参展及参观人士打造便捷有效的专业行业盛会，为
企业搭建设备展示、技术交流、采购合作的绝佳平台。

展位号：W1228

展位号：E3809

展位号：W1569

爆破片发明者
世界上最大的爆破片制造商
•
•
•
•
•

BS&B-爆破片的发明者
超过 80 年在压力泄放装置的制造经验
爆破片技术领导者，拥有 90%以上的爆
破片技术专利
全球爆破片市场领导者，石油化工、油
气行业，军工，核电等
全球有 7 个制造工厂，分别位于美国、
爱尔兰、加拿大、墨西哥、巴西、印度
中国苏州所有制造厂均已通过 ASME 和
ISO 认证

•
•
•
•
•
•
•
•
•
•
•

1931 年第一片商用全金属正拱爆破片 B
1961 年第一片复合正拱爆破片 D
1966 年第一片反拱爆破片 RB-90
1972 年第一片反拱刻槽爆破片 S90
1974 年第一片预夹紧设计夹持器
1977 年第一片锯齿型低压反拱爆破片
1983 年第一片全液体应用反拱爆破片
1990 年第一片自动放故障爆破片 CSR
1996 年第一台爆破针阀设计、制造
2002 年超超低压全金属爆破片 LPS
… …

其他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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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Tonghua Petro-chemical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 Ltd.
通石公司坐落于中国东北部，是中国最早生产石油钻采设备的专业厂家。公司成立于1958年，诞生了中国第一台石油修井机，是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顶级
供应商。我们已为世界各地的客户制造了三万多套设备，并在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建立了销售和服务基地。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车载钻、修井机系列，油田环保
系列、各类采油车、洗井清蜡设备、自主研制开发油田环保节能作业设备带压作业机系列、无绷绳修井机系列、洗井液处理车、冲砂液处理车、水井钻机、岩心钻
机、煤层气修井机等覆盖多种能源开采的设备。拥有ISO9001, ISO10012, ISO14401, OHSMS 28001-2001和API Spec 4F, 7K, 8C等多项国际认证。
地址 Add：通化市建设大街2607号（2607 Jianshe St, Tonghua, Jilin, China）

展位号：W1628

邮编 P.C.：134001
电话 Tel：+86 435 3946860
电子信箱 E-mail：sales @thpetro.com lily@thpetro.com

意大利阿法格玛（ALFAGOMMA）集团
意大利阿法格玛（ALFAGOMMA）集团创建于1956年，是全球知名的管

传真 Fax ：+86 435 3946860

路连接件生产制造商。ALFAGOMMA集团致力于在软管及连接件领域提供完

网址：www.thpetro.com

整的产品系列与解决方案。
公司产品主要涉及液压软管、工业软管、海工管、液压软管接头、工业软
管接头、过渡接头、快换接头、软管总成、硬管总成、不锈钢波纹管等。
产品证书齐全, ABS、DNV·GL、BV、LR、CCS等船级社形式认
可 ,FDA食品级认证,API7K, API16D, MSHA, MA等。
阿法格玛集团早已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4001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集团在全球5大洲21个国家共有19座生产型工厂,85家销售公司和
总成装配车间。
阿法格玛集团始终秉持为其所有客户提供最为优质服务的理念，不断
研发新产品，不断革新技术并面向客户提供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展位号：E1220
展位号：W3241

南通金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南通金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从事石油机械生产加工十多年的企业，是
一家颇具规模的集石油机械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公司是中石
油、中石化一级供应网络成员单位，主要产品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全国工业产品
生产许可证并于2008年4月通过了美国石油学会API Q1、ISO 9001：2000
和ISO/TS 2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享有API 7K、8C会标使用权。
公司竭诚欢迎海内外企业、人士莅临指导，洽谈业务，加盟合作，携手并
进，共创辉煌未来！

展位号：W3747

地址：江苏省海安县老坝港镇工业园区
电话：0513-88268699 0513-88255888
传真：0513-88268219

邮编：226634

电子邮件：webmaster@nt-jinniu.com
网址: http：//www.nt-jinniu.com

百勤油服
展位号：E1261
百勤油服成立于2002年，总部设于深圳，2013年于香港主板上市（股票
代号：2178）。其主要服务包括井工程总包、钻井、完井、生产、地面工程等
技术服务和产品提供。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产品的自主研发，分别在
深圳、惠州、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迪拜拥有研发制造基地。
百勤油服业务遍及海内外：中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加拿大、尼

Ｗ１６３７

日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中东等地
区。服务的主要客户有：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Shell、BP、Rosneft、
ConocoPhillips、CACT、DEVON、Fareast、EOG等。
百勤高度重视服务安全和服务质量，不断完善QHSE管理， 获得了DNV
ISO质量体系认证、API Q1的质量体系认证以及IADC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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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展商名录截止时间：2018年1月3日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2039

Exhibitors

最终展商名录以实际参展为准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阜宁县宏达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35

展位面积（平米）:18

聊城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配件

Beijing yongxing jingjia instrument co. LTD
展位号:E1101

展位面积（平米）:18

万福乐(上海)液压系统有限公司

ZMA (Beijing) Oil & Gas Equipment Co.,Ltd

山西羽佳恒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E2021

Shanxi Yujiaheng Industrial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负压采气压缩机组

河北景渤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无磁扶正器、无磁承压钻杆、无磁接头，矿用定向仪器无

Hebei JingBo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磁钻杆，尺寸范围：外径50mm---330mm。

上海楚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Shanghai Truecan Management Co., Ltd.

展位号:E2068

展位号:E2252

北京东方华正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12

展位号:E2120

BEIJING ORIENTAL HUAZHENG PETROL
SCIENCE&TECHNOLOGT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E1107

业，DJI大疆创新各类飞行平台和手持设备用户遍及全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国,布局海外,积极开拓全球销售渠道,现已与国内外实力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定的战

为将最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和高性能的产品与行业需求相结合，为政府及企业客户提供更
便利、更快捷的解决方案，大疆行业应用部门应运而生。针对各行各业的无人机系统解决方案

略合作关系。

展位面积（平米）:36

台、多样化载荷、专业飞行软件、售后服务与飞行培训为一体的无人机行业解决方案。
网址：www.dji.com
联系人：石油行业销售经理 何经理
联系方式:13510920182

河北庆林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11

品：测井设备（生产井测试设备）、完井设备（分簇射孔

展位号:E2260

桥塞联作工具、桥塞、压裂液体等）

安东石油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Antonoil

音”为愿景,力求以前科技优势,创新产品设计和优质工业无人机产品服务广大用户。

Xi’an Hengli Fluid Machinar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寿力螺杆式压缩机及其净化系统

Shanghai Handong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离合器、制动器

电话：0755-8613 1869/4006 865 038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早上9：00-下午18：30

展位号:E1117

Email：sales@smd-uav.com
website:www.smduav.cn

展位号:E1219

ZIBO HONGRUN NEW MATERIALS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08

展位号：E2039

展位号:E1220

展位面积（平米）:60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产品有15吨至120吨石油修井机及特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胜利油田工业园管
理办公室
Dongying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展位面积（平米）:275

展位号:E1119

百勤油服

模块；集成以大疆M200系列为代表的专业飞行平台用来为客户提供快捷、高效的
数据采集服务。
智影会不断创新拓展无人机国土资源应用，开发了适用油气勘测、管道巡检、
光电巡检、消防救火、数字城市等专用无人机系统方案。
智影会深耕拓展警用无人机行业应用，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实际需求，创新研

联系方式：13552351850

展位面积（平米）:500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深圳市弗赛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2160

展位面积（平米）:224

河北冠能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229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实验室解决方案和井口安全控制系统

展位面积（平米）:150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设备与钻井废浆处理设备

东三号馆

湖北江汉石油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Hubei Jianghan Petroleum Instrument & Meter CO., ltd

北京燕阳新材料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E2170

Beijing Yanyang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114

黑龙江北方双佳钻采机具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E3036

展位面积（平米）:36

HEILONGJIANG NORTH SHUANGJIA DRILLING TOOLS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产品包括软体油罐、输油软管、车运油

展位号:E2175

等众多系列。公司生产的软质装备涉及消防、石油、化

展位面积（平米）:90

囊、直升机油囊、集装箱液袋、手提油囊、油料储运系统

奥瑞拓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奥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ORIENT ENERGY & TECHNOLOGIES CO.,LTD.

JIANGSU AOQI 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2178

展位号:E3100

展位号:E1360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下工具、仪器、钻头、配套一体化

上海一诺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23

展位面积（平米）:150

SHENZHEN FLUID SCIENCE & TECHNOLOGY CORP.,
LTD

Hebei GN Solid Control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210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252

展位面积（平米）:10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MI加热电缆，铠装电伴热带，防爆电加
热器，防爆电加热棒

河北中荣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三江瓦力特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SANJIANG-VOLAT SPECIAL VEHICLE CO.,LTD.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ENYANG BLOWER WORKS GROUP CORPOATION
展位号:E1362

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地质录井公司
展位号:E1370

广东润华化工有限公司
展位号:E2210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120

展位面积（平米）:120

参展产品或技术:综合录井仪，录井设备等

美国联合电器控制公司上海代表处
United Electric Controls China office

珠海京楚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01

JINGCHU PETROLEUM TECH. & DEVEL.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检测仪 , 压力、差压、温度开关

展位号:E2220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种动力系统成套方案；智能设备远程管

上海天阳钢管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专业设计生产“万山”牌重型、超重型军

理系统；防爆动力单元，发动机防爆动力撬。无线视频监

Shanghai Tianyang Steel Tube Co.,Ltd.

用越野车和“万山”牌各类油田专用车底盘及半挂车。

控系统；钻井安全监控系统，安全监控、探测告警等成套

展位号:E3103

展位号:E1126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东方新动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Oriental New Power Electrical And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1127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子单多点测斜仪、有线随钻测斜仪、自
浮测斜仪、自寻北陀螺测斜仪、随钻测井绞车、校验架、
无线随钻测斜仪以及各种地质钻孔测斜仪等

东二号馆
成都西部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解决方案。

南京超旭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俄华通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Nanjing chaoxu science &Technology Co. Ltd

Beijing RU-Cn Instruments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3105

展位面积（平米）:9

CHENGDU WEST PETROLEUM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2230

展位号:E2010

参展产品或技术:钛/硅—蓝宝石压力传感器/变送器、油 井

绵阳市阳腾机电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液面-功图智能测试仪等产品

Mianyanq Yanteng Electromechanical ProduCts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273

浙江奇彩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2011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E3106

南京盘古吊索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国内速钻（复合）桥塞

Nanjing Pangu Rigging co.,Ltd

浙江宜可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2240

展位面积（平米）:9

盐城市斯壮格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YAN CHENG STG SAFETY EQUIPMENT CO.,LTD

ZHE JIANG ECO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吊装带、索具

山东硅元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E2011A

Shandong Institute of Advanced Ceramics Co., Ltd.

广州市苏纳米实业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气田现场含油污泥热解脱附处置系统；

Guangzhou Tsunami Industrial Equipment Co ., Ltd

展位号:E1130

石油烃污染土壤热解脱附处置系统； 炼化三泥热解炭化处

展位号:E2243

置系统

参展产品或技术:安全防护箱

天津市东方先科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南京华洲新材料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YK系列抗震压力表、泥浆压力系列、压

Tianjin Dong Fang Xian Ke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Nanjing Huazhou New Material Co., Ltd.

力扭矩系列、指重表系列、钻井多参数仪、传感器系列、

展位号:E2015

展位号:E2245

普通压力表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48

展位号:E3107

展位面积（平米）:9

陕西威能检验咨询有限公司
Forenergy Inspection & Consultation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400

估、驻厂监造、第三方检验及技术咨询等联合项目管理专
业化服务。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洗眼器

浙江普赛迅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Zhejing Precision Instrument Co., Ltd
展位号:E3109

于为全球范围内的客户提供独立、专业、高效的供应商评

010-60607625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ebei Bo Lu Tianbao Petroleum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参展产品或技术:从事设备监理和检验的专业化公司，致力

联系人：项目集成部（袁敏）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设备

河北博路天宝石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32

网 址：www.zhiyinghui.com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井定向仪器

展位面积 9

智影会将以开放创新的互联网思维，融合新技术，拓展新应用；以尖端的技
术，安全实用的产品，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开拓无人机行业应用的宏伟蓝图。

展位号:E2285

工、电力、环保、救援、军事等众多领域

展位号:E1128

时可为不同行业的具体应用提供个性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Beijing Pulimen Electronic Science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井工具

BEIJING LIUHE GREATNESS TECHNOLOGY CO., LTD

水质取样、污染排放监控、大气环境监测等专用无人机系统，已获得广泛应用，同

北京市普利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工程总包、钻井、完井、生产、地面工程

案，并在实际应用中，不断创新拓展，引进警用无人机发展潮流。

智影会不断创新拓展无人机环保行业应用，开发了适用秸秆焚烧、扬尘监测、

展位面积（平米）:18

ArenaPetro Ltd.

北京六合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林业、能源等行业有很多成熟的应用案例，积累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展位号:E2280

北京华脉世纪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发了治安、刑侦、特警、禁毒、交警等功能实用的互联网大数据专用无人机解决方

智影会开发的高精度激光雷达吊仓，多光谱吊仓和电子监测吊仓在测绘、农

展位面积（平米）:143

JIANGSU XINXIANG SHARE CO., LTD

展位号:E1261

智影会以专业飞控、数据采集板集成高分辨率相机、高倍变焦相机、热红外、
感器的系列行业应用吊仓；集成以大疆GS-PRO为代表的数据采集、处理和分发

展位号:E2156

YANTAI JEREH OILFIELD SERVICES GROUP CO.,LTD

展位号:E1231

展位号:E1125

紫外传感器、多光谱、高光谱、三维激光雷达、气体传感器、环境传感器等现代传

KES Energy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Hebei Co., Ltd

展位号:E2168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IJIA ZHUANG DONGLI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Hebei zhongrong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展位面积（平米）:272

Haimo Technologies (Group) Co., Ltd.

郑州市新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品技术：测井系统

机产品；致力于民用无人机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及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业

展位面积（平米）:36

种修井机、采油车、洗井设备、清蜡设备、洗井液处理车

石家庄冬利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智影会科技有限公司由IT、无人机领域高管及资深专家联合创办，是大疆
业应用解决方案。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便捷易用的工业级无人机及创新的消费类无人

江苏新象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JERRYWON ENERGY EQUIPMENTS CO., LTD

科盛能源机械制造河北有限公司

Tonghua Petro-chemical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展位号:E1230

展位号：E1121

官方授权行业方案集成商，是大疆创新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为客户提供完善的行

北京杰利阳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通化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PETRO-KING

北京智影会科技有限公司

PUYANG DYNAMICS OF MECHANICAL CORPARATION
展位号:E2275

展位号:E2155

参展产品或技术:陶瓷缸套 陶瓷结构件

展位面积（平米）:18

濮阳市中信激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技术服务

机，钻屑甩干机

展位号:E1220

淄博鸿润新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Xi’an Brightway Energy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等石油专用设备数十种

上海韩东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15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第三工业区富青山科技园3楼

西安正道能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75

展位面积（平米）:18

西安恒力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13

展位面积（平米）:600

参展产品或技术:完井，测井，增产环保和新技术服务；展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泥浆振动筛，泥浆清洁器，环保离心

智航坚持“越智能·越简单”的设计理念,以“做无人机时代的波

需求，大疆行业应用将用创新为世界提供更多的价值，探索未来的无限可能。大疆创新行业应
用掌握全球领先的无人机技术，致力为治安、消防、交通、通讯等各个行业提供无人机飞行平

展位面积（平米）:18

公司以“创新极致“为动力,投入建设研发实验室,配备各类专业仪器设备,拥有

用,涵盖警用巡逻,紧急救援,石油管道巡线,地理测绘等主要方面。智航无人机立足中

展位面积（平米）:9

Shandong Kerui Petroleum Equipment Co., Ltd

ZIBO HUACHUANG FINE CERAMICS CO., LTD

感测绘、野生动物保护等多个领域，重塑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作为民用无人机领导企

展位面积（平米）:108

山东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淄博华创精细陶瓷有限公司

和产品，开启了全球飞行影像新时代；在影视、农业、地产、新闻、消防、救援、能源、遥

展位面积（平米）:108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2150

v330,该款无人机受行业客户青睐。目前智航产品在安防,物流,测绘三大领域广泛应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磁钢、石油天然气定向井用无磁钻铤、

Chengdu Wellplus Petroleum Engineering Technical
Service Co., Ltd.

展位号:E1105

公司先后研发了多款优秀工业级无人机,尤其是全球首款倾转旋翼垂直起降无人机

展位号:E2251

展位号:E1103

XI'AN CONEWELL ALLOY CO.,LTD

致力于打造世界一流产品，重新定义“中国制造”。十一年间，DJI大疆创新不断革新技术

展位面积（平米）:66

成都威尔普斯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西安科耐威尔合金有限公司

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基于对产品极致追求,

展位面积（平米）:9

Wandfluh(Shanghai）Hydraulic System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元件 防爆阀等

FUTURE OF POSSIBLE（未来无所不能） ”为主旨理念，专注无人机系统研发和生产，

Heng Bou Shan Ke Ji
展位号:E2250

斯伦贝谢科技服务(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225

A39

展前预览 2018年

智马（北京）油气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2058
展位号:E1210

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DJI大疆创新）成立于 2006 年，以“THE

展位面积（平米）:210

LIAOCHENG GUOTAI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E1136

北京永兴精佳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E2020

Funing Hongda Petrochemical Machiner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采油工具、注水工具、测试工具、修井工具

东一号馆

展位号：W3060

www.cippe.com.cn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化学缓蚀剂产品

安平县盛佳五金网业有限公司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SK Petroleum & Chemic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Ltd.

北京恒博山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Anping Shengjia Hardware & Mesh Co., Ltd
展位号:E3110

展位面积（平米）:9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A40

展前预览 2018年

广州丰江电池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商名录

www.cippe.com.cn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焊接材料、专用焊接设备

参展产品或技术:PDC钻头

Guangzhou Fullriver New Technology Battery Co Ltd
展位号:E311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磷酸铁锂电池

合肥精创陶瓷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哈焊所）

天津立林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HARBIN WELDING INSTITUTE

Tianjin Lilin Machinery Group Co., Ltd

展位号:E3291b

展位号:E356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焊接材料、专用焊接设备

Hefei Jingchuang Ceramic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3113

展位面积（平米）:18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hibitors

Exhibitors
昆山鼎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金龙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硬质合金轴套、硬质合金喷嘴、硬质合

技术服务、采油与增产措施、光纤温压测量与管道泄漏监

Hebei juheng pe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E3807

Yancheng JinLongDa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金板材、硬质合金棒材、硬质合金刀片 硬质合金密封环、

测、含油污土/污泥/钻屑资源化利用、整体油气井解决方案

展位号:E3863

硬质合金耐磨件、硬质合金阀芯阀座、硬质合金非标异型

展位号:E3693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化工机械、矿山机械、石油机械（石油钻

展位号:E3808

采工具、采气采油井口装置、阀门、节流压井管汇、防喷

大连钰霖电机有限公司

SHANDONG LUHAI PETROLEUM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动阀门，防爆电动球阀，防爆电动

器、套管头、阀门管件）及配件生产、加工、销售、修理

大连华天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W1265

DALIAN YULIN ELECTRIC MOTOR CO.,LTD

展位号:E3700

蝶阀，精小型防爆电动执行器

上海油油领客科技有限公司

DALIAN HUATIAN PRECISION INSTRUMENT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AT/GT气动执行器、超大扭矩拨叉式气
动执行器以及成套阀门

展位号:E3570

展位面积（平米）:90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36

WellsLink Technology(Shanghai)Co.,Ltd

展位号:E3915

展位号:E3870

参展产品或技术:从事油田随钻测井（LWD）、随钻测量

China National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of Explosion-proof Equipment(Guangdong)

参展产品或技术:互联网服务平台

展位号:E3809

洪江汇海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泵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01

TIANJIN PUMPS&MACHINERY GROUP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柔性施压快速封堵装备

油机，消防水泵，API标准

展位号:E3575

Guangzhou Dongsu Petroleum D&E Equipment Co.,Ltd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Wenzhou heli automatic meter co.，ltd

展位号:E3114

Shenzhen Invt Electric co.,ltd

ZIGONG CEMENTED CARBIDE CORP.,LTD

展位号:E3705

参展产品或技术:地面防喷器控制装置和气动试压台等石油

展位号:E3301

展位号:E3576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动执行器/防爆电动阀门/防爆气动

温州浙豪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天然气勘探钻井安全设备和高压检测设备和专用备件

参展产品或技术:变频器

阀门等

展位号:E3810

展位面积（平米）:90

展位面积（平米）:36

温州合力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72

参展产品或技术:硬质合金、硬面材料和钨钼制品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设备质量监督抽查、生产许可证产品
检验、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委托检验等

展位面积（平米）:36

GUIYANG TALFRI BRAKES CO., LTD.

Dezhou Dejin Hydraulic Power CO.,Ltd

展位号:W1272

北京博朗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16

参展产品或技术:摩擦材料

沈阳林城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Dalian Lu Ya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E3918

Shanghai Primo Tools Co.,Ltd.

长沙湘普防爆车辆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15

展位号:E3310

展位号:E3580

展位号:E3722

展位号:E3813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上海安赛瑞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Safeware Industr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柴油发电机组，防爆叉车

参展产品或技术:流体系统整体解决方案

展位面积（平米）:18

大连路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Gentec (Shanghai) Corporation

展位号:E3881

北京捷杰西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1328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温州顺普电器有限公司

北京超同步伺服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天龙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油缸、同步顶升系统

Suzhou Flexitallic Gasket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德州德劲液压动力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扳手、液压拉伸器、液压泵站、液压

Dalian Dongsheng Cable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承荷探测电缆

展位号:W1268

展位面积（平米）:9

生产。

展位号:E3880

上海舜诺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CDI Multiseals

井用各种定向传感器（姿态传感器总成）的开发、研制与

Beijing Brunt Technology Co.,Ltd

捷锐企业（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MWD）、电缆测井、过钻具存储式测井及地质导向钻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产品

苏州福来西垫片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器

展位面积（平米）:54

大连东盛电缆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E3876

展位面积（平米）:36

江苏富罗泰克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Jiangsu Fluitech Control System Co.,Ltd

国家防爆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

参展产品或技术:UL,FM,NFPA20 标准消防泵组、消防柴

广州东塑石油钻采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件、硬质合金地质矿山工具

天津安固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E3300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36

温州博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13A

展位面积（平米）:9

阿特拉斯·科普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德佰盛石油钻采科技有限公司

Atlas Copco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北京长城电子商务

Hebei Debaisheng Petroleum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1329

Beijing Great Wall E-Commerce Co.,Ltd.

展位号:E39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服务于石油石化行业的压缩空气和真空解

沈阳赛伯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Beijing CTB technology Co.,Ltd

泰达长林管道科技（江西）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28

展位号:E3117

展位号:E3315

TAITAT CHANGLIN PIPELINE TECHNOLOGY (JIANGXI)
C0..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按钮，防爆信号灯，防爆电位器，防

Beijing JJC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爆蜂鸣器，防爆操作机构，防爆胶泥，防爆厂用·矿用电

展位号:E3815

器配套配件。金属按钮信号灯，22按钮信号灯，16按钮信

参展产品或技术:铁钻工

参展产品或技术:企业电子化采购系统

Shanghai MingChuan Sealing Technology Co.,Ltd

南阳市一通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加拿大先锋石油技术公司

陕西优耐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19

Pioneer Petrotech Services Inc.

SHAANXI UNITED MECHANICAL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展品：石油测井仪器密封、扶正器

展位号:E3882

等。范围：石油行业的仪器配套密封件。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直驱螺杆泵、系统控制柜、抽油机演示架

展位号:E3582

河北哥特金属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18

展位面积（平米）:9

方正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FangZheng Valve Group Co.Ltd

泰州德瑞特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316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号:E3119

展位面积（平米）:9

弗朗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E3318

TIANJIN TONG JIE HIGH PRESSURE PUMP
MANUFACTURING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照明、专业照明、移动照明、防爆电器

展位号:E3200

北京市盛维华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泵、油田调剖泵、油田注水泵、油田

Xinxing Ductile Iron Pipes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126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号:E3620

展位面积（平米）:90

河间市飞龙锐拓钻头制造有限公司
Beijing Servicewell Hydraulic Technology Co., Ltd.

Hejian City Feilong Retop Rock Bit Manufacture co.,Ltd
展位号:E3625

展位面积（平米）:90

参展产品或技术:三牙轮钻头、PDC钻头

水利排液泵、连续油管地面泵站、油田试压泵、高压清洗

展位号:E3319

机、超高压清洗机、大功率高压泵组、高压泵自动化成套

参展产品或技术:国际知名品牌之液压元件的专业代理和集

系统、管道疏通机、除鳞系统、高压采油注水机械、试压

成阀块设计生产公司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华液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3635

展位面积（平米）:36

Da Qing Hong Fu Lai Electr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E3205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90

NJNGBO HOYEA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面向全球能源化工行业，提供高效可靠的

展位号:E3319

工艺冷却，能源气体及化工尾气的增压、输送、液化，工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元件、防爆产品

业换热装备领域。

拜尔液压动力（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思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320

Xi'an Sitan Instruments Co., Ltd.

WAROM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COMPANY
展位号:E3206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号:E3650

中国·黎明液压有限公司
CHINA LEEMIN HYDRAULIC CO.,LTD

展位号:E3365

展位号:E3207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90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SUZHOU DOUSON DRILLING & PRODUCTION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3660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90

通化红光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Tonghua Hongguang Petrolic Machinery Co., Ltd

上海熠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08

展位号:E3366

ShangHai ACMETEX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0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E3665

展位面积（平米）:336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河北鑫联石油专用管有限公司

CITIC HIC Kaicheng Intelligence Equipment Co., Ltd

Hebei Xinlian Petroleum Pipe Co., Ltd

北京大漠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10

展位号:E3376

Beijing Damo Petroleum Engineering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150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防爆轮式巡检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专用管

展位号:E3670

展位面积（平米）:36

机器人

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黄山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飞策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DEZHOU UNITED PE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Huangshan RSP Manufacturing Co., Ltd.

展位号:E3255

展位号:E3500

展位号:E3675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72

展位面积（平米）:36

洛阳雷斯达传动有限公司

丰达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君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UO YANG REASTAR TRANSMISSION.CO., LTD.

Found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Tianjin Junyu Technology Corp.,LTD.

展位号:E3275

展位号:E3501

展位号:E3678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变速箱、液控驱动器

徐州非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捷群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Shaanxi Aipu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展位号： E3260 	

JackPower Machinery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E3520

参展产品或技术：非圆齿轮自动换向节能抽油机

展位号:E3282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法兰液压工具

新余飞虎管道技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净化设备

起动器、防爆变频器、防爆控制按钮、防爆插接装置、防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力端阀箱

飞浦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30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55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性能钢丝增强橡胶软管及软管组合件

Xi′an TianRui Petroleum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Daqing Tianrui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E3780

展位面积（平米）:18

宁波赛维思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8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扳手，液压泵，特殊液压工具，千斤
顶，风电叶片预埋轴片

温州正超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WEN ZHOU ZHENG CHAO LIGHT TECHNLOGY CO,
LTD
展位号:E3785

展位面积（平米）:18

机，封堵器，下堵器，液压站，管件，三明治阀，膨胀

展位号:E3545

展位号:E3690

筒，开孔刀，封堵刀）；管道不停输带压开孔、封堵施工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箱、液力端、防喷器、柱塞泵、管汇、

服务

泥浆泵、阀体、采油（气）树、井控井口设备的锻件

展位面积（平米）:60

传感器， 应用于油气管路的控制和输送

珠海市科盈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沧州格锐特钻头有限公司

德州博儒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Zhuhai Cowin Welding Equipment & Consumables Co., Ltd.

CANGZHOU GREAT DRILL BITS CO., LTD.

展位号:E3692

展位号:E3291a

展位号:E3550

展位面积（平米）:72

展位面积（平米）:18

胶减震，密封产品及工程塑料产品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18

动装置，满足稠油蒸汽吞吐注采一体化工艺的需要，提高
生产效率

展位号:E3902A

展位面积（平米）:9

Hebei Yongming Geological Project Machiner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Nanjing ABK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LED防爆灯、LED工矿灯、防爆照明、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系列平板阀、采油（气）井口装置、节流

阀、安全阀）等 各种阀门

深圳凯瑞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ARY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机，泥浆泵，石油钻杆，钻探辅具，墩

展位号:E3903

管机

参展产品或技术:LED防爆灯,LED泛光灯,工业照明灯具

展位面积（平米）:9

浙江迪特高强度螺栓有限公司
ZHEJIANG DITE HIGH INTENSION BOLT CO.,LTD
展位号:E3922

展位号:E3840

吉林文迪伟业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03A

展位面积（平米）:18

湖南方恒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2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陶瓷产品主要是工业领域用的精密陶瓷结

温州金合特种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05

构零件，采用高强度氧化锆(钇稳定/镁稳定/铈稳定)、氧化

WENZHOU JINHE SPECIAL MATERIAL MANUFACTURE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双金属复合板；双金属复合管；导电复合

展位号:E3847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镍基合金材料（N04400,N05500,N066
00,N06601,N06625,N07718,N07750,N08800,N088
25,N08926,N10276)及法兰、密封环垫、锻制管件、阀
门配件-阀体、阀杆、阀盖、阀板、阀座、球体等镍基合
金锻件。

HEBEI HENGSHENG PUMPS CO.,LTD.
展位号:E3856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齿轮泵、螺杆泵、离心泵、注水泵等泵类

Beijing Stacent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3857

展位面积（平米）:9

广州伟沃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泰瑞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Terry Technology Ltd.
展位号:E3859

展位面积（平米）:9

深圳市德安泰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Tecron Safet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郑州市金时机械有限公司
zhengzhou jinshi machginery co., ltd
展位号:E3861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液固控设备

展位面积（平米）:4

JORI International Ltd.
展位号:W1336

展位面积（平米）:9

Grizzly Inc.
展位面积（平米）:9

铝（97/99/99.5/99.7/99.9/99.99）材质。

Advanced Measurements Inc.
展位号:W1338

展位面积（平米）:9

CanTorque
展位号:W1339

展位面积（平米）:9

材料；结构过渡接头；异种金属连接头；

天长市菲力管材有限公司
内黄县鑫锐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06

展位面积（平米）:9

Tianchang Filet High Tech Metals Co.,Ltd
展位号:E3925

Terralog Technologies Inc.
展位号:W1340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井/压裂设备配件阀箱、柱塞、凡尔体

U-Target Energy (UTE) 公司

及座、曲轴瓦片、连杆等系列配件；高压管汇元件旋塞

U-Target Energy Ltd.

阀、高压活动弯头、高压由壬、高压直管等系列

河北恒盛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1335

展位号:W1337

Hunan Forhome Composite Materials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GKD Industries Ltd.

东莞市明睿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Ming Rui Ceramic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球阀闸阀截止阀蝶阀等通用阀门

展位面积（平米）:4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强度螺栓、螺母、垫圈

唐工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W1333

展位面积（平米）:4

压井管汇、井下工具、石油钻采配件（活动弯头、高压旋
塞阀、整体直管、三通、四通、歧管接头、节流阀、单流

参展产品或技术:散热器

展位号:E3860

南京安佰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天棚照明、三防照明

新乡市赛普散热器有限公司

河北永明地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无锡世联丰禾石化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Wuxi shilian fenghe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艾伯塔省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局

Enersul LP - Technologies

展位号:E3858

展位号:E3802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E3921

展位号:E383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 油田化学添加剂

展位面积（平米）:4

展位号:W1332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执行器 货舱双螺杆泵 压力开关 压力

展位号:E3901

展位号:W1331

展位面积（平米）:18

螺栓，内六角螺栓

北京时代辰天科技有限公司

采，目前已在稠油开发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通过地面驱
Shanghai Hugo IND Co. LTD

展位号:E3920

HEBEI HUAMI RUBBER TECHNOLOGY CO.,LTD

北京奥凯立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685

JiangYin Nan Gong Foring.CO.,Ltd

Ning bo zhen hai day standard parts factory

Central Alberta: Access Prosperity

产品

参展产品或技术:耐高温双金属螺杆泵，主要用于稠油热

展位面积（平米）:36

SOLSTICE CANADA
深圳市长永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Yancheng Harris Petroleum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程照明灯具

Beijing Oilchemleader Science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螺母，公制螺母，牙条，双头螺柱，全螺纹螺柱，外六角

展位面积（平米）:36

大庆天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W1330

河北华密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ina·TangGong Valve Co., Ltd.

西安天瑞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宁波市镇海天立标准件厂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柱塞泵、高压清洗机、超高压清洗机

展位号:E3765

展位面积（平米）:9

决方案

上海铭川密封件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哈里斯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35A

天津市精诚高压泵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HELON EXPLOSION-PROOF ELECTRIC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管道不停输带压开孔、封堵设备（开孔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展位面积（平米）:36

Jiangsu Rutong Petro-Machiner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120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重型六角螺母，薄螺母，非标螺母，美标

LUOHE HYDRAULIC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790

上海华歌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27

展位面积（平米）:36

合隆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E3540

展位面积（平米）:36

爆风机、防爆灯具、防爆防腐配电箱、防爆管件。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号:E3830

展位面积（平米）：36

Xinyu Feihu Pipeline Technical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3285

防爆电磁起动器、防爆照明开关、防爆行程开关、防爆软

展位号:E3788

陕西艾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0

展位号:E3882

展位面积（平米）:9

江苏杰凯石油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JieKai Oil Equipment Technology Co.,Ltd

Tianjin City Jingcheng High-Pressure Pump Co.,Ltd

山西环界石油钻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SHANXI HUANJIE PETROLEUM DRILLING TOOLS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配电箱、防爆操作柱、防爆断路器、

展位号:E3760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18

HASION 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气体压缩装备及工业制冷集成服务。业务涉及能源及化工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配电箱系列 防爆灯具系列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16

参展产品或技术:耐酸碱、耐高温、耐磨橡胶产品和各类橡
Moon Environment Technology co.,ltd.

系统、各种高压水执行机构、干冰清洗机

大庆宏富来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合信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28A

天津市通洁高压泵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72

号灯。

五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ron Electrical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36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610

Taizhou Deruite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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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巨恒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合肥精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www.cippe.com.cn

山东陆海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0

NAN FANG ZHONG JIN ENVIRONMENT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商名录

兴华市永兴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07

展位面积（平米）:9

西一号馆
北京元德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1231

展位面积（平米）：9

江苏三木页岩高压软管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西班牙希飒公司自动行进式焊缝坡口

展位号:E3908

机、意大利泰磁公司电控永磁重型吊具等。

展位面积（平米）:9

河北恒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HEBEI HENGYING WIRE CLOTH CO., LTD.
展位号:E390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振动筛网、振动筛机、过滤防砂管、绕丝

沈新聚氨酯制品有限公司
SHEN SING POLYURETHANE PRODUCTS CO LED
展位号:W1232

Bibus Metals Ltd.
展位号:E3910

参展产品或技术:耐帝安全鞋

海虹老人（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Hempel (China) Management Co., Ltd.
展位号:W1348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防护漆、船舶漆、集装箱漆及建筑装
饰漆值得信赖的涂料解决方案。

北京培瓦克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W1349

展位面积（平米）:18

旭硝子化工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AGC Chemicals Trading（Shanghai）Co.,Ltd
展位号:W1355

安费诺
Amphenol Oil and Gas Technologies
展位号： W1256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焊管、不锈钢筛网

百博金属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W1341

展位面积（平米）：9

展品范围：在石油天然气领域，安费诺为陆地及海上钻采

参展产品或技术:镍合金，钴合金，钛合金，特种合金钢，

设备提供各种国际认证的适用于恶劣环境及危险区域的互

铝合金，铜合金等产品

连设备及格兰

展位面积（平米）:9

万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WellRay Technologies Co., LTD.
展位号:W1358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一、快速测井平台产品系列 ：先进测井
地面系统 ；快速平台测井仪井下探头 ；井下成像测井仪

美国UL公司

山东广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L LLC
展位号:E3911

展位号:W1258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化学品

及特殊测井仪器 二、井下工具系列：MFRT 模块化电缆
地层测试器；HBST 电缆液压桥塞坐封工具；MFPT 模
块式复杂环境液压爬行器

参展产品或技术:产品安全检测认证

自贡市精强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ZiGong JingQiang Cemented Carbide Co.,LTD
展位号:E3913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加华维尔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Cavaville Energy Services Ltd.
展位号:W126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模块化油泥处理设备、复杂结构井钻完井

河南大林橡胶通信器材有限公司
HENAN DALIN RUBBER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PPARATUS CO.,LTD
展位号:W1372

展位面积（平米）:9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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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Exhibitors

参展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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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或技术:离合器橡胶气囊、空气包胶囊、实芯轮

BAUER KOMPRESSOREN SHANGHAI LTD.

Huisman (China) Co., Ltd.

PEI Genesis Connectors Zhuhai Ltd.

江苏经纬阀业有限公司

艾普尔换热器（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22

胎、空气弹簧

展位号:W1528

展位号:W1616

展位号:W1743

jiangsu jingwei vales co.,Ltd.

API Heat Transfer (Suzhou)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包括防爆无线电气控制、工业级功能/智

系统解决方案，产品涉及等静压试验系统、爆破压力测试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连接器，线束组件，应用于苛刻环境

展位号:W1807

展位号:W1960

能防爆手机、防爆数码相机、防爆PDA、防爆触摸屏、防

系统、脉冲测试系统等。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管件

参展产品或技术:Schmidt板式换热器，Basco管壳式换热器

爆平板电脑、防爆识别（RFID/BARCODE）

依蔼希（江苏）管道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必维国际检验集团

德国阿卡控制阀有限公司

Qingdao Singho Industrial Co., Ltd.

展位号:W1808

BUREAU VERITAS

ARCA Regler GmbH

展位号:W2346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18

英国利维塔斯工程公司

美国奥创工业传动有限公司

阿法格玛（宁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的连接器和线束定制化解决方案，个性化互连解决方案，

Rivertrace LTD

ALTRA INDUSTRIAL MOTION

Alfagomma (Ningbo) Co. Ltd

应用于航空航天，能源，军工，工业，轨道交通，医疗等

展位号:W1530

展位号:W1628

苛刻环境

展位号:W1375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软管、固井高压水泥软管，防井喷软

青岛智腾微电子有限公司

器等广泛应用于严苛的应用环境下,如压缩机&泵，钻井平

管、平台补给软管等海洋工程装备用软管、液压软管、工

青岛创梦仪器有限公司

Qingdao ZITN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台，绞车，钻修机，系泊，定位等。

业软管、管接头、快换接头、锤击由壬等管路连接附件。

Qingdao Chuangmeng Instrument Co., Ltd.

江苏欧瑞德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W1745

展位号:W1810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9

软管、超高压管、阀、接头等，提供全方位的超高压测试

青岛新广宏实业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重载离合器&制动器，减速电机，联轴

展位号:W1378

展位面积（平米）:24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1962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2230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提供测试、检验、认证和技术咨询等服务

参展产品或技术:控制阀、调节阀

SERCEL / METROLOG

慕贝尔汽车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47

展位号:W1965

Mubea Automotive Components(Taicang)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管夹，液压附件

福科贝（苏州）紧固件有限公司
FKB Suzhou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测斜仪，高温定向传感器，高温石英

达坦能源

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挠性加速度计，高温厚膜混合集成电路，高温线性电源，

Tartan Energy Group

展位号:W1632

高温存储器，高温集成电路等石油钻探仪器配套传感器及

展位号:W1537

阿拉玛发（无锡）气体设备有限公司

Suzhou Double Gold Group

展位号:W2231

电子元器件。

纽威石油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艾里逊变速箱（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LMF (Wuxi) Gas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W1812

参展产品或技术:慕贝尔是国际上最高标准碟形弹簧技术的

深圳市海明润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Neway Oil Equipment (Suzhou) Co., Ltd

Allison Transmission, Inc.

展位号:W1748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高温合金、耐蚀合金、精密合

代名词，所有产品都是基于konw-how，通过现代质量控

Shenzhen Haimingrun Superhard Materials Co.,Ltd.

吾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1550

展位号:W1637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缩机

制和数十年的生产经验，在慕贝尔工厂生产完成

展位号:W2349

WOO SING INDUSTRIAL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以井口采油（气）装置、节流压井管汇、

展位号:W1379

高压阀门等为主体的一系列产品

展位面积（平米）:18

深圳市瑞科油气技术有限公司

美国石油学会

Shenzhen Ryco oil ltd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展位号:W139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裂封隔器胶筒，多次坐封压裂胶筒，永

展位号:W1558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API认证

久式封隔器胶筒，高温高压以及高含硫密封件，高温高压
皮碗以及可作封高压皮碗，可溶可降解橡胶，可溶桥塞，

北京天力控制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遇油遇水膨胀胶筒，油田用密封件的设计及加工生产

EBS Flow Control Limited/The Lee Company

Tycon Alloy Industries (Hong Kong) Co., Ltd.
展位号:W1428

3M中国
3M China Ltd

都福（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锻件、六角钢、线材的生产与研发

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

E&STEC(E AND S TEC CO.,LTD

展位号:W1749

展位号:W1901

展位号:W1643

参展产品或技术:光缆以及相关产品

展位面积（平米）:36

成都迈可森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庞贝捷漆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青岛锐奥德扭力工具有限公司

Chengdu Mikenson Flow Controls MFG.Co.,Ltd

PPG Paints Trading (Shanghai)Co.,Ltd.

QIGNDAO RAD TORQUE SYSTEMS CO., LTD

展位号:W1907

展位号:W1648

展位号:W1752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液联动执行器、气动执行器、电液执行器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迈斯康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巨钛（厦门）绳网工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W1759

Ropers （Xiamen) Industry Co.,Ltd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展位号:W1567

展位号:W1662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1913

Zhejiang XBURS Measurement & 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电池，随钻测井电池，管道检测电

展位号:W1446

学注入标定柱，压缩机自动补油自动排污系统。

压力密封阀门（闸截止）、平行滑动阀、双瓣止回阀、

展位号:W1569

展位面积（平米）:9

广达科技有限公司
Advance Technical Products Limited

呼吸阀、爆破针阀、防爆板

展位号:W1673

展位面积（平米）:9

富派尔（常州）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FPE(Changzhou) Industry Co., Ltd

展位号:W1676

展位号:W157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力式温控阀、温控阀芯、进气切断阀、

北尔电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Flowinn

阻火器、离心过滤器

Beijer Electronics Trading (Shanghai)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号:W1680

美国ELGILOY特种金属有限公司
江苏华英阀业有限公司

ELGILOY SPECIALTY METALS

JIANGSU HUAYING VALVES CO.,LTD

展位号:W1576

展位号:W1462

参展产品或技术:生产标准和定制特种金属与合金材料，涉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操作面板和工业通讯产品（交换机）

北京市华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Industrial Info Resoures Europe ltd
展位号:W1681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1578

Caterpillar Asia Pte Ltd

展位面积（平米）:120

美国Ariel国际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绝缘支架，防渗透墙体密封件

Jet-Lube

milton roy Industrial (Shanghai).Co.,Ltd.
展位号:W1518

展位面积（平米）:72

展位面积（平米）:18

Finekay Technology Company
展位号:W1773

展位面积（平米）:18

株式会社吴羽
展位号:W177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溶压裂桥塞、可溶压裂求、可溶胶筒

Eurofins Product Testing Service (Shanghai)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36

衡阳鸿源管业有限公司
北京恒智信达商贸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05

参展产品或技术:稀油站、水站、冷却器、过滤器、视水器。

Beijing Hengzhixinda Trade Co.,Ltd.

挖扩孔钻头、工程用牙轮掌以及相关工具，应用领域主要

捷斯曼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W1927

有石油、天然气、地热、矿山、地质勘探、水文测量、工

Gessmann China Ltd.

农业用水、非开挖地下管网工程、基桩工程等。

展位号：W2307 	

MTU ASIA PTE LTD

哈威油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元件及系统

太仓优尼泰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及天然气输送管线阀门-浮动球阀及
配套及执行机构 火电 、热电用高温高压蒸汽阀门及配套

Unilok

及执行机构 石化、煤化工 、精细化工用升杆式球阀及配

展位号:W1610

展位面积（平米）:18

宝华海恩斯压缩机（上海）有限公司

豪氏威马（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W1779

展位面积（平米）:9

国家石油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江苏)

展位号:W1737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12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天然气用管材，主要有油管、套管、

HEATRIC
展位号:W193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印刷电路板式换热器

英国科尔康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套及执行机构 完井工具，石油防砂工具

珠海倍捷连接器有限公司

National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Center of
Petroleum Mechanical Products (Jangsu)
展位号:W178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口井控产品试验装置、阀门压力/燃烧/
低温试验装置、扫描电镜、应力应变测试仪、声发射检测
仪、三坐标测量仪参数的检测

SENSITRON s.r.l
展位号:W1801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英伦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Yinglun Petroleum Equipment,LTD
展位号:W1806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子压力计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产品有牙轮钻头、PDC钻头、非开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专业致力于工业操纵手柄的研发和生产

成都市欣欣高强度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制造，为石油装备，起重运输机械，物料搬运，电液控制

CHENGDU XINXIN HIGH-STRENGTH FASTENER
MANUFACTURE CO.,LTD

技术,造船等领域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

展位号:W2206-A

浙江创想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4

展位号:W1938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2381

展位面积（平米）:18

中山铧福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82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中泰华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AUTOPI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
展位号:W238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掌心工厂——智能工厂信息移动监测系统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Chongqing Materials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展位号:W238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合金、精密合金、特殊不锈钢

嘉兴弥达思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JIAXING MIDAS OILFIELD CHEMICAL MFG CO., LTD
展位号:W238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化学品：油田固井助剂（缓凝剂，

系列产品；铁路桥梁用的锚固螺栓、支座螺栓，斜拉索桥

Zhejiang chuangxiang Energy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co.ltd.

梁专用的拉杆及螺母；风电塔基连接副

展位号:W2309

剂；除硫剂；多功能剂；粘土稳定剂；铁离子稳定剂；粘

成都市双流恒生锻造有限公司

海阔紧固件（苏州）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化工专用的双头螺栓、螺柱、螺母

展位面积（平米）:18

防气窜剂，隔离剂等）酸化压裂助剂（酸化缓蚀剂；悬浮
弹性转向剂(VES/VDA)

Crowcon Detection Instruments
参展产品或技术:科尔康检测仪器有限公司是安全和环境监

Chengdu Shuangliu Hengsheng Forging Co,.Ltd.

Heico Fasteners (Suzhou) Co., Ltd.

葫芦岛海洋特种管缆有限公司

测产品领域的领导者，专门从事开发、制造和销售创新、

展位号:W2206-B

展位号:W2316

Huludaoi of special marine cable co., Ltb.

可靠并具有成本效益的易燃易爆、氧气及有毒气体检测仪

参展产品或技术:锻制不锈钢、合金钢、碳素钢，双相不锈

参展产品或技术:HEICO-LOCK®楔入式防松系统是

展位号:W2390

器及系统。

钢、超级奥氏体不锈钢、马氏体钢、镍基合金材料等特种

极少数能有效防松的安全技术之一，符合最新德标DIN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气井液压控制管线 连续油管 测井电缆

材料的锻件；阀体、刀圈、叶片、法兰、轴类、盘类、四

25201-4的严苛要求。

系列

普瑞泰格（南京）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恒泰万博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PROTEGO (Nanjing) Safety Equipment Co., Ltd.

Beijing HTWB Peteroleum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2328

展位号:W2418

英国阿特莫斯国际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4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36

莱茵检测认证服务（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专注于管道技术，为石油、天然气、航

TÜV Rheinland (China) Ltd.

空、化工、多相流、供水等相关行业提供管道泄漏检测、

展位号:W2216

偷盗油检测与模拟仿真产品。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及能源服务、电子电气产品测试、通

自贡中兴耐磨新材料有限公司

讯测试、消费品测试、人体工学评估、交通服务、轨道系

展位号:W2331

Cortem Group

统安全、食品安全、绿色产品认证、碳排放管理、培训与

参展产品或技术:硬质合金耐磨零件、石油钻采配件

Cortem Elfit South East Asia

咨询及管理体系等检验认证服务

展位号:W1951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Explosion Protected Electrical

天津普友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KEM FLOW TECHNOLOGY(BEIJING)CO.LTD

Equipment

TIANJIN PUYOU MECH.＆LEC.EQUIPMENT
CORPORATION

参展产品或技术:流量计

参展产品或技术:潜水泵，潜水电机及配套控制设备

展位号:W1953

普泰法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233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机、防爆电器、刹车防爆电机、变

展位号:W2218

频防爆电机、双速防爆电机、起重电机、粉尘防爆电机、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动灭火系统

Dalian Teikoku Canned Motor Pump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屏蔽泵

恩曼自动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NMAX Technology (Shanghai) Company, 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EURO-ME SHENZHEN TRADE & DEVELOPMENT CO.,
LTD

大连帝国屏蔽电泵有限公司
展位号:W2448

凯恩姆流量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17

展位面积（平米）:90

参展产品或技术:MWD、LWD等无线随钻测量仪器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深圳市联欧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通、三通、法兰管段、阀盖等

Atmos International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

Taicang Union Tech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计量泵及配套产品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盐电阀门

展位号:W1732

展位号:W1516

展位号:W1600

精凯（天津）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欧陆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HAWE Oil-Hydraulic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纹密封脂，极压润滑脂，气溶胶和阀门润滑脂等。

米顿罗工业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法兰绝缘垫片/套件，整体式绝缘接头，

参展产品或技术:顶级品质的产品涵盖钻井套管复合膏，螺

参展产品或技术:Ariel往复式气体压缩机

展位号:W2287

展位号:W1939

展位号:W1728

Ariel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展位面积（平米）:108

展位号:W1709

YDF VALVES

GPT INC

展位号:W1582

参展产品或技术:A Manufacturer for Liquid and Gas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LED防爆灯，危险区域照明灯具

展位号:W1580

展位面积（平米）:9

KUREHA CORPORATION

宁波东鑫高强度螺帽有限公司
南京京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1772

参展产品或技术:阻火器、压力/真空泄放阀

及高性能合金带材和线材

展位号:W1508

Hebei Solidkey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Pipeline Leak Detection System Solutions

展位面积（平米）:9

上海孚因流体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CUMMINS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沈阳亿达流体冷却设备有限公司

管等。

探伤技术服务、产品及安全管理解决方案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河北斯利德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阀、阀组，放散阀、调节阀、隔膜阀、调压阀、快速接头

智能油品车间、工业网关

WPT Power(Shanghai) Ltd

展位面积（平米）:120

参展产品或技术:潜油直线电机采油系统

型工业及制造厂家，如中石化、中煤炭、斯伦贝谢等等。

伟攀（上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大族（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多相流量计

展位面积（平米）:18

管线、气瓶管、压力容器管、机械加工用管，船舶海工用

展位面积（平米）:18

新疆中元天能油气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Moderna Scie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线随钻测斜仪

参展产品或技术:针阀、球阀、CNG三通阀、安全阀、单向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位计、液位开关、超声波智能脱水器、

参展产品或技术:铁磁性金属构件（钢丝绳、钢索等）无损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通信系统等

展位号:W1918

（Wire),管材（Tube)及板材（Plate)。主要客户包括所有大

Pipeline Technologies&Services LLC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溶桥塞

展位号:W2286

提供铍铜及拥有专利的ToughMet 棒材（Bar/Rod),线材

驱动器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Han‘s (Beijing) Technology Co.,Ltd

Safoco China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2201

展位号:W2277

展位号:W2202

展位号:W1771

展位面积（平米）:9

中航泰德（北京）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Valcon Valve Control Co,.Ld

中科隆声科技有限公司

LuoYang TST Flaw Detec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1503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蒙德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Tianjin Tonwin Petroleum Technology Ltd.

Xinjiang Central Tanon Oil&gas Technology Co.. LTD

北京威尔卡自控阀门有限责任公司

名Brush Wellman)是全球最大的铍铜开采及生产厂商。

参展产品或技术:API 6A 闸阀驱动产品，包括气动和液动

参展产品或技术:测井专用设备 取芯器、选发器和控制面板

振睿机械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Material Brush Performance Alloy(前

洛阳泰斯特探伤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天津市通盈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池，锂亚电池，勘探电源

赛科（深圳）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1571

展位号:W1488

LEMO 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1768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雷莫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W1767

参展产品或技术:爆破片、石墨爆破片、传感器、阻火器、

沙索（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韩国飞世龙电池有限公司

浙江西博思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蜗轮箱及伞齿轮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溶塞 可溶球 可降解橡胶 复合材料

Ameritech Scientific Co., Ltd.

Straval在中国地区的授权代理商

Shanghai BS&B Safety Systems 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潜油泵电缆，600℃高温空心抽油杆加热装置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位产品（磁翻板，玻璃板，玻璃管）化

球阀）、超低温阀门（闸截止球）、金属硬密封球阀、

Hunan Zoonde Electric Heat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2365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2265

美瑞泰克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湖南中德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到石化项目的检测、监督、监理等方面。

展位号:W1917

展位号:W1672

展位号:W2263

索、滑索、钩环

Vitzrocell Co.,Ltd

新疆安德士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展位号:W2108

展位面积（平米）:18

SNY Valve (Yancheng) Co., Ltd.

展位号:W1458

展位面积（平米）:24

SGS-CSTC Standards Technical Services Co., Ltd.

Wanner Pumps Ltd.

SHANGHAI WIND COMPANY
参展产品或技术:离合制动器和旋转接头

上海备盈倍安全系统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计量泵

参展产品或技术:MI 发热电缆，MI集肤加热电缆，MI特种

展位号:W1663

式止回阀、固定球阀、浮动球阀、上装式球阀、全焊接

德帕姆（杭州）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华朔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证消防泵

参展产品或技术:API 6D 管线阀门（平板闸阀、全开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SGS在石化领域的客户广泛，服务涉及

力轴流泵，飞力潜水排污泵，Lowara潜水深井泵，FM认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2258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类绳索、吊装带、头盔、安全带、挽

展位号:W1762

展位面积（平米）:9

Ningbo IDT SINYUAN Sealing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宇意机械有限公司

史宾沙鼓风机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美国肯科国际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快速接头、单向阀、旋转接头。

万纳尔泵有限公司

拌器，WEDECO臭氧发生器，LEOPOLD重力滤池，飞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2356

宁波易天地信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63

展位面积（平米）:27

SMC Asia Gas Systems Co.,Ltd - Chengdu

Stucchi (Shanghai) Fluid Power Technology Co.,ltd

油井开发井光纤监测系统、油井完井综合测试系统、石油水

展位号:W1658

Xylem （China） Co., Ltd

思多奇（上海）流体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DEPAMU (HANGZHOU)PUMPS TECHNOLOGY CO.,LTD

件，电磁阀、单向阀、安全阀、油滤和堵头等

西梅卡亚洲气体系统成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从事研发和生产单螺杆泵

放控制解决方案

平井开发温度剖面光纤监测系统、告警光纤监测系统等。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垫片、法兰密封系统解决方案、vocs排

参展产品或技术:针阀、球阀、接头、阀组

展位面积（平米）:18

喷砂喷嘴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产品为全光学综合测试解决方案。包括

展位号:W1758

展位号:W1763

展位号:W1456

展位面积（平米）:9

Eaton Industrial Clutches and Brakes (Shanghai)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美国KIMRAY、Taylor、Mercer、

展位面积（平米）:36

SICHUAN LIGHTWAVE SENSOR SYSTE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适用于井下的耐高温高压的微型液压元

展位号:W1667

展位号:W1448

四川莱威盛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1910

展位号:W1568

Sasol (China) Chemicals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SCHWERLL (Beijing) Fluid Control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SEEPEX Pumps ( Shanghai) Co., Ltd

伊顿工业离合制动器（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18

西派克（上海）泵业有限公司

Bullard
展位号:W210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金刚石复合片、聚晶金刚石和聚晶金刚石

博莱德

展位号:W2104

KENCO ENGINEERING COMPANY

API603不锈钢阀门

展位面积（平米）:12

参展产品或技术:涂料

江苏圣泰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36

西二号馆

特阀江苏流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Dover (Shanghai) Industrial Co., Ltd.
展位号:W1438

金、钢锭、电渣锭、电极坯、圆钢、方钢、扁钢、法兰、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杭州替特威阀门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Lowara离心泵e-1610HD系列 ,飞力搅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艾里逊变速箱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体、叶轮、泵体、机械零部件

展位号:W1437

展位面积（平米）:54

苏州双金特殊钢集团

西维尔蓄能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W1563

泰钢合金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分析仪器、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等

展位号:W2478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天擎丽都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TIANQINGLIDU TECHNOLOGY CO., LTD

West Virgina Development Office

展位号:W2336

展位号:W2538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9

强制风冷电机、防爆电控箱、防爆插头、防爆分线盒接线

思辉流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东营市瑞丰石油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SPIR STAR China Co., Ltd.

展位号:W2558

盒、防爆照明器材、防爆电缆接头、防静电接地检测系统

北京德兰系统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40

及防爆电缆夹头

Beijing Dorland System 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提供全进口“SPIRSTAR”品牌的高压

展位面积（平米）:54

展位面积（平米）:36

西安泵阀总厂有限公司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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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AN PUMP & VALVE PLANT CO.,LTD
展位号:W2578

展位面积（平米）:36

西三号馆
北京精波仪表有限公司

浙江鹏孚隆新材料有限公司

Beijing Precision Wave Instrument Co.,Ltd

ZHEJIANG PFLUON NEW MATERIALS CO.,LTD.

展位号:W3001

展位号:W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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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面积（平米）:9

马丁工程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Martin Engineering China
展位号:W262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振动电机

东莞市传承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公司是固特高LLFA拉立封安中国独家代

株洲通达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Dongguan Chuancheng Plastic Electron Co.,Ltd

理。固特高.LLFA拉立封安可用于天然气管道的连接处预

ZHUZHOU TONGDA CARBIDE CO.,LTD

展位号:W3172

先防泄漏保护、泄漏点应急抢修封堵等一切它能应用的情况

展位号:E3280 	

展位号:W262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DESTEC 油气领域用G系列紧固接头、
紧凑型法兰、密封环等，RESATO油气田领域用高压测
试设备，SERTO仪表管阀件及WEH测试接头等

廊坊市翰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LangFang Hanhua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262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奥克弗瑞有机热塑性金属保护涂层

大连伟岸纵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ONGJIA SANHE SPRING CO.,LTD
展位号:W262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弹簧、高温弹簧、压缩弹簧、碟形弹

浙江程力管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CHENGLI PIPE INDUSTRY CO.,LTD
展位号:W3006

浙江方顿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管、焊管、管件和法兰

Liaoning Huafu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Ltd
展位号:W3030

展位面积（平米）:60

参展产品或技术:热解吸含油污泥处理技术、高效气浮设
液处理设备制造等

展位号:W2630

展位号:W304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智能复合连续采油管、地理加热管、复合

展位号:W3122

展位面积（平米）:9

贝特海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2631

展位号:W3042

Anhui Huining Electric Meter & Appliance Group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承荷探测电缆、潜油泵电缆、铝合金电

北京蓝海智信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燃电缆、耐火电缆、光伏电缆、船用电缆、压力计、热工

展位号:W2636

仪表、数显仪表等

鼎湟液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Beijing Polytide Machinery Co., Ltd

Ding Huang Hydraulic Machinery(shanghai)CO.,Ltd

展位号:W2655

展位号:W304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SUN螺纹插装阀，阀组，液压系统

设施的安全泄漏检测仪器和设备，包含：高精度燃气泄漏

山西中科华仪科技有限公司

备等。

Shanxi Huayee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048

展位面积（平米）:18

上海电气阀门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便携式激光气体遥测仪、加气站进站加气

展位号:W2686

车辆激光甲烷在线监测系统 、云台扫描式激光气体在线监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 公司主要产品为高性能球阀和蝶阀。

测系统、 机动车酒驾激光遥测系统 、机动车尾气激光监
测系统等

深圳市得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2687

Tecreal Fluid Control System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硬质合金油气耐磨零件(螺纹喷嘴、阀球

展位号:W3056

阀座、轴套等)

参展产品或技术:执行器、球阀、蝶阀、VIP梭阀、角座阀

展位面积（平米）:36

及相关配套附件
Shanghai China Petroleum Instrument Co.,Ltd.

西安安森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W2781

Xi An ANCN Intelligent Instrument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综合录井仪，气相色谱仪，三维定量荧光

展位号:W3057

分析仪，元素分析仪

参展产品或技术:天然气流量仪表、蒸汽流量仪表、液位仪

展位号:W2786

展位面积（平米）:9

方案和能源计量解决方案等产品格局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抽油机变频节能柜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Aviation Optical-Electrical Technology Co., LTD

三河众邦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70 	

SanHe Uni Tech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物探、钻井、测井连接器

展位号:W2787

展位面积（平米）:9

珠海紫燕无人飞行器有限公司

测系统，滤砂器，数据采集，动力油嘴，油嘴管汇，紧急

展位号:W3103

关闭系统，加热炉，分离器，缓冲罐，MSRV实验室设备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人直升机/unmanned helicopter

展位面积（平米）:18

和设备租赁等

JIANGSU WEINENG ELECTRIC CO.,LTD.

Smart Security & Surveillance Service Robot Co. Ltd

向带等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电动齿轮升降系统、液压插销式连

展位号:W3147

展位面积（平米）:9

大耐泵业有限公司

Qinchuan Machine Tool Group Baoji Instrument Co.,ltd

Danai Pumps co., LTD.

展位号:W311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自动化压力仪表，压力传感器、变送

参展产品或技术:API 610标准石油化工流程泵

器、油井动态液面监测系统、井下压力计

北京坤腾电气有限公司

宁波攀驰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QUENTONE ELECTRIC CO.,LTD

LoneStar PHIT

展位号:W2793

展位号:W311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一体化司钻控制座椅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栓，螺母，密封圈

展位面积（平米）:18

化学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巡检机器人、四轮自主巡逻机器人

移、锁紧系统、补偿张力&张力系统等

南京远寰科技有限公司

上虞联广橡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Integraflex 联广复合軟管

深圳市旭永实业有限公司

北京泰鸿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W3500

Shenzhen Xuyong Industry Co., Ltd

SHANGYU LIANGUANG RUBBER PLASTIC &
METAL ENGINEERING CORP.

参展产品或技术:罐车清洗，生产性罐体反应釜及容器清

展位号:W3215

展位号:W3249

BEIJING TAIHONGSHE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续升降系统、风电安装平台、六自由度补偿舷梯、钻台滑

展位面积（平米）:18

线式烃水分析仪Cong Prima 2M。

展位号:W3325

威海蓝博海洋装备有限公司

高安市璐克斯机械有限公司

WeiHai LanBo Offshore Facilities Co.,Ltd

展位号:W3251

参展产品或技术:复合软管,干式接头,工业接头,工业软管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爱孚阀门研磨机，车削机，安全阀研磨机

北京盖特爱达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28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加油站综合智能管理系统、实物资产信息

展位号:W3332

管理系统、加油站智慧运管平台系统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表，温度计，压力传感器，压力变送

Beijing Yuanhengliye Co., Ltd.

东营陆方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器，温度传感器，焊割炬，减压器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化设备、降噪减振设备、超声波装置、

展位号:W3151

Dong ying lufang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汽车燃油箱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压力容器、压缩

参展产品或技术:烟感探头测试烟箱 、温感探头测试箱、

机机器配件、冷箱、换热器、翅片管的设计、制造、销售

可燃气体探头测试箱以及火灾实验室设备、 离子浓度计

北京恩环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Envir-Tech Development Co.,Ltd
展位号:W312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Check -All 止回阀及进口工业备件

潍坊伊达能动力有限公司

山东康姆勒发电机有限公司

玉环县楚门密封件厂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静密封产品

北京海泰斯工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Bejing HTS E&E Co.,Ltd.

展位号:W3255

展位号:W3223

参展产品或技术:加油机、加油泵、鹤管、流体装卸臂

展位面积（平米）:18

与拆卸问题的专业工程公司

Shandong Comler Generator Company Co,.Ltd
展位号:W3153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公司产品覆盖3KW-10000KW，系列分

天津市匹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225

组、移动电站、高压发电机组、燃气机组、船用机组、内

参展产品或技术:美国 CHASE 防腐保護系統 和 英国

燃机等供电产品。

HCL SMARTBAND 海洋紧固系统

温州易得福管阀有限公司
YDF-LOK CO. ,LTD .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双卡套接头、螺纹管接头、焊接管接头、
球阀、针阀、逆止阀、过滤器、阀组、仪表阀及其它流体
控制零件

杭州天柏红外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Hangzhou Tianbo Infrared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155

参展产品或技术:红外热成像仪

廊坊建钢新育工贸有限公司
Langfang jiansteel xinyu industrial and trade co. LTD
展位号:W3158

天津远海采油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deepsea-oil recovery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空防坠落安全带，安全绳，安全网，逃
生缓降器以及救援三脚架。

明光市天骄科技有限公司

封工具、不断电缆整体穿越器、新型一井双泵组合工具、

MINGGUANG TIANJIAO SCIENTIFIC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CO.,LTD.

备用放气阀门等。设备仪器类——油水处理装置、分层配

展位号:W3160

水测调仪器等。

参展产品或技术:TJ-W系列抗盐粘土产品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金湖祥和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Jinhu Xianghe Pe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W322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公司主要井口装置产品有：稀油井套管
头、稠油井套管头、阀门、转换法兰、三通、转换四通、
过渡四通等，一级双挂式套管头、卡箍法兰式套管头、注
塑法兰等

Beijing Longst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江苏华海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3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流量仪表，压力仪表， 温度仪表，液位
仪表

惠普斯液压缸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HPS SHENZHEN LIMITED
展位号:W3232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13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多功能气体检测仪，防爆相机，防爆

天津赛威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SEALTECH COMPANY
展位号:W316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歐洲原廠密封件及密封件專用輔助工具

国里奇

安徽快通管道清洗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63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13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扭矩扳手、电动液压泵、液压千斤顶

明迈防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236

Shanghai Free Sealing Technologies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石棉密封板材、无石棉垫片

成都天盛华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38

展位号:W3169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256

磁力泵、屏蔽泵、涡流泵

展位面积（平米）:9

兰州海兰德泵业有限公司
雄县七槐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LANZHOU HIGHLAND PUMPS CO.,LTD

XIONGXIAN QIHUAI EXPLOSION-PROOF ELECTRIC
APPARATUS.CO.LTD

展位号:W3336

展位号:W325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管件，防爆箱，防爆工具。

液治理等核心技术与装备

展位号:W3237

展位面积（平米）:9

深圳市思特克气动液压有限公司
新乡市华东制管有限公司

SHENZHREN STK FLOW CONTROL Co.,LTD

北京沃之肯水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XINXIANG HUADONGSCREEN CO.,LTD

展位号:W3170

展位号:W3139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增压泵

Beijing Vulcan Water Environment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23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脉冲除垢系统

广州市泰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nyang Ultrahigh Industrial & Technical Co., Ltd.

Guangzhou Soteria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171

展位号:W3140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展品有,UHMW-PE油管扶正器以及

NINGBO VCANDO 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UHMW-PE（超高分子量聚乙烯）OEM加工件。

展位号:W323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室外防爆状态灯；室内状态灯；边界灯；

浙江摩根兄弟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38

Yantai Jietong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强度螺纹杆及特氟龙表面处理

展位号:W3259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水处理、海水淡化、电解制氯、废水
处理

泰州市远洋不锈钢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39

展位面积（平米）:18

宁波威敢堂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浙江爱力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AILIPU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51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计量泵、加注甲醇、缓蚀剂、破乳剂、消
泡剂、阻垢剂等油、大流量高压力和微流量高压力的带隔

威霖（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卢基尼
WEL(hongkong)TRADIING CO.,LTD
展位号:W351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熔覆（3D打印）

SUN YEH CONTROL VALVE GROUP CO.,LTD
展位号:W3260

展位面积（平米）:9

四川旭信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Xuxin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山野陶瓷特阀；台湾品牌+台湾技术+台

展位号:W3340

湾管理+青岛生产=山野陶瓷球阀+山野陶瓷蝶阀+山野陶

参展产品或技术:第一大类：防爆通讯类（防爆功能手机、

瓷调节阀；山野特阀--严苛工况首选的好阀！

防爆对讲机）第二大类：防爆执法监督类（防爆数码） 第

展位面积（平米）:36

三大类：有毒有害便携式报警仪。 第四大类：职业卫生健

安徽省西派瑞电气有限公司

康防爆仪器。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分析小屋、正压型防爆配电柜、多物

江苏君华特种工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JunHua ChinaPEEK

料切换系统、样品处理系统、防爆配电类、防爆除湿机、

展位号:W3345

LED防爆灯、防爆仪器仪表、活性炭吸附柜、催化燃烧

参展产品或技术:PEEK原料聚合，PEEK连续挤出板棒管

柜、阻火器

片等型材、PEEK绝缘圈、PEEK前后堵、PEEK隔环、

Tianjin Zhong Hai Chen Xing Environment Project
Scientific Technical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胜利油田胜利石油仪表厂
Shengli Oilfield Shengli Petroleum Instrument Factory
展位号:W3265

展位面积（平米）:18

量仪表及控制装置。

天津龙浩峰瑞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LongHaoFengRui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井口（管道）电磁加热器、MPM-D

Beijing Shuangtai Pneumatic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动葫芦、气动单轨吊、气动绞车、气动
平衡器、气动平衡吊、气动门式起重机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精小型防爆电动执行器，精小型电动执行
电动阀门。

中国强大阀门有限公司
CHINA QIANGDA VALVE CO.,LTD.
展位号:W3521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闸阀、截止阀、止回阀、球阀、蝶阀等阀
门类

西安东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3522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流量计

北京联创鼎新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Lantron Dingxin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353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公司主要产品有加热炉、焚烧炉、工业火
供火炬系统、余热回收系统、焚烧系统的工程总包及EPC
服务。

天津元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ianjin Starpoint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展位号:W353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碟形弹簧、其他弹簧、其他紧固件、连接
件、垫圈

天津市聚能高压泵有限公司
TIANJIN JUNENG HIGH-PRESSURE PUMP CO.,LTD.
展位号:W354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调剖泵。

型多相流量计、WSM-D型湿蒸两相气流量计、MPM-S
型多相流量计、CFS型 旋流气浮污水处理系统、MFC型
流量计算机

浙江力高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LIGAO PUMP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545

广州市龙辉龙滤网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NGHUILONG FILTER CO.,LTD.

北京双泰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67

用PEEK电子标签等各个环节。

展位号:W3347

展位号:W3520

炬、燃烧器、喷射器、压力容器、特种阀门等，公司能提

AN HUI PROVINCE XPaiR ELECTRIC CO.,LTD
展位号:W3261

浙江拓尔普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山野控制阀集团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线通信模块、网关、路由、各类传感器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502

器，电动球阀，电动蝶阀，太阳能无线控制阀，断电复位

zhejiang morgan brother technology co.,ltd

装置、撬装式自动注水配水装置、流量自动控制装置等流

ISO国际标准，DIN德标，AS澳标，ASN(IFI)美标，BS

安阳市超高工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磁力泵

烟台洁通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测量装置、移动式撬装井口测量装置、计量间式井口测量

Shenyang Zhongke Allwin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生产桥式滤水器，龙中笼过滤器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9

中科奥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气田含油污泥、钻井泥浆、压裂返排

展位面积（平米）:9

浙江超核阀门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润滑油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井多相连续分测装置、固定式撬装井口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类高强度紧固件，产品有GB国际，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环真空泵系统、压缩机、化工流程泵、

展位号:W3262

展位号:W3167
Ningbo Jinding Fastening Piece Co.,LTD

Shanghai Nikuni Fluid Systems Co.,Ltd.

惠州批拉玛（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市中海辰兴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业石

上海赋瑞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洗喷头系列。

膜破裂报警的液压双隔膜计量泵及其配套的成套撬块设备

PEEK支撑密封环、PEEK捕捞头及密封短接、钻杆识别

MAM EXPLOSION-PROOF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233

展位号:W3235

杭州雷恩液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hangzhou wren hydraulic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ltd

Tianjin SAVIE Industry &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管道及接头附件

手机，防爆录音笔，防爆计时器，防爆记录仪等，代理美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盘管，不锈钢接头

参展产品或技术:旋转吊环

司逹行

多点清洗系统。部分展品：移动式罐体清洗系统，罐体清

上海尼可尼流体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35

Tianjin Peak Electromechanical Equipment Co., Ltd.

为发电机、发电机组、智能自动化机组、智能并机并网机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天然气发动机和发电机组

洗，管路清洗，热交换器清洗，设备除锈，除油，中央式

零点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19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面积（平米）:9

NINGBO WEIKE INSTRUMENT CO.,LTD.

北京元亨利业科技有限公司

凯驰（上海）清洁系统有限公司
Kärcher (Shanghai) Cleaning Systems Co., Ltd.

宁波威克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176

展位号:W3253

展位号:W3126

展位号:W3363

参展产品或技术:机电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不含危险

Leadot I nnovation Technology Co.,Ltd.

秦川机床集团宝鸡仪表有限公司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江苏威能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20

展位面积（平米）:9

阀，固定球阀，截止阀，闸阀，止回阀，过滤器

Yuhuan Chumen sealed factory

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阀门系列，低温阀，氧气阀，球

KEEN OFFSHORE ENGINEERING CO.,LTD

英标，牙条等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动执行器、电动阀门

参展产品或技术: U 型圈、斯特封、格来圈、泛塞封、导

展位号:W3149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旋流除砂器，点火系统，油套管气密封检

展位号:W2791

展位号:W3362

展位面积（平米）:36

展位号:W3246

发和生产

表、压力仪表、温度仪表、无线网络仪表、数字油田解决

吐鲁番地区万隆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迦密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18

展位面积（平米）:9

中智科创机器人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海上管架浮体平台

北京朗仕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科油石油仪器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ZheJiang AoXiang Auto-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242

北京旺达钟记咖啡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16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具类——高效自密封装置、新式插入密

JIUJIANG GOLDEN EGRET HARD MATERIAL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18

青岛百思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精铟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zhengzhou createl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134

九江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元件等

Guangdong DEF Seals Solutions Co.,Ltd

郑州开物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五环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36

浙江澳翔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器、温度传感器、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变送器、熔体压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温度变送器研

展位号:W3132

检测仪、多功能燃气管网检测仪、人身安全防护与检测设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压力表、压力变送器、温度计、测压

广东新志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Senex Instrument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358

的阀配件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便携式烃水分析仪Hygrovision mini.在

展位号:W3125

无锡市海天特种压力表厂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喷嘴、轴套、焊接棒、用于流体控制

成套控制系统

展位号:W3148

广州森纳士仪器有限公司

钢管）

力表、爆破开关、智能数字压力仪表以及物联网等自动化

洋吊机

Weifang Yidaneng Power Co.,Ltd.

北京保利泰达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展品设计燃气、石油石化领域管网和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A45

展前预览 2018年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检测仪和气体传感器

Nanjing Yuan Huan SCI. & TECH.CO.,LTD

展位号:W3129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3145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装备及钻井控制系统、铺管装备、海

缆、硅橡胶电缆、35KV及以下电力电缆、本安电缆、阻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3241

参展产品或技术:致力于解决各种法兰泄漏、所有螺栓紧固

安徽徽宁电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传感器、变送器、汽车用压力传感

Sichuan Five rings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Co.,

Zhengzhou New Asia Superhard Material Composite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探用金刚石复合片

展位号:W3173

Beijing Oriental Euro-Link Technical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传感器，双层罐测漏仪，液位监控控制台

材料注水管、复合材料连续集输管

郑州新亚复合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联优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位计，磁致伸缩液位仪，磁致伸缩液位

展位面积（平米）:18

齐亚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Ziasiot(Shanghai) IoT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038

Shanghai FB Oil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检测仪包括有毒有害气体及可燃气

浙江欧菲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飞舟博源石油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OilfeldEquipmentMarketing.Inc.

展位面积（平米）:9

天津惠凯森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23

辽宁华孚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金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Zhejiang Fangdun Instrument Valve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生产各种不锈钢、双相钢和镍基合金无缝

簧、波形弹簧、耐腐蚀弹簧、异形弹簧

美国OEM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塑胶配件

展位面积（平米）:9

Dalian V.R Global Vision Corp.

系统 综合模拟应急演练系统

备、过滤器、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钻井泥浆、压裂返排

永嘉三和弹簧有限公司

北京奥立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42

展位号:W3120

泰屹新（北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旋喷泵

DADI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OF INNER
MONGOLIA FIRST MACHINERY (GROUP)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抽油杆、接箍及其配件

www.cippe.com.cn

广播与应急报警系统；油气管道泄漏监控系统；

参展产品或技术:三维事故仿真推演系统 VR岗位仿真培训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商名录

障碍灯；水文气象监测系统；区域安防信息化系统；公共

内蒙古一机集团大地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W3005

Exhibitors

Zhejiang Shengfa Pump Co., Ltd.

展位号:W3119

参展产品或技术:聚醚醚酮树脂

Exhibitors

浙江胜发泵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绝缘接头，石油化工流程泵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商名录

www.cippe.com.cn

展位号:W3349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隔膜式计量泵，柱塞式计量泵，液压式计
量泵，转子泵，加药装置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产品有袋式过滤机，滤芯机，油田滤
芯，微米级液体滤袋、滤芯、工业用滤布；高温除尘袋、
笼骨；同时承接液体工程、洁净工程、高温锅炉、除尘设
备及改造等项目。

新乡万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Xinxiang Wanhe Filtr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54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天然气装备用过滤器及滤芯、石油装备用
过滤器及滤芯、石化装备用过滤器及滤芯、液压过滤器及

山东赛马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Supernaly Generat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326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柴油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

浙江明贺钢管有限公司
ZHEJIANG MINGHE STEEL PIPE CO;LTD
展位号:W3353

滤芯、管道过滤器及滤芯、精密过滤器、过滤器及过滤装
置订制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缝钢管（热轧、冷拔、冷轧、调质无缝

汉升密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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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ort Seal Co.,Ltd.
展位号:W355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O型圈、平垫片

常州海通石油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生产油套管，转换接头，短节以及特殊扣

天津维度防爆工具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工具、特种工具、防磁工具、防静电

展位号:W3712

shanghai Aoxin Instrument Co,.Ltd

产品、防爆电气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循环系统的泥浆处理设备，主要是离

展位号:W3615

展位面积（平米）:9

超声波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变送器，液位计等

ZHEJIANG JIARI FLUOROPLASTIC CO., LTD

天津中科飞航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43

天津润圣纤维素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聚四氟乙烯板、棒、管、垫片、垫圈、膨

Tianjin Aerodynamics System and Autonomous 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TASAC)

TIANJIN RUNSHENG CELLULO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体生料带、编织盘根、车削板、车削膜、车削带以及各种

展位号:W3713

填充制品

参展产品或技术:手抛式讯飞无人机、多旋翼无人机、飞控

展位号:W3601

（CMC），防腐杀菌剂，软皂等

深圳科瑞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0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工具：液压泵站，液压力矩板手，拉伸器

北京太航金属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02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奥格特技术有限公司
OGT-Beijing Oil&Gas Technology
展位号:W360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软件；固井软件；完井软件；压裂软
件；采油软件；储运软件

安徽环瑞电热器材有限公司
Anhui Huanrui Heating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W3604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热带、电伴热系列产品、发热电缆、电
地暖系统、MI电缆、电加热器、集肤效应电缆、防爆配电
柜及电控设备、恒功率电热带研发、生产，销售；电伴热
及发热电缆、汗蒸房专用加热电缆；电伴热、电加热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上海力顺实业有限公司
Mariso Corporation
展位号:W3605

展位面积（平米）:9

青岛同春石油仪器有限公司
QINGDAO TONGCHUN PETROLEUM INSTRUMENT
CO.,LTD
展位号:W3606

芜湖金牛信泰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克拉玛依市金牛信泰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45

展位号:W3715

参展产品或技术:cng子站天然气压缩机，母站、标准站天

参展产品或技术:制造、销售密封材料、碳纤维、芳纶纤

KITSNET® Kelamayi King-Bull Infortec Petroleum
Equipment Co., Ltd.

然气压缩机，井口气气液混输压缩机，井口气回收撬，井

维、聚四氟纤维、NFS纤维、石墨密封制品、金属缠绕垫

口气气举用压缩机

片、高强复合垫片、橡塑密封件、机封等

南京麦研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杰尼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Nanjing Mcquay Keiki Co.,Ltd

SHANGHAI JINY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646

展位号:W3715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多路阀（多通阀）

天津恒立远大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23

展位面积（平米）:9

Jiangsu Ebuy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日本理研便携固定式气体探测、船用高速

参展产品或技术:射频导纳物位计，导波雷达物位计，锅炉

透气阀/PV阀、SOLO消防探头测试工具、KSB货油泵/各

汽包液计，磁致伸缩液位计，智能界面分析仪，超声波物

类阀门

Beijing Jiade Seals ＆ Packing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电容输出仪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清洗设备

广东顺德奥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位计，振棒物位开关，微波固体流量开关，含水分析仪，

AONENG LIGHTING CO.,LTD.

北京亚华兴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16

Beijing yahuaxing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手电筒、头灯、防爆手电、工作灯、矿用

东莞市鑫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47

灯具

展位号:W3625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脑、防爆显示器、防爆智能终端、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362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动执行器，电动阀门

展位面积（平米）:9

大连艾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工业平板电脑

天津布雷特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DALIAN ACTECH INC.

上海川诺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17

展位号:W3648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气体探测系统传感器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器，防爆灯具，防爆管件，防爆

四川正诚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27

绍兴为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配电装置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ESM-27应急快速布署监测控系统、多
气体可视检测单元、便携式环境检测单元、应急救援辅助

Shaoxing Weihua Sci.&Tech.Development Co.,LTD

威海市鸿扬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23

展位号:W3649

参展产品或技术:雷探007雷电探测预警系统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决策系统单元。

任丘市明达尼龙制品有限公司
Renqiu Mingda nylon products Co., Ltd
展位号:W3628

威海索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鼎力华业测控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59

Beijing DeleeTech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Instru.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索通离心式净油机

展位号:W3730

兴化市腾翔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60

河北鼎诺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30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尼龙制品

HEBEI DINGNUO MACHINERY CO.,LTD

江苏壹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液、完井液分析仪器

产品、机载吊舱

武汉齐达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德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2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生产不锈钢双头，牙条，内六角，外
六角螺丝，平垫，弹垫，及各种非标异性件等产品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智能无线远传仪表，复合式无线远传测
量装置（液位+压力+温度+定位）、差压液位计，溢流开
关，就地显示仪表等，适用于低温储罐、槽车、LNG车载
瓶、船用罐等设备。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套管扶正器

北京福腾宝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莞市史特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3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合金纳米压射头、冲头 合金压射室（熔

北京时代宏迪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Futengba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杯、料筒）

Beijing Times Hong di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661

展位号:W3631

参展产品或技术:德国union instruments GmbH 公司生

上海朝辉压力仪器有限公司

产的燃气热值分析仪

Shanghai Zhaohui Pressure Apparatus Co., Ltd.

展位号:W3607

展位面积（平米）:9

日照市晨晖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RIZHAO CHENHUI RUBBER CORPORATION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M2M相控阵检测仪，GEKKO相控阵探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松垫圈系列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740

伤仪，MANTIS相控阵探伤仪，相控阵扫查器，相控阵探头

展位面积（平米）:9

中裕软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传感器、变送器、流量计、液位计、仪

参展产品或技术:旋转控制头密封胶芯,环形防喷器胶芯,闸

上海弗雷西阀门有限公司

ZYfire Hose Corporation

表、系统集成

板防喷器胶芯,固井胶塞,封隔器胶筒,泥浆泵活塞,凡尔胶皮

SHANGHAI FLOWX VALVE CO.,LTD.

展位号:W3662

展位号:W36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页岩油气开采压裂软管 ；大口径输油扁

沧州伟浩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平软管；海上油田软管

WH-STEEL CO.,LTD

展位号:W3608

展位面积（平米）:9

南京良友化工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产品：气动球阀，电动球阀，气动蝶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号:W3746

展位面积（平米）:9

Landoil Chemical Group Co.,Ltd.

阀，电动蝶阀，闸阀，截止阀，刀闸阀，止回阀等。应用

展位号:W3609

领域：水处理，气体设备，膜设备，电厂，污水厂，脱硫

宁波坤远紧固件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法兰 弯头 弯管 三通 大小头 补偿器 高压

脱硝

Ningbo Kun Yuan Fasteners Co.,Ltd.

锻件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羧甲基纤维素钠（CMC）、聚阴离子纤

展位号:W3663

维素（PAC）

展位面积（平米）:9

温州开陌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致力于高中压阀门；海洋船舶、化工炼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WENZHOU KMO FLUID EQUIPMENT CO.,LTD

化、流体工程、压力容器装备、压力管道；石油化工装

CCTEG Shengyang Research Institute

展位号:W3637

备；新能源、环保设备、军工机械、等行业的高强度紧固

CHONGQING SICHUAN INSTRUMENT AUTOMATION
CO.，LTD

展位号:W3610

参展产品或技术:过滤器 、阀门

煤科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18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号：W3747

件配套服务

温州瑞通阀门有限公司

圣戈班高功能塑料（上海）有限公司

WENZHOU RUITONG VALVE CO.,LTD.

Saint-Gobain Performance Plastics Shanghai Co., Ltd.

Asoe Hose Manufacturing lnc

展位号:W3639

展位号:W3665

展位号:W3611

参展产品或技术:美标、日标、国标、德标；闸阀 截止阀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扁平软管及配件

浙江国涛滤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创新型密封件和聚合物

展位号：W3748

参展产品或技术：塑料制品、塑胶地板；冲压件加工。

北京嘉盛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Just Science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周界报警产品有：电子张力围拦，振

参展产品或技术:全国滤料、填料生产专业厂家，系原化工

展位号:W3640

动光纤探测器、滚刺笼入侵探测器、被动红外探测器、激

装备总公司的定点生产厂家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仪表，温度仪表，气体减压器，各种阀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18

光光能探测器、激光对射探 测器、管道栅栏探测器、泄漏

河南易沃克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ColliHigh Sensor Technology Co.,Ltd

Henan E-Work Industrial Equipment Co.,Ltd.

河北六强玻璃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13

展位号:W3641

HEBEI SIX STRENGTH FRP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液位传感器、变送器;安全栅、隔

参展产品或技术:管道冷切割工具、带压封堵设备等产品，

离模块、数据采集器、专用仪表;Zigbee无线传感器、温

并提供管道施工、检测及相关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玻璃钢燃气箱、SMC电缆分支箱、玻璃
钢电缆支架、玻璃钢电缆桥架

度记录仪等;温湿度传感器、水浸、二氧化碳、照度传感
器;电磁流量计等。

展位号:W3710

北京中航威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Westzh M & E Technology Ltd
展位号:W374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致力于自动化测控领域的传感器、变送

陕西双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XISHUANGXINGLECTRONICS CO. ,LTD
展位号:W380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装备高温高压承压连接器、高压高能
实体电阻、电子式电压互感器、石油钻探开采专用高温位
移传感器（电位器）及安全气囊承压连接器（电气塞）的

沧州渤海防爆特种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Cangzhou Bohai Safety & Special Tools Group Co.,Ltd

郑州瑟瑞斯泵业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42

Zhengzhou Sunrise Pump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器、测控系统等仪表的研发、生产、销售。

电缆、场面雷达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任丘市康尔健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钢阀门

Hebei Leagoo lnstument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9

仪及智能物位仪表 等专业设备数十种。

止回阀 球阀 蝶阀 过滤器 卫生级阀门管件等不锈钢 、碳

展位号:W3700

展位号:W3612

执行机构、变送器、调节阀、流量仪表、温度仪表、分析

展位面积（平米）:9

河北领冠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Zhejiang Guotao Filt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自动化仪表及控制装置，智能电动

参展产品或技术:智能化永磁偶合传动装备

江苏爱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A47

展位面积（平米）:9

Wuhan qidakang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手工具、防爆工具、不锈钢工具、特种钢
制工具、绝缘工具、钛合金工具

展位面积（平米）: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生产和经营：羧甲基纤维素钠

展前预览 2018年

心泵、剪切泵及配件等

浙江嘉日氟塑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17

www.cippe.com.cn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电磁流量计、旋进旋涡流量计、气体

WEDO TOOLS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9

Exhibitors

上海奥新仪表有限公司

Changzhou Haitong Petroleum Tube Co., Ltd
展位号:W3600

参展商名录

www.cippe.com.cn

研究开发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A48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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