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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7日至29日，一年

一度的世界石油装备大会——第十九

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

（cippe2019）将在北京·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新馆）举行。

据 c i p p e 组 委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经过18年发展，cippe已经发展

成为业界领先的石油行业盛会，展会

专业化水平，国际化比例逐年提升。

乘着油价回暖的东风，cippe2019将

继续邀请世界石油巨头亮相，向来自

全球的专业买家展示行业最新的石油

装备与技术，与行业专家、企业代表

热议油气行业发展前景。

全产业链布局 重点展示八大板块

据悉，本届展会将重点展示石油

石化技术装备、页岩气技术装备、海

洋石油天然气技术装备、海工装备、

天然气技术装备、管道与储运技术装

备、防爆仪器仪表、油田土壤修复等

八大板块。

在 八 大 板 块 基 础 上 ，

cippe2019还将对展区进行专业细

分，设置智能油田与通信设备展区、

科研院所与科技成果展区、泵阀展区，

工业消防、安全防护展区，新材料展

区，油田环保展区等，为油气行业的采

购提供更加专业与精准的对接平台。

石油巨头云集 参展企业1800家

据 组 委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c i p p e 2 0 1 9 依 旧 会 有 美 国 、 加 拿

大 、 德 国 、 俄 罗 斯 、 苏 格 兰 、 英

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等18个国

际 展 团 ， 以 及 来 自 全 球 1 8 0 0 余 家

企 业 参 展 。 其 中 ， 国 际 展 商 包 括 雪

佛 龙 、 斯 伦 贝 谢 、 国 民 油 井 、 卡 麦

龙 、 俄 罗 斯 鞑 靼 石 油 、 卡 特 彼 勒 、

MTU、艾默生、GE、霍尼韦尔、

FORUM ENERGY 、陶氏化学、

E + H 、 康 明 斯 、 艾 里 逊 变 速 箱 、

ARIEL、阿特拉斯科普柯、英格索

兰 、 3 M 、 K S B 、 阿 克 苏 诺 贝 尔 涂

料、海虹老人、PPG集团、伊顿电

气、都福集团、豪氏威马、API、雅

柯斯、山特维克等。

同时，中石油装备展团、中石

化、中海油、中国船舶、中船重工、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运载火

箭技术研究院、中航工业吉航、中集

来福士、宏华集团、杰瑞、科瑞、中

曼石油、南阳二机、三一集团、北方

重工、中信泰富、惠博普、杰利阳、

安东石油、上海神开、铁虎石油、西

部石油、泰富重装、海油集团、西安

科 迅 、 东 方 先 科 、 金 碧 集 团 陕 汽 金

玺 、 冠 能 固 控 、 华 油 飞 达 、 中 油 科

昊 、 如 石 机 械 、 道 森 集 团 、 天 津 立

林、海洋王、华荣防爆等国内石油企

业也将参展。

全球买家邀约 专业观众11.7万人次

专业观众是展会必不可少的元

素。据统计，cippe2018参观观众达

11.7万人次，由政府机构、石油商协

会组织、国家石油公司等组成的专业

采购参观团达300多个。据介绍，从

去年4月起，cippe组委会工作人员

已经启动全球买家邀请计划，已陆续

走访俄罗斯、美国、德国、韩国、挪

威、阿布扎比等地。同时，cippe还

通过“一对一”模式，为展商提供定

制专业买家邀请服务。

据了解，cippe的专业观众邀请

范围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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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pe2019与500余家国内

外媒体、行业协会深度合作，有针对

性地向目标专业观众和行业用户定期

发布最新展会及展商信息，邀请专业

观众前来参观，预计2019年专业观

众会再创新高。

专题活动百余场  把脉行业发展风向

c i p p e 作 为 一 个 全 球 化 的 展 示

平 台 ， 每 年 定 期 举 办 近 百 场 高 端 论

坛 、 技 术 交 流 会 以 及 新 产 品 发 布

会。据悉，cippe2019展会期间将

举 办 c i p p e 2 0 1 9 展 品 创 新 金 奖 评

选 、 第 十 一 届 国 际 石 油 产 业 高 峰 论

坛、 2019国际石油石化技术会议、

cippe2019驻华使馆（油气）推介

会、cippe2019一对一采购对接会等

专题活动，以及多场技术交流会、新

品发布会等活动。

cippe2019展会期间将继续举

办“第八届cippe展品创新金奖”评

选活动，将由来自石油行业的15位

院士、专家对上万件参展展品进行评

选，评选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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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石油

行业最具权威性的金奖评选活动。展

品创新金奖评选活动自2012年举办

以来，已经有中石油（获得3次）、

中石化、杰瑞、 华北荣盛、铁虎石油

等企业获此奖项。

作 为 c i p p e 2 0 1 9 的 同 期 主 论

坛，“第十一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

高峰论坛”也将在展会同期举办。论

坛以聚焦石油产业上、中、下游产业

链，以促进国际合作，服务国家战略

为宗旨，致力于为石油行业提供一个

技术交流的共享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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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

来自国内外的政府领导、行业领袖、

参展商代表、资深专家、驻华使节等

500余人将出席论坛，共话行业发展。

在当前石油行业发展背景下，

国内外企业都十分注重“走出去”。

2019年，cippe将继续举办“驻华

使馆（油气）推介会”活动。推介会

根据石油行业发展热点趋势，邀请主

要产油国的驻华使馆大使、商务部代

表、石油公司主要负责人来华进行推

介。今年，cippe充分调研广大参展

商与专业买家的意见，将本次推介会

议程设置更加贴合国内企业的发展需

要，助力国内企业“走出去”，促进

国内外企业间的交流合作。

同时，cippe2019充分发挥其

强大的媒体资源优势，最大范围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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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27-29日，北京顺

义新国展，cippe诚邀行业企业参展

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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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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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预览  2019年 www.cippe.com.cn 同期活动 Events

2019年3月27～28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组委会

组织单位：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网络媒体：全球石油化工网

论坛网址：oil.zhenweievents.com

国际能源署(IEA)表示，2019年石油需求将稳步增长。面对逐渐复苏的

石油天然气市场，为推动石油天然气产业全产业链发展，促进国际合作，引领

世界能源产业发展，第十一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将于2019年3月

27-28日继续在北京举办。

作为一年一度的世界石油装备大会的同期主论坛，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

峰论坛已连续成功举办10届，大会致力于为石油行业提供一个技术交流的共

享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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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大会将就石油产业发展趋势、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智能油田与数字工

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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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手共进  领创未来

第十一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

更多详情，请垂询论坛组委会：

电 话：010-58236510

传 真：010-58236567

邮 箱：zhangyuan@zhenwei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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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3月27日）

上午：主论坛暨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开幕式

09:00-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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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20-09:30
开幕致辞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09:30-09:45
主旨发言
相关国家领导人（拟邀）

09:45-10:10
主旨发言
相关国家领导人（拟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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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油气勘探开发专场

10:30-11:00
题目待定
GEOSPLIT  LLC

11:00-11:20
复杂油气田开发形势与工程技术对策
高德利，中国科学院院士（拟邀）

11:20-11:40
中国石油天然气发展前景与趋势分析
姜鑫民，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主任（拟邀）

11:40-12:00
题目待定
cippe2019“展品创新金奖”获奖单位

12:00-14:00 午餐

下午：油气勘探开发专场

14: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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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副院长（拟邀）

14:3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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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15:30
大庆油田深井钻井完井技术的新进展
杨智光，大庆钻探钻井院院长

同期活动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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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日程安排】

15:30-16:00
题目待定
海默科技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30

长庆苏里格地区钻（完）井液固液分离及回用技术研究
王长宁，川庆钻探钻采工程技术研究院书记、副院长
（拟邀）

第二天
（3月28日）

上午：智能油田与数字工厂专场

09:30-10:00
数字（智能）油田解决方案
王铁成，中油瑞飞数字油田技术总监

10:00-10:30
海上智能油田建设探索
陈溯，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信息化部副总经理

10:30-10:50 茶歇

10:50-11:20
题目待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11:20-11:50
题目待定
北京寄云鼎城科技有限公司（NeuCloud）

12:00-14:00 午餐

下午：智能油田与数字工厂专场

14:00-14:30
构建云数据中心，推进智能油田建设
李凤民, 华北油田公司数据中心主任

14: 30-15:00
ProMACE
石化智云推动传统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
石化盈科（在邀）

15:00-15:30 茶歇

15:30-16:00

石油石化领域的数字化与智能化
刘伟，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实验室副主任
（在邀）

16:00-16:30
推动石油行业数字化的转型
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在邀）

第三天
（3月29日） 

参观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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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预览  2019年 www.cippe.com.cn

cippe 同期活动-企业技术交流会
日  期 时  间 会 议 室 主  题 主 讲 企 业 听 众 收 费

2019年
3月27日

09:00-10:20
W-201 携手共进  领创未来 

cippe全球最大石油展产业领袖国际交流会 收费

10:30-16:30 第十一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油气勘探开发专场 收费

10:00-16:30 W1馆 cippe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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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6:30 W馆Panda区 cippe2019驻华使馆（油气）推介会-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收费

13:00-14:00 W-103 后生产许可证时代-防爆产品强制性认证规则解读
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

市场部副主任 郦杭川
免费

13:00-14:00 W-104 国际防爆人员能力要求和项目解析 德国莱茵TÜV 工业服务总经理 张小龙 收费

13:00-15:10 W-102 ECF页岩气技术装备发展研讨会2019 ECF国际页岩气论坛 周晓莱 免费

13:00-16:20 W-105 18LCM的产品生命周期管理体系认证 API美国石油学会 免费

13:00-16:20

E-206

2019国际石油石化技术会议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省石油学会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收费

E-207

E-208

E-209

E-210

13:30-16:30 E-203 防爆论坛

国家防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

国家安全生产检测检验甲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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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15:00 W-103 2019年油气行业前景展望及2050年能源转型展望
邬翼 
DNVGL石油天然气部大中国及韩日区域，业务拓展总经理

免费

14:10-15:10 W-101 创新技术在高性能钻机上的应用 北京捷杰西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免费

14:10-15:10 W-104 油田级别的井网轨迹设计
北京奥格特技术有限公司

高级专家 黄明转
免费

2019年
3月28日

09:00-16:20

E-206

2019国际石油石化技术会议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省石油学会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收费

E-207

E-208

E-209

E-210

09:00-16:20 E203 2019北京海工高峰论坛 2019 Beijing Offshore Conference——新时代 新机遇 新挑战 免费

09:00-16:30 W馆Panda区 cippe2019驻华使馆（油气）推介会-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收费

09:30-16:30 W-105 携手共进  领创未来 第十一届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智能油田与数字工厂专场 收费

10:00-16:30 W1馆 cippe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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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2:20 W-101 欧盟认证机构Eurocert
上海沃证机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VASILIS EVANGELIDIS
免费

11:20-12:20 W-102 非接触式水质监测技术在石油行业的应用及发展 陕西正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崔凯 免费

2019年
3月29日

09:00-12:20

E-206

2019国际石油石化技术会议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省石油学会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收费

E-207

E-208

E-209

E-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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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期活动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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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预览  2019年www.cippe.com.cn

石油“奥斯卡”荣耀必争，

cippe2019展品创新金奖报名启动

历届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

郭尚平

中国石油集团勘探开发科

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院士

苏义脑

中石油集团钻井院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鹤林 

中石油集团管材研究所高
级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

傅诚德 

中石油集团咨询中心
专家，教授

赵金洲 

西南石油大学
校长/博导

柳贡慧 

北京工业大学校长，
教授，博导

姜伟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原副总工程师，教授

陈次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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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忠厚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士

翟光明

中石油集团咨询中心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秦文贵   

渤海钻探工程技术分公司
书记，教授

张来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校长，博导

钟树德 

中石油集团公司咨询中心

专家，教授

郑新权 

中国石油勘探与生产分公司

副总经理/教授

刘汝山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石林 

中国石油钻井工程技术研

究院 原院长/教授

刘清友   

西华大学校长

教授，博导

路保平   

中石化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 

院长/教授

刘乃震 

长城钻探公司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朱天寿

中石油咨询中心专家教授

张永泽 

中石油装备制造分公司

副总经理，教授

张冠军 

中石油石油管工程技术

研究院 院长 教授

周健良 

中海油集团勘探开发

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

胡 泊 

贝克休斯

亚太区销售总经理助理

重磅消息！第八届cippe展品创新金奖

征集评选活动已正式启动！只要您是cippe

石油展的参展企业，且您的产品和技术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具有重大技术突破、最能

代表行业领域最高技术水平，欢迎您积极参

与！报名截止时间为2019年2月27日，评选

结果将在展会开幕当天公布。

“cippe展品创新金奖”是cippe组委会

于2012年推出的展会同期重磅活动，在业

内具有极高的影响力。cippe组委会每年都

邀请至少15位院士、专家组成评选委员会，

从参展企业展出的上万件展品中严格评选出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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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pe展品创新金奖”每年都得到千

余家国内外参展商的广泛参与及关注，因其

评选的专业性、客观性、权威性，影响力的

广泛性，被称为石油领域的“奥斯卡”。

2019年3月27-29日，一年一度的世

界石油装备大会—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石油石

化技术装备展览会（cippe2019）将在北

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预计

将有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家企

业亮相，其中世界500强企业46家，国际展

团18个。

据悉，本次奖项将从千余家参展企业的

上万件展品中进行评选。cippe组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cippe展品创新金奖的评选，

旨在鼓励企业创新，推动行业进步，为企业

间搭建展览展示，技术交流的合作平台，同

时也可以借助cippe这一国际平台，将参展

企业的先进技术与装备推向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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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工程
技术研究院研发的“液氮泡沫水泥浆
固井自动化装备”被评为cippe2018
展品创新金奖

权威认可  树立企业龙头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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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行业最权威高度；

高端平台  源于世界石油装备大会

获奖产品来源于一年一度的世界石油装备大会-cipp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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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聚焦  大力提升品牌影响

整合cippe顶尖综合媒体平台（如《新闻联播》）和权威行业媒体（如《中国石油

报》）等最优资源，进行深层次持续报道，迅速提升品牌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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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会发言  最高规格论坛殊荣

获奖单位受邀在"国际石油天然气产业高峰论坛"主论坛发表演讲，与业界精英共聚

一堂推广技术设备。

cippe展品创新金奖：突显五大优势 提升品牌影响

1、参选企业须是cippe石油展参展

商，参选设备须是cippe石油展展品之一；

2、凡正式参加本次展览会的展商展

品，不分国籍，无论国企、私企、外企、

合资或个体企业，均可自愿在展览会网站

（www.cippe.com.cn）报名；

3、所报展品应代表某一领域的发展

趋势，且拥有技术难度大、创新点多等特

点，并且有重大技术突破的展品；

4、所报展品应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

权（无知识产权争议），有自主的标识、

商标，可在世界各地（战争或政治敏感的

国家、地区除外）销售或技术服务。

联系人：李云燕 女士

电话：010-58236591

E-mail：lyy@zhenweiexpo.com

抢位热线：010-58236588

参选设备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展品创新金奖cippe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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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预览  2019年 www.cippe.com.cn

VIP买家尊享

注意：只有通过组委会审核的VIP买家享有第四条权益。

1. cippe2019采购对接会和cippe2019石油展免费通行证；

2. 组委会协助联系合适的供应商，保证对接会质量，节省参观时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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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每家公司将享有一张免费代表通行证，参加我们的开幕式，晚宴或其他商务活动；

为了更好的为国内外参观商提供便捷有效的观展体验，为参展商

与专业买家搭建“一对一”对接交流平台，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

乌克兰、加纳、瑞士、沙特阿拉伯等100家公司约300名与会者参加了

cippe2018采购对接会。在第十九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

期间，组委会将继续举办cippe2019采购对接会，分享油气行业顶级国

际资源，为国内外企业搭建交流合作的桥梁。

时间

3月27日  上午  10:00-12:00   美国专场

3月27日  下午  13:00-16:30   三大油物资需求专场

3月28日  上午  10:00-12:00   亚洲买家对接专场

3月28日  下午  13:00-16:30   欧洲&美洲买家对接专场

地点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W1馆

习近平主席曾在致“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和国际能源变革论坛的贺信中提到：“我们

愿同各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能源领域合作，为推动共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共同

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为了更好的深化油气国际合作，推动建立国

际油气能源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更好的服务国内外参展商及参观商，在第十九届中国国际

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举办期间，组委会将继续举办cippe2019驻华使馆（油气）推介会，

届时将邀请来自各国驻华机构代表、协会代表、业内企业巨头同聚一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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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ppe2019采购对接会

cippe2019驻华使馆（油气）推介会

买家提交采
购需求或对接

展商名称

cippe
匹配买家及
展商洽谈对

接时间

cippe
根据买家需

求精选展商供
需配对

买家
与展商现场
一对一洽谈

法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德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英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加拿大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挪威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俄罗斯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乌克兰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阿联酋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阿曼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巴林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伊拉克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巴西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沙特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卡塔尔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商务参赞

尼日利亚驻华使馆全权公使

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

埃及驻华使馆全权公使

沙特阿美

俄罗斯鞑靼石油公司

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

伊拉克国家石油公司

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哈萨克斯坦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

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

……

5.免费会刊；

6.组委会纪念礼品；

7.非展会期间行业内相关活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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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地点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Panda区

咨询联系方式

赵武苗

电话：010-59273878   手机：13401184437

邮箱：zwm@zhenweiexpo.com

拟邀演讲嘉宾

日程安排

3月27日 10:30-16:30

欧美专场-聚焦能源转型中的油气市场

3月28日 10:30-16:30

一带一路专场-新合作、新机遇引领油气行业新发展

同期活动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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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预登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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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前告知参观、采购意向，协助约见相关展商

组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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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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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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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10-5823 6537 / 6591

邮箱：visitor@zhenweiexpo.com

参观登记说明

1. 官网登记：www.cippe.com.cn

2. 微信登记：扫描右侧官方微信

3. 邮件登记：visitor@zhenweiexpo.com

4. 电话登记：010-58236591

展商Part:

1.展商通过扫码进入页面，搜索到各自公司页面，生成展商电子邀请函；

2.将邀请函链接转发到朋友圈、微信群等，邀请潜在观众进行预登记；

3.观众预登记人数达到指定数量，获取超值展商奖励。

观众Part：

1.观众扫码进入页面，通过公司名称、展馆、展品类别搜索感兴趣的企业；

2.可在任一感兴趣的展商页面进行预约参观，免费获取价值30元门票，还有机会

   获取展会会刊一本及精美礼品一份；

3.也可将链接分享给同事或行业朋友，在线获得cippe2019展商最新信息；

4.为您感兴趣的展商点赞、助力、分享使其排名上升，获取更多关注度。

咨询联系方式

010-5823 6537   010-5927 3852

Visitor Pre-registration

观众预登记Visitor Pre-registration

提前预登记

展商秀

团体参观，大波          等你收割！

官方微信

参观证件获取

观众注册成功后，至现场自助打印机处，凭登记手机号码，

自行打印参观证件。

2019年3月26日12:00前

预登记 免费
2019年3月27-29日

现场售票
人民币30元

2019年3月27-29日

现场微信注册

人民币20元

4种方式进行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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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预览  2019年 www.cippe.com.cn 参展商简介 Exhibitors

18个国际展团齐聚cippe，共谋行业发展！

苏格兰展团

美国展团

意大利展团 韩国展团 法国展团 英国展团

德国展团

加拿大展团

作为一年一度的世界石油装备大会，cippe已经成功举办18届。经过多年发展，cippe展会规模不断扩大，展商

质量持续提升，展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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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际展团亮相，展会国际化比例预计达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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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苏格兰馆将汇聚强大的公司阵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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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届展会参展的美国企业预计将达到200家，其中美国展团内企业预计40家，重点

展示范围涵盖油气勘探、钻采技术、天然气技术等各领域的装备技术与产品。

本届展会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VDMA）预计将组织近50家设备制造企业

亮相cippe2019，这将是迄今为止参加在中国举办的相关展会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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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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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CNPC-Alberta Petroleum Centre)预计将共同组织35家艾伯塔省企业亮相

cippe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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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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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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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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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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是中

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唯一的动

力装备研发制造企业和世界主流钻

井动力服务商。

济柴主要从事内燃机、压缩

机研发制造，以及动力装备相关

业务、其主导产品处于国内同行

业先进水平，广泛应用于油气勘

探、电站、工程机械、舰船等众多

领域，遍布全国油气田和32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同时出口到世界60多个国

家和地区。

新时代，新征程。济柴将继续弘扬石油精神，坚持做优做大做强，努力成为

国内领先、国际著名的动力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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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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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格锐特钻头有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专业从事特种钢材和金刚石材料的加工研

究，致力于石油装备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系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一级物资

供应商。公司生产基地位于河北河间省级开发区，占地40000㎡，拥有多台车铣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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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先进的设计手段、制造工艺、国际化的管理体系以及持续的技术创新，实现了

产品的卓越品质，得到国内外客户高度认同，与国内各大油田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产品远

销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中东、印尼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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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格锐特钻头有限公司

展位号：E2150

展位号：E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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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出口于国际市场，已销往世界60多个

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澳大利亚，中东，俄罗斯，欧

河北冠能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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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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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屑甩干机，并成功出口国际市场的中国制造

商。冠能固控目前已通过欧盟CE认证，环

境安全HSE认证，俄罗斯TRCU认证，也是国内连续通过美国石油协会API认证次数较多的

固控设备制造商。 公司已迈入国际化发展步伐，并在美国休斯敦，俄罗斯莫斯科建立了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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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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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积800余亩，建筑面积28.6万平方

米，生产面积25.5万平方米，在职员工

1500余人，是一家集制造、安装、调试

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致力于石油钻采

设备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研究、开

发和推广的股份制公司。

公司主导产品包括撬装钻机系列、

车装钻机系列、陆上修井机系列、拖挂

钻机系列、电动修井机系列、特种修井

机系列、泥浆不落地系列、自动排管系

统产品、营房等9大系列、60多个品种

以及各种规格的营房。

公司具有年生产150台套钻机、修

井机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一流、价格

优惠、售后服务周到，国内外建立了20

多个驻外分支机构和服务站点，提供全

方位快速、及时的设备维修配件保障及

培训服务。

欢迎世界各国用户前来公司莅临指

导和洽谈订货！公司愿与社会各界朋友

携手共进，开展钻井、修井工程服务，

合作共赢，共谋发展！

天津市东方先科石油机械有限

电话：022-2953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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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E2015

济南宝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始建于1987年（其前身为东矾硫石化配件

厂），专业从事泥浆泵、柱塞泵及其配件的研发和生产，距今已有30余年的

制造历史。我厂可生产适用于油田钻井、修井等作业的F系列、3NB系列、P

系列，功率范围为350~2200HP 的泥浆泵以及适用于油田固井、压裂、酸化

等作业，功率范围为600~2500HP的柱塞泵。可提供泥浆泵、柱塞泵所有配

件，如动力端配件：曲轴、齿轮轴、齿圈、十字头、连杆等；液力端配件：阀

箱、缸套、阀体座、活塞、活塞杆、介杆、卡箍、柱塞（固井/压裂泵用）等；

其他部件空气包、安全阀等。所有产品均严格按照API标准生产，可与世界

各大知名品牌泥浆泵的配件相互替换：Natiaona l,Oilwell,Emsco,Gardner 

Denver,Wirth,Bomco,Honghua,LSPE等，其性能满足或优于OEM标准。

展位号：E3620

济南宝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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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W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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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油井
展位号：W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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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3530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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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油科昊将亮相全球最大石油展cippe2019

一 年 一 度 的 世 界 石 油 装 备 大 会 —— 第 十 九 届 中 国 国 际 石 油 石 化 技 术 装 备 展 览 会

（cippe2019）将于2019年3月27-29日在北京顺义新国展举行。湖北中油科昊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将携手“创心科昊”理念亮相本届展会，展位号：E2105. 中油科昊专注于油气勘探

开发装备、油田环保设备的研发制造，并提供配套油田工程技术服务。

在本次展会上，不仅仅有成套固井、压裂设备、系列高压柱塞泵，油田环保设备等核心

产品的展出，届时我们将会向广大行业伙伴展示科昊人一如既往的创心与匠心：油田设备远

程运行维修诊断、故障预知以及大数据集成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智能化、信息化设备技术

服务。

中油科昊也将不忘初心，以科新服务，继续发挥全产业链优势，为国内外油气勘探开发

提供高效、安全、智能的产品与服务。欢迎您莅临现场（展位号：E2105）参观交流。真诚

期待您的光临，期盼与您携手共创未来！

展位号：E2105

杰利阳 展位号：E2130

杰利阳成立于1998年，是集压缩机制造与成橇、压缩机技术服务、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以及碳减排与利用为核心业务的综合型企业。

杰利阳压缩机业务一直与BHGE、CAT等世界品牌紧密合作。截至目前，已为中石油、

中石化、延长石油、壳牌石油、美国EOG资源、巴基斯坦OGDCL、MI能源、道达尔等国

内外用户提供了近300套压缩机组，分别应用于天然气储气库、集气增压、气举采油、煤层

气增压、二氧化碳注气、CNG、LNG、井口增压等多种领域。杰利阳在乌审旗设有压缩机

技术服务事业部，为国内外油气田提供压缩机和发动机的安装调试、维修保养、优化改造、

设备移机、整机大修、技术培训、配件供应、场站运维、设备租赁等服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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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采气、油田测

试等工程技术服务，为国内外油气田的高效开发提供有力保障。

碳减排与利用是杰利阳开展的新兴业务，以二氧化碳捕集、管道输送、驱油与封存

（CCS-EOR）等产业链一体化技术服务为发展方向；目前在二氧化碳增压与驱油工艺环

节，杰利阳已具备管道增压和井口注入工艺技术解决方案和成套设备供货能力。

杰利阳始终注重产品质量，致力于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而

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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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1115

雪佛龙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总部位于美国

加州圣拉蒙市，在全球超过180个国家有业务。其业务范围渗透石油

及天然气工业的各个方面：探测、生产、提炼、营销、运输、石化、

发电等。

雪佛龙品牌拥有139年的悠久历史，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也

是在改革开放后首批重返中国市场的国际能源品牌之一，雪佛龙非常

重视在华业务的发展。尤其是在与机械工业紧密相关的润滑油领域，

雪佛龙是世界上极少数能实现从基础油到添加剂全程自主生产的润滑

油生产商。多年来，雪佛龙与中石化等多家本土领军企业保持着紧密

而卓有成效的合作，同时构建了一整套产品研发、生产与销售服务体

系，为中国市场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润滑解决方案。

雪佛龙润滑油的销售、营销、生产及分销业务遍布全球各地，在

中国就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天津和香港。雪佛龙还通过其

在上海的合资企业在中国中部地区进行润滑油产品的销售。

雪佛龙金富力®和德乐®发动机油和冷却液在同类产品销量领先，并广泛地被普

通消费者、商业与工业客户以及原始设备制造商所使用。德乐品牌产品采用独特的

ISOSYN 专利技术生产，性能媲美合成机油，可大幅提高工业设备可靠性，延长换油周

期， 为客户节省维修保养成本。

本届展会，雪佛龙公司华南区工业油最具实力经销商之一——广州诺一贸易有限公

司将携雪佛龙多线品牌及产品亮相cippe2019。该公司专注于为燃气内燃机发电、垃圾

焚烧发电、火电、风电、新能源汽车、船舶海工、OEM及其他大型工业客户提供润滑及

过滤解决方案。

3月27-29日，北京顺义新国展，欢迎莅临E1馆E1115展台参观交流。
雪佛龙（中国）● Chevron China 

沙索（中国）化学有限公司作为世界领先的表面活性剂和脂肪
醇供应商，可为客户提供高性能的油田化学品。如环保型油基
钻井液基础油，钻屑及油泥清洗剂，井眼清洁剂，发泡剂与消
泡剂，气井泡排剂与泡排棒用填料，原油降凝剂，稠油降粘
剂，压裂助排剂及多种表面活性剂和脂肪醇等产品。同时，沙
索的高效表面活性剂适用于三次采油的多种技术（如二元/三元
复合驱，水气交替驱，热采，气驱等），并可根据区块情况定
制所需表面活性剂。

沙索（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www.sasol.com

展位号：W1445

阿克苏诺贝尔防护涂料(苏州)
有限公司

展位号：W1530

总部位于荷兰的阿克苏诺贝尔（AkzoNobel）是全球最大的涂料

公司，我们为全球工业与广大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创新产品，全情投

入为客户打造各种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集团旗下品牌阵容鼎盛，

拥有国际(International)、多乐士(Dulux)、新劲(Sikkens)等著名品

牌。公司的悠久历史可追溯至1646年，并已连续多年位踞道琼斯可持

续发展指数(DJSI)排名前列。

我们的业务是围绕着您的业务建立的。我们的宗旨无论您身处世

界何地,我们都可为您的新建项目或资产维护计划的各个阶段提供最高

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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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W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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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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致力于石油装备和新技术的开发。我们是有着扎实知识

基础和丰富油田服务经验的一个团队，志同道合，积极进取。我

们自主研发的多个专利技术产品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我们积极地

为国内外油田钻井作业提供高效的技术服务和备件服务，受到广

大客户的肯定和信赖。我们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帮助客户提高

油田钻井作业的安全和效率。

L o c a t e d  i n  B e i j i n g  E c o n o m i c - T e c h n o l o g i c a l 

Deve lopment  Area (BDA) ,  Be i j ing  JJC Petro leum 

Equipment Co., Ltd. is a certificated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with a branch facility in Tianjin, China, and a 

branch facility in Houston, USA.

We are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quipment and 

new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of oil and gas industry. We 

have succeeded in developing a number of patented 

products which are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leading level. We provide high-quality technical service 

and spare parts service to dri l l ing contractors. We 

share a common value and keep trying our bes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in achieving a higher standard of 

safety and efficiency in oil and gas drilling operations.

北京捷杰西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00

北京恒泰万博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定向井相关业务的全方位开发与技术服

务，是集无线随钻仪器的科研、生产及钻井工程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我公司具

有国内权 威的技术研发团队，专注于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MWD、LWD等无线随钻测量仪器。

Beijing HTWB Petroleum Technology Co., Ltd. is committed to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directional drilling Well related busines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Our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R&D team, focus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MWD, LWD and 

Resistivity Tools

北京恒泰万博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2440

展位号：W2448

北京普世科石油机械新技术有限公

司（简称“普世科”、“PSK”）成

立于2002年，总部设在北京，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是石油、天然气钻机

配套设备供应商，集液压盘式刹车、自

动送钻装置、石油钻机顶部驱动装置、

钻机电控系统及其它相关石油装备和配

件研发、设计、制造与销售于一体，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

    公司主导产品的核心技术是源

自中国最早研发的“石油钻机液压盘式

刹车装置”和“石油钻机顶部驱动装

置”技术，该技术是由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立项，分别由中国石油大学和

中科联华石油科学研究院开发而成。普

世科的研发团队既有来自国内最早从事

该项目研究的老一辈科学研究人员，也

有年轻一代的技术权威、专家及学科带

头人。公司已拥有主导产品核心技术专

利和软件著作权30余项，掌握了该产

品研发生产的50多项核心技术。

北京普世科石油机械新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E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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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虎石油 展位号：E2100

    油管输送机特点：    

1、整机安全可靠，操作简单，使用方便     

2、模块化设计，安装快捷，运输方便    

3、管具举升、下降速度快，运行周期可以满足施工要求     

4、极大地减少了使用工人的数量和工人的劳动强度

百勤油服 展位号：E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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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HK. 02178）。其主要服务包括井工程总包、钻井、完井、生产、一体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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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540

展位号：E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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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院士工作站等高规格的研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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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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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氏船级社等多项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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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广汉石冶机械有限公司坐落于广汉市佛山路西段，自2003年成立以来一直不懈发展，专业从事钻采设

备重要部件、石油设备的生产及维修。公司拥有6000余万元固定资产，职工团队220余人，高级工程技术人员

26人，生产运营良好，企业实力雄厚。

公司主要生产风/水冷式电磁涡流刹车系列装置40、50、70、90，并成功研发出送钻型电磁涡流刹车并获

得专利，F800-1600泥浆泵及泵组，15KW、11KW、7.5KW、5.5KW泥浆搅拌器系列；ZP495、ZP375、

SZP275、ZP205、ZP520、ZP175转盘；500-2200曲轴、机架总成2200、1600、1000、800、500及整

体绞车、整体并车传动箱，并常年承接以上产品的维修和改造。先后为中原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西南钻井分公司、

中原1公司、中原2公司、中原3公司、中原4公司、长城钻探、西部钻探、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几

十个钻井队大修各型绞车、并车传动箱（联动机）、天车、大钩、游车、泥浆泵、减速机、转盘、电磁涡流刹车

等设备及其它零部件加工。公司还拥有一支上钻井队现场服务的专业队伍，直接高效的为客户解决设备问题。

四川广汉石冶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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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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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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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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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华能石化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扬石机械”）始建于1974年，是一家专业

从事高端智能油气成套装备设计、研发、制造、改造升级及工程服务的企业。公司占

地39000平米，其中生产车间占地20000平米;拥有大型机械加工生产线及国内最先

进的全自动真空热处理生产线；同时拥有走在行业前沿的尖端高新技术团队。产品从

设计到制造，严格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公司已获得得美国石油协会API Spec 7K﹑ 

API Spec 8C产品认证并享有会标使用权。

扬石机械，以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高端智能油气装备提供商为目标，通过技术

创新，让能源开发更安全、高效、智能、环保。

北京科纳石油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多年从事数控测井设

备开发和制造的仪器公司。曾先后推出DF-1数控测井仪、

DI-1综合数控仪和SKN-3000综合数控仪等代表国产数控

测井水平的地面设备。公司最早成立于1994年，以DF-1数

控测井仪享誉测井界。

扬州华能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科纳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2038

展位号：E3786

瑞丰石油 展位号：W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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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

持勤奋、求实、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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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专业化的完井解决方案，已发展成为国内

一流专业完井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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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各类封隔器、防砂工具、注水工具及筛管等工具，种类齐全、技术

先进。

瑞丰石油每年为油田提供400余井次完井技术服务，并在防砂技

术服务方面创造了数个国内第一。瑞丰以技术领先，服务高效，实力

雄厚，诚信合作，获得业界的广泛认可。

展位号：W2595

展位号：E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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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芯乐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3615

展位号：W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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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航天科技与人工智能技术完美应用于抽油机智慧化采油技术当中，实现 “精准

监测”“精确诊断”“精细控制”，无需后台干预仅通过驱动端即可实现单井载荷、产量、

能耗、动液面、平衡等生产数据全数字化实时在线监测，智能计算井下产量使抽油机智慧化

“高产高效”运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不停机短周期间高效歇采油方法开创了抽油机脉冲

调参新模式已成为全面替代常规间歇采油的颠覆性技术，开创了人工智能举升新时代。同时

公司研发的抽油机衡功率控制技术（柔性降载超宽调参技术）、螺杆泵扭矩随动控制技术、

潜油柱塞泵柔性驱动技术、超长抽油机载荷随动控制技术等专有技术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恒丰赛特实业（上海）

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进口

产品代理及自主产品研发、生

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我们主要

从事进口产品的代理及液压系

统设备的销售，产品主要涉及

电力、铁路、化工、石油、民

航、医药、食品工业风力和光

伏发电等多个行业。

恒丰赛特实业（上海）

有限公司努力与广大用户共同

成长，携手共创美好明天。

哈尔滨索菲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恒丰赛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W1608

展位号：W2657

展位号：E1390

展位号：E3268

展位号：W2520

中德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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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W2365



23A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展前预览  2019年www.cippe.com.cn参展商简介Exhibitors

展位号：W1938

展位号： E3385

珠海市福尼斯焊接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756-3359988/0756-3359933（传真）

邮箱：funisi@simecogroup.com.cn

网址：www.fronius.com.cn

福尼斯（南京）表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025-84155608/84155808

邮箱：cladding@cowinweld.com

南京华洲新材料公司有限公司位于南京市高淳区，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是南京红太

阳集团与华中科技大学合作成立的一家科技创业公司。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新型缓蚀剂、

杀菌剂及硫化氢吸收剂等油田化学品和炼油助剂。通过利用我集团公司的烷基吡啶副产资源

优势，结合华中科技大学的专有技术，开发出系列复合吡啶季胺盐型缓蚀剂和杀菌剂。国内

市场上，与各大油田配套服务企业及大型民营油服公司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国外市场上，

产品远销美国、俄国斯、加拿大、中东及南美地区等。

展位号：W1253

展位号：E2028

南京华洲新材料公司



24A

振威展览股份出品

展前预览  2019年 www.cippe.com.cn 参展商简介 Exhibitors

稳恩佳力佳（北京）石油化工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2009年与稳恩企业有限

公司（香港）合资，主要从事石油化工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及销售，北京市高新

技术企业，并与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共建有燃油加油机型式评价实验室、燃油加油

机OIML实验室和燃油加油机环境实验室三个国家级实验室。厂区总建筑面积达一万余平方

米，其中包括年生产能力在一万台以上的现代化加油机装配流水线、生产车间、公司享有驰

名的“稳牌”合法注册品牌；目前是中国石化销售事业部加油机入围供应商，中国石油电子

商务网上物质供应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物资油料部装备加油机类供应商，总后

勤部加油机国军标制定参与单位。

1、云系列第II代智能多媒体货柜式加油机 2、云系列第III代智能多媒体加油机

稳恩佳力佳 展位号：W3060

展位号：E3365

展位号：E3336

展位号：E2210

广东润华化工有限公司，始建于1993年，前身为广州市润华食品添加剂有限责任公

司，专业从事司盘、吐温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2011 年，润华化工选址广东省

清远市华侨精细化工工业园，致力打造出一座拥有国际化标准的全自动生产线和先进检测设

备的现代化生产基地。工厂严格按照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 犹太（Kosher）认证以及清真（Halal）认证体系的要求进行全流程控制管理，切实令

客户体会到了用者无疑、食者无虑、饮者无忧。

历经23年，润华创立了自主品牌“华纳”，凝聚了一支拥有二十多年研发和生产经验

的团队。公司以优质，安全，高效赢得了良好市场口碑。公司年产能达3万多吨，产品应用

涉及食品、医药、纺织、工业、农业等100多个行业及领域，销售网络遍布亚洲、欧洲、非

洲、美洲、澳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奉行“专注生产，用心服务”为核心价值，秉承以客户需求为核心的理念，在开

拓市场的同时，更专注于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高质量的客户服务。针对指标个性化需求的客

户，我们设有定制服务，协助客户解决产品调试、使用等疑难问题，深受国内外客户好评。

展望未来，公司将继续巩固和提高品牌影响力，积极推进从传统型制造商向服务型生产

商的转变，通过互联网平台带给您更便捷、更省心的服务体验。

广东润华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英德市东华镇清华园精细化工基地金南二路七号

网址：www.gdrunhua.com    电话：020-36293412 / 87568805 / 85519649

E-mail：gdrh@gdrunhua.com

郑州金时机械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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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不仅销往胜利油田、大庆油田、青海油田、吉林油田、

中原油田、吐哈油田、塔里木油田和四川普光气田，还出口到美国、加

拿大、沙特、也门、土库曼斯坦等国家，并被国外国家钻井公司指定为

首选产品。

我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具有研究、设计、开发各种钻井固控设备的

能力。固控系统制造方面的专用设备，如喷砂抛丸除锈装置、剪板折弯

机、水泵测试系统、震动数据采集器等，均是最近两年投放市场的高科

技、自动化程度比较高的新设备。该生产基地不仅能够满足除气器、振

动筛、离心机的生产需要，同时，也完全具有砂泵、除泥清洁器、除砂

清洁器、循环罐等全套固控产品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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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 Compression® 为全球往复式压缩机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其服务已经在全球范

围内的往复式压缩机上得到了有效验证。Cook Compression可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压缩机部

件，包括：气阀、填料盒、填料环、活塞环及支撑环、刮油环、活塞及活塞杆。在超过100

多年气体压缩机行业的运作中，我们积累了出类拔萃的技术能力和服务经验。我们精通的不

仅是机械装置，同时还对炼油、石化、集输气、空分、化工等流程装置了如指掌。

Waukesha Bearings® 沃科夏轴承公司™ 是一家世界级创新工程流体油膜轴承技术的

领先企业。其在工程专业方面的知识优势使我们产品在持久性方面让其他厂家无法企及，因

而赢得了众多美誉 。Waukesha bearing旗下拥有以下几个子品牌：

Bearings Plus® ，其为油膜轴承和密封件提供专业维修、更换和升级服务。Bearings 

Plus®擅长诊断问题并跟进定制方案，从而将关键的涡轮机械恢复到最佳性能。我们使用专

用轴承、阻尼器和密封件，以提高各种工作条件下的效率和使用寿命。

Waukesha Magnetic Bearings® 在应用于大型涡轮机械和其他高性能转动设备的定制

设计磁力轴承系统行业处于领导地位。

Inpro/Seal® 始终致力于提供创新的密封解决方案和出色的客户服务。其技术提高了旋

转设备的可靠性，并通过延长平均维修间隔时间 (MTBR) 真正节省了客户成本。

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油钻具设计、制造、检测、维修为一体的专业石

油装备制造企业。

公司拥有国际领先的美国MTI惯性摩擦焊机，美国国民油井生产的管端镦粗加厚机，厢

式全自动整体热处理炉，接头锻造，斜床身大型数控接头加工车床等设备。产业链完整，是

国内国际为数不多的集钻杆接头、管端镦粗、管体热处理、摩擦焊接、耐磨带敷焊等为一体

的钻具加工企业，可生产国标、美标、俄标、欧标等各种规格型号的钻具，还可根据客户需

求设计、制造特殊规格的石油钻具、煤层气页岩气钻具、地热钻具、非开挖及地勘钻具。

公司始终奉行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的宗旨，希望与海内外各界朋友交流合作。

立足产品质量，解决客户需求。

朗威人愿为全球能源建设奉献力量！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

年，位于湖北省荆州市，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发

展成为集石油与天然气完井工具研发、生产制

造、售后服务及市场销售于一体的石油工具专业

化公司。自公司创立以来坚持以“创新设计、精

细制造”为基础，“为全球客户提供一流产品、

一流服务”为公司质量方针，不断自我完善。公

司现有厂房面积10000多平米，员工200多人，

其中技术研发人员40多人 。取得挪威船级社

（DNV）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并被评

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截止目前发明专利14项，

实用新型专利43项。

江苏壹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大丰市经济开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高温等静压

涂层工艺制作的特殊压射室（熔杯、料筒）和压射头（冲头）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和服

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有全套完善的进口设备并引进世界唯一技术--高温等静压涂层工艺，从而保证产

品的超高品质和超长寿命，目前产品主要应用在东芝，东洋，宇部等日本著名压铸机上，为

国内客户带来高性价比的福音。

   公司组织和培养了一支拥有丰富实战经验的核心团队，公司以“诚信、创新、效率、

服务、共赢”的经营理念，始终追求“诚信在先，质量为本”的经营方针，不断进行技术创

新和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为客户提供更好、更多的高品质产品和专业服务。

都福集团麾下的美国百士吉泵业集团（PSG®），总部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Oakbrook 

Terrace，是全球领先的正排量泵产品和技术的供应商，为需要安全、高效及可靠的输送重

要及高价值物料的客户提供泵产品和系统。美国百士吉泵业集团拥有全球范围内的业务经营

和分销网络，是一家财力雄厚的一体化跨国公司。

百士吉致力于为各行各业客户提供解决方案。我们的核心竞争力跨六大市场，涉及全球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能源、卫生、电力、加工工业、水/污水处理，及太阳能半导体

行业。旗下品牌包括Abaque，Almatec，Blackmer，Ebsray，Envirogear，Finder，

Griswold，Mouvex，Neptune，Quattroflow，RedScrew，Wilden。

当前的商业环境要求工业解决方案供应商提供的泵和系统能够：降低消耗、提高效率和

产量、智能及环保。为解决这一挑战，百士吉始终将“一家公司，一个客户”的理念作为其

价值及决策核心，旨在为客户带来最佳体验。百士吉的核心价值及信念，源于我们对安全、

质量、交付进度、成本及健康的不断追求。

展位号：W1435

美国百士吉泵业集团

江苏壹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W3510 展位号：W3355

浙江明贺钢管有限公司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中厚壁无缝钢管生产企业之一。主要

产品：石油钻采的钻杆、钻铤、加重钻杆，机械用管，轴承用管，锅炉用管等。

具 备 调 质 、 正 火 、 退 火 等 各 项 功 能 ， 热 处 理 外 径 6 0 - 3 5 5 m m ， 壁 厚

6-50mm，长度6-12米的Q125、P110、L80-13Cr、L80-9Cr、N80-Q、

1340、4140、4130、4145H等，覆盖所有高钢级无缝钢管的生产能力。

浙江明贺钢管有限公司
展位号：W1440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1608

展位号：W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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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W1350

无锡世联丰禾石化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锡澄路堰桥北段28号-18

电话：0510-88739666   传真：0510-88360988

邮箱：slfhwx@163.com

双金属螺杆泵（定子、转子）采用特殊钢

材制造极大提高了耐磨和运行寿命。具有

支持冷、热流体（370℃）、蒸汽通过定

子实现蒸汽吞吐、适应粘度范围广最高

50℃工况下(50000 mpa.s）等特点。

展位号：W2115

 苏州允锐液压设备有限公司是台湾油力在苏州的全资子公司！而油力是一家有

四十多年液压阀类生产经验的公司！业务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近几年在加大力度

开拓国内市场！与国内的各行业排名前几的厂家都有项目合作！

本次参展产品有整体式多路阀，分片式多路阀，负载敏感比例阀以及远端控制

手柄！产品在工程机械，矿山设备，石油机械，农业机械，市政及环卫行业都有广

泛运用！

油力公司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及专业而优秀的设计团队，公司完成了从最初的

生产标淮产品，到现在为客户设计及定制整套的电液控制集成方案，追求液压技术

创新及突破是油力公司的精神，在做新产品的研发及投入上更是精益求精！

油力油压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允锐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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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WE Hydraulik SE于1949年在慕尼黑成立。创新理念，高端质量和热忱的

态度使其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个2100多人的企业，在全球有30多家销售代理，其

中包括14家全资销售子公司。哈威的产品种类不断扩大，除标准阀外，公司还生产

适合各种专业用途的元件，如加紧模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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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哈威在上海成立代

表处，迈开了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哈威油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于1998年

在上海成立，从事哈威产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并根据客户需求设计、生产液压系

统。哈威中国拥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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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哈威液压将第四次亮相cippe北京石油展。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cippe北京石油展已成为亚洲最大石油展，被业内企业和专业人士

视为石油石化行业最高品质的展会之一，是每年必须参加的重要活动。展会为企业

和用户间提供一个沟通、学习、合作和贸易的专业平台。在本届展会上，哈威液压

将重磅展示KA紧凑式泵站、全球适用的防爆阀等产品。

HAWE Hydraulik SE 展位号：W1720

展位号：E3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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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亚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

亚）成立于2006年，总部位于上海，股票代码：

836939。宝亚秉承“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企

业理念，让让使用者更安全，让企业更安心，让社

会更安定。公司生产研发的各类呼吸保护类产品广

泛用于石油、石化、消防、电力、钢铁、市政、核

电等领域。宝亚拥有各项技术专利近百项，是一家

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呼吸保

护解决方案供应商。

宝亚一直坚持技术的持续创新，截止到2018

年，宝亚拥有技术专利百余项。宝亚荣获了“上海

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上海浦东新区企业

研发机构”等多项荣誉称号。宝亚正压式空气呼吸

器被上海市科委认定为“上海市重点新产品”、

“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成果转化产品”，荣获“中

国消防协会科学技术创新一等奖”。宝亚拥有独立

研发实验室，核心团队由国内外呼吸防护研究领域

的资深专家和高级工程师组成。在科技创新方面，

宝亚始终走在行业前沿，参与国家、行业标准的起

草和每年修订工作。2016年至2017年，宝亚研发团

队先后承接了三个国家“十三五”课题。

阿奥艾斯海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致力于为船舶与海洋行业提供客户满意的增值服

务及解决方案，公司专注于油气工艺设备撬块和模块的工艺设计、项目管理、采购、装配集

成、售后服务等。

阿奥艾斯海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与业主，承包商，工程咨询公司合作，并与世界一

流的国内外公司携手，提供先进专业技术，为客户解决复杂的工艺设备系统设计。

阿奥艾斯成员拥有多年船舶和油气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工程业绩，优质产品和经验团队的

组合，为客户提供工艺设备系统设计的高端服务。

我们有经验的团队成员和高效的ISO质量管理体系，可以满足您的要求，能为您提供经

济高效的解决方案。

ROSO在自身发展的同时，非常重视培育自身的企业文化。

公司价值：公司一直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观，重视员工专业技能的培养和专业素质的提高。

公司理念：We put your first and keep your ahead!

公司精神：团队、务实、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

公司目标：建立高效的专业化团队，为客户提供经济高端的服务。

展位号：W1310

展位号：W2455

展位号：W3350

展位号：E3285

新余飞虎管道技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新余飞虎管道---带压开孔、封堵设备制造领先者！

新余飞虎管道技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管道不停输带压开

孔、封堵系列产品研究、设计和生产经营的专业技术企业。公司目前拥有十

多项技术专利，在管道不停输带压开孔、封堵作业领域中同时创造并保持着

DN2600超大口径折叠式封堵世界记录。盘式封堵技术能够对超高压管线进

行不停输带压开孔封堵，最高封堵压力14.0MPa。

飞虎管道为中石化全球供应商网络成员，产品销售网覆盖全球20多个国

家和地区，全球性供应商达到进一步完善形成。管道设备资源统一调配、高

效利用，满足需求者一站式购齐的愿望，为您的管道系统保驾护航。

飞虎，始终以精工品质和专业服务为核心价格追求，致力为国内外客户

提供优良精准的产品和服务。

威霖贸易公司成立于1995年，专营高质量的合金粉末和焊接材料。产品主要源自欧

美，质量可靠。公司拥有多名资深焊接工程师，为客户提供可靠的技术解决方案和满意的售

前、售后服务，是国内知名的专业焊接公司。 

应用威霖产品的行业包括发动机气门、玻璃工业、钢铁轧辊、石油化工、压力容器、建筑

安装、船舶工业、核电站、火电站等。

展位号：E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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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盛能源机械制造河北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及销售于一体的石

油专业机械产品的大型企业。公司专业生产固控设备及成套泥浆净化系统，主要产品

包括：振动筛，真空除气器,泥浆清洁器，除砂器，除泥器，离心机，甩干机、泥水

分离系统、砂泵、射流混浆装置、搅拌器、液气分离器，电子点火装置、泥浆罐、水

罐、油罐等。    

科盛能源 展位号：E2185

1.电缆保护器（电缆卡子）。

我公司现在可以生产各种规格的电潜泵电缆保护器，通常也叫电缆卡子。公司主要生产

冲压式电缆保护器，公司产品质量要求高，现在可以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公司产品对标欧美

一线品牌产品，外观精美，质量可靠。

2.套管扶正器。

公司现在可以生产常用各种类型的套管扶正器，包括：整体式弹性套管扶正器、编织式

弹性套管扶正器、焊接式刚性扶正器、一体冲压式刚性扶正器、铸造刚性扶正器、树脂套管

扶正器等。而且公司现在已经取得API 10D 证书，欢迎国内外客户咨询。

山东优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81

展位号：E3310

产 品 广 泛 应 用 于 ：

石油天然气钻井，非开挖

（ 定 向 穿 越 、 顶 管 、 盾

构）工程，煤层气、页岩

气开发、钻井废浆处理、

河道清淤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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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在石油防爆领域，先后成系列完整地开发出增安和隔

爆两大类型的各种信号类及电源类防爆连接器。这些产品长期被国内各大石油设

备主机厂及配套商所广泛采用，同时该类产品也不断地随着这些成套石油装备远

销俄罗斯、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家。永贵所生产的各类防爆产品，均取得了相

关防爆认证和生产许可证，在国内同行业中取证最全，市场份额占有量达到40%

以上。

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55

展位号：W2776

天津迪恩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迪恩流体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天津市南开区，是意大利dnp快速接头

在国内指定的办事处，dnp已经为液压行业生产超过4000种不同型号，以及

超过70个系列的快速接头，本公司提供的液压快速接头广泛用于冶金，船舶，

军工，消防，航空，医疗，电力，石油，工程机械，建筑机械，农业机械等领

域，并且我们的产品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除dnp之外，我们还提供自己研发

设计的自主品牌快利得QLEAD，给客户提供不同的方案

选择。我们始终相信优质的品质、优质的客户服务、短

的交货期和合理的价格，合理的选型是客户满意和长期

合作的基础。

TD350--高温、高强度、高弹性密封新材料

稠油热采井井筒高温密封技术一直是制约国内外稠油油藏提高石油采收率的关键性难

题，也是目前衡量稠油热采核心工艺——蒸汽吞吐、蒸汽驱注汽质量高低的主要考核指标。

天鼎联创密封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依托中石化胜利油田“热采井安全高效

作业技术研究项目”形成的世界首创井下高温封隔技术和井下开关控制技术，通过了中石化

科技部组织的专家鉴定，鉴定结果充分肯定了该套技术提高稠油油田石油采收率的突破性进

展，认为其“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了稠油热采井密闭注汽、密闭循环降温井筒及保温生

产工艺，提高了单井产能”。据天鼎联创总经理宋炜介绍，该TD350材料采用几微米到二十

几微米的膨化预氧丝为基材，通过在其分子矩阵内加入纳米级的交联剂链接矩阵，并融入

核基石墨增强其耐腐蚀性与润滑性，形成一种新型的能够耐高温高压的高强度高弹性复合材

料。其最高稳定工作温度可达到360℃、压力可达25MPa，“井下环空密封最高耐压甚至可

达到60 MPa，且密封筒基本完好无损。”

展位号：W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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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递升产品

质量检测手段，奠定良好的基础，除了必备的检测设

施外，公司还配备了热处理车间、粗加工车间及精加

工车间，为南工公司广拓市场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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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350

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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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远度科技有限公司系启迪控股旗下企业。团队规模100余人,其

中研发团队超过80人,均来自国内外重点高校及相关行业。公司持续探

索无人机与新兴前沿技术的融合创新，致力于成为全球顶尖的无人驾驶

航空器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

展位号：W3335

展位号：E3740

展位号：W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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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北京国际防爆电气技术设备展览会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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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化工厂内，又或是其他任何被归类为危险场所的地点

时，都应使用适用于危险场所的设备，否则一旦发生火

灾甚至爆炸，不仅会造成人员或财物的严重损失，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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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在有这些介质的地方，按照有关规范、标准和规

定，正确选用合适的防爆电器，是保证安全生产、防止

爆炸和火灾发生的重要措施。防爆设备检测及现场检查

已经成为石化企业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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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爆管理经验、防爆设备、爆炸保护、特种设备和爆炸

监测预警技术，切实提高监管人员和涉爆企业对工业爆

炸危险的防范意识，有效遏制工业爆炸事故的发生。

Cippe2019特设防爆展区，不仅拓展展会专业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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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ppe防爆专区

展位号：E3710

展位号：E3300

创正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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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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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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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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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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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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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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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3830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55展位号：E3720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防爆电机、起重及冶金

电机、局部扇风机、屏蔽电机（电泵）的创始厂和主导厂。

产品主要用于石油、化工、煤炭、冶金、交通、水利、电

力、核能、航天、粮食、军工等领域。为我国人造飞船、卫

星、火箭发射、核电站、核反应堆、葛洲坝、三峡、南极长

城站以及军事工业等高科技领域提供了可靠的驱动力，作为

我国特种电机的龙头企业，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地方经济建设

作出了突出贡献。

方圆广电检验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方圆广电检验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质检总局组织

的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承检机构、国家认监委指定的3C

强制性产品认证实验室，可开展音视频产品、信息技术设

备、照明电器、无线通信设备、家用电器、电气附件、防爆

产品、电池、小功率电动机、电动工具、焊接设备、变压

器、电线电缆、光纤入户、医疗设备、轨道交通电器等产品

的安全、性能、能效及电磁兼容等认证、检测服务。

展位号：W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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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1970年，是我国爆炸危险环境防爆安全领域唯一的科研检验机构，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全国企事业知识产权试点单位、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站单位、省高新

技术产业基地骨干企业、河南省电气防爆安全重点实验室、河南省防爆工程研究中心。

主要开展以下业务：

■电气防爆安全技术研究

■防爆电气产品研发

■防爆电气产品检验,颁发防爆合格证；煤矿安全标志产品检验

■防爆电气国家标准制修订

■防爆电气产品生产许可证技术审查

■全国防爆电气行业发展规划制订以及行业管理 

■现场防爆安全检查

■编辑出版国家级《电气防爆》期刊 

获得的部分授权资质：

国家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CQST）

IECEx  TL国际实验室

美国能源部电动机效率实验室（NVLAP）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

防爆电气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部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认证中心（CNEX CB）

中国防爆国际认证中心（IECEx认证、欧盟ATEX认证）

CNEX-GLOBAL B.V.( IECEx  CB、ATEX NB)

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IEC TC31技术委员会 中国办公室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防爆电机分会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防爆电气技术专业委员会

IECEx RTP 国际认可培训机构

爆炸性环境防爆安全（现场）检验机构

《电气防爆》编辑部

南京安佰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LED防爆及专业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江苏省中小型科技企业，中石化、中石油物资装备

注册供应商。

展位号：W3024-2

南京安佰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我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LED防爆灯取得发明专利等多项技

术专利，产品相继应用在中石化胜利油田、江汉油田、江苏油

田、华东石油局；中石油渤海钻探、川庆钻探等大型油田钻探

企业。

近年来，我司相继通过欧盟权威认证机构NEMKO和

INERIS的检验和认证取得ATEX防爆证书。我司专业优质的产

品受到国际上大批高端买家的青睐，并批量出口到俄罗斯、中

东、中亚、拉美等主要产油国。

产品简介

您可以

      信赖的安全

展位号：W1535

吴江天吴特种安全阀有限公司

吴 江 天 吴 特 种 安 全 阀 有 限

公司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汾湖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致力

于粉尘防爆设备、压力容器、常

压储罐及压力管道泄压保护产品

的开发设计，专业生产各类安全

阀、呼吸阀、阻火器、紧急泄放

阀、无焰泄爆装置、隔爆阀、火

花探测熄灭装置、安全监测、火

灾保护等产品。

展位号：E3811

展位号：E3730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CNEX）

展位号：E3200

产品检测：0377-63258564

现场和培训：0377-63258398

伊顿防爆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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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油气管道大会

3月在京举行
2019年3月27-29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第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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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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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年一度

的世界石油装备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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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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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W3078

电液执行器 气液联动执行器

展位号：W1960成都迈可森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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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渤海防爆特种工具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柯安盾安全设备有

限公司
展位号：W2379

展位号：W1470

展位号：W3537

展位号：E3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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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亚洲海工盛会三月在京召开

第九届北京国际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展览会（北京海工展

CM2019），将于2019年3月27日-29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新馆)举办。本届展会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中国海

洋工程咨询协会、中国船级社、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船东协

会、振威展览集团联合主办。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是《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重点领域

之一，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高端装备制造业

的重点方向，是国家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础和支撑。工信

部等八部门提出到2020年，我国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专用化、

系列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不断加强，产品结构迈向中高端，

力争步入海洋工程装备总装制造先进国家行列。

北京海工展（CM2019）将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

加拿大、意大利、俄罗斯、韩国、丹麦、荷兰等18个国际展团

亮相。以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船重工、中国航天、中国

船级社、中集来福士、杰瑞、科瑞等为代表的国内龙头企业，以

斯伦贝谢、埃克森美孚、俄气、卡特彼勒、康明斯等为代表的国

际一线品牌，将深层次、多角度的展示当前海工装备领域最新的

产品与技术。

同时，本届展会汇集了挪威乌斯坦、法国波邦、荷兰凡诺

德、中国远洋、中海油服、中外运长航集团、中远船务等在内的

众多全球知名海工船船东前来参观，并在展会上寻找合适的供应

商与合作伙伴。届时，还将有上百个国内外专业采购团进场洽谈。

北京海工展（CM2019）深知行业发展需求，将开设无

人机及水下机器人展区、防腐新材料展区和发电机组展区。海

虹老人、东方先科、康姆勒、未来机器人、行知行、上海汉深

等行业内知名企业悉数参展，将引领全产业链科研机构及企业

参与，为中国海工装备市场打造采买一体化、供需全面对接的

专业展示沟通平台。同期还将举办“2019北京海工高峰论坛

（2019Beijing Offshore Conference）”，邀请权威专家、

名企高管莅临现场，共同探讨行业热点问题，为海工从业者搭建

更加全面的技术、学术、管理经验交流平台。

北京海工展（CM2019）将延续精彩，为海工装备制造业

的崛起提供更为专业与细致的服务，促成更多经贸合作项目，实

现互惠共赢，期待您的关注与参与！

2019年3月27-29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北京海工展

Beijing 2019

Website: www.ropers.com.tw
Tel：（86）592-6316657
E-mail: info@ropers.com.tw

展位号：W1555

展位号：W3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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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的合作团队 
 免维护 
 加急1天出厂 
 定制流量 
 低泄漏 
 无油 
 更换简易 
 防爆 NEC, ATEX, IECEx, GOST 
 最大150L/min采样 
 各种复杂监测环境 
 防腐蚀 
 Zone/Division II  

60年经验-采样和流程工艺的专家 

超过60年，为满足客户采样需要，ADI为气体分析行业提供

了高品质的隔膜泵。结合我们合作伙伴，我们同时提供高可

靠性的解决方案，缩短研发流程，降低费用。ADI同时改变

同尺寸的偏心距，设置不同的性能和交付参数。 

 

我们保证提供给您方案，以您希望的方式，要求的速度传递

你的气体！ 

索悟电气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张楠 Constant 
手机:  +86 137 6110 0720 Made in  

描述 

Division I Group B 
Zone 1 IIB + H2 
 

Zone 1 EExd IIC  Zone 1 EExd IIC  NEW—Division I Group B 
Zone 1 IIB + H2 

压力阀 浮动齿轮 油阀

ALL SPRINGS ARE NOT EQUAL®

（并不是所有弹簧都一样）
与普通圆线弹簧相比，在保持相同弹力和变形量的同时，斯迈利波簧将弹簧高度降低了 50%。 

斯迈利标准波簧有不锈钢和碳素钢两种材质可供选择。需要定制非标弹簧？没问题！ 
我们会根据您的应用需求为您提供材质适合且称心如意的弹簧。

普通圆线弹簧 SMALLEY® 波簧

弹簧高度降低  
50%

免费样品： 
致电 +86 22 8895 6811
或登录 smalley.cnTHE ENGINEER’S CHOICE®（工程师的首选）

展位号：W1582

展位号：W1206

展位号：W1748

展位号：W3370

展位号：W1238

江阴久盛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海底柔性管、海底电（光）缆等各种海底管线防

护方案设计及产品。

公司地址: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璜溪路116号
网页:www.jyjskj.com  电话:0510-86530580
邮箱:sales@jyjskj.com

展位号：W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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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北京国际天然气技术装备展览会

2019年3月27-29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The 9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Natural Gas Technology & Equipment Exhibition

China Dream，Blue Sky Dream

北京国际天然气技术装备展览会（CING）自2011年举办首届以来，每年一届，

至今已经成功举办8届。CING覆盖天然气全产业链，凭借丰富的国内及国际油气行业

资源，以及多年来对展会的深耕细作，CING已经成为备受业内好评的专业天然气行业

贸易交流盛会。

作为2019年春节后国内举办的首个大规模天然气行业

专业商展，CING将是业内同仁商务交流、业务洽谈不可错

过的一站式高效服务平台。

展位号：E1212

展位号：W3710

山东多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多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气体报警

器，气体检测仪，有毒、有害气体探测设备及系统工程

的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

多瑞电子资质齐全，先后取得了防爆证书、产品型

式批准证书、生产许可证、检验证书、校准证书及修理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等；多瑞电子还具有自营进出口

资格，并通过了国际质量体系ISO9001：2015认证。

产品广泛应用于燃气、石油化工、煤炭、电力、制药、

楼宇、矿井、治金焦化等行业以及家庭生活当中。

多瑞电子为你的生产、生活保驾护航！

展位号：W3530

一年一度的国际天然气大会一年一度的国际天然气大会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Natural Gas Event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Natural Gas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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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W1455

展位号：W2330

九江金鹭硬质合金

有限公司

武汉三江航天远方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是2011年10月由厦门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与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国有控股企业。

公司注册资金4亿元人民币，一期总投

资8亿元人民币，占地312亩。2014年

4月建成投产，公司现有年产4500吨

钨粉末产品，1000吨硬质合金产品生

产线。

简称“远方公司”，系中国航天三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航天三江”）的全资子

公司，成立于1993年，现有注册资金2亿元，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和湖北省知识产权示

范建设企业。

远方公司致力于“清洁能源、石油仪器、智能环保和军民融合”四大业务领域开

展的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和技术服务，成功研制了微型移动液化装置、橇装系列LNG

加注站、系列智能分布式天然气供气装备、新型LNG储罐、电缆输送自排液式分层测

展位号：W2480

展位号：W3065

展位号：W3045

江苏盛伟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1) 钻头用硬质合金

2)泵用硬质合金

代表处：黄埔区延安东路175号旺角广场15A07室
电话：021-52980791   传真：021-52980790

工厂：大连市开发区双D港双D6接2号

电话：0411-87549670  传真：0411-87549679

展位号：W3725

压取样仪、井下电子压力

计、卸油防溢阀、二油气

回收装置等产品。拥有现

行有效专利81项，其中发

明专利8项，产品和服务

得到用户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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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一号馆
北京永兴精佳仪器有限公司
Beijing yongxing jingjia instrument co. LTD
展位号:E1101 展位面积（平米）:18

济南凯翔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Ji’nan Kaixiang Petroleum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10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井泥浆泵配件；石油钻机、修井机。

北京固本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Koobe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1105 展位面积（平米）:18

石家庄冬利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SHIJIA ZHUANG DONGLI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10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配件

沈阳新石科技有限公司
ShenYang Senso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111 展位面积（平米）:18

波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Bolting Machinery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E111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扭矩扳手，智能液压扭矩泵，电动扭

矩扳手,气动扭矩扳手,充电扭矩扳手,法兰调整工具,螺母破

切器,液压油缸

广州诺一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E111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透平油，液压油，工业齿轮油，合成工业

齿轮油，空气压缩机油，柴油发动机油，各类润滑脂等

淄博鸿润新材料有限公司
ZIBO HONGRUN NEW MATERIALS CO.,LTD
展位号:E111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陶瓷缸套、陶瓷结构件

广州东塑石油钻采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ongsu Petroleum D&E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111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喷器控制装置

上海倍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Beisheng Mech. & Elec. Tech. Co., Ltd
展位号:E112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阀门、压力表

浙江迪特高强度螺栓有限公司
ZHEJIANG DITE HIGH INTENSION BOLT CO.,LTD
展位号:E1125 展位面积（平米）:9

武汉鼎业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Wuhan Dingy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112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密封及相关密封，高温防护及保温，

在线堵漏及预防，修复、防腐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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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六合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LIUHE GREATNESS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1132 展位面积（平米）:18

河北中荣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Hebei zhongrong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112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螺杆钻具、修井的螺杆钻具、侧钻开

窗工具、磨铣工具及井下作业工具

三江瓦力特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SANJIANG-VOLAT SPECIAL VEHICLE CO.,LTD.
展位号:E1130 展位面积（平米）:18

陕西威能检验咨询有限公司
Forenergy Inspection & Consultation CO., LTD.
展位号:E113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设备监理和检验

阜宁县宏达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Funing Hongda Petrochemical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E1138 展位面积（平米）:18

聊城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LIAOCHENG GUOTAI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E113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配件

深圳市百勤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10 展位面积（平米）:150

安东石油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Antonoil
展位号:E1210. 展位面积（平米）:202

青岛北美油气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12 展位面积（平米）:126

上海一诺仪表有限公司
Shanghai Yinuo Instrument Co., Ltd.
展位号:E1215 展位面积（平米）:84
参展产品或技术:质量流量计，气体超声波流量计，三相计

量装置，双转子流量计，高压自控仪，螺杆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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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E1220 展位面积（平米）:200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ENYANG BLOWER WORKS  GROUP CORPOATION
展位号:E1225 展位面积（平米）:120

忠世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1226 展位面积（平米）:108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YANTAI JEREH OILFIELD SERVICES GROUP CO.,LTD
展位号:E1230 展位面积（平米）:750

河北博路天宝石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Bo Lu Tianbao Petroleum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展位号:E1235 展位面积（平米）:252

中国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China Petroleum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展位号:E1300 展位面积（平米）:300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
CNPC JICHAI POWER COMPANY LIMITED
展位号:E1305 展位面积（平米）:300
参展产品或技术:内燃机及压缩机动力装备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Baoji Petroleum Steel Pipe Co., Ltd.
展位号:E1310 展位面积（平米）:300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CNPC Bohai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 Ltd
展位号:E1315 展位面积（平米）:300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E1320 展位面积（平米）:850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CNPC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D Company Limited
展位号:E1325 展位面积（平米）:300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从事井筒工程的基础和前沿技术、

尖端工具和仪器、入井流体的研发和推广。

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Rongsheng Machinery Manufacture Ltd. Of Huabei Oilfield, 
Hebei
展位号:E1330 展位面积（平米）:300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CNPC Bohai Drilling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展位号:E1336 展位面积（平米）:150

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公司
Petrochina Jilin Oilfield Company
展位号:E1339 展位面积（平米）:96

唐山冀东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TANGSHAN JIDONG PETROLEUM MECHANICAL CO., 
LTD.
展位号:E1355 展位面积（平米）:104
参展产品或技术:全自动燃油（气）燃烧器,塔架式抽油

机、电加热炉、中温地面火炬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
Daqing Oilfield Limited Company
展位号:E1360 展位面积（平米）:300

华北石油通信有限公司
HUABEI OIL COMMUNICATION CO.LTD.
展位号:E1370 展位面积（平米）:9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包括： 油气田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

及自主创新产品、移动互联油气田应用整体解决方案及自主

产品、信息化保运整体解决方案、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等。

无锡昆仑富士仪表有限公司
WUXIKUNLUNFUJIINSTRUMENTS CO.,LTD
展位号:E1371 展位面积（平米）:45

中国石油润滑油公司
PetroChina Lubricant Compan
展位号:E1372 展位面积（平米）:45

新疆中石油管业工程有限公司
Xinjiang PetroChina Pipe Engineering Co., Ltd.
展位号:E1373 展位面积（平米）:20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服务公司
GWDC Engineering Services Company
展位号:E1375 展位面积（平米）:16

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ZIGONG  CEMENTED  CARBIDE  CORP.,LTD
展位号:E13751 展位面积（平米）:72
参展产品或技术:精密零件，硬面材料，喷涂服务，矿用合

金，采掘工具

昆仑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KUNLUN FINANCIAL LEASING CO.,LTD
展位号:E1376 展位面积（平米）:40

昆仑银行
Bank of Kunlun
展位号:E1377 展位面积（平米）:20

河北华北石油天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HEBEI HUABEI PETROLEUM TIANCHENG INDUSTRIAL 
GROUP.LTD
展位号:E1378 展位面积（平米）:54

中油管道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PETROLEUM PIPELINE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 LTD
展位号:E1379 展位面积（平米）:90
参展产品或技术:管道站场设备

西安正道能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Xi’an Brightway Energy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1385 展位面积（平米）:120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液振动筛、真空除气器、泥浆清洁

器、除砂器、除泥器、钻井液离心机、钻屑甩干机等钻井

泥浆固控设备及成套泥浆净化、回收系统以及随钻泥浆不

落地处理系统等。

北京航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展位号:E1387 展位面积（平米）:60

青岛中加特变频电机有限公司
Qingdao Zhongjiate Frequency Converter Motor Co., Ltd.
展位号:E1390 展位面积（平米）:60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变频器组，变频调速一体电机

东二号馆
中国石化
SINOPEC
展位号:E2001 展位面积（平米）:1000

成都西部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CHENGDU WEST PETROLEUM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2010 展位面积（平米）:273

北京普世科石油机械新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Pushike Petroleum Machinery New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2011 展位面积（平米）:61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天然气钻机配套商、钻机顶部驱动、

及液压盘式刹车

合力（天津）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li Tech Energy Co., Ltd.
展位号:E2012 展位面积（平米）:40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工具，包括扩眼工具和钻井提速工具

等。井筒干预工具，包括磨铣工具和侧钻工具。

天津市东方先科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Tianjin Dong Fang Xian Ke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2015 展位面积（平米）:400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SK Petroleum & Chemic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Ltd.
展位号:E2020 展位面积（平米）:350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勘探开发仪器、井控设备、井口设

备、钻采配件和石油产品规格分析仪器等。

中曼装备集团
展位号:E2025 展位面积（平米）:225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端钻机(高端陆地钻机、车载钻机)，井

口自动化，顶驱，泥浆泵，及其他钻机部件；完井工具，

井下工具

上海傲江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Aojoa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2028 展位面积（平米）:120
参展产品或技术:土壤修复

天合石油集团汇丰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TIANHE OIL GROUP HUIFENG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2030 展位面积（平米）:144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气钻采设备及工具

扬州华能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Yangzhou Huaneng Petrochemical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2038 展位面积（平米）:120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作业管柱自动化系统;大修作业管柱

自动化系统;小修作业管柱自动化系统

河北景渤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Hebei JingBo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2058 展位面积（平米）:108

湖北江汉石油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Hubei Jianghan Petroleum Instrument & Meter CO., ltd
展位号:E2060 展位面积（平米）:120

山东山防防爆电机有限公司
Shandong ShanFang Explosion-Proof Motor CO.,LTD.
展位号:E2068 展位面积（平米）:96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动机、灯具、电气

济南恒远百瑞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Jinan Hengyuan Bai Rui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Co
展位号:E2070 展位面积（平米）:36

河北新铁虎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HEBEI NEW TIEHU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2100 展位面积（平米）:300

湖北中油科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Petrokh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E2105 展位面积（平米）:225

山东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Kerui Petroleum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2120 展位面积（平米）:400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装备系列，天然气压缩机系列，采油

机械系列，油气工程技术服务，老旧油田综合解决方案， 
疑难区块综合解决方案

易瑞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RUI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merce Co.,Ltd.
展位号:E2122 展位面积（平米）:143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气能源领域一站式采购工业跨境电商平台

北京杰利阳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BEIJING JERRYWON ENERGY EQUIPMENTS CO., LTD
展位号:E2130 展位面积（平米）:400
参展产品或技术:车载压缩机及压缩机组

沧州格锐特钻头有限公司
CANGZHOU GREAT DRILL BITS CO., LTD.
展位号:E2150 展位面积（平米）:196
参展产品或技术:PDC钻头、金刚石钻头、牙轮钻头、扩孔

器、划眼器、牙轮掌片

沈阳三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SHENYANG SANMING HEAVY INDUSTRY MACHINARY 
CO.,LTD
展位号:E2156 展位面积（平米）:120

海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aimo Technologies Group Corp.

此展商名录截止时间：2019年1月3日

最终展商名录以实际参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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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2160 展位面积（平米）:300
参展产品或技术:多相流量计、智能增产系统、套管质量

检测仪、ST9000成像测井系统、油田压裂返排液处理系

统、压裂泵液力端总成等。

江苏如石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RUSHI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E2165 展位面积（平米）:75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井口机械化设备和工具

河北冠能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GN Solid Control Co.,Ltd
展位号:E2168 展位面积（平米）:150

黑龙江北方双佳钻采机具有限责任公司
HEILONGJIANG NORTH SHUANGJIA DRILLING TOOLS 
CO., LTD.
展位号:E2175 展位面积（平米）:90
参展产品或技术:黑龙江北方双佳钻采机具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凯星液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GUIZHOU WINSTAR HYDRAULIT TRANSMISSION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2176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大功率液力变速器

实用动力(中国)工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E2180 展位面积（平米）:120

科盛能源机械制造河北有限公司
KES Energy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Hebei Co., Ltd
展位号:E2185 展位面积（平米）:96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设备

北京金双环贸易有限公司
BEIJING JINSHUANGHUAN TRADING. LTD
展位号:E2190 展位面积（平米）:36

广东润华化工有限公司
Guangdong Runhua Chemistry Co.,Ltd.
展位号:E221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1.箭阀2.板阀3.方钻杆旋塞阀4. LM-T型可

退式卡瓦打捞矛5. LT-T型可退式卡瓦打捞筒6. 随钻打捞杯

7.反循环强磁打捞器8. GZ型公锥9. MZ型母锥10. 平底磨

鞋11. 螺杆钻具12. 机械液压随钻震击器

珠海京楚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JINGCHU PETROLEUM TECH. & DEVEL. CO., LTD
展位号:E2220 展位面积（平米）:36

温州正海密封件有限公司
WENZHOU ZHENGHAI SEALING PIECES CO., LTD
展位号:E222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金属环垫、八角垫、椭圆垫、透

镜垫、齿形垫、金属平垫、金属缠绕垫、石墨复合垫等。

景县通美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222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钢性直管总成、环形管汇、活动弯

头、高中低压由壬、GNG高压耐火隔热软管总成、高强度

钻探胶管（水龙带）

中伏新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China PV New Energy Technology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E222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专业从事光伏太阳能、风能产品的研究、

生产、系统设计、安装的高新技术企业。        

青岛泰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TY-WEL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2224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陶瓷 

山西环界石油钻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SHANXI HUANJIE PETROLEUM DRILLING TOOLS CO., 
LTD
展位号:E2231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磁钻具、扶正器、方钻杆、大口径钻

管、取芯钻具及特殊方钻杆安全旋塞等

上海三为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Shanghai Sanotac Scientific Instruments Co.,Ltd
展位号:E224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公司产品包括流体设备、色谱纯化仪器两

大类。

山东华鼎伟业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Huading Weiye Energy Technology Corp., Ltd.
展位号:E224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LED 防爆灯

力司百灵弹簧（苏州）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Lee Spring
展位号:E224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涵盖拉簧，压簧，扭簧，波形弹簧，迷你

弹簧，碟形弹簧，塑料弹簧、恒力弹簧，电池弹簧，模具

弹簧和微压力弹簧等多种类别。 

安平县光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Anping Guang Ming Meatal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E225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网，矿筛网，防滑板及其他金属丝网

制品

北京世纪恒力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Century Power S&T Co.,Ltd.
展位号:E2260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博德世达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PETROSTAR OI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2265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俄华通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RU-Cn Instruments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2280 展位面积（平米）:18

河北斯利德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Hebei Solidkey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2285 展位面积（平米）:18

飞策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FEICE EXPLOSION-PROOF ELECTRIC CO.,LTD
展位号:E2285 展位面积（平米）:18

东三号馆
哈尔滨焱焊商贸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00 展位面积（平米）:9

西安弘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01 展位面积（平米）:9

保定市财池石油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0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加油机、加油枪、油管、油泵、阀门、接

头、卸油口、跨接铜片、静电夹、报警器等。

河北鑫华发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02a 展位面积（平米）:9

四川康胜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03 展位面积（平米）:9

潍坊萨伯特精密转动设备有限公司
Weifang Subtor Rotating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310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单螺杆泵、螺杆钻具马达、单螺杆深井

泵、定子芯杆以及相关的备品备件。

广州伟沃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vor Industry Co., Ltd
展位号:E3106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恒博山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Heng Bou Shan Ke Ji
展位号:E3107C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打标机，电动手持机，激光切割机。

浙江普赛迅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Zhejing Precision Instrument Co., Ltd
展位号:E310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用仪器仪表

郑州广源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Zhengzhou Guangyuan Clean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311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清洗机，高压冲毛机，油罐清洗机，

高压泵，钻井平台清洗机，工业清洗机

未泽流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13 展位面积（平米）:9

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Liaoning Huari New Materials Co., Ltd.
展位号:E311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展品：PTFE及PEEK制成品，如螺

杆泵壳，板材，管材，圆棒，泛塞封，导向带，O型圈等。

大连东盛电缆有限公司
Dalian Dongsheng Cable Co,.LTD.

展位号:E3910 展位面积（平米）:9

绵阳市腾扬机电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E3116 展位面积（平米）:9

上海敏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Mintai Hydraulics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E311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喷气燃料过滤、天然气过滤、滤芯 德国

SUCO(苏克)公司的机械式/电子式压力开关、压力传感器

张家口德中钻探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E311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驱动高压水泵

泰州德瑞特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Taizhou Deruite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3119 展位面积（平米）:9

南阳中天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00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消防机器人、防爆消防车、防爆控制

箱、防爆正压柜、防爆空调机、防爆除湿机等。

江苏锡安达防爆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05 展位面积（平米）:72

山东陆海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LUHAI PETROLEUM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207 展位面积（平米）:90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CITIC HIC Kaicheng Intelligence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3210 展位面积（平米）:120

浙江通明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250 展位面积（平米）:36

苏州福来西垫片技术有限公司
Flexitallic Gasket Technology (Suzhou) Co., Ltd.
展位号:E3253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金属缠绕垫片、耐高温垫片、缠革垫片、

齿形垫片、改性聚四氟乙烯板材、耐腐蚀法兰拯救型垫

片、无石棉压缩纤维板材。

南京京泽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NJZ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3255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LED防爆灯 LED平台灯 LED工厂灯

玉环县楚门密封件厂
Yuhuan Chumen sealed factory
展位号:E326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

南通金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NANTONG JINNIU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展位号:E3262 展位面积（平米）:18

德州地平线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Dezhou Horizon Oil Tools Co., Ltd.
展位号:E326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水力振荡器、斜向器等钻井工具；各种规

格型号的悬挂器、双级注水泥器、漂浮接箍、固井胶塞等。

山东康姆勒发电机有限公司
Shandong Comler Generator Company Co,.Ltd
展位号:E3268 展位面积（平米）:36

洛阳雷斯达传动有限公司
LUO YANG REASTAR TRANSMISSION.CO., LTD.
展位号:E327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变速箱，离合器，分动箱

株洲通达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Zhuzhou Tongda Carbide Co., Ltd
展位号:E328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硬质合金制喷嘴、阀芯、阀座、阀杆、密封

环、轴套、球、随钻测斜仪配套零件、和其他耐磨零件等。

山东优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handong Unitools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E3281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套管扶正器，电缆保护器，电缆卡子，电

潜泵卡子，油田井下工具，弓簧扶正器

新余飞虎管道技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Xinyu Feihu Pipeline Technical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328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管道不停输带压开孔 封堵设备及技术服务

南方中金环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310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FM、UL认证消防泵橇、柴油机消防泵

橇、电动机消防泵橇、稳压泵橇

沧州瑞泰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Cangzhou Ruitai Pe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E3320 展位面积（平米）:72

苏州亚太金属有限公司
Suzhou Asia Pacific Metal Co.,Ltd.
展位号:E332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齿轮、齿轮箱

洛阳东方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336 展位面积（平米）:90

北京市盛维华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Servicewell Hydraulic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334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电液一体化解决

方案

浙江欧德隆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ZHEJIANG ODELO AUTOMATIC CONTROL VALVE 
CO.,LTD
展位号:E334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防爆电动执行

器、气动阀门、电动阀门、防爆电动阀门、气动球阀等。

江阴南工锻造有限公司
JiangYin Nan Gong Foring.CO.,Ltd
展位号:E335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箱、液力端、防喷器柱塞泵、汇、、采

油（气）树、井控井口设备的锻件。

河北恒盛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HEBEI HENGSHENG PUMPS CO.,LTD.
展位号:E3360 展位面积（平米）:36

郑州市金时机械有限公司
zhengzhou jinshi machginery co., ltd
展位号:E336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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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等。

西安天瑞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Xi′an TianRui Petroleum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337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设备

合隆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HELON EXPLOSION-PROOF ELECTRIC CO.,LTD
展位号:E337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营产品有防爆配电箱，防爆照明灯具，

防爆接线盒，防爆管件类防爆电气产品。

河北庆林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Hebei Qinglin Rubber & Plastic Product Co.,Ltd
展位号:E338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柔性节流压井管线 ；钻探胶管；防喷器

控制管线；液压软管；由壬

宝鸡市宝昊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Baoji Baohao Petroleum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3381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设备

珠海市科盈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Zhuhai Cowin Welding Equipment & Consumables Co., 
Ltd.
展位号:E3385A 展位面积（平米）:27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焊接材料、专用焊接设备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哈焊所）
HARBIN WELDING INSTITUTE
展位号:E338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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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500 展位面积（平米）:72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钻具 Downhole Motor，泥浆泵 Mud 
Pump，液压拆装机 Hydraulic Breaking Unit，套管头 
Casing Head

丰达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Found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3501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铤.抽油杆.钻杆、加重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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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艾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haanxi Aipu Solids Control Co., Ltd
展位号:E3520 展位面积（平米）:90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设备、泥浆不落地设备、含油污泥处

理设备、压裂返排液处理设备专业制造商

三一石油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3530 展位面积（平米）:300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Rutong Petro-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3540 展位面积（平米）:120

天津立林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550 展位面积（平米）:72

江苏华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Huaneng Cable CO., LTD.
展位号:E3560 展位面积（平米）:54

五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ELEM Hi -Tech Corporation
展位号:E3565 展位面积（平米）:36

天津泵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TIANJIN PUMPS&MACHINERY GROUP CO., LTD
展位号:E3570 展位面积（平米）:36

大连钰霖电机有限公司
DALIAN YULIN ELECTRIC MOTOR CO.,LTD
展位号:E357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永磁直驱电动机、变频电动机、高压电动

机、同步电动机及各种特种电动机。

北京珊达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3576 展位面积（平米）:72

天津海通达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580 展位面积（平米）:18

四川杰特机器有限公司
Sichuan jet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3582 展位面积（平米）:18

漯河利通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UOHE HYDRAULIC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610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钢丝增强层橡胶软管及软管组合件、大长

度（200ft、 61m）大口径（12寸、300mm）软管，工业

软管系列、PTFE多功能软管系列（耐高温240℃，抗H2S
及各种化学介质的腐蚀），氢化丁晴（HNBR）系列橡胶

密封件等。

济南宝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Jinan Baoshan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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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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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oon Environment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635 展位面积（平米）:90

四川广汉石冶机械有限公司
SiChuan GuangHan Pertoleum&metallurgy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E3650 展位面积（平米）:72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专用设备，电磁涡流刹车，锻装

曲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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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上海熠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I&G Co.,Ltd
展位号:E366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柔性可拆卸保温组件  能够快速且方便的

进行安装和拆卸。他们被设计为能够完全贴合不规则形状

的工件（例如法兰盘、热交换器、人孔、涡轮、汽轮机

等），并且可以在腐蚀和中性大气环境中提供最佳的保温

效果。 

北京大漠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Damo Petroleum Engineering Co., LTD
展位号:E367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数字化撬装设备交付系统

豪仕安全设备（无锡）有限公司
Haws Safety Equipment (Wuxi) Co.,Ltd
展位号:E3678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应急洗眼/脸器和冲淋器，阀杆保护套

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SINE Electric Co., Ltd.
展位号:E368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深圳市正弦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自主开发和

建立了高性能变频矢量控制、伺服驱动、电梯控制、电力

电子等核心技术平台。

北京捷杰西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JJC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3700 展位面积（平米）:90
参展产品或技术:铁钻工

苏州允锐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0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整体式多路阀、分片式多路阀、压力补偿

比例阀、远端控制手柄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AROM TECHNOLOGY INCORPORATED COMPANY
展位号:E3710 展位面积（平米）:90

上海仪器仪表自控系统检验测试所有限公司
Shanghai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e of Instruments 
and Automation Systems
展位号:E372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自动化仪表及系统产品的技术研究、

质量检测、行业服务与标准化管理

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
SHANGHAI CHENZHU INSTRUMENT CO.,LTD
展位号:E372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隔离式安全栅、信号隔离器、浪涌保护器

（SPD）、安全继电器、智能控制器

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
Nanyang Explosion Protected Electrical Apparatus 
Research Institute (CNEx)
展位号:E3730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检测认证

杭州兴龙泵业有限公司
hangzhou xinglongpump co.,Ltd
展位号:E373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单螺杆泵、双螺杆泵、三螺杆泵

中裕软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Yfire Hose Corporation
展位号:E3740 展位面积（平米）:36

飞浦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FEIPU EXPLOSION-PROOF ELECTRIC CO.,LTD.
展位号:E3745 展位面积（平米）:36

河北立森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50 展位面积（平米）:54

南京安佰科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ABK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75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LED 防爆灯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5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动机

河北 泵业有限公司
Hebei Shuang Jia Pumps Co.,Ltd.
展位号:E377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泵 定子 转子及其他配件

河北润特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75 展位面积（平米）:36

德州远大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780 展位面积（平米）:18

青岛双圣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Qingdao Shuangshenghai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378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配件，阀体、阀座、活塞缸套

北京首科实华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shouke shihua automation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378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科氏质量流量计、密度计和热式气体质量

流量计，适用于贸易结算及复杂工况下高精度计量。

北京科纳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Kona Petroleum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3786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CPK6000 存储泵出测井平台

德力西集团弘宇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01 展位面积（平米）:18

大庆宏富来电气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Da Qing Hong Fu Lai Electric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E380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操作柱系列、防爆配电箱系列、防爆

灯具系列

沧州渤海防爆特种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Cangzhou Bohai Safety & Special Tools Group Co.,Ltd
展位号:E3806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工具、防爆电气、防爆防静电产品、

特种工具、防磁工具、平台量具等

温州博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07 展位面积（平米）:18

乐清市三辉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Yueqing Sanhui Explosion-proof Electrical Co.,Ltd
展位号:E380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格兰头，防爆电缆配件，接线盒，穿

线盒等

恒兴行（天津）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HengXingHang (TianJin)Chemical materials co. LTD
展位号:E380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聚醚醚酮PEEK具有优良的综合性能，在

许多特殊领域可以替代金属、陶瓷等传统材料。

西安安森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Xi An ANCN Intelligent Instrument Co.,LTD.
展位号:E3810 展位面积（平米）:18

吴江天吴特种安全阀有限公司
WU JIANG TIANWU SPECIAL TYPE SAFETY VALES 
CO,.LTD
展位号:E381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安全阀，呼吸阀，阻火器

济宁海腾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Jining haiteng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381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超声清洗设备   

兴化市永兴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Xinghua Yongxing fire f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E381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侧扣式接口、沟槽式接口、插转式接口广

泛应用于页岩油气开采、应急排水、农业灌溉、消防用水等

北京惟泰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Vital Safety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381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定式、便携式气体探测器、报警仪及报

警控制器。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衡水永源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16 展位面积（平米）:9

天津奥特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AOTE TIANJIN PUMP CO., LTD.
展位号:E382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潜油电泵及相关产品

绍兴欧力-卧龙振动机械有限公司
SHAOXING OLI-WOLONG VIBRATOR CO., LTD.
展位号:E3821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MVE标准系类振动电机、MVE防爆系列

振动电机、气动助流产品

浙江兴港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XINGGANG EXPLOS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823 展位面积（平米）:18

沈海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30 展位面积（平米）:54

温州金和特种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35 展位面积（平米）:0

山东荣利中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40 展位面积（平米）:36

江苏杰凯石油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JieKai Oil Equipment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84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力端阀箱 

新疆中元天能油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injiang Central Tanon Oil & Ga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850 展位面积（平米）:36

自贡市精强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ZiGong JingQiang Cemented Carbide Co.,LTD
展位号:E385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喷嘴、硬质合金阀座、阀体、阀杆

山西羽佳恒实业有限公司
Shanxi Yujiaheng Industrial Co., Ltd.
展位号:E3852 展位面积（平米）:9

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55 展位面积（平米）:36

沧州鑫联石油专用管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60 展位面积（平米）:36

新余泰达长林管道技术有限公司
Xinyu Taitat Changlin Pipelin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87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管道不停输开孔封堵系列产品设计、生

产、销售、维修；管道带压开孔封堵施工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培训；机械产品设计制造、机械设备大修、维修及

相关配件经营业务；产品热处理、无损探伤；压力容器制

造安装；油气压力管道安装维修改造、检测；市政工程施

工；工程劳务

潍坊国特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E3871 展位面积（平米）:9

青岛海斯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Qingdao Hyster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E387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业咨询管理+质量认证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塞卡尔（北京）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SKYER (Beijing) Industry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E387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动升降机、逃生器、救援下降器、个人

安全防护产品

烟台莫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Yantai Mos Mechanical Co.,Ltd
展位号:E3881 展位面积（平米）:18

天津达利普石油管材有限公司
Tianjin Dalipu Oil Country Tubular Goods Co.,Ltd
展位号:E388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接箍,短接,变扣,气密扣油井工具,高抗耐

腐蚀油套管13CR,80S,90S等

河北恒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HEBEI HENGYING WIRE CLOTH CO., LTD.
展位号:E3900 展位面积（平米）:18

阳谷万通石油配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0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种型号泥浆泵配件

宁波华液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NJNGBO HOYEA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展位号:E390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元件、防爆产品

大连华天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DALIAN HUATIAN PRECISION INSTRUMENTS CO.LTD
展位号:E3905 展位面积（平米）:9

武汉市林美封头制造有限公司
WUHAN LINMEI HEAD PLATE CO.,LTD
展位号:E390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椭圆封头

德州德劲液压动力有限公司
Dezhou Dejin Hydraulic Power CO.,Ltd
展位号:E390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扭矩扳手、液压螺栓拉伸器、液压泵

站、液压拉伸泵

上海赛途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Shanghai Sighto Instrument
展位号:E3911 展位面积（平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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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泵阀总厂有限公司
XI'AN PUMP & VALVE PLANT CO.,LTD
展位号:E3912 展位面积（平米）:18

中国兵器 中南钻石有限公司
Norinco Group Zhongnan Diamond Co,.Ltd
展位号:E391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金刚石复合片、工业钻石

北京泰瑞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Terry Technology Ltd.
展位号:E3918 展位面积（平米）:9

内黄县鑫锐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2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裂车液力端配件阀箱、柱塞、凡尔体、

凡尔座、凡尔胶皮、盘根包；动力端配件曲轴瓦片、滑

套、十字头、连杆等；高压管汇元件高压由壬、高压活动

弯头、旋塞阀、高压管线、三通、歧管等

湖北茂思晟石油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20A 展位面积（平米）:9

湖州兴航合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Huzhou Xinghang Alloy Material Tech co.,Ltd
展位号:E392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铍铜管（包括MWD专用管）、铍铜棒、

铍铜线材、铍铜板带材，牌号包括C17200、C17500以及

国标QBe2.0

天津元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ianjin Starpoint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展位号:E3930 展位面积（平米）:9

新乡市万和过滤技术股份公司
Xinxiang Wanhe Filtr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E3935 展位面积（平米）:9

沈阳赛伯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henyang Seibertron E-Commerce Co., Ltd
展位号:E3935A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天然气开采用劳保手套

西一号馆
旭硝子化工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AGC Chemicals Trading（Shanghai）Co.,Ltd
展位号:W1105 展位面积（平米）:9

广州凌杰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1206 展位面积（平米）:36

杭州钒洛科技有限公司
HANG ZHOU FINELOK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121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仪表阀门，针阀，球阀，止回阀，阀组，

卡套接头，螺纹接头，焊接接头，软管，管件

赛科（深圳）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Safoco China
展位号:W121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Safoco提供行业内领先的API 6A 闸阀驱

动装置，包括气动与液动。 

美国TSI公司
TSI INCORPORATED
展位号:W121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TSI公司研究、确定和解决各种测量问

题，为全球市场服务。

何思（上海）紧固件有限公司
Rotor Clip(Shanghai)Co.,Ltd.
展位号:W121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波形弹簧，卡簧挡圈，卡箍

广达科技有限公司
Advance Technical Products Limited
展位号:W1222 展位面积（平米）:9

湖北赛利恩特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Hubei Sletpetro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1233 展位面积（平米）:9

Cougar Drilling Solutions
展位号:W1235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加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W1237 展位面积（平米）:9

缔柯圣（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Dixon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展位号:W1242 展位面积（平米）:9

湖南鸿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1245 展位面积（平米）:18

安费诺
Amphenol Oil and Gas Technologies
展位号:W1250 展位面积（平米）:9

南京华洲新材料有限公司
Nanjing Huazhou New Material Co., Ltd.
展位号:W125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化学缓蚀剂产品

阿奥艾斯海洋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Ros offshore Engineering (shanghai) Ltd.
展位号:W1310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裂泵、 管汇    制造商 TFMC

Hunting Energy Services
展位号:W1315 展位面积（平米）:9

百通赫斯曼网络系统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Alphawire
展位号:W1316 展位面积（平米）:9

Inverchem Solutions Inc
展位号:W131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顶驱电缆，插头，格兰头，泥浆材料和泥

浆服务

Titan Enterprise Group Limited
展位号:W132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顶驱电缆，插头，格兰头，泥浆材料和泥

浆服务

儒博控制系统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ROPER INDUSTRIES MANUFACTURING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W1321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天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EBS  Flow Control Limited
展位号:W1322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Lee公司微型液压元件，包括单向阀、电磁

阀等。GTC公司密封和电连接器。北海电子电机控制器。

西梅卡亚洲气体系统成都有限公司
SMC Asia Gas Systems Co.,Ltd - Chengdu
展位号:W1325 展位面积（平米）:18

沈阳新城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henyang Xincheng Petroleum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Ltd.
展位号:W1326 展位面积（平米）:18

福乐伟分离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Flottweg Separation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134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德国卧螺沉降离心机、蝶式分离机、带式

压滤机、成套系统

吾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Tiger Lifting Co., Ltd
展位号:W134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手拉葫芦，手扳葫芦，防腐锈系列，防爆

系列，ROV系列

成都安可信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Chengdu Action Electronics Joint-stock Co., Ltd
展位号:W1350 展位面积（平米）:36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Guizhou Space Appliance Co.,Ltd
展位号:W1352 展位面积（平米）:9

Cure Biotech Co.,Ltd
展位号:W1355 展位面积（平米）:9

New Tech Systems
展位号:W1362 展位面积（平米）:18

英国利维塔斯工程公司
Rivertrace  LTD
展位号:W1368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神科博斯热能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Shenkobos Therm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137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燃烧器、高能点火器、吹灰器

山东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1425 展位面积（平米）:36

拓因迪（上海）传动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TWIN DISC POWER TRANSMISSION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1428 展位面积（平米）:36

英格索兰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W1430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动葫芦、气动绞车

百士吉泵业（天津）有限公司
PSG (Tianjin) Co., Ltd.
展位号:W1435 展位面积（平米）:36

浙江明贺钢管有限公司
ZHEJIANG MINGHE STEEL PIPE CO;LTD
展位号:W144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缝钢管

沙索（中国）化学有限公司
Sasol (China) Chemicals Co.,Ltd
展位号:W1445 展位面积（平米）:36

都福（苏州）工业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W1450 展位面积（平米）:36

伊蒙妮莎（常州）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1455 展位面积（平米）:36

SOLCO PYROELEC CO., LTD
展位号:W1460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1. 热跟踪系统  2. 加热套 3.检测系统

替克斯阀门有限公司
TIX CHINA VALVE CO.,LTD
展位号:W147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全焊接球阀，供热球阀，分体式螺栓球

阀，平板闸阀，井口装置

肯纳亚洲(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展位号:W1481 展位面积（平米）:18

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Caterpillar Asia Pte LTD
展位号:W1501 展位面积（平米）:120

美国Ariel国际有限公司
Ariel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展位号:W1508 展位面积（平米）:132

Forum Energy Technologies, Inc.
展位号:W1518 展位面积（平米）:72

美国奥创工业传动有限公司
ALTRA INDUSTRIAL MOTION
展位号:W1520 展位面积（平米）:36

3M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W1530 展位面积（平米）:54

库柏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Cooper Electric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153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工具

纽威石油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Neway Oil Equipment (Suzhou) Co., Ltd
展位号:W154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闸阀、井口装备

美国石油学会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展位号:W1550 展位面积（平米）:36

巨钛（厦门）绳网工业有限公司
Ropers （Xiamen) Industry Co.,Ltd
展位号:W1555 展位面积（平米）:36

青岛智腾微电子有限公司
Qingdao ZITN-Microelectronics Co.,Ltd
展位号:W156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MWD/LWD及电缆测井用定向传感器，测

斜探管，高温加速度计，高温集成电路，高温存储器，高

温电源模块，高温传感器等

雅斯科仪器仪表（苏州）有限公司
ASHCROFT INSTRUMENTS (SUZHOU) CO., LTD.

展位号:W157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表，传感器，开关，差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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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57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离合器，CB离合器，VC离合

器，橡胶气囊，推盘式气囊，泥浆泵空气包胶囊

Airpack Nederland BV
展位号:W157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Airpack Netherlands, manufacturer of 
compressor, dryer and nitrogen regeneration packages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Xylem （China） Co., Ltd
展位号:W158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赛莱默石油化工行业水处理解决方案

美涂液态金属科技（威海）有限公司
Liquidmetal Coatings Technologies（Weihai）Co., Ltd
展位号:W1582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非晶合金涂层柱塞；非晶合金耐磨带材

料；其他耐腐蚀、耐磨损的非晶合金涂层材料

MTU Hong Kong Ltd.
展位号:W1601 展位面积（平米）:55
参展产品或技术:发动机

海虹老人（中国）管理有限公司
Hempel (China) Management Co., Ltd.
展位号:W1605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气设施值得信赖的防腐涂料解决方案

无锡奋图环保过滤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W1607 展位面积（平米）:18

哈尔滨索菲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Harbin Sophie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160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缩小型油梁式抽油机、衡功率柔性驱动系

统装置{倍频上调参技术｝抽油机地下与地面综合工况监测

诊断、及运行人工智能优化控制系统装置

UNILOK
展位号:W160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UNILOK Corporation

豪氏威马（中国）有限公司
Huisman (China) Co., Ltd.
展位号:W1610 展位面积（平米）:54

基玛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G.M.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展位号:W1616 展位面积（平米）:18

南京华朔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161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溶桥塞

天津金镭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KIMRAY SCIENTIFIC CO.,LTD
展位号:W1620 展位面积（平米）:36

天鼎联创密封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TianDing Sealing Technology (BeiJing) Co.Ltd
展位号:W162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TD350材料、TD350O型圈、TD350胶

筒、TD350封隔器

吉林省百瑞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arisetec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Jinlin Province Co.Ltd
展位号:W1630 展位面积（平米）:54

恩国环保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Anguil Environmental Asia(Shanghai) Ltd.
展位号:W163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挥发性有机废气处理设备：蓄热式氧化

炉、蓄热式催化氧化炉、直燃炉及所配套浓缩沸石转轮、

清洗系统、热能回收设备。

庞贝捷漆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PG Paints Trading (Shanghai)Co.,Ltd.
展位号:W1640 展位面积（平米）:36

罗克韦尔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W1645 展位面积（平米）:36

北京博赛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1650 展位面积（平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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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威起重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Novocrane(Suzhou)Co.,Ltd
展位号:W1653 展位面积（平米）:9

赫木斯钻探工具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Helms Oil Tool Manufacturing（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165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堆焊技术的应用，激光堆焊产品展示

无锡帝宝应用材料高科技有限公司
Wuxi Dibao Applied Materials Co.,LTD
展位号:W1658 展位面积（平米）:9

费城齿轮 - 铁姆肯公司
Philadelphia Gear, A Timken Brand
展位号:W167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作为铁姆肯公司的一部分，费城齿轮在关

键齿轮箱应用的设计，制造全球声誉，并将工程技术与创

新方法相结合以解决电力传输问题

美国肯科国际公司
KENCO ENGINEERING COMPANY
展位号:W167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发动机压缩机的自动补油自动排位系统，

全面的液位（物位）解决方案，化学过程标定及注入设

备，流量可视设备。

哈威油液压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HAWE Oil-Hydraulic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172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STW 控制器，CAN－IO型总线控制器，

KA泵，PDV比例阀，PLVC型可编程总线控制器，PSL等

比例多路换向型和全球适用的防爆阀

济南恒誉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iutech Environment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展位号:W172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连续化含油污泥裂解资源化利用成

套技术及装备、高分子废弃物（废轮胎、废塑料、市政污

泥、工业固废、危废、生物质等）连续化热裂解成套技术

及装备

伟攀（上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WPT Power(Shanghai) Ltd
展位号:W1735 展位面积（平米）:18

苏州双金特殊钢集团
Suzhou Double Gold Group
展位号:W173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钢锭、电渣锭、管坯、圆钢、光亮棒、方

钢、扁钢、角钢、六角钢、阀杆、锻件

斯凯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SKF China Sales Co., Ltd
展位号:W174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斯凯孚轴承及密封件

振锋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YOKE INDUSTRIAL CORP.
展位号:W1742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的产品有重型旋转吊点、旋转吊

钩、吊环等。

深圳市得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Tecreal Fluid Control Systems Co.,Ltd.
展位号:W174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OMAL气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石油用

阀门、球阀、蝶阀、天然气高压球阀、石油用低温球阀

索悟电气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Solve Electrial Apparatus （Shanghai）Co., Ltd
展位号:W174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采样隔膜泵，高温隔膜泵，防爆隔膜泵

精凯（天津）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Finekay Technology Company
展位号:W175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阻火器、压力/真空泄放阀

江苏爱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Asoe Hose Manufacturing lnc
展位号:W1755 展位面积（平米）:18

上海宇意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WIND COMPANY
展位号:W1762 展位面积（平米）:18

杜拉芭
Charter Dura-Bar
展位号:W176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端品质的连续铸造铸铁型材，用来制造

油井开采井下工具和压裂泵等核心零件。

威士伯（上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展位号:W1767 展位面积（平米）:9

诺弗司密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Novus Sealing Technology(Shanghai)CO., Ltd.
展位号:W1769 展位面积（平米）:9

天津市轩邈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QuikSeis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177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海用连接器、电缆及总成、传感器 测试

设备

Zorya Mashproekt
展位号:W1774 展位面积（平米）:9

株式会社吴羽
KUREHA CORPORATION
展位号:W177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溶压裂桥塞、可溶压裂球

意大利森斯特有限公司和森斯特（北京）公司
SENSITRON s.r.l
展位号:W1801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取得SIL2/3和消防认证的可燃气体、有毒

气体探测器及监控系统；工业级红外气体传感器及变送探

头等

亨斯迈功能产品
Huntsman Performance Products
展位号:W1803 展位面积（平米）:18

沈新聚氨酯制品有限公司
SHEN SING POLYURETHANE PRODUCTS CO LED
展位号:W1806 展位面积（平米）:18

益加义传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E SENSOR TECHNOLOGY(SHANGHAI) CO.,LTD.
展位号:W180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传感器

北京奥格特技术有限公司
OGT-Beijing Oil&Gas Technology
展位号:W180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PVI钻井和固井软件 IHS生产优化软件 
PEM完井和压裂软件 DynaView地层压力和地质导向软件 
Signa控压钻井软件

雷莫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LEMO 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1810 展位面积（平米）:18

特阀江苏流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pecial Valve Jiangsu Flui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W1910 展位面积（平米）:9

PROSAVE CO.,LTD.
展位号:W1911 展位面积（平米）:9

韩国飞世龙电池有限公司
Vitzrocell Co.,Ltd
展位号:W191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电池  High Temperature Battery

Daeyang Electric Co., Ltd
展位号:W1917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威尔卡自控阀门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Valcon Valve Control Co,.Ld
展位号：W1918   面积：18㎡

浩克密封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HAWKE-MCT Sealing System （Jiangsu）Co., Ltd.
展位号:W1922 展位面积（平米）:18

Winn and Coales （Denso）Ltd
展位号:W1927 展位面积（平米）:9

贝尔佐纳高分子有限公司
Belzona Polymerics Limited
展位号:W1933 展位面积（平米）:18

雷诺德（中国）传动产品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Renold（China）Transmission Products Co.,Ltd Hangzhou 
Branch
展位号:W193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链条

英国阿特莫斯国际有限公司
Atmos International  Ltd.
展位号:W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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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化工、多相流、供水等相关行业提供管道泄漏检测、

偷盗油检测与模拟仿真产品。

成都迈可森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Chengdu  Mikenson  Flow  Controls  MFG.Co.,Ltd
展位号:W196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液联动执行器、气动执行器、电液执行

器、自力式直行程执行器、液动执行器

威斯特摩数据通信有限公司
Westermo Network Technologies AB
展位号:W1961 展位面积（平米）:9

法国STI赛特福安全联锁
SERV TRAYVOU INTERVERROUILLAGE
展位号:W196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安全联锁

广东亿讯电子有限公司
Axon’ Interconnect Limited
展位号:W1963 展位面积（平米）:18

西二号馆 
上海汉尔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78 展位面积（平米）:18

SGS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GS-CSTC Standards Technical Services Co., Ltd.
展位号:W210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要提供的服务：检验催交、审核、测

试、认证、技术咨询、项目管理、在役检验。

陕西双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XISHUANGXINGLECTRONICS CO. ,LTD
展位号:W210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子式电压互感器、高温高压密封乘压

盘、光电密封连接器、高压无感电阻等。

邯郸海拓机械
Handan Haituo Machinery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211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超声波防垢除垢系统

山东赛马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Supernaly Generat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2111 展位面积（平米）:9

无锡市田鑫化工有限公司
WUXI TIANXIN CHEMICAL CO., LTD.
展位号:W211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脱色絮凝剂、除油絮

凝剂、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聚胺、聚丙烯酰胺、聚

丙烯酰胺乳液、聚合氯化铝、氧化羟铝、消泡剂等。

无锡世联丰禾石化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2115 展位面积（平米）:18

东营市瑞丰石油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Dongying Ruifeng Petroleum Technical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W2150 展位面积（平米）:54

天津普友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TIANJIN PUYOU MECH.＆LEC.EQUIPMENT 
CORPORATION
展位号:W221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潜水泵，潜水电机

德国莱茵TÜV
TÜV Rheinland
展位号:W221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设备的防爆认证和评估；生产现场的安全

评估；粉尘爆炸特性参数测试；IECEX05防爆人员资格证书

捷斯曼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Gessmann China Ltd.
展位号:W2215 展位面积（平米）:9

江苏扬州旺邦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Jiangsu Yangzhou VABAN Instrument Co.,Ltd.
展位号:W221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KADUN、VAB压力仪表全系列、双金属

温度计、温度表系列，温度控制器全系列等。

上海镭仕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19 展位面积（平米）:9

Wepuko PAHNKE
展位号:W2219-B 展位面积（平米）:9

成都若克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Chengdu Rock Petroleu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W222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射孔工具及完井工具

慕贝尔汽车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Mubea Automotive Components(Taicang)Co.,Ltd.
展位号:W222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碟形弹簧

伍尔特（中国）有限公司
Würth (China) Co.,Ltd
展位号:W2230 展位面积（平米）:18

CSA加华美认证有限公司
CSA GROUP
展位号:W2235 展位面积（平米）:18

德国法奥克控制设备公司
Fahlke Control Systems KG
展位号:W224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液执行机构、气液执行机构

思多奇（上海）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Stucchi (Shanghai) Fluid Pow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2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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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陆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Eurofins Product Testing Service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2250 展位面积（平米）:9

Korea Safety Certification Co., Ltd
展位号:W225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Ex Certification Body,Ex Consulting, IECEx TL

青岛新广宏实业有限公司
Qingdao Singho Industrial Co., Ltd.
展位号:W225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用浮阀、阀门、砂浆泵以及井口作业

工具等零部件。

江苏鑫金川镍合金有限公司
Jiangsu xinjinchuan nickei alloy co. LTD
展位号:W2257 展位面积（平米）:18

佩勒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59 展位面积（平米）:9

自贡中兴耐磨新材料有限公司
Zigong Zhongxing Wear-resistant New Materials Co.,Ltd.
展位号:W2261 展位面积（平米）:18

司逹行
SEALTECH COMPANY
展位号:W226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及密封件專用輔助工具

淄博华创精细陶瓷有限公司
ZIBO HUACHUANG FINE CERAMICS CO., LTD
展位号:W2270 展位面积（平米）:18

四川力源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Liyuan Precision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227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耐磨硬质合金环及轴套、石油钻采工具

用硬质合金各种型状齿条及喷嘴、石油机械用硬质合金球

阀和球座。

温州一宇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WENZHOU YIYU SEALING MATERIAL CO.,LTD
展位号：W2275 面积：9㎡

青岛金铭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7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配件、钻井配件

宁波诺迈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Novelmetal Materials Technologies
展位号:W227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转子、扶正器、液压柱塞、高压

柱塞、板阀、球阀等

安平县华莱金属丝网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79 展位面积（平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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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产品或技术:丝网除沫器、汽液过滤网、规整填料、折

流板除雾器、散堆填料等丝网制品

盐城市斯壮格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YAN CHENG STG SAFETY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228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安全喷淋洗眼器、自闭式安全门、平台装

卸安全门、挡脚板、

深圳市思特克气动液压有限公司
SHENZHREN STK  FLOW CONTROL Co.,LTD
展位号:W2281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动增压泵，超高压阀门

自贡一诺硬质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Zigong Yinuo Cemented Carbide Material Co., Ltd.
展位号:W228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硬质合金石油工具零件、硬质合金耐磨件

北京英凯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0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德国KITO阻火器、呼吸阀、泄压人孔

上海建怡实业有限公司
Joy Inter Industry Corp Ltd
展位号:W231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加拿大KAYDEN流量开关/加拿大KINGS
光学流量计/上海建怡流量计

普瑞泰格（南京）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PROTEGO (Nanjing) Safety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W232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普瑞泰格是一家以生产阻火器,呼吸阀和

储罐附属设备为主的德国企业。

麦格思维特（上海）流体工程有限公司
MAXIMATOR ( Shanghai) Fluid Engineering Co., Ltd
展位号:W2321 展位面积（平米）:9

成都英派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CHENG DU EMPIRE NEW ENERGY TECHONOLEGY 
CO.,LTD.
展位号:W232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石化行业控制系统

丹麦斯堪的纳维亚编码器公司上海代表处
SANCON ENCODERS A/S CHINA REPRESENTATIVE 
OFFICE
展位号:W2325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天擎丽都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TIANQINGLIDU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2328 展位面积（平米）:18

康迪泰克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30 展位面积（平米）:36

福格申机械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Vogelsa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W233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凹轮转子泵

普泰法尔（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Protecfire (Beijing)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233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动灭火系统

aquagroup AG
展位号:W2335 展位面积（平米）:18

思辉流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SPIR STAR China Co., Ltd.
展位号:W2340 展位面积（平米）:36

江门凯益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46 展位面积（平米）:9

邢台科道尔液压密封件制品有限公司
KDR Hydraulic Seals Productiong Co Ltd
展位号:W234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密封解决方案，压裂泵盘根,由壬

封，FC阀门密封，胶套，阀总成

泰屹新（北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TEESING INDUSTRIAL SYSTEMS (BEIJING) CO.,LTD.
展位号:W2348 展位面积（平米）:9

深圳市海明润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Haimingrun Superhard Materials Co.,Ltd.
展位号:W2349 展位面积（平米）:9

方圆广电检验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Fangguang Inspection & Testing Co., Ltd
展位号:W235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安全检测、电磁兼容检测、防爆检测 、
无线检测、性能检测、入网检测、产品全球认证、通信产

品型号核准、管理体系认证、技术培训与咨询

江苏经纬阀业有限公司
jiangsu jingwei vales co.,Ltd.
展位号:W235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及管件

北京奥瑞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56 展位面积（平米）:9

东莞信柏结构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Dongguan Surpass Structure Ceramics Co.,Ltd
展位号:W235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产品包括陶瓷餐刀及陶瓷民用品，氧化

锆粉体，氧化锆磨介等各类型的氧化锆结构件，手机外观

件、指纹片等。

德帕姆（杭州）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DEPAMU (HANGZHOU)PUMP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235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计量泵、高压往复泵、高压过程隔膜泵、

螺杆泵、低温泵、气动隔膜泵、成套加药装置、水处理设

备、超临界流体装置

北京天和众邦勘探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CORTECH DRILL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236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CMD180SD交流变频顶驱、液压升降、

模块化组合式钻机；全液压大口径钻机系列（CMD100、

CMD150T、CMD180T）。

武汉兰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6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LaBaer DiSep 82c油品过滤分离系统

山东未来机器人有限公司
Shandong Future Robot Co., LTD.
展位号:W2363 展位面积（平米）:18

湖南中德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Hunan Zoonde Electric Heat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2365 展位面积（平米）:18

布劳宁（上海）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Brennan Industries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237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接头

大连路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Dalian Lu Ya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W2375 展位面积（平米）:9

甫卓滤清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Filtrec Filtration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W2376 展位面积（平米）:9

南京超旭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chaoxu science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2377 展位面积（平米）:9

东莞市明睿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Ming Rui Ceramic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2378 展位面积（平米）:9

浙江伟鑫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ZHEJIANG WAYSING METAL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W238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泄漏接头   干式快接   油壬接头    油罐

车接头

上海大田阀门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SHANGHAI DATIAN VALVE PIPE ENGINEERING 
CO.,LTD.
展位号:W2382 展位面积（平米）:18

丹纳森工程装备（杭州）有限公司
DYNASET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238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动力转换技术和产品。

跨骏塑胶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Quadrant  China  Limited
展位号:W2390 展位面积（平米）:9

武汉冠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2391 展位面积（平米）:9

烟台恒泰油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Yantai Hengtai Petroleum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2440 展位面积（平米）:90

山东博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伯特利工业
设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Borun Industrial Technology Co., Ltd.（Birtley 
Industrial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W245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热等离子体危废处置技术

上海宝亚安全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245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呼吸防护类产品

大连帝国屏蔽电泵有限公司
Dalian Teikoku Canned Motor Pump Co.,Ltd.
展位号:W2460 展位面积（平米）:36

明迈防爆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MAM EXPLOSION-PROOF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246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配电箱、防爆接线箱、防爆灯具、防

爆管件等防爆电气产品

浙江凯斯通阀门有限公司
Kaisitong Valve Co., Ltd 
展位号:W246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闸阀、球阀、截止阀、止回阀、蝶阀、旋

塞阀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Jiangsu Daming Metal Products Co., Ltd.
展位号:W2470 展位面积（平米）:36

江苏华英阀业有限公司
JIANGSU HUAYING VALVES CO.,LTD
展位号:W2475 展位面积（平米）:36

九江金鹭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JIUJIANG GOLDEN EGRET HARD MATERIAL CO.,LTD
展位号:W248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硬质合金油气耐磨零件，钻头用硬质合

金，泵用硬质合金，阀门用硬质合金，随钻测量仪用硬质

合金

鞑靼石油
PJSC TATNEFT
展位号:W2501 展位面积（平米）:72

上海斐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2505 展位面积（平米）:54

新乡市夏烽电器有限公司
XINXIANGXIAFENG 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2518 展位面积（平米）:36

美国博莱德公司
展位号:W2519 展位面积（平米）:18

威迩徕德电力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Power Link Machine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2520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柴油发电机组,燃气发电机组,空气压缩机,
移动式灯车(灯塔)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Sunrise Energy Technology Ltd
展位号:W253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完井工具:桥塞,封隔器,钢丝绳作业工具,
压裂滑套

北京海蓝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HAILAN SCIENCE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W254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TDP泥浆发电机。

济南芯乐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Senior AI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255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修井机器人

武汉高科佳诚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Wuhan J&C Power _Tech Co.Ltd
展位号:W2560 展位面积（平米）:54
参展产品或技术:J&C-VOLVO 系列沃尔沃柴油机动力总成、

燃气内燃机、双燃料发动机、内燃机热能回收及综合利用；

由佳诚动力设计制造的沃尔沃柴油机动力系统总成应用领域

已经覆盖铁路工程机械、石油工程机械、特种工程机械、桩

工机械、特种运输车辆、船舶动力、军工等诸多领域。

河北华密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EBEI HUAMI RUBBE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256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橡胶密封产品和橡胶减震产品

江西宝顺昌特种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Jiangxi Baoshunchang Super Alloy Co.,Ltd.
展位号:W2576 展位面积（平米）:18

恩曼自动化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ENMAX Technology (Shanghai) Company, Ltd.
展位号:W2580 展位面积（平米）:36

北京诺瓦泰克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2585 展位面积（平米）:9

南阳埃赛克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NANYANG CISK PETRO-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W258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1. 提供1000米、2000米、3000米、4000
米车装及拖挂全配套钻机；3000米、4000米、5000米、

7000米机械式、电控式、轨道式橇装全配套钻机及备件

等。2. 提供钻机的组装、维修、安装调试、售后等服务。

山东明珠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Shandong Mingzhu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259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有钻杆、油管、套管、

钻铤、加重钻杆等

杭州瑞利声电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2625 展位面积（平米）:18

大连华科机械有限公司
DALIAN HUAKE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W263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工具、机械加工

上海西涌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W2640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星运澳泰国际技贸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Starluck Intertnational T.T.S.Ltd.
展位号：W2641   面积：9㎡

恒丰赛特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W2657 展位面积（平米）:9

三河众邦科技有限公司
SanHe Uni Tech Co., Ltd
展位号:W266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旋流除砂器，点火系统，油套管气密封检

测系统，滤砂器，数据采集，动力油嘴等。

北京海卓利康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2670 展位面积（平米）:9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八建设有限公司
The Eighth Construction Company of CNPC., Ltd.
展位号:W2671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注汽锅炉及相关产品

上海钜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2672 展位面积（平米）:9

河南欧泰威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enan Otywell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2675 展位面积（平米）:9

青岛兴和石墨有限公司
QINGDAO XINGHE GRAPHITE CO., LTD.
展位号:W267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墨粉，鳞片石墨，土状石墨，钻井液用

石墨，石油助剂用石墨

宝鸡兄弟联合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Baoji Brothers United Industry.,Ltd
展位号:W267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钛合金管/钛合金棒/钛合金加工

蚌埠艾普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W267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化工工艺压缩机  油田压缩机  油田大罐

气回收系统   化工尾气回收系统。

山东七维新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W268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水性汽车涂料、水性装备涂料、水性工业防

护涂料、水性醇酸系列、水性丙烯酸系列、水性环氧系列、

水性聚氨酯面漆、水性氨基烤漆、水性无机富锌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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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佳龙换热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W2681 展位面积（平米）:9

郑州新亚复合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Zhengzhou New Asia Superhard Material Composite Co., Ltd
展位号:W272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金刚石复合片

烟台欧润机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展位号:W2729 展位面积（平米）:9

江苏三众弹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66 展位面积（平米）:9

沈阳汉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W2737 展位面积（平米）:9

成都维泰油气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Vertechs Oil & Gas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2756 展位面积（平米）:9

上海如实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Real Seal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275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天然气工业用橡塑密封件，包括抗内

爆O型圈，抗内爆三角圈，封隔器及桥塞用耐高温高压胶

筒，弹簧蓄能圈等。

山东奥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Shandong Aubo 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277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动、气动、电动、电液执行机构

苏州新瑞宏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277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CHARCOAT防火涂料: 电缆防火涂料；

钢结构防火涂料；高压绝缘子清洁涂料；防火密封胶；防

火板。

浙江方顿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Zhejiang Fangdun Instrument Valve Co.,Ltd.
展位号:W277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 仪表阀门，针阀，球阀，阀组，隔离排

泄阀，卡套接头，螺纹接头，焊接接头，管件。

自贡天兴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ZIGONG TIANXING CEMENTED CARBIDE CO., LTD
展位号:W27750 展位面积（平米）:9

天津迪恩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277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意大利dnp快速接头 快速接头 液压快速

接头 高压快速接头

河北华宇特种橡胶有限公司
Hebei Huayu Special Rubber co., Ltd
展位号:W277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行业钻探胶管

济南欧迪美特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2778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盈科祥瑞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Glass one(China)Co.,Ltd
展位号:W278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为广大的行业用户提供专业的喷涂设备及

PU(聚氨酯喷涂及灌注)设备。

上海本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281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智能等离子焊接机器人

深圳光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eSUN Industrial Co.,Ltd
展位号:W2817 展位面积（平米）:9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281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氧化锆陶瓷结构件

西三号馆 
深圳市智网联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ZHIO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00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智网联作为全球少数的，具备自我研发、

生产、测试等全产业链能力的防爆终端提供商，提供多款

三防手持终端、防爆手持终端，产品已通过IP68三防认

证，IIB/IIC T4/T5防爆认证，美国军工MIL-STD-810G认

证，ROHS环保认证等，已广泛应用于中石油/中石化/中
海油等企业的：现场巡检、工程施工、日常作业等各个环节。

山西中科华仪科技有限公司
Shanxi Huayee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002 展位面积（平米）:9

北方华瑞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North Huarui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00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开关、压力变送器、流量计

奥德合金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Advanced Metallurgy Tech Co., Ltd
展位号:W300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代替镀硬硌的耐腐蚀耐磨热喷涂用专利非

晶粉末，碳化钛及碳化钨硬质合金专利复合耐磨板，3D打

印用世界优质钛焊丝

浙江嘉日氟塑料有限公司
(原浙江嘉善东方氟塑厂)
ZHEJIANG JIARI FLUOROPLASTIC CO., LTD.  (originally 
Jiashan East Fluorine Plastics Factory.Zhejiang.)
展位号:W3006 展位面积（平米）:9

吉林省圳力液体分离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07 展位面积（平米）:9

美国科能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0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热电偶、热电阻、压力、密封组件

江苏新铭软管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10 展位面积（平米）:9

沈阳铭达采油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Shen Yang  Ming Da Oil Production   New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W301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混合气发生器成套装置   /车载深层解

堵洗井成套装置/多元热载体增油技术。高温混合气注入速

度可达到14400~24000m3/d，比常规注水恢复地层压力

速度快；由于气相渗透率远大于液相，因而压力波及范围

更大、更快，驱替效果和排液效果更好；高温混合气在地

层内的重力分异作用，形成局部气顶和气体的超覆，具有

重力驱油作用，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压制底水或边水。防

析蜡和降粘;改善微观驱替效果.适用于稀油油藏（含高凝

油油藏），中质稠油油藏。

中科睿凌(北京)低温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12 展位面积（平米）:9

浙江程力管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CHENGLI PIPE INDUSTRY CO.,LTD
展位号:W3013 展位面积（平米）:9

无锡福斯拓科科技有限公司
WUXI FORCE & TORQU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01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动阀门执行器、气动阀门附件及气动球

阀、气动蝶阀等成套阀门。

北京华瑞九州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The Wellreal Energy Technolgy CO.,Ltd
展位号:W301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测井仪器，光纤陀螺连续测斜仪，射

孔用抗震伽马测井仪，存储式井下视频测井仪等。

北京华毅澳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CAF AUTOMATION INSTRUMENTS CO.,LTD
展位号:W301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动化仪表。压力，温度，物位，流量。

温州嘉利恩施封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Galion seal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01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铅封，施封锁，封条

苏州金科发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1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锂电池/MWD/LWD等工具

浙江固尔耐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Zhejiang Goodnail Fastener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W302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化、海工耐高温、耐低温、耐腐蚀紧固

件：螺栓、螺钉、螺柱、螺母、垫圈等,ASTM A193,A194
,A320,HG20613,20634,SH3404

兰州兰石换热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LANZHOU LS HEAT EXCHANGE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3021 展位面积（平米）:36

四川川润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
Sichuan CRUN Hydraulic & Lubrication Co.,Ltd
展位号:W3022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系统、润滑系统、冷却系统、液压油

缸、自动控制系统等

江苏申视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24 展位面积（平米）:9

宁波赛维思机械有限公司
NINGBO SAIVS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W3024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扭矩扳手、液压扳手泵、液压螺栓拉

伸器、液压工具泵、手动液压泵

辽宁新华仪器有限公司
Liaoning Xinhua Instrument Co. Ltd..
展位号:W302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泵封闭式地面直驱装置、井控环保井

下工具系列、封隔器系列

鼎湟液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Dinghuang Hydraulic Machinery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W3026-1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 美国SUN，HYDRAFORCE,Seung Won
螺纹插装阀阀芯。 

上海亚螺精密紧固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ATM Precision Tighie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02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合金紧固件、镍基合金紧固件、沉淀

硬化钢紧固件、耐蚀合金紧固件、不锈钢螺栓螺母等。

东莞市史特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SHITELAO METAL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W302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双叠自锁垫圈、防松垫圈、锁紧垫圈、法

式垫圈、高弹性垫圈等等

南阳市中通防爆电机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45 展位面积（平米）:54

惠州市协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50 展位面积（平米）:18

山东澜达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Shandong LanDa Petroleum Equipment LLC
展位号:W3050-1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回注、自动油罐清洗

甘肃黑马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Gansu HeiMa Petrochemical Engineering Co., Ltd.
展位号:W3050-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注采层中性解堵剂、油田机采井中性

解堵剂、稠油降粘剂，清蜡融冰剂、聚合物解堵剂，钡锶

垢清洗剂

河北博星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HeiBei BoXing Petroleum Chemic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3050-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振动筛, 泥浆泵活塞，不锈钢网, 过
滤网

河北宝石特种柔性胶化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50-4 展位面积（平米）:18

山东希尔电缆有限公司
Shandong Hill Cable Co.,Ltd
展位号:W3050-5 展位面积（平米）:18

南京雅珑石化装备有限公司
Nanjing Yalong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050-6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往复泵

德州海华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50-7 展位面积（平米）:18

德州精锐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Dezhou Jingrui Per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W3050-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尾管悬挂器、双级注水泥器、固井水泥

头、浮箍浮鞋、套管扶正器

武汉三江航天远方科技有限公司
WUHAN SANJIANG SPACE YUANFA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065 展位面积（平米）:90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与天然气设备、环保设备、加油

（气）站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化工设备及产品、机电设

备、信息技术产品

百博金属材料（深圳）有限公司
Bibus Metals Ltd.
展位号:W3071 展位面积（平米）:9

上海托菲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7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编码器，传感器，继电器

天津维度防爆工具有限公司
WEDO TOOLS CO., LTD
展位号:W3073 展位面积（平米）:9

天津市宝利欣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Tianjin Bao Lixin Superhard Materials Co., Ltd
展位号:W3074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生产CVD金刚石整膜、CVD金刚石油

（气）井钻头坯料、CVD金刚石修整工具坯料等。

潍坊伊达能动力有限公司
Weifang Yidaneng Power Co.,Ltd.
展位号:W307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天然气发动机和发电机组

四川惠科达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SICHUAN VACORDA INSTRUMENTS MANUFACTURING 
CO., LTD
展位号:W3077 展位面积（平米）:9

苏州安能捷工具有限公司
Suzhou Energy Tool Co., Ltd.
展位号:W3078 展位面积（平米）:9

天津润圣纤维素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RUNSHENG CELLULO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080 展位面积（平米）:9

泰安隆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Luda(Taian) Industarial Co.,Ltd
展位号:W308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营各种不锈钢及碳钢法兰、管件

浙江双鸟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82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朗清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85 展位面积（平米）:9

乐清市吉祥连接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86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缆防水接头 防爆填料函 堵头 变径 软
管 管件 接线盒

郑州瑟瑞斯泵业技术有限公司
Zhengzhou Sunrise Pump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08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离心泵

北京东方联优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Beijing Oriental Euro-Link Technical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展位号:W309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便携式气体检测仪 固定式气体检测探头 
火焰检测探头 在线式控制器 红外原理气体传感器 电化学

传感器 呼吸保护设备

广东新志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Guangdong DEF Seals Solutions Co.,Ltd
展位号:W309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石油化工类密封件

山东华宁电伴热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huaning electric heat tracing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093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华宁产品涵盖连续钢管加热电缆、油井加

热电缆、中频电源、集肤电缆、矿物绝缘加热电缆等。

任丘市康尔健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95 展位面积（平米）:9

美国安洛克流体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Anlok Fluid Systems Technologies Inc
展位号:W3096 展位面积（平米）:9

宁波索力特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97 展位面积（平米）: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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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长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Dongguan Chieftain Metals Co.,Ltd.
展位号:W309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机械零件，仪表壳体，工业阀，防爆高

压，五金工具，特殊合金

天津渤天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00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精益宏瑞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Jingyi Hongrui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10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直读式井下压力计、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

台湾爱之福密封-中国区运营本部
EDSV SEAL-CHINA OPERATION
展位号:W310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O型圈、组合圈、定制橡胶密封件

济南海安安环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0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燃有毒气体报警控制器、气体探测器、

防爆声光报警器、便携式气体检测仪、空气呼吸器、移动

式供气源等气体检测及安全防护产品

河北恒业兴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Hebei Hengye Xingk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10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玻璃钢容器、塑料容器、钢衬塑容器

四川北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EISHANG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108 展位面积（平米）:9

黑龙江吉地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Jidi Oilfield Service  Company Ltd.
展位号:W310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黑龙江吉地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是以提

高原油采收率为目标的综合性油田服务供应商。

江苏源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Yuanda Mechanica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11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套管头油管头、井口装置及采油

树、压裂头、法兰、三通、四通、由壬、

河北领冠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Hebei Leagoo  lnstument Co.，Ltd
展位号:W311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表，双金属温度计，差压表，仪表阀

门，卡套接头，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

浙江胜发泵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Shengfa Pump Co., Ltd.
展位号:W311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旋喷泵

南京良友化工有限公司
Landoil Chemical Group Co.,Ltd.
展位号:W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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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素（PAC）

淮南华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Huainan Huaxun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11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化学品

北京威斯特中航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1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威斯特中航是国内溅射薄膜工艺传感器的

研发、生产基地。致力于自动化测控领域的传感器、变送

器、测控系统等仪表的研发、生产、销售。

安平县康尔通五金网类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18 展位面积（平米）:9

江苏兰菱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Lanmec Electromechanica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11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 专业制造 — 转矩转速传感器、采集仪表

及软件；磁粉制动器、磁滞制动器等。

北京奥斯博科贸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20 展位面积（平米）:9

天津开发区新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22 展位面积（平米）:9

上海奥矽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00 展位面积（平米）:9

安平县华联翔金属网业制品有限公司
Anping Hualianxiang Metal Net Products Co., Ltd
展位号:W3201 展位面积（平米）:9

热测测试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02 展位面积（平米）:9

天津市奥凯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Tianjin Aokai Oil Tools CO,. LTD.
展位号:W3203 展位面积（平米）:9

上海侠飞泵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JOFEEPUMP CO.,LTD
展位号:W320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隔膜泵 转子泵

秦平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QinPing Machinery(Shanghai)CO.,LTD
展位号:W3205-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隔膜泵 转子泵

广西梧州港德硬质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Guangxi Wuzhou Gangde Cemented Carbide Manufacture 
Co., Ltd.
展位号:W320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非标硬质合金毛坯、耐磨件、硬质合金球

齿、钎片、棒材、板材、刀片、密封件等产品

四川中宇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Zhongyu Heavy Industry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20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裂泵阀箱、泥浆泵阀箱等

胜利油田胜利石油仪表厂
Shengli Oilfield Shengli Petroleum Instrument Factory
展位号:W321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井多相连续分测装置\ 固定式撬装井口

测量装置\移动式撬装井口测量装置等。

汉纬尔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HIGHAIR MACHINERY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W3215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海泰斯工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Bejing HTS  E&E Co.,Ltd.
展位号:W3217 展位面积（平米）:18

北京双泰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Shuangtai Pneumatic Co.,Ltd.
展位号:W3220 展位面积（平米）:9

沧州市运河弹簧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21 展位面积（平米）:9

山东国良液体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22 展位面积（平米）:9

河北嘉朗石油钻井设备有限公司
HEBEI JIALANG OIL DRILLING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W322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震动筛网、泥浆振动筛网、不锈钢

网、镀锌钢丝

慈溪市从峰氟塑制品有限公司
Cixi Congfeng Fluorine Plastic Product Co.,Ltd
展位号:W3224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四氟板，四氟垫片，膨体四氟

带，膨体四氟填料，膨体四氟缠绕垫

河北鼎诺机械有限公司
HEBEI DINGNUO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W3225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圣通和晶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Shengtong  and  cryst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22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碘化钠晶体以及碘化钠探测器

上海汉深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Shanghai Hissen Marine Engineering Co.,Ltd
展位号:W3227 展位面积（平米）:9

任丘市明达尼龙制品有限公司
Renqiu Mingda nylon products Co., Ltd
展位号:W3231 展位面积（平米）:9

上海力顺实业有限公司

Mariso Corporation
展位号:W323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超声波测厚仪，防爆型超声波测厚仪，水

下超声波测厚仪，涂装检测仪器，防腐检测设备等

浙江四兄绳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FOUR BROTHERS ROPE CO．， LTD．

展位号:W3233 展位面积（平米）:9

山东柯林瑞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Shangdong Kelinruier Pipeline Engineering Co., Ltd.
展位号:W3235 展位面积（平米）:9

大连环友屏蔽泵有限公司
DALIAN HUANYOU CANNED PUMP CO.,LTD.
展位号:W323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屏蔽电泵

任丘市大通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39 展位面积（平米）:9

丹阳市金运合金有限公司
Dan Yang Jin Yun Alloy Co.，Ltd
展位号:W3240 展位面积（平米）:9

浙江力升弹簧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42 展位面积（平米）:9

深圳万讯自控股份有限公司森纳士分公司
Shenzhen Maxonic Automation Control Co,.Ltd.Senex 
Branch
展位号:W324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器、温度仪表

大连罗斯泵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W3245 展位面积（平米）:9

深圳市行知行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AKA ROBOTIC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24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水射流无损清洗工艺、履带式爬壁机

器人、轮式爬壁机器人、废水过滤系统、升降平台车

天津市恒立远大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TIANIN HENGLI YUANDA INSTRUMENTS CO.,LTD
展位号:W3247 展位面积（平米）:9

浙江中恒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Zhejiang Zhongheng Instrument and Gauge Co., Ltd.
展位号:W324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 公司主导产品：耐震压力表、指重表、

多参数仪、拉力表、泥浆分析仪器和减压器等。

浙江菲尔特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Filt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24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金属过滤材料、滤芯元件、过滤系统、金

属蚀刻产品、高端油水分离设备等。

凯驰(上海)清洁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30 展位面积（平米）:36

天津远度科技有限公司
Aeronito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33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ZT-3V 电动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ZT-3V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fixed wing UAV

黑龙江爱科德科技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ARCO Technology Ltd.
展位号:W334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爱柯“优”系列复叠式CO2油田加温机组

是黑龙江爱科德科技有限公司为油田专门开发的一款稠油

井、单井罐、管道加温设备。

华通海诚机电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 W3345    面积：36㎡

威霖（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WEL(HONGKONG)TRADING CO.,LTD.
展位号:W335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钢锻件产品 Steel Forging Products

江苏壹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Jiangsu Ebuy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W335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耐磨 耐腐蚀性 耐高温图层加工

克雷登热能设备（浙江）有限公司
KLD Therm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展位号:W336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克雷登E系列蒸汽发生器

洛阳威尔若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Luo Yang Wire Rope Inspec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36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  1、便携式钢丝绳探伤仪（通用）； 2、

钢丝绳在线自动监测系统（通用）； 3、电梯钢丝绳在线

自动监测系统； 4、钢芯输送带智慧监测专家系统； 5、

索道钢丝绳智慧检测专家系统； 6、岸桥钢丝绳在线自动

监测系统。

宁波威克仪表有限公司
NINGBO WEIKE INSTRUMENT CO.,LTD.
展位号:W336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焊割炬 减压器 压力表 矿用压力表

江阴久盛科技有限公司
Jiang Yin JiuShe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370 展位面积（平米）:36

江苏星河阀门有限公司
Jiangsu Xinghe Valve Co., Ltd
展位号:W337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仪表阀门和管配件

湖南慑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78 展位面积（平米）:9

江苏威能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79 展位面积（平米）:18

任丘市津工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82 展位面积（平米）:9

常州海通石油管业有限公司
Changzhou Haitong Petroleum Tube Co., Ltd
展位号:W338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种油管接箍，短节，转换接头·以及特

殊扣。

大连保税区兴业达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85 展位面积（平米）:9

雄县七槐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XIONGXIAN QIHUAI EXPLOSION-PROOF ELECTRIC 
APPARATUS.CO.LTD
展位号：W3386      面积：9㎡

丹东新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388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探伤机、管道爬行器

浙江爱力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AILIPU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500 展位面积（平米）:36

温州合力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Wenzhou heli automatic meter co.，ltd
展位号:W3505 展位面积（平米）:36

河北朗威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Hebei Longway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W351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杆 接头

浙江迦密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515 展位面积（平米）:18

深圳市旭永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Xuyong Industry Co., Ltd
展位号:W351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脑，防爆触摸屏，防爆扫描枪，防

爆入侵探测器，防爆LED显示屏,防爆磁力锁等。

东莞泛美光电有限公司
Dongguan Pan American Electronics Ltd.
展位号:W352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灯，防爆产品，工作灯

天津市聚能高压泵有限公司
TIANJIN JUNENG HIGH-PRESSURE PUMP CO.,LTD.
展位号:W352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JN315型超高压注浆泵

葛罗宁根（上海）清洁技术有限公司
Groninger (Shanghai) Cleaning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530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罐式集装箱，ISO罐，铁路罐车，吨桶

（IBC），不锈钢食品容器，反应釜，专用容器，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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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清洗设备及专用设备清洗装置的个性化定制。

北京柯安盾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Keandun Safety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W353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数码相机，防爆摄录取证仪，防爆手

机，防爆执法 记录仪等

温州市恒源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54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大型工业风扇

江苏麦赫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MAI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542 展位面积（平米）:18

浙江力高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545 展位面积（平米）:36

山东精工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SHANDONG PRECISION SEAL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551 展位面积（平米）:18

台州宝恩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552 展位面积（平米）:9

江阴德安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555 展位面积（平米）:9

宁波玖沃防爆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Joiwo explosionproof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55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话机、防水电话机、工业安防电话

机、防爆监控系统

石家庄迪博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 Di Bo Pe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W360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井附件等。

江苏君华特种工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JunHua ChinaPEEK
展位号:W360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PEEK支撑密封环、PEEK前后堵、PEEK
绝缘圈、PEEK极板、PEEK绝缘线、PEEK隔环、PEEK
挡圈、PEEK耐磨轴套等产品

星光树脂制品（昆山）有限公司
Starlite Plastic Products （KUNSHAN) Co.,Ltd
展位号:W3602 展位面积（平米）:9

立格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03 展位面积（平米）:9

上海铭川密封件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MingChuan Seal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60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O”型圈、骨架油封、PTFE密封产品、

PU密封产品、V型夹布密封产品、汽缸专用密封产品

安平县德祥瑞网业有限公司
Anping County De Xiang Rui Wire Cloth Co.,Ltd
展位号:W3606 展位面积（平米）:9

福建坤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07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鑫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Xi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61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三十余万种军用电源、线性电源、开关电

源、恒流电源、充电电源、程控电源、逆变电源、模块电

源、变频电源、铁路电源、车载专用电源等各类电源产品。

台州中浮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TAIZHOU CBM-FUTURE NEW MATERIALS S&T CO.,LTD
展位号:W361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浮力材料及海缆海管附件

洛阳圣瑞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Luoyang Shengrui InteIIigent Robot Co LTd
展位号:W3612 展位面积（平米）:18

上海楚川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Shanghai Truecan Management Co., Ltd.
展位号:W3615 展位面积（平米）:18

大唐终端技术有限公司
Datang Termin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617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多款公网对讲防爆终端，参展型号分别为

行业高端防爆终端。

武汉大盈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20 展位面积（平米）:9

大连艾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DALIAN ACTECH INC.
展位号:W362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气体探测系列传感器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2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液位传感器、变送器;超声波物位

传感器、变送器;安全栅、隔离模块、数据采集器等。

欧世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Oushisheng (Beijing)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62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恒流输液泵，高压连续注射泵，全自

动在线背压调节器，在线UV-Vis检测器，在线傅里叶近红

外检测器，在线拉曼检测器

温州联和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24 展位面积（平米）:9

天津惠凯森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huikaisen tech.co.,LTD.
展位号:W3625 展位面积（平米）:1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控制箱、正压防爆柜、低压控制柜、

低压配电柜、机柜冷却器

MATSUMOTO KIKAI CO LTD
展位号:W3626 展位面积（平米）:18

广州安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30 展位面积（平米）:9

高安市璐克斯机械有限公司

Luxe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W3632 展位面积（平米）:9

森展节能设备制造（香河）有限公司
SOUND BELL ENERGY SAVING CO., LTD
展位号:W363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热媒加热系统， 废热回收装置， 意大利

百得燃烧器， 燃烧器控制器， 数字一体化设计。

金茂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38 展位面积（平米）:9

江苏泰源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JIANGSU TAIYUAN CNC MACHINE TOOL CO., LTD
展位号:W363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接箍数控机床、油套管管螺纹车床、钻杆

生产线的专用设备、钻杆耐磨带堆焊机、螺杆转子铣床

莱芜华亚超高分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Laiwu Huaya Polymer Sci.&Tech. Co.,Ltd
展位号:W3640 展位面积（平米）:9

北京云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41 展位面积（平米）:9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Chongqing Materials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展位号:W364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718合金、725合金、925合金、Monel 
400、Monel K-500、Hastelloy B-2、Hastelloy C-276等

石油天然气用合金材料。

沧州伟浩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WH-STEEL CO.,LTD
展位号:W364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法兰 弯头 三通 大小头  

南京首塑特种工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Nanjing Shousu Special Engineering Plastics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W3645 展位面积（平米）:9

烟台洁通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Yantai Jietong Water Treatment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64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水处理设备

上海致领半导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anghai Leading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展位号:W364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精密单面研磨机、内平面研磨机、研磨抛

光耗材

爱孚（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EFCO （Beijing）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648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数控法兰密封面车削机，阀门硬质密封面

研磨设备。

北京光华世通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Century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W3649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燃料电池

浙江联大锻压有限公司
Zhejiang Lianda Forging Co.,Ltd.
展位号:W3700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由锻件，碾环锻件

宁波运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01 展位面积（平米）:9

廊坊弘涛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0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    可拆卸柔性保温套。

沈阳华卓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0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智能电液执行器

北京软能创科技有限公司
Energy lnnovation Software,Co.,Ltd
展位号:W3707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UNCONG油气藏数值模拟软件、QUICK
气藏产能分析软件、USTIM压裂数值模拟软件、QWILL井

筒多相流计算软件及相关服务

齐亚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08 展位面积（平米）:9

山东多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10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探测器

北京鼎甲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Dingjia  Weilia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3712-1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智能工业物联网、智能控制柜、SCADA
监控系统、智能应用、智慧燃气

鼎甲未来（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12-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天然气脱水、脱硫、脱碳、脱烃、液化、

井口气回收

西人马联合测控（泉州）科技有限公司
FATRI UTC (Quanzhou) Technologies Co., Ltd.
展位号:W3715 展位面积（平米）:36
参展产品或技术:传感器、石油泄漏监测系统，高温传感

器、故障诊断系统

杜博林（大连）精密旋接器有限公司
DEUBLIN (Dalian) Precision Rotating Unions Co., LTD
展位号:W3725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旋转接头

河北州首防爆电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30 展位面积（平米）:9

昆山汇多宝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31 展位面积（平米）:9

徐州新兴达克罗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3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强度紧固件

江苏新志成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41 展位面积（平米）:9

宁津县宏翔聚氨酯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47 展位面积（平米）:9

奥夫尔科精铸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AF Folco precision casting machinery (Kunshan) Co. Ltd.
展位号:W3801 展位面积（平米）:9

宁波威敢堂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NINGBO VCANDO 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W3802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拉立封安施封带，法博铠装带

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
Ningbo Jinding Fastening Piece Co.,LTD
展位号:W3803 展位面积（平米）:9

常州艾控智能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804 展位面积（平米）:9

江苏苏北阀门有限公司
Jiangsu Subei Valve Co.,Ltd
展位号:W3805 展位面积（平米）:9

内蒙古一机集团大地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DADI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OF INNER 
MONGOLIA FIRST MACHINERY (GROUP) CO., LTD
展位号:W380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抽油杆、接箍、油管及套管

安徽徽宁电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W3819 展位面积（平米）:9

伊顿工业离合制动器（上海）有限公司
Eaton Industrial Clutches and Brakes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W1340 展位面积（平米）:36

依蔼希（江苏）管道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EIC(JiangSu)pipe control system Ltd
展位号:W1781 展位面积（平米）:9

永嘉县三和弹簧有限公司
展位号:W2253 展位面积（平米）:9

TÜV南德意志大中华集团
TÜV SÜD
展位号:W2315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审核及体系认证，检验，知识服务，测

试，全球市场准入，产品认证，培训。

陕西正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haanxi Zhengd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W2379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型非接触式水中油监测装置Ex-ZDA-
OW01-OS,便携式高精度水中油监测仪ZDA-OW02-PS，

总铁在线分析仪ZDA-ZT01-OS。

温州密特曼五金有限公司
展位号:W2726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劳保用品，安全带，止跌扣，速差器，井

架逃生装置

乌鲁木齐市洪博福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W2726 展位面积（平米）:18
参展产品或技术:德国密特曼的二层台逃生装置

江苏三木页岩气高压软管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24-1 展位面积（平米）:9
产品：可扁平盘卷聚氨酯软管

山东华辰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2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 天然气过滤器、油品过滤器及其核心分

离元件，余热回收装置成套技术、空气动力学分离叶片技

术、旋风分离器核心分离元件技术、快开盲板技术

稳恩佳力佳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展位号:W3060 展位面积（平米）:72

南京古田化工有限公司

展位号:W3636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 杀菌剂：db 100，戊二醛；消泡剂；醇

醚溶剂，乙烯胺

西安威盛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W3703 展位面积（平米）:9
参展产品或技术:天然气组合式过滤分离器、过滤器滤芯、

快开盲板、绝缘接头、过滤器叶片、多管旋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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