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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1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Exhibition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

报到布展：2019年8月26日-27日

展示交易：2019年8月28日-30日

闭幕撤展：2019年8月30日下午14:00

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E1/E2馆

           （上海浦东新区龙阳路2345号）

展会日程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安全防护及消防应急管理展览会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展览会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防爆电气技术设备展览会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

同期展会
2019.8.28-30     

E1&E2 馆

2019 年 8 月 28 日 -30 日，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装备展览会（cippe 上海）在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盛大举行。

来自 52 个国家和地区的 520 家企业应邀参展，展览面积逾 38000 平方米，预计现场到访观众不少于 40000 人次。

cippe 上海石化展由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化工行业分会共同主办。本届展会将在现场举办多场活

动，如行业技术交流论坛、展商与采购商对接会、展商新产品发布会等等。届时，国内外主流媒体及行业媒体将悉数到场报道。

欢迎各位访客前往企业展位、采购对接会磋商洽谈。

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装备展 8 月 28 日盛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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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安全防护与
消防应急管理展览会

石油和化工行业是中国第一大工业产业，每年产值达 14.5 万亿元。但由于产业大，企业多，重大事故一直屡有发生。据统计， 从

2017 至 2019 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的石化行业事故超过 400 起，造成数百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上百亿元。例如：2017 年 6 月 5 日，

山东临沂市金誉石化有限公司发生液化气泄漏重大事故。 2018 年 7 月 12 日，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阳春工业园发生重大爆炸着火事故。

2018 年 11 月 28 日，河北张家口望山循环经济示范园区的中国化工集团河北盛华化工公司氯乙烯泄漏发生爆燃事故。2019 年 3 月 21

日江苏盐城响水县陈家港镇江苏天嘉宜化工化学储罐发生爆炸事故。

数十次大的事故发生后，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多次组织专家会议，讨论对策、制定新的标准要求行业

企业必须采购配置安全防护用品的工作实施办法，进一步推进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安全生产作业环境，安全优先，警钟长鸣。

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安全防护及消防应急展览会每年将有霍尼韦尔，3M，杜邦集团，德尔格安全设备，梅思安，泰科安防，

雷克兰，代尔塔等世界 500 家安全防护，应急和消防等知名企业参加，将助您的企业打造国际化品牌，扩大交易，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最

佳宣传推广平台，欢迎您参加将于 2019 年 8 月 28-30 日继续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安全防护及

消防应急展览会（cipse）。

2019年8月28-30日

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The 11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etrochemical Safety Production and Protection Products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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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上海国际防爆电气技术设备展览会

上海国际防爆电气技术设备展览会（Expec）是中国防爆电气领域的行业例会，每年秋季在上海举办。Expec2019 与 cippe 亚洲石化展—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技术装备展览会 (cippe) 同期召开。

Expec 2019 本届展会有来自美国、意大利、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 52 个国家和地区的 520 家知名企业参展，展出

面积 38,000 平米，专业观众将达到 40000 人次。展会知名企业主要有 GE、霍尼韦尔、施耐德、菲尼克斯、德国科隆、华瑞科力恒、吉祥德尔格、

洛克塞克、南阳防爆、华荣集团、创正防爆、恒通电气仪表、飞策防爆、英特金、天津隆电电气、沈阳北方、中兴防爆、锦益光电、上海爵格电气、

旗升电气等。

本届展会将有沙特石油、壳牌石油、道达尔、德希尼布、巴斯夫、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金陵石化、高桥石化、镇海炼化、金山石化、扬子石化、

中国化学、环球工程设计院、中化集团、大唐发电、中煤能源、仪征化纤、上海市印染协会、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上海化学试剂所、上海吴泾

化工设计院等国内外专业参观团到现场采购洽谈。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防爆电气技术设备展览会（Expec）将于 2019 年 8 月 28-30 日继续在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浦东新区龙

阳路 2345 号）举办，欢迎您届时参观参展！

2019年8月28-30日

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The 11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Explosion Protection and Electric Technology & Equipment Exhibition

52国家和地区 520参展商 38,000展出面积40,000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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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
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展览会

石油、石化、天然气和化工行业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产业，每年产值 14.5 万亿元，广泛应用于石油石化及化工领域的自动化控制设备及

仪器仪表的采购量每年多达万亿。近年，随着我国工业智能化进一步升级，为自动化终端使用提供了极为广泛市场，上海作为世界经济和贸

易中心，汇聚世界 500 强企业 400 多家，工业类自动化企业上千家。

几年来，西门子、魏德米勒、菲尼克斯、艾默生、倍福、ABB、欧姆龙、三菱、日立、霍尼韦尔、浙江中控、德力西、重庆川仪、深圳万讯、汇川、

吴忠仪表、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等 500 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竞相参展。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自动化仪器仪表展览会将助您

打造国际品牌、扩大交易、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最佳宣传推广平台。

第十一届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自动化仪器仪表展览会（cieca）将于 2019 年 8 月 28-30 日继续在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上海浦

东新区龙阳路 2345 号）举办，欢迎您届时参观参展！

2019年8月28-30日 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The 11th Shanghai International Petrochemical Automation & Instruments Exhibition

52国家和地区 520参展商 38,000展出面积40,000专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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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大连海川云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海川化工论坛）

工 艺 安 全
设备安全及
安 全 防 护
主 题 研 讨 会

8月28日    上海市·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室

10:00-11:00 11:10-12:10 12:20-13:30 13:30-14:30 14:40-15:40 15:50-16:30

体
系
建
立
及
升
级

工
艺
安
全
管
理
︵P

SM

︶

与
风
险
控
制

化
工
工
艺
过
程
安
全

分
析
︵H

A
Z
O
P

︶

危
险
与
可
操
作
性

设
备
安
全
管
理
的
内
容

实
现
设
备
安
全
的
途
径

新
进
展

中
的
新
理
论
、
新
方
法
和

工
艺
、
设
备
安
全
与
防
护



会议论坛展前预览  2019年 sh.cippe.com.cn6A

振威展览出品

2019上海国际
石油和化工技术装备展
石化行业的数字化革命

组织单位：
上海市浦东新区工程师协会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会议时间：
2019年8月29日

会议地址：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区（具体地址见正式通知）

第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石油化工技术装备展期间，上海市浦东新区工程师协会将邀请

物联网、人工智能、数据算法等方面的专家，就石化行业的数字化革命进行讨论。以期助

力上海石化企业的发展，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沙龙倡导自由探究，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为新思想、新观点提供宽松、自由、平等

的交流平台，内容注重学科交叉性，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进行交流碰撞，激发新的思想

火花。

参会听众：免费参加，需提前报名。国内外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自动化、材
料学等相关人员、企业、科研院所参加。

联系人：浦东新区工程师协会  徐黎  13817846253

日期 时间 会议

13:30-13:40 主持人介绍来宾、活动背景

13:40-14:10 物联网在石化行业中的应用

14:10-14:40 人工智能在石化行业中的应用

14:40-15:10 石化行业中的数据和算法

15:10-15:30 自由讨论

8月29日
二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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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主题

8 月 28 日 
E1 展馆内

09:30-12:00 拟在建项目采购需求专场

13:30-16:30 化工邦专场

8 月 29 日 
E1 展馆内

09:30-12:00 防爆专场

13:30-14:30 安全防护专场

15:00-16:30 自动化仪器表专场

2019石油和化工装备技术交流会
活动时间：2019年8月28-30日

活动地点：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会议室

Date：August 28-30, 2019

Venue: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Meeting Room

沧州渤海新区招商引资推介会

化工行业VOCS回收与治理技术及工程案例分析

面向油气田高效高通量油水分离技术与设备

阀门防火及微泄露试验方法和标准解读

8月28日  10:00-11:00

8月28日  11:10-12:10

8月28日  13:30-14:30

防爆产品国内外认证解读——NEPSI视角

从业人员资质与防爆安全 

《国际防爆认证规则和市场解析》

8月28日  15:50-16:30

8月29日  09:30-10:30

8月29日  10:40-11:40

8月28日  14:40-15:40

2019 上海国际石油和化工技术装备展采购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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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方式
通过下方联系方式，索取“团体观众申请表”

电 话：010-56176941

邮 箱：luyy@zhenweiexpo.com

团体参观，大波                等你收割！

参观证件获取
观众注册成功后，请牢记预登记号，在展会现场“预登记窗口”，

领取参观证件。

4种方式进行预登记
1.官网登记：www.sh.cippe.com.cn

2.微信登记：扫描右侧官方微信

3.邮件登记：luyy@zhenweiexpo.com

4.电话登记：010-56176941 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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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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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化工公司、炼油、冶金、能源、医药、环保、军

工等行业或相关领域工程设计院的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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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ppe2019采购对接会
为买家打造一个精准、高效、多元化的采购平台。现场根据买家提出

的采购需求，依靠石化展供应商数据库，为买家度身定制匹配相应展商，

促进供需双方深度交流。更能在第一时间为您带来展会现场优质展商，集

中对接石化设备供应商，帮助采购商短时间内找到最合适的供应商，给您

带来全新采购服务体系！

买家提交

采购需求或

对接展商名称

组委会根据

买家需求

精选展商供需

组委会匹配

买家及展商

洽谈对接时间

买家与展商

现场一对一

洽谈

● 优先获得入场证件，快速入场；

● 组委会协助联系核实的供应商，保证对接会质量，节省参观时间；

● 量身定制观展行程，提升观展效率及价值;

● 非展会期间行业内相关活动推荐；

● 享特邀买家大礼包：商务午餐、展会会刊、参观指南、会议日程表及 

     精美小礼品

VIP买家尊享

国内 路女士：010-56176941      

                      13810612583

                       luyy@zhenweiexpo.com

国际 赵女士：010-56176962      

                      13401184437

                      zwm@zhenweiexpo.com

咨询联系方式

地点
中国·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E1290

时间
8月28日-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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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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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展位号： E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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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展位号： E1505

展位号： E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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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ngdong Runhua Chemistry Co.,Ltd., formerly known as Guangzhou RunhuaFood Additive Co., Ltd., has been specializing in R&D, 

production andsale of Sorbitan Esters and Polysorbates since 1993. Located in Huaqiao Fine Chemical Industrial Park, Qingy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Runhua Chemistry is a modern production base with advanced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s and testing 

equipment. The whole process control management is strictly following the requirements of ISO9001, ISO22000, Kosher & Halal 

certification systems. 

The products can be widely used in hundreds of industries, such as food, pharmaceutical, textile, agriculture, etc. Owning a self-

owned brand “Huana”, Runhua Chemistry has built a global sales network. Runhua Chemistry is now transforming from a traditional 

manufacturer to a service-oriented manufacturer, and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internet to provide more convenient and efficient service 

for customers.

We are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forged flanges & forged fittings in 

Wenzhou.

TO BE ONE OF YOUR BEST 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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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润华化工有限公司

ZHEJIANG JIJIA PIPELINE INDUSTR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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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SHANGHAI I&G CO.,LTD

    上海熠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柔性节能保温
系统设计服务领域，无论是排气系统、涡轮增压器，还是
复杂的海洋石油平台保温工程、化工容器保温，所有电力、
石油化工行业中碰到的关于隔热、消音和保护的问题，我们
都可以为您提供最佳的解决方案。
    多项国际权威认证，确保了产品持续稳定的高品质，
多项专利证书，确保产品高技术含量。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叠桥路456弄190号K9
Tel：021 60975200
Mail：sales@yiyijn.com

展位号：E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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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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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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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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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展位号： E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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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潍坊萨伯特精密转动设备有限公司是由德国萨伯特公司在中国投

资成立的、专业从事莫诺原理应用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

的企业。萨伯特公司在德国和中国设有生产工厂和技术研发中心，在中

美洲和新加坡建有销售和服务中心，在俄罗斯、伊朗、印度、美国、南美

洲地区设有代理商。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成立，我司现已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7 项，软

件著作登记权 6 项，2018 年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主要产品有单螺杆泵、切碎机、泥浆动力钻具马达、单螺杆深井、

定子芯杆、相关的备品备件及服务。

潍坊萨伯特精密转动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680

展位号： E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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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展位号： E1310

山东某大型炼化企业国产连续重整装置粉尘收集器，

由南京雄凯过滤设备有限公司自主开发设计，系国内首套完

全自主开发的重整粉尘收集器。该系统自 2018 年投入运行

以来，运行良好，未出现任何异常。重整粉尘收集器使用雄

凯生产的金属膜元件，初始压降低于 1kpa，运行压降达到

10kpa 反吹，目前反吹次数超过 8000 次，反吹后压降恢复

到 2kpa 以下；粉尘收集器出口气体 5μm 及以上的颗粒数

为零，即 5μm 以上粉尘回收率已达到 100%；粉尘收集器

接入 DCS 实现自动控制，在线反吹和卸粉，每周回收的催化

剂约 50kg。排出的粉尘中有明显的半颗粒状催化剂，系统中

的催化剂粉尘能及时的除去，保证了装置的长周期平稳运行，

并有较大的经济效益。

南京雄凯过滤设备有限公司自主开发、设

计、制造的高温气固在线反吹过滤系统，可实现

全自动密闭操作，确保 0.1μm 的粉尘完全拦截，

最高耐温可达 900℃。该系统目前在陕西某大

型煤化工企业高温费托合成装置上取得成功应

用，使用工况严苛，工作温度 425℃，工作压力

2.05Mpa，过滤精度 3μm。该过滤系统作为装

置的核心设备，设计为高温在线脉冲反吹系统，

保证了催化剂系统的纯净，为装置安稳长满优

运行提供了保证。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5 号，南京工业大学 - 国家大学科创园 B 座 18 层

电话：025-66989516/7/8

传真：025-66989519

E-mail：info@shinkaifilter.com

http://www.shinkaifilter.com

经过南京雄凯过滤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的攻关，公司拥有专利（ZL：

201621094121.8）技术的金属膜错流过滤系统在山东某大型化工集团得到

成功应用。此系统工况相当复杂，具有系统压力高（＞70bar），温度高（＞

170℃），循环量大（400m3/h），催化剂浓度高（固含量＞10%）的特点。经过

雄凯精心研发设计，为业主制作的第一套金属膜管就达到原先设计产能，一举

解决了困扰客户几年的过滤分离催化剂难题，为业主获得每月 1000 万的利润，

获得了业主的认可和好评！

南京雄凯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275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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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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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357

展位号： E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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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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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上海泽中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泽中生产的气动法兰球阀，是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

进行特殊设计，精心制造的产品。该产品按其密封性能分为金属密封

与软密封。具有结构紧凑、体积精小、运行可靠、密封性好、维修容易、

安装方便、适应性强等特点。特别适合于介质是粘稠、含颗粒、纤维性

质的场合。

可广泛 应用于

石油，化工、教学设

备、轻工、高压设备、

制药、造纸等工业自

动控制系统中，作远

距离集中控制或就

地控制。

展位号： E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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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荣恒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南通荣恒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是从事各类鼓风机与真

空泵等产品研、制造、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公司。产品

涵盖：一般用途三叶罗茨风机、防爆型三叶罗茨风机、防

腐型三叶罗茨风机、高温高压型三叶罗茨风机及机组、三

叶罗茨真空泵及机组、回转式风机、各类安全阀门以及消

声装置等。

主要运用于：污水处理，烟尘脱硫，化工合成，气力输送，

高炉冶炼，水产养殖，造纸等领域。

荣恒公司技术力量雄厚，设计手段先进，加工设备精良，质量体系完善。在产

品的多项关键技术上实现重大奕破，能效与噪音等主要性能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

平。其技术团队是中国 HJ/T251-2006 ( 环境保护产品技术要求罗茨鼓风机行业

标准 ) 的主要制订者。

荣恒公司将持续为我国环境保护及各项事业提供更专业的产品。

展位号： E1810



展前预览  2019年sh.cippe.com.cn 27A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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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节为新材料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较早系统地针对特殊

工程塑料，各种阀门，机械设备，硫化机保温衣；高温隔热、保温、低温

保温材料；复合材料，合成材料等进行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

体的高新技术科技企业。从“现场测绘，设计，制作，安装”等一站式服务。

公司与华东理工，同济大学合作开发的多项新材料已获得多项国家专利，

公司注册的“Jsave”商标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可拆卸式保温套（也称：保温被，绝热套，柔性保温衣，异型保温），

是新一代绝热保温产品，它采用耐高低温，防火保温材料；有内衬，中

间保温层，外保护层三层组成；它是目前高档的管道，设备绝热保温材料。

可用在不同温度，不同形状的管道和各种冷热设备的绝热保温。对于要

经常拆卸，维修保养，清洗的管道设备尤为实用。是工业节能保温理想

选择。

上海节为新材料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225

展位号： E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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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仪集团
江苏苏仪集团是“江苏省星火龙头”企业 、“江苏省仪表线缆品牌培育基地”龙头企业，专业生产点型可燃

气体探测器、各类有毒有害气体检测报警仪、气体报警控制系统、报警式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检测装置、

报警式锅炉尾气氮氧化物分析系统、污染源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VOCS 在线监测系统、RTO 炉入口 VOC 废气浓

度在线监测系统、大气环境质量监测系统、恶臭气体在线监测电子鼻、激光在线气体分析仪、红外气体分析仪、

顺磁氧分析仪、防爆红外气体分析仪、防爆顺磁氧分析仪、工业在线气体分析系统、防爆气体分析小屋等产品。

企 业 取 得 CCCF、CCEP、CPA、

CMC、CMA、SIL2、EX 防爆证等多种权

威认证资质。企业有自主开发生产国内领

先水平新产品的能力，比较完善的产品生

产、管理、质量等工艺文件和质量管理体系。

企业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和 ISO14000 环境体系认证，是中国

仪器仪表协会成员企业、江苏省计量协

会成员单位，是中石化、中石油、国电、华

电、华能、大唐电力、国内 70% 大型钢铁

企业等的供应商单位。信用等级“AAA”。

企业连续多年在江苏省计量协会行业年

度评选中综合实力名列前茅。

展位号： E1203

上海仪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051

上海仪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新材料的科研、生产、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公司通过产学研合作，研究开发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军用智能水下

综合防御系统系列产品；智能海洋溢油应急回收系统；纳米纤维功能

纺织品系列；以碳纤维、芳纶、玄武岩纤维为主要原料的高性能复合

材料。近年来服务于社会多个领域，为新材料产业的发展、行业的技

术进步及行业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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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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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E1301

展位号： E1300

上海耀华称重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206

上海耀华称重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 年，是专业研制、

生产和销售电子称重仪表的高新技术企业，《电子称重仪表》

国家标准的主笔起草单位，上海市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和中

国衡器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2011 年，央企中航电测（股票代码 300114）收购上海

耀华 45% 的股权，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上海耀华和中航电测秉承航空工业“航空报国、航空强国”

的使命，倾力打造“成为世界电测先锋，做世界一流的测量与

控制解决方案供应商”为愿景的卓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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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西派埃仪表成套有限公司

江苏三众弹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 E1303

展位号： E1387

上海西派埃仪表成套有限公司是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SIPAI）

为了充分发挥科研开发、工程研究和

技术服务的自身优势，形成高科技产

品的生产基地，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

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公司具有雄厚的

技术实力和人才优势，从 90 年代初

期就开始从事正压通风防爆控制柜、

高精度电动调节阀、流量计和流量检

定装置等产品的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

公司产品在二十多年的实践应用中得

到石油、化工、制药、钢铁、电力等行

业客户的高度好评。

江苏三众弹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位于江苏泗洪县青阳机械产业园区。目

前占地面积约 60 亩，厂房面积约 1 万

平方米。公司为中核集团参股设立的专

业研发、生产及销售碟簧、波簧等优质

弹性元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公司掌握了产品设计、工艺设计、

产品制造等核心技术，现已取得 30

多项专利，拥有从原材料到专用设备

及产品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参与制定

了国际 ISO 碟形弹簧标准及国家标

准。三众首席专家郭斌先生主导了航

天飞船用碟形弹簧项目，参与了众多

国家重大专项，享受弹簧行业终身成

就奖。

展位号： E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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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莅临雷勃动力传动展位：E1-E1335

滚子轴承
应用于油田设备

碟片联轴器
应用于油田设备

雷勃动力传动解决方案作为雷勃电气的一个业务平台，是世界上主要的、富有创

新精神与洞察力的供应商。

动力传动解决方案由多个备受尊敬的品牌组成，每一个品牌带来的是经过数年时

间检验的品质可靠性和产品表现力，这些品牌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动力传动组件，

旨在延长运行时间，提高生产力，为全世界的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雷勃动力传动旗下的Rollway路威，Jaure浩联产品以及IIoT预见性维护技术为石

油设备提供高效节能的动力传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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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程旅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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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酒店】

【交通路线】

主要地铁线路

A. 乘地铁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直达展馆。

B. 乘地铁2号线至龙阳路站下步行，或换乘7号线花木路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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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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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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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

● 浦东机场

出租车：线路长度30公里，车费约90元。

可乘坐磁悬浮列车：至龙阳路站，单程票价50元。

搭乘机场三线：至龙阳路轨道交通站，需时约40分钟，车费约16元。

推荐路线：地铁2号线至龙阳路站下，或再换乘地铁7号线至花木路站下。

● 虹桥机场

出租车：线路长度27公里，车费约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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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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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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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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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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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级 酒店名称 房型  展商价格 早餐 班车 地址 距离

五星 上海世纪皇冠假日酒店 高级房 980 双早 有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433号 2KM

四星 上海蓝海博龙国际大酒店 高级房 520 双早 有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西路2991号 2KM

四星 上海中兴和泰酒店 高级房 500 双早 有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张江高科科苑路866 2KM

四星
上海陆家嘴万信酒店 标准间 600 双早 有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洋泾路568号 3KM

四星 上海源深加州酒店 豪华间 500 双早 有 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655号源深体育中心 4KM

三星 上海南泉大酒店 高级房 350 双早 有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张家浜路151号 4KM

二星 上海欧亚美阳光酒店 豪华间 380 双早 无 上海浦东新区川展路2219号 1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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