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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结构迎调整契机 天然气装备成亮点

全 球最大石油展将在京举行
全 球 最 大 石 油 展 —— 第 十 五

龙、天合、霍尼韦尔、四川宏华、

切实的效果。是权威展会有能力组

政策及天然气广阔发展前景，本届

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

杰瑞、科瑞、卡特彼勒、中海油、

织专业采购参观团，实力雄厚的买

展会增设了天然气技术装备展区，

会（ｃｉｐｐｅ振威国际石油展）将于

中国船舶、中船重工、北方重工、

家资源向来是ｃｉｐｐｅ石油展最为瞩目

目前涉及天然气技术装备相关技术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至２８日在北京新国际

三一重工等悉数参与。众多展商将

的亮点。权威展会能够对全球石油

与装备的国内参展企业有杰瑞、科

展览中心举行。全球最大石油展

在石油石化技术装备、页岩气技术

装备市场形成“漩涡作用”，吸引

瑞、烟台冰轮、四川空分集团、

ｃｉｐｐｅ是一年一度的世界石油装备大

装备、海洋石油天然气技术装备、

大量强有力的采购巨头携单进场。

三一重工、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

会，国际展览联盟ＵＦＩ认证的全球最

天然气技术装备、管道与储运技术

天然气装备展将成本届展会

高级别展会。ｃｉｐｐｅ２０１５吸引了来

装备、防爆仪器仪表等７大板块展

亮点。《天然气发展“十二五”规

ｃｉｐｐｅ振威国际石油展长期致

自全球６５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企

示最新产品和技术。

划》，明确增加能源供应、加快管

力于展商和观众服务。２０１５年，

网、ＬＮＧ接收站和储气工程建设，

ｃｉｐｐｅ振威国际石油展将针对于天然

提高装备自主化水平等６大重点任

气、管道、海油、钻探等应用领域

务。在２０１４年６月７日国务院办公

举办多场技术论坛、采购交流等互

厅印发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动活动，集中为展商和观众提供便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明确将“优化能

捷、高效的交流机会。与此同时，

源结构”列为我国能源发展的战略

组委会还将倾力对买家参观商进行

业１８００家，展位面积突破９００００平
方米，专业观众将达６５０００人次。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
备展览会展位预订正在火热进行
中，展位预订火爆程度超过预期。

参展企业表示不惜重金参加展
会最大的原因是，ｃｉｐｐｅ全球最大石
油展具备三大无可比拟的优势：一
是规模大，展品多为实物：９万平展
出面积覆盖石油行业全产业链，众

该图片由斯伦贝谢中国公司提供

同期展会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海洋
石油天然气展览会

司、重庆（长寿）化工园区等。

本届展会不仅吸引了近百家

多企业展出万种装备。二是ｃｉｐｐｅ石

任务，即“降低煤炭消费比重，提

邀请，如：中国石化、中海油总部

新优国内外企业首次参展，而且很

油展已成功举办十四届，拥有大量

高天然气消费比重等”。 该文件

参观团、中国石油管道局、壳牌石

多老客户也不约而同的增大了展出

连续参展超过五年以上的忠实老客

还提出，到２０２０年，非化石能源占

油、道达尔、康菲、巴西石油等国

面积。众多行业巨头倾力参展，贝

户，充分体现参展企业对ｃｉｐｐｅ的认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１５％，天然

内外专业采购团均为ｃｉｐｐｅ历年主要

克休斯、斯伦贝谢、威德福、卡麦

同，也说明企业能够从展会中得到

气比重达到１０％以上。为适应国家

参观群体。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石油天
然气管道与储运技术装备
展览会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防爆
电气技术设备展览会

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海洋
工程技术与装备展览会

第五届中国国际天然气
技术装备展览会

第五届中国国际页岩气技
术与装备展览会
在线登记 赢取礼包
www.cippe.com.cn
垂询电话：
010-58236577 58236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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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国际石油产业高峰论坛
主题：技术革新 ＆“智绘”油田

２０１５．３．２６～２７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随着油气勘探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石油装备产业也迎来

同时信息化、智能化在油气储运系统中的广泛应用也极

新的发展机遇。对于石油石化行业来说，装备是否精良、技

大的提高了储运系统的运作效率。各国经济增长对油气资源

术是否先进，对于油气工业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随着信息

的依赖性逐渐增强，油气储运作为一个枢纽系统，在国民经

技术、生物技术等不断向石油开采领域渗透，国际石油开采

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提高。目前，我国的油气储运系统

技术创新体现出智能化、集成化、信息化的特点。

存在很多问题，如油气储运系统中的腐蚀监测与评价、过程

数字油田已经成为石油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中国以

节能与环保等。

数字油田为内容的油田信息化建设也急剧升温。纵观国内外

第七届国际石油产业高峰论坛将重点围绕油气储运与数

数字油田的建设，不管从技术还是管理的层面，都还存在不

字油田这两个热点领域，为国内外业界行业人士提供一个深

少难题，尤其是业务流程革新、多元异构数据整合以及专业

入探讨技术应用与市场对接的平台。

技术软件的开发，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困扰数字油田的发
展。
中国石油市场发展趋势解读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日 上午

行业政策解读、市场趋势分析及发展建议

我国石油装备如何转型升级
当前中国油气开发形势及发展建议
石油重大装备发展趋势的分析

主办单位：《石油与装备》杂志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日 下午

石油装备产业发展趋势及关键技术

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ｃｉｐｐｅ）组委会

国际石油公司技术创新特点及趋势

组织单位：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数字油田模式与发展战略

官方媒体：全球石油化工网
论坛网址：ｏｉｌ．ｚｈｅｎｗｅｉｅｖｅｎｔｓ．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５

我国海洋石油装备技术发展趋势与现状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 上午

数字油田技术专场

数字油田关键技术研究
国际智能油气田解决方案

更多详情，请垂询论坛组委会：
电 话：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１０

我国油气储运技术发展的现状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 下午

传 真：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６７

油气储运技术专场

西气东输管道完整性管理实践与效能分析

邮 箱：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ｚｈｅｎｗｅｉｅｘｐｏ．ｃｏｍ

同期活动
日期Ｄａｔｅ

企业技术交流会

时间ＴＩＭＥ

地点ＶＥＮＵＥ

主讲内容ＥＶＥＮＴ ＴＯＰＩＣ

主办公司及主讲人ＳＰＥＡＫＥＲ

１０：００－１７：００

二层西段Ｗ－２０１会议室
Ｗ－２０１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第七届国际石油产业高峰论坛
Ｔｈｅ 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ｕｍｍｉｔ

石油产业展望、政策解读；石油装备市场机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Ｏｉ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

一层西段Ｗ－１０１会议室
Ｗ－１０１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新型单螺杆泵及智能式油气集输橇在石油石化的应用技术研
讨会”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ｃｒｅｗ ｐｕｍｐ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ｙｐ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ｇａｔ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ｉｎｇ ｓｋｉｄ－
ｍｏｕｎ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重庆明珠机电有限公司演讲人：陈志民、游
世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Ｍｉｎｇｚｈｕ Ｍ＆Ｅ Ｃｏ．，Ｌｔｄ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ｍｉｎ，Ｙｏｕ Ｓｈｉｍｉｎｇ

免费

一层西段Ｗ－１０２会议室
Ｗ－１０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工厂防爆的手段与措施
Ｈｏｗ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ａｔ ｅｎｄ ｕｓｅｒ ｓｉｔｅ

德国莱茵Ｍｒ． Ｋｒｉｓｔｏｆ Ｄｅ Ｇｅｒｓｅｍ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Ｍｒ． Ｘｉａｏｌ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张小龙先
生（防爆专家，现场翻译）

免费

二层东段Ｅ－２０１会议室
Ｅ－２０１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哥伦比亚石油制造和服务业投资机遇－ 装备组装及海油、页岩油
（气）服务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ｏｉｌ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ｇａ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罗尔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Ｒｏａ哥伦比亚驻华使馆商务参
赞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ｌ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ｍｂｉ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３：３０－１６：３０

二层东段Ｅ－２０６会议室
Ｅ－２０６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ＡＰＩ最新认证项目介绍会
ＡＰＩ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ｓ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０９：００－１２：００

二层西段Ｗ－２０１会议室
Ｗ－２０１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第七届国际石油产业高峰论坛——数字油田技术专场
Ｔｈｅ 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ｕｍｍｉｔ——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数字油田关键技术研究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二层西段Ｗ－２０１会议室
Ｗ－２０１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第七届国际石油产业高峰论坛——油气储运专场
Ｔｈｅ ７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ｕｍｍｉｔ——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我国油气储运技术发展的现状及关键技术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

一层西段Ｗ－１０４会议室
Ｗ－１０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超越ＮＯＲＳＯＫ Ｍ－７１０： 高性能聚合物的产品寿命预测Ｂｅｙｏｎｄ
ＮＯＲＳＯＫ Ｍ－７１０：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威格斯高性能材料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战略技
术负责人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博士 Ｖｉｃｔｒｅｘ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 Ｌｔｄ．
Ｄ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ｉｎｓｗｏｒｔｈ， Ｈｅａｄ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０９：００－１１：００

一层西段Ｗ－１０１会议室
Ｗ－１０１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第九届石化行业投资建设趋势论坛
Ｔｈｅ ９ｔｈ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中国拟在项目网
ｗｗｗ．ｂｈｉ．ｃｏｍ．ｃｎ

二层东段Ｅ－２０１会议室
Ｅ－２０６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管线建设物资需求发展趋势及投标策略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Ｂｉｄｄ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中油管道物资装备总公司主讲人：管道局物资采
办部 杨翠华总工程师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 Ｃｕｉｈｕａ－－Ｃｈｉｅ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ｆｒｏ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Ｂｕｒｅａｕ

德中高新技术研讨会 ＶＤＭＡ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Ｓｅｍｉｎａｒ

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北京代表处ＶＤＭＡ

１０：００－１１：００
３月２６日
１３：３０－１４：３０

１３：３０－１４：３０

３月２７日

１１：００－１２：００

１３：３０－１６：３０

振威展览出品

石油陆上油气管道建设与运行管理关键技术

二层西段Ｗ－２０２会议室
Ｗ－２０６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ｏｏｍ

备注

收费

免费

免费

收费

收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免费

Events

同期活动

www.cipp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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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中国国际天然气技术装备展览会暨天然气行业论坛
中国与世界天然气市场的融合度及世界市场对中国的影响力均显著增强，中国石油对世界天然气市场和

论坛组委会联系方式：第五届中国国际天然气装备技术展览会组委会

亚洲天然气市场的关注胜于以往任何时刻。目前，中国天然气市场消费量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三。面对新

联系人：梁艳

的形势和挑战，与会者将共同探讨如何加强互联互通、增进区域交流合作，确保亚洲天然气价格合理、供应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７９

稳定，共同推动亚洲市场变革和天然气行业健康持续发展。

邮箱：ｌｉａｎｇｙａｎ＠ｚｈｅｎｗｅｉｅｘｐｏ．ｃｏｍ

油气装备供应商在天然气行业中的机遇

手机：１３７１６６０１５４０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６７

天然气装备企业的服务转型机遇与挑战

【会议背景】天然气作为一种重要能源，广泛应用于民用和工业领域。其自然储量丰富，

【会议背景】 作为一种优质、高效、清洁的低碳能源，天然气承担着未来中国能源生产

来源多样，具有绿色环保、经济实惠、安全可靠等显著优点。随着世界能源格局的变化，天然

和消费结构转型的重担。与此同时，天然气装备制造企业会面临着国内外装备制造企业的激烈

气的消费比重迅速提升，成为发展中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转型的重要动力。

竞争、自身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还未解决、高端装备制造缺失等一系列问题。这就要求天然气装

近年来，我国天然气需求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供应态势日益紧张。天然气行业发
展，对油气装备行业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与此同时，国内油气装备企业面临市场竞争和信息

备制造企业寻找转型出路。而随着国内天然气市场勘探开发市场的开放，对于装备制造企业来
说，天然气服务市场将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也是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

化建设的转型期。大数据及信息化对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油气装备供应商能否适应不断

为此，ＣＩＮＧ组委会特联合新能源经贸观察杂志以＂天然气装备制造企业的服务转型机遇与

变化的市场需求，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为此，ＣＩＮＧ组委会特联合能源网共同探讨油气装备

挑战＂为主题，围绕天然气市场发展、天然气服务市场前景、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

供应商在天然气行业中的应用。

相关重点、难点、热点、疑点问题和话题进行深入探讨，最终达到推动和促进天然气服务市场
的发展为目的。

【会议时间】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６日（１３：３０－１６：３０）
【会议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W3790会议区

【会议时间】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７日（９：３０－１２：００）

【主办单位】易能源 ＣＩＮＧ组委会

【会议地点】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W3790会议区

【参会嘉宾】来自全国各地天然气行业的企业家、学者、投资机构以及相关政府官员

【主办单位】新能源经贸观察杂志社 ＣＩＮＧ组委会
【参会嘉宾】来自全国各地天然气行业的企业家、学者、投资机构以及相关政府官员

时  间

主  题

内  容
时间

１）中国天然气行业概述
１３：３０－１４：１５

天然气行业现状

１５：００－１５：４５

中国页岩气发展趋势及
对装备技术的需求

中国ＬＮＧ市场现状
及发展趋势

演讲嘉宾

２）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发展趋势

８：３０－９：００

签到

３）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中的新技术

９：００－９：１０

领导致辞

４）复杂地质环境下对勘探开采设备的新需求
１４：１５－１５：００

演讲主题

１）中国页岩气现状
２）页岩气专用装备及技术
３）中国页岩气发展趋势解析

９：１０－９：３０

未来中国天然气服务市场前景分析、挑战及对策

孙贤胜

９：３０－９：５０

非常规天然气大发展中的服务机会

陈卫东

９：５０－１０：４０

圆桌对话装备制造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服务

专家、官员、企业家

１０：４０－１１：００

１）中国天然气储运现状
２）天然气储存技术发展趋势

１１：００－１１：２０

３）复杂天然气储运网络对储运设备的新需求

１１：２０－１１：４０

１５：４５－１６：３０

手机：１３９０１２０１７７０

Ｅ－ｍａｉｌ： ｙａｎｈｏｎｇ．ｍｅｎｇ＠ｎｅｎｇｙｕａｎ．ｃｏｍ

		

如何打通融资渠道

企业代表
金融机构

会议结束

（以上日程安排以论坛组委会最终公布的为准）

（以上日程安排以论坛组委会最终公布的为准）
电话：０１０－５０９４８２５５分机８００６

装备制造企业如何组建自己的服务队伍

１１：４０

现场问答

联系人：蒙女士

休息

传真：０１０－５０９４８２５５

联系人：王建

电话：０１０－６５６６２６７８

传真：０１０－８０１１５５５５－５１４１５７

手机：１５８１０１９６３５１

Ｅ－ｍａｉｌ： ９８４８９６００２＠ｑｑ．ｃｏｍ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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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亚洲最大海工展在京举行
海工船、公务船展示区引关注
2015年3月26-28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海洋工程技术与装备展览会（中国海工展），英
文简称“China Maritime (CM) ”， 将于2015年3月26-28日在北京·中国国际
展览中心（新馆）举办。本次展会由中国船级社、中国造船工程学会、中国船东协
会、振威展览集团联合主办。
本次展会吸引了德国、美国、法国、英国、韩国、挪威、意大利、俄罗
斯、芬兰、丹麦、西班牙等１６大国家展团，中国船级社、挪威船级社、俄罗
斯船级社、巴拿马海事局、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海事处等纷纷进驻展区。以中石
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船重工、中船集团等为代表的“国家队展团”，以泰
富重装、粤新海工、辽宁陆海等为代表的知名民营企业巨头，以俄油、俄气、
海虹老人、阿克工程、ＭＴＵ、康明斯等为代表的国际一线品牌，以天津临港工
业园、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江苏海门港新区海工基地等为代表的产业集群区
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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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 ２０１５
展区聚集了大量国内外优秀海工装备制造商，将极大的促进该领域的技术交流
与合作创新。
同时，ＣＭ ２０１５汇集了挪威乌斯坦、法国波邦、美国潮水、荷兰凡诺德、
马来西亚Ｉｃｏｎ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美国麦克德莫特、新加坡ＰＯＳＨ Ｓｅｍｃｏ、澳大利亚
Ｂｈａｇｗａｎ Ｍａｒｉｎｅ、中国远洋、中海油服、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油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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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总部参观团，中
石油勘探开发海外项目部、中石油管道局、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壳牌石
油、道达尔、俄气、俄油、康菲、挪威石油、巴西石油、苏丹国家石油、乌克
兰石油等上百个国内外专业采购团将进场洽谈。

展位号： W3245

展位号： W3298

展位号
展位号：E4201

振威展览出品

Exhibitors

参展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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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新机会·新举措
海工金融和新装备技术北京国际论坛
2015年3月27-28日

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

全球海洋油气的发展前景和机会
中海油对ＦＬＮＧ、ＴＬＰ和 ＦＰＳＯ等海工项目的规划
３月２７日上午

组织单位：ＣＭ ２０１５中国海工展组委会

全球海工产业发展和投资机会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全球海工产业发展机会和挑战

ＳｅａＨｏｗ咨询公司

欧洲海工船东对全球融资和新技术的体会

上海歌迅公司

应对海工新技术发展挑战的策略
３月２７日下午

官方网站：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ｃｏｍ．ｃｎ
详

号： W3155

海工融资在中国的发展实务

询：丁

瓦锡兰公司适用于海工项目的先进解决方案

颖女士

１３９１０９６９１０９

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２０

李保坤先生

１３９１６１０２６２５

０２１－６４４３９４２８

金融租赁业投融海工行业的新举措
海工装备的发展机会和挑战
未来海工新技术发展前景和应用瓶颈
浮动海工平台和海工辅助船的未来市场挑战
３月２８日上午
海底挖矿为什么会是新的行业明星
金融工具如何成为海工企业接单的白龙马而不是拦路虎
适用于苛刻海工海事条件下的新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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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

艾力塔（北京）
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号：W3170

展位号： W2140

展位号： W3146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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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参观

观众预登记

Visitor Pre-registration

观众预登记系统
Visitor Pre-registration

团体观众尊享礼遇
● 展前收到所有团队成员的观众胸卡，免去现场登记手续，直接入场参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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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登记观众特权

● ＶＩＰ休息室享用免费咖啡、茶点

１．独享展会预登记观众绿色通道，现场无需排队，简化注册流程

● 组委会为参观团提供集体合影拍照服务

２．免费获得电子版ｃｉｐｐｅ石油展供应商名录（先到先得，数量有限）

● 提前告知参观、采购意向，协助约见相关展商

３．优先参加ｃｉｐｐｅ举办的会议论坛
４．每月抽取３名观众代表参加ｃｉｐｐｅ２０１５答谢晚宴，共２１名

组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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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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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种方式进行预登记
１．在线登记：ｗｗｗ．ｃｉｐｐｅ．ｃｏｍ．ｃｎ

报名方式

２．邮件登记：ｖｉｓｉｔｏｒ＠ｚｈｅｎｗｅｉｅｘｐｏ．ｃｏｍ

通过下方联系方式，索取“团体观众申请表”。

３．电话登记：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９１

联系人：王磊 电话：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９１／６５３７ 邮 箱：ｖｉｓｉｔｏｒ＠ｚｈｅｎｗｅｉｅｘｐｏ．ｃｏｍ

４．传真登记：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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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微信预登记：搜索微信号“ｃｉｐｐｅ振威国际石油展”

团体参观申请截止日期：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日

现场微信抽奖活动

关注ｃｉｐｐｅ石油展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参观登记

展馆平面图

【参与步骤】
第一步：现场观众扫描图中二维码，关注“ｃｉｐｐｅ振威国际石油展”微信公共号
第二步：回复：大转盘
第三步：点击抽奖转盘进行抽奖
第四步：填写手机号码
第五步：获奖者请于３月２６－２８日到展会现场兑奖处兑换礼品

【奖品设置】
一等奖：第４代保鲜盒
二等奖：高档指甲剪套装
三等奖：野餐垫
四等奖：手机支撑架
奔跑吧！快快参与微信抽奖赢取好礼吧！

扫描右侧二维码
中大奖？来惊喜？不信，就来扫“ｃｉｐｐｅ振威国际
石油展”微信二维码，即日起至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参与
大转盘抽奖，缤纷好礼等你来拿！
２０１５ｃｉｐｐｅ振威国际石油展微信抽奖活动火热举
行！您只要关注“ｃｉｐｐｅ振威国际石油展”官方微信号，
即可参与抽奖，赢取精美第４代保鲜盒等缤纷好礼！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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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ｐｐｅ２０１５展品创新奖火热征集中
创新 企业核心关键技术

Ａ

参选条件
参选设备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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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现代市场竞争

水平的装备及技术。

报》等在展会期间将对展品创新奖进行大量报

企业，均可自愿在展览会网站（ｗｗｗ．ｃｉｐｐｅ．

中，谁的技术创新及研发处于领先地位，谁掌握

cippe2015展品创新金奖活动征集即将进入倒计

道。

ｃｏｍ．ｃｎ）报名；

了核心关键技术，谁就能更大程度地控制行业标

时，之后将进入最后专家评选阶段。

获奖颁奖仪式将于展会开幕式同台进行，获奖展

３、所报展品应代表某一领域的发展趋势，且

准的制定权，掌握市场角逐的话语权。国内企业

ｃｉｐｐｅ展品创新金奖优势

品将在展馆最醒目位置展出，达到最好的宣传效

拥有技术难度大、创新点多等特点，并且有

要想实现持续发展壮大，实现向中国创造的转

获得cippe展品创新金奖的展品，是从千家企

果。

重大技术突破的展品；

变，除了创新没有其他捷径。在这种形势下企业

业、万种设备中脱颖而出，代表石油领域国际领

获奖企业将受邀在“国际石油产业高峰论坛”主

４、所报展品应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无知

强化自主研发，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培育自主品

先技术水平；

论坛发表演讲，与业界精英共聚一堂分享创新思

识产权争议），有自主的标识、商标，可在

牌，闯出一条创新驱动的发展之路极为重要。

获奖展品来源cippe全球最大石油展代表行业最

维。

世界各地（战争或政治敏感的国家、地区除

cippe展品创新金奖首创于2012年，由cippe振威

权威高度，并由十五位石油行业专家院士组成的

cippe2015展品创新金奖活动征集即将进入倒计

外）销售或技术服务；

国际石油展组委会发起，经由十余位权威专家院

评审委员会一致认可；

时，之后将进入最后专家评选阶段，展品创新金

联系人：贾鹏洲先生

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严格评审，从该届cippe石

百家权威媒体如新华社、《中国证券报》、

奖征集截止时间为2015年2月15日，评选结果将

电话：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４８

油展的众多申报展品中选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上海证券报》、《中国经营报》、新浪财

于2015年3月26日公布。请企业把握活动的最后

Ｅｍａｉｌ： ｊｐｚ＠ｚｈｅｎｗｅｉｅｘｐｏ．ｃｏｍ

具有重大技术突破、能代表该领域国际最高科技

经、凤凰财经、《中国石油报》、《中国石化

机会，并通过以下方式参与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５日

ｃｉｐｐｅ展品创新金奖：突显五大优势 提升品牌影响
１．权威认可 树立企业龙头形象

２．高端平台 源于全球最大石油展

３．媒体聚焦 大力提升品牌影响

４．结合展会 宣传效果全面立体

５．峰会发言 最高规格论坛殊荣

获得十五位石油行业专家院士组成

获奖产品来源于ｃｉｐｐｅ全球最大石油

整合ｃｉｐｐｅ顶尖综合媒体平台（如

获奖颁奖仪式与展会开幕式同台进

获奖单位受邀在“国际石油产业高

的评审委员会一致认可，代表行业

展展品，从千家企业、万种设备中

《新闻联播》）和权威行 业 媒体等

行，获奖展品在展馆最醒目位置展

峰论坛”主论坛发表演讲，与业界

最权威肯定；

脱颖而出，代表石油领域国际领先

最优资源，进行深层次持续 报 道，

出，最大范围扩大宣传效果；

精英共聚一堂推广技术设备。

技术水平；

迅速提升品牌认知度；

历届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
２０１４年

中国石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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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忠厚

苏义脑

李鹤林

秦文贵

张来斌

柳贡慧

中国石油大学教授，

中国石油集团钻井院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管

渤海钻探工程技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授，中国工程院

材研究所高级顾问，

分公司书记，教授

校长，博导

校长，教授，博导

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２０１３年

姜伟

傅诚德

钟树德

孙为群

刘清友

刘汝山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咨询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西南石油大学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

副总工程师，教授

中心专家，教授

询中心专家，教授

公司咨询中心专家

副校长，教授，博导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２年

华北荣盛＂深水防喷器组及控制系
统＂荣获＂ｃｉｐｐｅ２０１３展品创新金奖＂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
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的＂ＢＨ－
ＶＤＴ５０００垂直钻井系统＂获得首届
＂ｃｉｐｐｅ２０１２展品创新金奖＂

张永泽

刘乃震

周健良

胡泊

朱明会

中石油装备制造分公司

长城钻探公司

中海油集团勘探开发

贝克休斯公司北亚区

中国石油大港油田

张学山 列席
振威展览集团

副总经理，教授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

市场与销售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经理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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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慧解决世界级难题
亚洲最大油气管道展３月在京举行
伴随着中国能源行业快速发展，中国油气管网正经历着前所未

术装备展览会(CIPE)将于2015年3月26日-28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

有的大格局、大建设、大跨越。过去十年，中国油气管网建设一次次

中心（新馆）举办。展会吸引了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加拿

加速推进，覆盖全国的油气管网初步形成，油气供应保障能力明显提

大、丹麦、意大利、俄罗斯等１５个国家展团展出。知名企业有俄罗斯

升。数据显示，２００４年西气东输一线贯通投产，中国油气管道总里程

石油管道运输公司、ＧＥ、ＴＭＫ 、国民油井、泰科图比、霍尼韦尔、罗

不到３万公里；２０１２年，中国油气管道总里程超过９万公里；２０１５年

克韦尔、伊萨焊接、宝华压缩机、海虹老人、阿克苏诺贝尔、山特维

末，中国油气管道总里程将超过１０万公里。到２０２０年，中国长输油气

克、塔塔钢铁、美国森迈尔钢铁公司、美国ＱＣＳ海底管道等。

管道总里程将超过１５万公里。
来自国内的知名企业主要有中石油展团、中石化展团、中海油展
管道作为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后的第五大运输形式，随着
覆盖面越来越广，油气管网进一步完善形成，全国“一张网”油气资
源统一调配、高效利用的态势即将出现。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经济
的马车将在充足油气能源保障的大道上继续飞驰。
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国际石油天然气管道与储运技术装备展览
会近年来取得迅速发展。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石油天然气管道与储运技

团、宝鸡钢管、珠江钢管、武进不锈钢、国邦钢业、绿清管道、山西
太钢、中原特钢、袆达特钢、湖北新冶钢、久立特材、南方泵业、新
兴铸管、沈阳鼓风机、中油管道等。他们将在展会现场向全世界展示
中国管道建设进程中的众多科技创新之举，这些科技创新将让管道口
径更大、抗压力更高、输送距离更长、在更为复杂的地质条件下进行
安全传输。其中不乏以智慧解决世界级技术难题的经典之作。

钻机管柱自动化
处理系统介绍
展位号：E2001

四机厂研制开发的新型钻机管柱自动化处理系
统，为目前国内大量在役钻机和新型钻机提供整套自
动化升级解决方案，采用主副司钻集中控制、远程无
线网络监控、二层台及地面管排区无人值守，可实现
钻井管柱的自动化输送、连接、排放等作业，有效的
提高钻井作业效率，提升现场作业安全，降低人员劳
动强度。该系统实物将在２０１５年北京ＣＩＰＰＥ展上做
为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重点展品展出，展位
号Ｅ２００１，欢迎各届朋友、专家莅临参观指导。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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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Ｅ２０２５

骏马集团：石油设备专家
展位号：E2025
骏马工业园位于黄河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占地面积２２万

骏马专注于高端石油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与服务。

骏马秉承“优质，低成本的产品与服务”理念，以高端

平方米，由超级工厂、骏马大厦及多功能生活区组成。国际

新一代高压注汽机组，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及科研成果，并以

石油装备营销、全球注汽业务开展及重质石油开发为经营与合

化、现代化、规模化的骏马工业园区，缔造了石油装备产业中

精妙之功及完美品质，领航于产业未来。同时，工业锅炉、加

作模式。通过全产业链的商业模式、流畅便捷的运营系统、年

的新王国。

热炉及分离器产品，在国内行业中，占有领先的市场份额。

１００亿的超大产能，开起了重油开采的新时代。

威图公司

百士吉泵业集团（ＰＳＧ®） 唐山中石大鑫丰石油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W1751

展位号：W1350
来自德国黑森州的威图公司（Ｒｉｔｔａｌ）成立于１９６１年，是

瑞德－全球公认的螺杆泵制造商，总部位于中国。瑞德的

全球领先的系统方案供应商， １９９６年进入中国市场。２００４年

双螺杆泵可输送各类润滑及非润滑性流体，包括但不限于腐蚀

３月，在上海正式建成投产。在中国设有５个物流中心、１个中

性或非腐蚀性，低粘度或高粘度，清洁或研磨性流体。瑞德的

央仓库、１３个销售办事处，拥有员工１０００余名。威图产品包

多相泵结实可靠，适合油气行业的持久工作，通常在油田输送

括机箱机柜系统、配电组件系统、温控系统、ＩＴ基础设施和软

未经处理的原油。

件服务。十余年的耕耘，威图产品受到了中国客户的广泛认可
并先后多次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同时也被众多知名企业
列为指定供应商。２０１１年及２０１４年，威图更凭借其领先的创
新技术先后两次通过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振威展览出品

展位号：W2785
唐山中石大鑫丰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注册资本６０００
万元，地处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紧邻渤海之滨的唐山

百马－全球领先的滑片泵和压缩机品牌。百马的泵和压缩

港，具有“港通天下”的地域优势。公司依托中国石油大学

机可用于能源市场的各类关键场合，从油气的探测、生产、处

（北京）先进的教学科研成果，拥有专业水平高、创新能力强

理，到生化柴油的生产，燃料的分送。百马产品能安全输送的

的研发团队，为与中国石油大学的科研项目接轨，公司拥有

物料包括ＬＰＧ，天然气，丁烷，汽油，航空燃料，煤油，柴油

ＩＳＯ９００１、ＩＳＯ１００１２、ＡＰＩ等质量体系的认证。现已开发的产

／生化柴油，乙醇，润滑油和燃料油。

品有石油钻井固控系统及大排量泥浆泵等产品。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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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2030-01

安全之道 尽在泰科
展位号：W1416
泰科是全球最大的消防安防专营企业，为全球超过３００万
客户提供安全服务，其中包括９０％的世界５０强石油石化企业。
泰科的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ｉｎｔＴＭ ＰＳＩＭ解决方案能够集成不同的安全系统
和设备，将火灾报警系统、门禁控制系统、电视监控系统、网
络系统、设备监控系统、语音系统等相关系统进行集成管理，
为安全部门提供集中的可视范围，从而进行更加及时有效的集
中控制，帮助客户化解风险、确保业务持续运营。本次展会我
们将展出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ｉｎｔＴＭ ＰＳＩＭ解决方案，为环境高度复杂的石
油石化行业构建一个完整、先进、安全、可靠的集成安全管理
系统。

展位号：E4530

雅柯斯电力科技
（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W1201
雅柯斯总部位于欧洲文化之都——伊斯坦布尔，隶属于
拥有５０年历史并享誉欧洲的卡扎奇控股集团。公司业务主要涉
及天然气输送、发电及输变电、电力系统、旅游业、现代农业
等五大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员工近６５００人。
雅柯斯电力系统专注于发电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以
及电站租赁，是雅柯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全球范围内拥有员
工近２５００人。
２００７年，雅柯斯电力系统进入中国，并在江苏省常州出
口加工区注册成立了雅柯斯发电机（常州）有限公司，投资总
额近１０００万美元，拥有１０条发电机组组装流水线、１０个发电
机组测试台位、１条控制系统集成流水线、１条散热系统生产
流水线、２条ＡＴＳ装配线、１条数控加工流水线。工厂拥有年产
１００００台套发电机组的生产能力，２００８年实际产销量近８０００
台套，销售额近５亿元，一跃成为中国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
柴油发电机组制造商之一。
为了满足广大用户对雅柯斯电力系统的充分信赖，同时
表达我们“植耕中国、共同发展”的决心，２００９年，雅柯斯
继续追加投资１０００万美元，并在江苏省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
业区征购１４３亩土地新建工厂，于２０１２年５月竣工投产，新工
厂的总建筑面积超过１００，０００平方米，发电机组年产能达到
２００００台，２０１３年的销售额约１０亿元。同时，控制系统、散热
器、ＡＴＳ柜等产品的年产能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相信全球参与和不断创新的雅柯斯，一定能够实现公司
与社会、环境、客户、股东和雇员之间的和谐发展，并承担更
多的社会责任，为建设美好的未来提供电力保障！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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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1553
ＦＩＮＥＬＯＫ公司是美国一家专业生产流体

ＦＩＮＥＬＯＫ公司凭借着自己可靠的科技产品以及

管道配件的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纽约市。生产

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全国众多客户的好评，在国

的产品包括接头、针阀、球阀、计量阀、安全

际市场上有着很高的美誉。

阀、单向阀、阀组、软管等。产品具有多种连
接方式、不同工作压力范围。ＦＩＮＥＬＯＫ生产的
流体管道配件被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石油化
工、商业潜水、海洋平台等行业，产品远销海
内外。例如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洛斯阿拉莫
斯国家实验室，康菲石油，埃克森美孚公司，
ＢＰ石油公司等大型企业每年都会采用ＦＩＮＥＬＯＫ

需要标准的仪表配件或者适用于您的特定应用

作为流体传动产品和系统的专业制造商，

的订制产品，我们的使命就是提供最优质的产

ＦＩＮＥＬＯＫ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遵照客户

品和最高水平的专业服务给您。详情请与我公

要求的规格进行设计、生产的工厂商之一。

司联系。

公司拥有一套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２０１１

５０６０万元，主要生产、配套各种型号的钻井泥浆

用权。建立健全了理化实验室、橡胶化验室、无

泵及泵组、各种石油钻采配件、防喷器及配件、

损检测室、压力试验装置、泥浆泵试验台等各种

务机构辐射国内各大油田。公司技术力量雄厚，

检测设施，具备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先进的检测
手段。所生产的产品行销华北、大庆、吉林、辽
宁、大港、胜利、长庆、吐哈、塔里木等国内各
大、中油田，并出口美国、俄罗斯、伊拉克、伊
朗、印尼、委内瑞拉、缅甸、蒙古等国。

拥有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４０余人，建有自己的

“用户之上，信誉第一”是我们企业的宗

新技术、新产品研发中心，担负着全部产品的开

旨；“产品精良，百分服务”是我们真挚的承诺；

发设计，并在制造检验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持续创新、铸就品牌”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天津临港经济区——石油服务及海工装备产业园
展位号：W1305
天津临港经济区是通过围海造地而形成的港口和工业一体化的海上新城，总规划面积２００平方公
里。天津临港经济区充分利用海洋、港口、岸线、土地四大资源，大力发展海洋经济，重点发展港口机
械、海上石油平台、海洋油气开发装备及海上石油服务、海洋观测及探测装备、海洋能源开发装备、海
水淡化装备、以及海洋运输物流、海洋医药等涉海油服海工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链向高
端发展。

振威展览出品

造产品的专业供应商。

为客户提供流水线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无论您

年取得了美国石油学会ＡＰＩ７Ｋ、ＡＰＩ１６Ａ的会标使

６座，各类高精度加工设备２００余台（套），销售服

Ｄｕｐｌｅｘ等材质，成为行业中采用特殊钢材质制

合作。

河北永信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股份制

米，现有五层办公楼及职工公寓１栋、现代化车间

Ｍｏｎｅｌ、Ｈａｓｔｅｌｌｏｙ、Ｉｎｃｏｌｌｏｙ、 Ｄｕｐｌｅｘ、Ｓｕｐｅｒ

油、中海油等大型企业与我公司也有着长期的

工业企业，地处任丘市雁翎工业南区，注册资金

公司现有员工２２０余人，占地面积３００００平方

司在行业中较早采用特殊钢材质例如Ｉｎｃｏｎｅｌ、

ＦＩＮＥＬＯＫ有最丰富的产品和最专业的团队

展位号：E2055

一级网络成员。

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凭借着
对市场的敏感和不断努力进行技术改造，我公

公司的流体管道配件。中国的中石化、中石

河北永信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橡胶聚氨酯制品等，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Exhibitors

Exhibitors

参展商简介

深圳市佳运通电子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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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加士特密封技术
有限公司
展位号：E4230

深圳市佳运通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数十项自主知识
产权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现已有多个科研项目获得政府科

广州加士特密封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密封件与

技创新委的专项资金扶持，自１９９８年创业以来，一直专注于

橡胶制品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企业。自１９９５年成

油田加热炉的全方位研究，采用多项创新专利技术有效的解

立至今，一直坚持密封新技术，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研究，并

决了油田加热炉高能耗、低效率、易损坏等能耗和安全环保问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可靠的密封系统解决方案及产品。我们通

题。公司秉承着“科技创新、实事求是、步步为营、迅速发

过了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于２００９年取得全

展”的经营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不断推出高科技新产品，主

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取得了多项专利证书。

营产品有全自动燃烧机、油田加热炉燃烧器、漏液检测燃烧装
置、炉管高温检测装置、加热炉炉况安全优化监控装置、加热
炉安全信息传输装置、便携式点火枪、油田加热炉全自动控制
系统、基于互联网的加热炉完整性管理平台等机械装置和多功
能综合系统。目前国内多个油气田均有配套使用，仅在大庆
油田即以累计应用各类产品超过５０００余台套，产品覆盖率达
６０％以上。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
、石油化工、泵阀及五金家具等行业领域，并畅销于亚洲、欧
美、中东、大洋洲及南美洲等世界各地，加士特已得到国内外
客户的高度认可！
秉承“做专业的加士特人”这一坚定信念，加士特努力
成为中国密封行业的领先者！

沅亨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W1811
沅亨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８２年，专业制造与销售
仪表卡套接头、快速接头、管接头、球阀、阀组、针阀、逆止
阀、精密减压器、各类软管及配件等，产品广泛使用于石化、
电力、钢铁、制药、电子及造纸等工业。在生产方面的准确性
和质量经由工厂１００％测试。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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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威尔汉姆堆焊
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W1493

Exhibitors

任丘市博科机电新
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E2030-02
任丘市博科机电新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石油勘探开发

苏州威尔汉姆堆焊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世界领先的特殊
堆焊工程公司，总公司设立于新加坡，成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至今已有３０多年行业从事经验。公司拥有奥地利进口的热
丝钨极氩弧焊（ＴＩＧ）堆焊设备和无损检测设备，专业为石油天
然气上游行业提供管线、阀门、法兰、压力容器以及海底设备
等产品提供抗腐耐蚀堆焊服务。
常见的母材有碳钢、低合金钢等。常见的堆焊材料有镍
基合金Ｉｎｃｏｎｅｌ６２５、Ｉｎｃｏｎｅｌ８２５、蒙乃尔合金、双相钢以及不
锈钢等。公司开发和设计了相配套的软件程序和硬件设备用以
控制堆焊过程中的各项参数，独特的焊接工艺具有线能量低、
热影响区窄、焊后变形小等特点，适用于焊接难熔及热敏感性
强的金属。
振威展览出品

研究院采油采气装备所ＰＳ系列钻机盘式刹车装置的生产基
地。公司生产的ＰＳ系列液压盘式刹车装置，经过国家和省部
级验收鉴定，获得国家和美国的发明专利，通过了ＡＰＩ体系认
证。１６００余套产品已在国内外海上、陆上各大油田得到广泛

青岛海诺奥石油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应用。得到国内外用户的一致好评。
BOKER Electromechanical New Technology Co., Ltd in Renqiu
is the commercialization base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o f the disc
brake device of PS drill for the Petroleum Equipment Department
of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The
hydraulic disc brake device of PS series produced by our company has
received the inspection and appraisal from the relevant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departments. The technology has received national and the
American Invention Patent, and passed API certificate. More than
1600 set device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to major offshoreand onshore
oilfields at home and abroad, receiving high reputation from the domestic
and abroad customers.

展位号：E2030-03
We a r e a l a r g e D r i l l i n g m u d p u m p s , F l u i d E n d
Expendables and spare parts manufacturer in China. We
make PAH 275 mud pump, W-446 mud pump, F500 mud
pump, F800 mud pump, F1000 mud pump, F1300/1600 mud
p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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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W2727

石油石化行业的

可靠之选

意大利制造

意大利 FEAM 防爆电气产品
防爆箱/防爆灯/防爆格兰头
防爆操作柱/防爆静电接地夹

南通金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W2580

意大利 PETROL 流量计

南通金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从事石油

工具为主的ＺＱ系列钻杆动力钳、ＴＱ系列套管

机械生产加工十多年的企业，是一家颇具规

钳、各类吊钳、吊卡、卡瓦、液压动力站、

模的集石油机械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套管扶正器，系列牙板等产品的一体化生产

民营企业。公司是中石油、中石化一级供应

线。产品遍及国内的各大油田并远销国外，

网络成员单位，主要产品获得了国家颁发的

均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并于２００８年４月通过

容积式/双转子/高精度

了美国石油学会ＡＰＩ Ｑ１、ＩＳＯ ９００１：２０００和
ＩＳＯ／ＴＳ ２９００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享有ＡＰＩ
７Ｋ、８Ｃ会标使用权。

Flameproof
Motors

意大利 CEMP 防爆电机
变频/刹车/防爆/T5/T6
大中华区总代理：
深圳市联欧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电话：0755 - 8384 2764
传真：0755 - 8384 2050
邮箱：aiwa@euro-me.com

公司“以质量求生存，凭创新求发
展”，着力于产品质量控制的基础工作，努
力发现新需求，不断开发新产品。国家经济
的飞跃发展，国际贸易的日渐繁荣，给我们

公司地处上海经济圈，位于全国第一批

的企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公司承诺出厂

濒江临海的对外开放城市—南通市。公司东

产品合格率１００％，应招养护准时率１００％，

临黄海，西接新长铁路，南依长江出口，海

力争用户满意率１００％，依法生产经营率

防公路从门前穿过，与南通机场、南通港、

１００％。公司始终贯彻“以人为本、质量为

苏通大桥的距离仅５０公里，距在建的国家级

先”的管理理念，踏踏实实地为客户和本公

海洋深水大港—洋口港不足１０公里，交通便

司创造双赢的机会，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捷、物流丰富、环境优美、风景怡人。

作出应有的贡献！

多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石油机械行业中

公司竭诚欢迎海内外企业、人士莅临指

的开拓进取，并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使

导，洽谈业务，加盟合作，携手并进，共创

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以油田井口

辉煌未来！

开普——石油动力的新星
最有价值的行业典范
展位号：W1701

开普油气田发动机及发电机组
拥有先进的技术、卓越的质量、低油
耗、低维护成本及高可靠性等诸多优
点，可为您的油气田设备提供可靠的
动力和电力支持。开普油气田电力解
决方案将为您带来完全值得信赖的高
效率、可靠性和增值服务。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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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耐博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03
上海耐博泵阀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控制程序，保障产品的质量，公司质量信誉

制造自控阀门及各种水泵的生产合资企业；

日增；同时为了适应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与国际

公司集设计、研制开发、质量控制、销售服

市场竞争，公司充分依靠科技管理和技术创

务于一体；多年来公司承蒙各级领导及广大

新，强化核心竞争力，不断优化组合，吸纳

新老客户的关心和支持，取得了不断发展；

科技人员，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不断提高产

目前，公司拥有数套国际先进水平的精加工

品质量；并出口到马来西亚、泰国、阿曼、

设备，并配备了高精度的检测检验仪表设

苏丹、东南亚地区；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新

备；公司按照ＩＳＯ９００１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标

老用户的一致好评！

准，采用先进的制造加工工艺和严格的过程

胡默尔连接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E3107
ＨＵＭＭＥＬ公司ＥＸＩＯＳ系列防爆隔爆电缆
接头是专门为“危险场所”设计制造，并采
用了目前最领新的创新技术。

等级。侧面抓附型的轮廓非常适合徒手快速
安装。
ＥＸＩＯＳ电缆接头已经获得了最新的ＩＥＣＥｘ

ＥＸＩＯＳ系列产品，经受住了最新的高

和ＡＴＥＸ标准认证，并且通过美国ＡＢＳ及德国

标准寿命测试，对于拉力极限和密封性能都

ＧＬ船级社认证，可使用在各种海洋工程及石

有大幅提升；革命性的“铠装圆锥内锁”设

油钻井机械的上。

唐山冀东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E1350
唐山冀东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中

新产品，获得国家专利５０余项，荣获集团公

计，保证了安装过程中电缆铠装层与内芯不

欢迎垂询：

国石油冀东油田公司直属的二级法人企业。

司自主创新重要产品２项，河北省科技进步奖

会发生扭曲现象；螺纹连接尺寸全面，可满

０２１－６３７５８５５１

２０１２年荣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主成

３项。本公司已形成集产品研发、制造、销

足所有常用电缆直径要求；经过时间检验的

胡默尔连接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功开发真空加热炉系列产品、冷凝式真空锅

售、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业务链，能够为用户提

夹紧系统设计确保了电缆保护套内外双重密

Ｉｎｆｏ．ｈｃｓ．ｃｎ＠ｈｕｍｍｅｌ．ｃｏｍ

炉、自动燃烧器、塔架式抽油机、自动计量

供一体化、全过程、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保

封。硅橡胶密封件等所有部件均达到Ｖ０阻燃

ｗｗｗ．ｈｕｍｍｅｌ．ｃｏｍ

撬、撬装“高低高”变频控制装置等１０多项

障。

捷瑞流体
展位号：W1352
捷瑞流体拥有健全的产品体系，能提供
包括高压软管总成、过渡接头、无焊接钢管
接头、法兰、工业软管总成全套流体连接件
解决方案，拥有先进的技术和前瞻性的管理
方法，致力于成为世界一流的液压管道连接
件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振威展览出品

WPT POWER 公司
展位号：W2588
ＷＰＴ ＰＯＷＥＲ 公司于２００３年在中国上海
成立了伟攀（上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ＷＰＴ
在动力传输工业中已建立起了自己良好的国
际声誉。我们的核心产品线由离合器、制动
器、取力器、液压泵驱动装置、绞盘组成。

Exhibitors

参展商简介

www.cippe.com.cn

展前预览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Ａ17

江苏如东金友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E2180
江苏如东金友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如东县经

保机械、气动机械、高压胶管总成、纤维材

合同守信用企业，全国工业生产许可证，南

济开发区（通洋南路１８号），占地面积５万㎡，

料整理剂制造、销售、钢材、特钢、五金产

通名牌产品证书，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科技

是主要从事石油钻采工具及配件生产、销售和

品销售、普通货运。

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证书，同时荣获两项高

工贸一体化的专业公司。公司目前是中石油、
中石化的一级供应商成员，得到广大用户的一
致好评，产品主要销往中石油、中石化、中海
油旗下各大油田。由于产品设计合理，质量过
硬，产品还远销欧美市场。

新技术产品证书。开发了自己的２２个专利产
本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精

品（已授权１项发明专利、１５项实用新型专

良，检测手段齐全，公司具有完善的质量

利，已受理３项发明专利，３项实用新型专

管理体系，通过了美国石油学会ＡＰＩ质量

利）。金友公司当家人具有积极的进取心、

认证、ＩＳＯ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国际质量体系认

高度的责任心、敏锐的嗅觉、高远的视野、

证，ＩＳＯ１４００１：２００４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坚毅的执行力、充沛的体力、严谨的作风、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石油钻采机械及配

ＯＨＳＡＳ１８００１：２００７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宽广的人脉，并建立了一支上下同心，勤恳

件、冶金机械、通用机械、矿山机械、港口

系认证，获得计量合格确认证书，江苏省

奉献的骨干管理团队，外联方方面面行家高

机械、纺织机械、健身器材、包装机械、环

“ＡＡＡ”级资信等级证书，南通市ＡＡＡ级重

手，精英智囊。

TWIN DISC公司
展位号：W1628
ＴＷＩＮ ＤＩＳＣ 公司成立于１９１８年，至今有九十多年历

目前ＴＷＩＮ ＤＩＳＣ重载荷自动变速箱有ＴＤ６１－ １１８０、

史，总部设在美国，在比利时、意大利、瑞士、日本、澳

ＴＤ６１－ ２６１９、ＴＡ９０－ ７５００、ＴＡ９０－ ８５０１及ＴＡ９０－８７０３

大利亚、新加坡、中国，印度等地成立了生产基地或分公

等五个系列，功率范围覆盖５００ ｈｐ到３，３００ ｈｐ。其中

司。

ＴＡ９０－８５０１系列变速箱被大量应用在２５００型油田压裂车
在近百年历程中，ＴＷＩＮ ＤＩＳＣ作为行业的技术先导，

杰利阳公司
展位号：E2150

上，在国内和四机厂等油田设备供应商合作紧密。

产品系列从机械式离合器、液力式离合器、齿轮箱、联

ＴＷＩＮ ＤＩＳＣ致力于服务中国油气田钻采行业，从设计

泵装置到重载荷自动变速箱。这些动力传动装置应用在船

研究、到设备选型、系统集成以及售后技术支持，我们诚

舶、工程机械、油气田钻采机械等设备上。

意为您提供各种动力传动系统解决方案。

杰利阳公司专注于石油天然气行业，集压缩机配套和售
后服务、零备件仓储、不压井作业、连续油管作业、完井工
程、油气田区块运营等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于一体，是以天然气
压缩机和石油工程技术服务为核心业务的综合性国际化企业。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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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W1120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04

展位号：W2148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

公司从创立之初就以“创新设计，精

家集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组装、测试、

细制造，为全球客户提供一流产品，一流

销售和售后服务于一体的专业石油工具公

服务”为宗旨，十分注重技术创新。被评

司。公司现有生产厂房４０００多平方米，办
公面积２０００多平方米，员工１１０人。

为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和湖北省科技小巨
人企业。

公司已取得ＡＰＩ Ｓｐｅｃ Ｑ１质量体系证
书和ＡＰＩ １１Ｄ１封隔器与桥塞产品会标资

公司产品不仅成功运用于国内各大油

格，质量管理各项活动严格按照ＡＰＩ质量体

田，同时出口到北美、中东、新加坡等国

系要求执行，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

家和地区。

展位号：Ｅ3620
振威展览出品

新乡市欧亿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新乡市欧亿石油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制造，销售不锈钢，碳钢，双相不
锈钢等材质缠丝筛管，防砂筛管，桥式滤水管，多层滤水管，钻孔（基）管水油气井过滤系列
产品，管材及工业零部件的行业内知名厂家，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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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E3678

霍夫曼
全球工业机柜与
制冷技术的领导者

号
位 228
展 W1
1,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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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聚德佳橡塑制品 德州联合石油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公司
展位号：E3909

展位号：E3310

北京海翔国际运输代
理有限公司
展位号：W1806

专业销售各种以橡胶、塑料为原材料的橡塑制品，包

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

北京海翔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成立于１９９３年，是一家

括：高压胶管、金属软管、树脂管、四氟管、夹布胶管等管

发区晶华大道南段，公司始建于１９６１年，原为中国石化新星石

服务优良，信誉卓越的一级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也是中国海关

类；矿山机械配件、旋流器，筛板，橡胶板、橡胶软接头、减

油公司全资下属企业，２００４年６月３０日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的Ａ类报关和报检企业。 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４年都被中国货运代理协

震块；硅胶，三元乙丙等各种橡胶条、管；止水条、止水带
等；聚胺脂、尼龙塑料、聚四氟乙烯等材料橡塑制品。产品被
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矿山、工程机械、啤酒设备、
交通运输、造船、纺织等各行业，已被国内数百家大中型企业
所采用，销售网络覆盖全国各地。
本公司坚持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第一”的经
营原则，竭诚为广大新老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
热忱期望与您携手共创辉煌。

公司主要生产高端石油钻井、采油工具及装备，拥有先

会授予最高级的ＡＡＡ资质的货运代理企业。我们目前已经是中

进的产品加工和检测设备，取得ＡＰＩ、ＩＳＯ９００１、ＨＳＥ等多个

国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三大石油公司的优秀物流供应商，也

体系认证，产品覆盖国内各大油田，并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

是西门子中国公司的长期合格供应商。我们凭借专业的操作经

区，在国际、国内石油石化行业享有很高的声誉。

验及团队，参与了大量中石油和中石化在海外的ＥＰＣ工程项目

企业秉承诚信为本、多元共赢的经营理念，扎实推进
“打造国际一流螺杆钻具”战略的实施，持续为国际油气开发

的建设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国际项目运输经验， 正致力于成为
石油领域的行业运输 。

行业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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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ｃ．
展位号：W1153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ｃ． 于１９９５年在
美国休斯顿成立，

科尔法流体

是一家专营进口
石油设备，工具
和配件的贸易公
司，在休斯顿和

展位号：W1476

深圳设有办公
室。
“质量、诚信、服务、持续发展”是

科尔法流体处理解决了油气应用领域包

我们的服务宗旨，为客户提供优质可靠的产

括生产，运输，储存和提炼四大输送难题。我们

品，实用的技术和最佳的售后服务是我们的

的专家团队与您协同合作， 提供合适的解决方

工作目标，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和积累，我们

案， 满足您独特的流体处理需求。科尔法的品

可以经销的品种已超过５０００个，在国内各

牌包括 Ａｌｌｗｅｉｌｅｒ®， Ｈｏｕｔｔｕｉｎ®， Ｉｍｏ®， Ｒｏｓｓｃｏｒ®

大油田和油田服务单位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

和Ｗａｒｒｅｎ®， 广受客户信赖。凭借我们独特的

绩。

输送能力， 已经完成了超过每天４５０万桶原油
的输送。

浙江方顿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方顿仪表阀门有限公司创建于

自控管路系统中，按 ＧＢ／Ｔ１９００２－ＩＳＯ９００１

１９９１ 年，位于温州龙湾工业中心园区是一

标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连年被评为“重合

家技术力量雄厚，工艺生产先进，制造设备

同、守信用”单位。

精良，检测设备齐全的仪表阀门生产企业，
产品畅销全球各地。我公司一直重视产品质
量，深受广大用户及经销商的一致好评。
我公司专业生产高、中压仪表阀门，三
阀组、五阀组，卡套接头，螺纹接头等多种自

在未来竞争日益强烈的全球化市场中，
我们始终遵循“品质优先、用户至上、精益
求精、努力开拓”的品质方针；坚持“忠
诚、友善、勤奋进取”的企业文化理念；坚

北京瑞莱斯
机电设备技术
有限公司

烟台杰瑞
富耐克换热设备
有限公司
展位号：E4825

展位号：W1659

烟台杰瑞富耐克换热设备有限公司，是
公司主要从事国外液压元件销售与液压

一家专业研制生产工程机械散热系统总成的

系统集成，服务等工作，以客户为本，已成

集科、工、贸为一体的合资企业。产品覆盖

功的为国内许多单位配套液压系统与元件，

单机单泵固井设备、双机双泵固进设备、批

并在海工装备上有一定的市场，希望以我们

混设备、压裂设备、混砂设备、仪表设备、

控管路连接件，产品形式多样，机构新颖，

持“以质取胜、追求规模效益”的经营方

连接牢靠，强度密封性好，能够取代同类进

针。打造品牌，做强，做大，创造行业领先

的精心设计、性价比高、卓越品质、优质服

酸化压裂设备、砂类配套设备等石油装备用

口产品，广泛应用于炼油、化工、电力、医

地位。方顿企业愿真诚与各界朋友开展广泛

务为您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卧式、立式等结构散热器．

药、造纸、制糖、航空、食品、机械等工业

合作，携手共进，共谱凯歌。

实耐宝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E2210

展位号：E3114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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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oji Oilfield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Ｅ１３００

展位面积（平米）：７００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厂

辽宁陆海石油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方先科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１１１１

Liaoning Petroleum Equipment Institut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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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号：Ｅ１２１６

展位号：Ｅ２０１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北京中石曙光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１１１３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上海科油仪器制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China Petroleum Instru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１３０５

展位号：Ｅ１１１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综合录井仪 随钻测量仪

宝鸡石油钢管有限公司
BAOJI PETROLEUM STEEL PIPE CO.,LTD

阜宁县宏达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１３１０

Funning County Hongda Petrochemical Machiner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２５０

展位号：Ｅ１１１７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封隔器 可取式 可取式挤灰桥塞

展出面积（平米）：５０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修井机、车装钻机、撬装电动钻机、

钻井船等海洋工程装备及陆地海洋石油装备核心部件

拖挂式钻机等系列石油装备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YANTAI JEREH OILFIELD SERVICES GROUP CO.,LTD

Shanghai SK Petroleum & Chemical Equipment

展位号：Ｅ１２３０／Ｅ１２１０

Corporation Ltd.

石家庄冬利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１２５

展位号：Ｅ２０２０

展位号：Ｅ１１１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China Petroleum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展位号：Ｅ１３２０

北京众博达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展出面积（平米）：３００

展位号：Ｅ１１２０

Hebei GN Solid Control Co.,Ltd

山东骏马石油设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１３６０

Shandong JUMA Petroleum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展位面积（平米）：２５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气钻井 泥浆泵固控设备

CNPC WELL LOGGING

Suzhou Double Gold Industry Co.,Ltd

展位号：Ｅ１３２５

展出面积（平米）：２００

展位号：Ｅ１１２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离心压缩机 离心鼓风机和离心泵

中国石油集团钻井工程技术研究院

高温合金

展位号：Ｅ１３３０

展出面积（平米）：３５０

洛阳威尔若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Luo Yang Wire Rope Inspection Technology Co.,Ltd.

河北华北石油荣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１１２３

Rongsheng Machinery Manufacture Ltd. of Huabei Oilfield,

参展产品或技术：TCK·W钢丝绳探伤仪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Hebei
展位号：Ｅ１３３５

展出面积（平米）：３００

三江瓦力特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Tianjin RuiLing Petroleum Equipe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２０３０－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７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陆地及海洋石油钻机顶部驱动装置及钻机

Sinopec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ngineering

电控系统

展位号：Ｅ１３６５

展位面积（平米）：２５２

Sichuan Honghua International Co.,Ltd
展位号：Ｅ１３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５０

任丘市博科新技术有限公司
BOKER Electromechanical Tcchnology Co.,LTD in Renqiu
展位号：Ｅ２０３０－０２

展位面积（平米）：１１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博科机电生产ｐｓ系列液压盘式刹车装置
主要用于钻机 秀晶和通井机 可以直接配套在格列钻机或用

迪威视讯

于钻机的改造

DVISION
展位号：Ｅ１３８０

CNPC Drilling Research institute

天津瑞灵石油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钢锭 圆钢 扁钢 方钢 六角棒 锻件

展位面积（平米）：４０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注汽机组

SHENYANG BLOWER WORKS GROUP CO., LTD

四川宏华国际科贸有限公司
苏州双金实业有限公公司

Group CO .,LTD
展位号：Ｅ２０２５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中国石油测井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５０

河北冠能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Shijiazhuang Dongli Pe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４０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升式钻井平台、半潜式钻井平台、深水

展位号：Ｅ１３６２

CNPC Bohai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 Ltd
展位号：Ｅ１３１５

展位面积（平米）：２３４

China Oilfield Technology Services(COTS)

CNPC Jichai Power Equipment Company
展位面积（平米）：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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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天恩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井液固控设备

宝鸡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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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面积（平米）：１５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显示

河北小蜜蜂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XMF TOOLS GROUP CO.,LTD
展位号：Ｅ１６０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超高强ＰＤＣ复合片石油钻头

青岛海诺奥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２０３０－０３

展位面积（平米）：７０

江苏赛孚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JIANGSU SAIFU PETROL-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Ｅ２０５０－Ａ

展位面积（平米）：７７

Sanjiang-Volat Special Vehicle Co., Ltd

宝鸡翌东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唐山冀东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Ｅ１１２６

Baoji Yidong Petroleum Machinery and Factory

展位号：Ｅ１３５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专用车底盘

展位面积（平米）：２４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中油管道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PETROLEUM PIPELINE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展位号：Ｅ１３５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３６

展位号：Ｅ１３５２

展出面积（平米）：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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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１３５３

展出面积（平米）：９６

华北石油通信公司
Huabei Oil Communication Co.LTD
展位号：Ｅ１３５５

展出面积（平米）：９６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机
械厂
PetroChina Yumen Oilfield Company Machine Plant
展位号：Ｅ１３５６

展出面积（平米）：４０

北京永兴精佳仪器有限公司
Beijing Yongxingjingjia Instrument Co .ltd
展位号：Ｅ１１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管线自动取样器 化验室用防爆仪器 在线
分析仪等

展位号：Ｅ２０５０

北京六合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１１２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Hebei Yongxin Pe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２０５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ＭＷＤ 光纤陀螺 有线随钻 电子单点多点

Sinopec Oilfield Equipment Corporation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及钻井配件

测斜仪及定位服务

展位号：Ｅ２０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统领展团展

天津凯德石油有限公司

万福乐(上海)液压系统有限公司

示设备囊括了：固井压裂设备、快移快装钻机、功能化牙轮

Tianjin Hi-tech Enterprise Co.,ltd

WANDFLUH

钻头、高端金刚石钻头、螺杆钻具、井下工具等新型产品，

展位号：Ｅ２０６０

展位号：Ｅ１１３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定向钻井仪器设备

段压裂工具，用于海洋油气开发的海洋固井压裂撬、海洋钻

唐山大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机、海洋深水水下井口头系统等

TangShan Dachuan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Ｅ２０６５

陕西威能检验咨询有限公司
Forenergy Inspection & Consultation CO., LTD.

江汉石油钻头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１１３２

KINGDREAM PUBLIC LIMITED COMPANY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天然气工业用管材及装备类产品的设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０

同时推介用于非常规油气开发的最新型压裂机组、水平井分

参展产品或技术：牙轮钻头、金刚石钻头、以及矿用钻头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固控设备

河北新铁虎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Hebei New Tiehu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备监理和检验的专业化公司

展位号：Ｅ２１００

第四机械厂

展位面积（平米）：５００

济源华新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SJ PETROLEUM MACHINERY CO.

Jiyuan Huaxin Petroluem Machiner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系列钻机，成套固井装备；修井设备，成套

北京杰利阳能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１１３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压裂设备；海洋石油钻采设备；高压流体控制产品，系列柱塞

BEIJING JERRYWON ENERGY EQUIPMENTS.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具稳定器打捞工具 钻采工具

泵，连续油管设备；钻井设备：ＢＩＧＥＡＳＹ快移快装钻机、系列

展位号：Ｅ２１５０

车装钻机、模块钻机、直升机吊装钻机、低温钻机、系列全自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口设备－发电机压缩机组

展位面积（平米）：２７２

宝鸡市宝昊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动固井水泥车、成套固井装备、低温固井装备等； 采油及井

Baoji baohao petreluem machinery eqiupment co.ltd

下作业设备：系列自走式修井机、无绷绳修井机、不压井修井

西安科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１１３６

机、连续油管作业机，最新型成套压裂机组；

Xi'an KONSUN Machiner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号：Ｅ２１６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离合器及泥浆泵配件

展位面积（平米）：３５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系统，固控设备

第三机械厂
西安科耐威尔合金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５５

河北永信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BEIJING LIUHE GREATNESS TECHNOLOGY CO., LTD

大庆油田装备制造公司
DAQING POWERLIFT PETRO-EQUIPMENT COMPANY

东二号馆

Sinopec Corporation Jianghan Administration the Third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Xi"an Kenaiwell alloy CO.,LTD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

Petroleum Machinery Plant

展位号：Ｅ１１０３

展位号：Ｅ１２０１

参展产品或技术：ＲＤＳ天然气压缩机、ＣＮＧ汽车加气站用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胜利油田高原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压缩机、水处理环保设备、高压空压机、ＡＰＩ抽油机等产品

Shengli Oilfield Highland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６０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 煤矿勘测仪器设备专用铍铜合金钛
合金管 线材料

河北恒英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

３７５

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ROATION

沙市钢管厂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井机械、采油机械、石油管材、化

展位号：Ｅ１２０５

Shashi Steel Pipe Works,Jianghan Petroleum

工产品、工程服务

展位面积（平米）２５０

Administration Bureau

Hebei Hengying Wire Cloth CO.,LTD
展位号：Ｅ１１０５

展位号： Ｅ２１６５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华油飞达集团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直缝／螺旋埋弧焊钢管，玻璃钢抽油杆

FD PETROL GROUP COMPANY

Xian brightway enery equipment co.,ltd

淄博华创精细陶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１２１１

ZIBO HUACHUANG CERAMIC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基泥浆处理系统、水基泥浆处理系统、

SJS. LTD

展位号：Ｅ１１０７

拼接式营房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井三缸柱塞泵，固井自动控制仪表操作

湖北江汉石油仪器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台，井下工具，井下自动控制仪表室、钻机配套设备，传动

Hubei Jianghan Petroleum Instrument & Meter Co.,Ltd.

部件等

展位号：Ｅ２１７０

成都西部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如东金友机械有限公司

Chengdu West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Jiangsu rudong jinyou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Ｅ２１８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７５

西安正道能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液力端配件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烟台泰悦软管科技有限公司

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ORATION

Techflow flexibles Yantai Limited

展位号：Ｅ１２１３

展位号：Ｅ１１０９

展位面积（平米）：２０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中美合资四机赛瓦石油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海洋钻井或陆上钻机用高压软管 低压软

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２０１０

管 液压软管

展位号：Ｅ１２１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井固控设备

展位面积（平米）：３７５

展位面积（平米）：２７３

展位号：Ｅ２１６８

展位面积（平米）：２２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５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修井动力钳、多用液压动力钳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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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录

www.cippe.com.cn

Exhibitors

上海清河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西贝虎特种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航宇防爆电机有限公司

江苏如东联丰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QINGHE MACHINERY CO.,LTD.

Zhejiang Xibeihu Special Vehicle Co; LTD

Zhengzhou Hangyu EX Motor CO.,LTD

JIANGSU RUDONG LIANFENG PETROLEUM

展位号：Ｅ２１８５

展位号：Ｅ２６０６

展位号：Ｅ３０５５

MACHINER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３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力端总成及配件

斯宝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Stiebel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Ｅ２１８６

展位面积（平米）４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水陆两栖全地形车

展位号：Ｅ３２５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采井口工具：吊钳，卡瓦，吊卡，卡

天津市航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SHANGHAI GLOBE PETRO-EQUIPMENT CO., LTD

盘，动力钳，量规等

Translink(Tianji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Ltd.

展位号：Ｅ３０６０

展位号：Ｅ２６０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膨胀管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河北博路天宝石油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bolu tianbao petroleum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company limited

Shandong Kerui Petroleum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Ｅ２２１０

东三号馆
伊萨焊接切割器材（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疑难区块综合解决方案

ESAB Welding & Cutting Products(Shanghai)Management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４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焊接设备 焊接材料 以及个人防护用品

黑龙江北方双佳钻采机具有限责任公司

珠海京楚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JCptdc
展位号：Ｅ２２２０

展位号：Ｅ３００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营房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Zhejiang chuangxiang Energy conservation technology

方正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co.,ltd

Fangzheng Valve Group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号：Ｅ３２７０

Beijing Jinshuang Huan Trading Limited
展位号：Ｅ２２２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变速器 分动箱 离合器等

北京航纳科技有限公司

HEILONGJIANG NORTH SHUANGJIA DRILLING TOOLS
CO., LTD.
展位号：Ｅ３０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深圳市亿威仕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IVS TESTER CORPORATION

Henan Changjiang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Ｅ３２７５

展位号：Ｅ３１０３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重防腐涂料

参展产品或技术：塔架开关磁阻电机型抽油机、智能煤层气

潍坊亚太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排采机和石油钻机液压盘式制动器

展位号：Ｅ３２８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

青岛海斯特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Qingdao HYSTER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３１０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ＡＰＩ认证咨询

四川省广汉三阳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方顿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珠海市科盈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Harbin Welding Institue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焊接材料 专用焊接设备

Sanya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Guanghan.

Zhejiang Fangdun Instrument VALVE Co.,ltd

Sichuan

展位号：Ｅ３１０６

展位号：Ｅ３００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仪表阀门 针阀球阀 止回阀 阀组 卡套接

展位号：Ｅ３２９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及备品配件

头 螺纹接头 焊接接头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喷器，节流压井会，采油井口，套管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

胡默尔连接器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展位面积（平米）：９

河南通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头，钻井液循环管汇

Yangtze optical fibre and cable joint stock limited company

HUMMEL connector systems (shanghai) co.,ltd

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００８

展位号：Ｅ３１０７

Dezhou United Petroluem Machinert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接头 接插件 工控箱

宝鸡市广汇机械有限公司
BAIJISHI GUANGHUI MACHINERY CO.,LTD

北京俄华通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２２３５

Beijing Ru-Cu Instuments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井下工具

Hana Coating Co.,LTD
展位号：Ｅ２２３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河南长江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２９１／３２９２

北京金双环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组合式保温管套

机械系列，油气工程技术服务，老旧油田综合解决方案，

展位号：Ｅ２２１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采油 钻井集输用油田化学品及三次采购

展位号：Ｅ３１０１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装备系列，天然气压缩机系列，采油

Shelter (Tianjin)Sino -Canadian Strutures Ltd

展位号：Ｅ３２６５

展位号：Ｅ３０６１

浙江创想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０００

舍尔特中加（天津）钢木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濮阳市鼎豫石油钻采科技有限公司

提高采收率技术服务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６

山东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山东德仕石油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angdong Deshi Petroluem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海、陆、空物流服务

展位号：Ｅ２１９０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上海管力卜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３１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５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钻具 泥浆泵 液压拆装机 套管头

浙江普赛迅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Zhejiang Precision Instrument Co., Ltd

江苏如通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曼格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俄罗斯原装进口－蓝宝石压力传感器－变

展位号：Ｅ３１０９

展位号：Ｅ３３１２

Shanxi munger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送器 油井页面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用仪器仪表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机械

山东豪迈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０１５

展位号：Ｅ２２５５

BEIJING ORIENTAL HUAZHENG PETROL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网络化压裂机组电控系统，固井混浆密度
自动控制系统，压裂车控制系统，混砂车自动控制系统，压
裂仪表车台上控制系统

SHANGHAI SMART CARGO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安平县盛佳五金网业有限公司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马头特种管材分公司

Anping Shengjia Hardware &Mesh Co., Ltd

展位号：Ｅ３３５８

CO.,LTD

展位号：Ｅ３１１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缝钢管

展位号：Ｅ３０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展位面积（平米）：９

式）压力容器

展位号：Ｅ３０２０

北京五洲燕阳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
大连艾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Beijing Wuzhou Yanyang Special Textile Co., Ltd

DALIAN ACTECH INC

展位号：Ｅ３３６４

．展位号：Ｅ３１１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北京东方新动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１１３

山东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传感器 流量计 仪表等

潍坊萨伯特精密转动设备有限公司

中南钻石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１１４

濮阳市中信激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ZHONGNAN DIAMOND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单螺杆泵，井下螺杆泵，螺杆钻具

PUYANG DYNAMICS OF MECHANICAL CORPORATION

展位号：Ｅ３０３１

展位号：Ｅ２２７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金刚石复合片 ＰＤＣ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新余飞虎管道技术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Ｅ３１１６

江苏新象股份有限公司

sunway trading(shanghai)pte.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管道不停输带压开孔 封堵设备及其技术

Jiangsu Xinxiang Share Co.,ltd

展位号：Ｅ３０３２

服务

展位号：Ｅ２２８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ＳＵＮＦＬＥＸ胶管及总成扣压设备 系列接头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泵机械

Shandong Huaning Heat-Tracing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Ｅ２２８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限温电热带 恒功率电热带 矿物绝缘加
热电缆 硅橡胶电热带 玻璃纤维电热地 保温箱 电加热器等
电热产品

深圳市弗赛特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FLUID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Ｅ２２９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口控制盘、化学注入撬、钻井设备、钻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钻具

三一重型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５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３５０

江苏依莱特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ECITEPETROLEUMTECHONLOGYCO.DCT

南京奥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Taizhou Deruite Pe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Ｅ３８４０

Nanjing Auto Electric Co.,Ltd

展位号：Ｅ３１１８

展位号：Ｅ３０３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泥浆振动筛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聊城国泰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５５０

京都怡海（北京）伴热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蔚蓝仕科技有限公司

Yeehi (Beijing) Heat Tracing Technology Co,.Ltd

Raylen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３０３７

展位号：Ｅ３２３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光纤传感系统及油气行业应用系统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参展产品或技术：单流阀 平板阀 节流阀

天津市奥凯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０５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５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配件 如金属缸套 阀体阀座 活塞

北京道乐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Daole centu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展位号：Ｅ３５５０－０２

江苏宏泰石化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０３８

展位面积（平米）：８４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５０

长城电工天水二一三电器有限公司
Tianshui 213 Electrical Apparatus.Co.,ltd

盐城特达钻采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２５０

Yancheng teda drilling and production equipment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缆连接件．工控箱．铠装防爆接头

Tian Jin Aokai Oil Tools CO,. LTD

北京润富堂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Shandong Luhai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泰州德瑞特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采设备试验系统、采油工艺模拟试验系统、油田专用试压设
备、石油管材试压系统、阀门试验台等

山东陆海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FeiHu Pipeline Technical Equipment Co,. Ltd

双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山东华宁电伴热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线 高压由壬及法兰 高压管线 复合管等

展位号：Ｅ３３７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设备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号：Ｅ３３７５

Weifang Subtor Rotating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河北景渤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探胶管 柔性节流压井管线 ＢＯＰ耐火管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参展产品或技术：排出管道 和Ｆ系列泥浆泵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软体油罐 石油软管 车运油囊 直升机油囊
集装箱液袋 尸体油囊 油料储运系统等众多系列

展位面积（平米）：６３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润滑油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振动筛网 不锈钢过滤器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化领域用高效节能换热器（螺旋缠绕管

展位号：Ｅ３０３０

实耐宝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２２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５０

HIMILE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SHANDONG)

深圳市华莱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盈思佳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２２６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北京东方华正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２２６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号：Ｅ３５６０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参展产品或技术：修井 钻井用动力钳系列产品 钻杆 接头 接箍

天津市通洁高压泵制造有限公司
Tianjin Tongjie High Pressure Pump Co.,Ltd

江苏大明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合肥神马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２５２

Jiangsu Daming Metal Products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装备制造领域的产品外观创新设计，石油

HEFEI SMARTER TECHNOLOGY GROUP CORP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泵、油田调剖泵、油田注水泵、油田

展位号：Ｅ３５７０

机械制造，注塑机械制造和木工机械制造

展位号：Ｅ３０５２

水利排液泵、连续油管地面泵站、油田试压泵、高压清洗机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化行业不锈钢材料及深加工产品

PRUIFYING DESIGN
展位号：Ｅ２６０１

振威展览出品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Exhibitors

参展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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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环界石油钻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博星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合隆防爆电气有限公司

JIULI Hi-Tech Metals Co.,Ltd

SHANXI HUANJIE PETROLEUM DRILLING TOOLS CO., LTD

展位号：Ｅ３９１１

HELONG EXPLOSION-PROOF CO.,LTD

展位号：Ｅ３５７０Ａ

展位号：Ｅ３７７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振动筛网 活塞 汽液过滤器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管、管件、法兰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铤 钻杆 无磁钻铤 螺旋钻铤 方钻铤 整
体加重钻杆 整体螺旋加重钻铤

展位号：Ｅ３５７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力端 柱塞泵 泵配件

Hubei Xinyegang Steel Co., Ltd
展位号：Ｅ３６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２２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合金中厚壁无缝钢管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
THE 22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展位号：Ｅ３６２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ＳＤＺ－８０００ 成像测井平台；
ＳＧＳＷＤ－３０００随钻地质导向系统；ＳＭＭＷＤ－３０００随钻混
合测量系统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配电箱 防爆灯 防爆管件 防爆通风设备等

上海舜诺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PRIMO TOOLS CO.,LTD

章丘市锻压铸造与热处理行业协会

展位号：Ｅ３９１２

Zhangqiu forging casting and heat treatment industry

Shijiazhuang Longway Petroleum Drill Tool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扳手 螺栓拉伸器 高压液压泵

展位号：Ｅ３７８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杆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２１０

河北朗威石油钻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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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位面积（平米）：９

association
展位号：Ｅ４２１５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陕西华威锻压有限公司
SHANXI HUAWEI FORGING CO.,LTD

烟台莫深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德州地平线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９１３

Yantai Mos Mechanical Equipment Co.,Ltd

DEZHOU HORISON OIL TOOL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全纤维武钢压裂曲轴 阀箱 泵头

展位号：Ｅ３７９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保定宏声声学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固井胶塞 水泥头 扶正器 康复术的系列固完井工具集附件

展位号：Ｅ３９１５

列，气动泵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仪器 声波测井换能器

西安天瑞你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Ｇ３电动油脂润滑泵，气动隔膜泵３０７系

参展产品或技术：尾管悬挂器 双级注水泥器 密封总成 各种

展位号：Ｅ３７９６

展位号：Ｅ４２２０

温州天狼星照明有限公司
ZHEJIANG TENROS LIGHTING CO.,LTD

四川惊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２２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SICHUAN JINGLEI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江苏如石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９２５

JIANGSU RUSHI MACHINER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内覆双金金属复合管

展位号：Ｅ３８５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６

广州加士特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JST Seal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２３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机械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机械密封产品

Machtec(Tianjin)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汉纬尔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２６２０－０１

High Air Machinery (Shanghai)Co.,Ltd

上海西岱尔电子有限公司

默泰克（天津）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固控，螺杆钻具，石油筛网，ＭＷＤ

展位号：Ｅ３８６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空压机

湖北中油科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Hubei Petrokh Machine Manufacturing Co.,Ltd.

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Ｅ３６５０

ZIGONG CEMENTED CARBIDE CORP.,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３００

展位号：Ｅ３８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展位号：Ｅ４２３１

东四号馆

河北永明地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Hebei Yongming Geological Project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Ｅ４２３３

温州市晶全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硬质合金精密零件 硬质金矿合金 赢面材

展位号：Ｅ４１０１

Suzhou Douson Drilling& Production Equipment Co.,LTD

料和热喷涂技术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灯具

陕西艾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东风机电有限公司

Shanxi Aipu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展位号：Ｅ４１０３

展位号：Ｅ３８８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ＣＭＳ油气分离计量系统，质量流量计

展位号：Ｅ３６６０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YANTAI MOON CO., LTD
展位号：Ｅ３６６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５０

上海熠翌节能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６６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荆州市江汉佳业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５８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井压裂设备

四川广汉石冶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６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天津泵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泵

北京市普利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冠瑞达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Beijing Pulimen Electronic Science &Technology Co.,Ltd

Dragon Force(shenzhen)energu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４１０９

展位号：Ｅ３８８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线随钻测斜仪 捷联式锤钻系统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上海原隆链传动有限公司
深圳市旭永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Yuanlong Chains transmission Co., Ltd

展位号：Ｅ３９０１

展位号：Ｅ４１１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链条

上海伊勉特液压器材有限公司
YIMIANTE HYDRAULIC EQUIPMENT CO.,LTD

上海韩东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韩航传动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９０２

shanghai handong mechatronlc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管钻头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控制阀 球阀 蝶阀 隔膜泵

gentec (shanghai)corporation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设备，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港口机

展位号：Ｅ３９０６

械，能源发电机设备等成套设备供应及零配件

参展产品或技术：专精研发制造高洁净之集中供气系统及流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体压力控制相关零组件、系统设备、仪器仪表、焊割器具、

安姆特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及设备、耗材等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检测仪

新乡市欧亿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OASIS OIL TOOL CO,.LTD
展位号：Ｅ３９０４

泰安海威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TAIAN HAIWEI CNC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 Ｅ３７００

展位面积（平米）： 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机器人

Hebei wen tai metal mesh co.,ltd
展位号：Ｅ４１１５

Tianjin Linli Machinery Group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 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钻具 牙轮钻头 拆装架 等石油钻采设备

浆泵、３ＮＢ系列泥浆泵、ＴＢＷ系列及ＢＷ系列水源配套泥浆
泵、ＮＢＢ２５０至３９０系列岩心泥浆泵、３ＺＢ３５０，３ＺＢ５００型
两种注浆泵；石油钻杆、钻探辅具、ＹＤＧ系列液压镦管机

深圳佳运通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Jiayuntong Electronics Co.,ltd
展位号：Ｅ４２３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燃烧器、漏液检测燃烧装置、炉管高温检
测装置、炉况优化监控装置

北京索科曼正卓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BEIJING ZHENGZHUO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２３６－Ａ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ＵＰＳ

溯高美索克曼（北京）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SOCOMEC
展位号：Ｅ４２３６－Ｂ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ＵＰＳ

江苏盛伟过滤设备有限公司
JIANGSU SUNWAY FILTER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４２５０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参展产品或技术：ＡＫＭ整体锁环形快开盲板、燃气及空气滤芯

液过滤网 钢板网 过滤网 过滤器

丰达石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Found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４５５０

牡丹江中原钻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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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DANJIANG ZHONGYUAN DRILLING CO., LTD
展位号：Ｅ４１１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北京易达新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诺鼎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Ｅ４２５５

Beijing NorD Technical service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系列交、直流一体化电源 ＵＰＳ ＥＰＳ 太阳

展位号：Ｅ４１１８

能电源、动力环境监控、视频监控 汽车充电电源 自动化机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柜电源 船用电源

北京久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天水华天传感器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Ｅ４１１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管阀件

温度变送器等仪器仪表

东营施普瑞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Dongying Spring Petroleum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２５６

天津市思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 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化学品

Tianjin Sien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美国派力肯产品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展位号：Ｅ４７８２

Pelican Products Shanghai Representive Office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中压管道配件及紧固件

展位号：Ｅ３９０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北方重工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济南新宇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Ｊｉｎａｎ Ｘｉｎｙｕ Ｃｅｍｅｎｔｅｄ Ｃａｒｂｉｄｅ Ｃｏ．，ｌｔｄ
展位号：Ｅ４２５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派力肯安全箱和防爆电筒

天津航天宏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硬质合金产品 成品截齿

Tianjin Grand Space Technology Co.,Ltd

NHI OIL Equipment Co.,Ltd

北京聚德佳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２０１

展位号：Ｅ３７２０

BeijingJudejia Rubber&plastic product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人机

展位面积（平米）：３７５

水源钻机、５００－３０００米岩心钻机；Ｆ５００至Ｆ２２００型石油泥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泥振动筛网 钢格栅板 石油防砂管 气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注油芯体、压力变送器、压力开关、

天津立林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号： Ｅ３７０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过滤器

展位号：Ｅ３９０５

河北稳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１０００－７０００米石油钻机、６００米－３７００米

Beijing Talented Electrical Sets Co.,Ltd

Oidham Instrument(Shanghai)Co.,Ltd.
展位号：Ｅ３６９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上海耐博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捷锐企业（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号：Ｅ４１１３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动离合器 气动制动器

QUANZHOU TWINDISC ENERGY TECHNOLOGY
展位号：Ｅ３６７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智能设备

展位号：Ｅ３９０３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波特尔电子电气设备

Shanghai Naibo Pump&Valve Manufacturing Co.,Ltd

泉州市双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控设备

Tianjin Pumps Machinery Group Co., Ltd
展位号：Ｅ３６７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口装置 采油树 管汇 防喷器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７７

四川杰特机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２６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裂车 仪表车 混砂车

展位号：Ｅ３９０９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宝鸡市云海标准件有限公司

Jiangyin Tongyue Machinery Equipment Co.,Ltd

宁波市巴克蓄能器及时有限公司

JULI SLING CO.,LTD

BAOJI YUNHAI STANDARD PARTS CO.LTD

展位号：Ｅ４２０６

Ningbo BUCK accumulator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３９１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专业生产空压机、制氮机、制氧机等气体

展位号：Ｅ４２６８

处理设备

参展产品或技术：蓄能器 充氮设备 高压球阀等

参展产品或技术：试压泵 清洗机 微机高压测试系统

展位面积（平米）：９

江阴同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３７６５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参展产品或技术：起重吊索具

参展产品或技术：紧固件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２４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振威展览出品

Ａ24

展前预览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参展商名录

www.cippe.com.cn

Exhibitors

四川新为橡塑有限公司

二十二冶集团精密锻造有限公司

上海台雄工程配套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安泰防护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xinwei rubber co.,ltd

22 MCC GROUP PRECISON FORGING CO.,LTD

Shanghai Tai Hsjung Engineering Equipment Co.Ltd

Shenzhen Tecron Safet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２７０

展位号：Ｅ４３０７

展位号：Ｅ４３６５

展位号：Ｅ４５８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环形防喷器胶芯 闸板胶芯 旋转防喷器胶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上海雅欧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武汉团结点金激光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２７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启动阀门 压力容器

UNITY DIANJIN LASER MANUFACTURE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０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制造与再制造技术在石油行业的应用

安徽安泽电工有限公司
Anhui Anze Electrical Co.,Ltd
展位号：Ｅ４２７２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热电器 智能电地暖系统 发热电缆 电暖
器 温度传感器及温控的研发 制造

浙江雷恩实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wren Insdustrial Co., ltd
展位号：Ｅ４２７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扭矩扳手 液压泵

及研究成果

Chongqing material Research Institute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１０

ShanghaiYAOU Control Valve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６６

北京欣亚中恒力科贸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上海宣邦金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Suabow Metal New Materials Science&

展位号：Ｅ４３７０

展位号：Ｅ４２８１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凸轮转子泵 破碎机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美通高空作业平台 丹麦ＯＭＭＥ蜘蛛是高

参展产品或技术：长输管线专用管施工类设备

优益特（上海）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参展

北京石大新锐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博新恒业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或技术：卡套式管接头 液压测试仪表及传感器

Beijing Boxinhengye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宁波斯特福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３１６

NINGBO SEAL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Ｏ型圈 弹簧密封圈 组合垫圈

深圳市科宏健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
Shenzhen KHJ Semiconductor Lighting CO.,LTD

泰州德瑞特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３２０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Taizhou Deruite Pe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ＬＥＤ防爆灯 ＬＥＤ工业灯

展位面积（平米）：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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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州环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３２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beijing jinzhou huanyu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装备领域连接器及集成化产品

development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聚氨酯软管 聚氨酯软体储液罐

北京恒博山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Ｅ４２８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电动气动刻字机

沈阳工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SHENYANG GD SCIENCE&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Ｅ４２９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旋曲面制造装备

耐驰（兰州）泵业有限公司
NETZSCH(Lanzhou)Pump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２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诺瀚传动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TMC motio&control (Shanghai)Co.,LTD
展位号：Ｅ４５８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支撑剂

展位号：Ｅ４６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润滑系统

参展产品或技术：轴承

骄阳山水（江苏）油气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明珠机电有限公司

The sun's World (Jiangsu)Petroleum Gas Engineering and

Chongqing Mingzhu M & E Co., Ltd.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６２０

展位号：Ｅ４３８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抽油机智能伺服控制系统

广州市剑火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动照明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双头单螺杆泵（实物）、定子（实物）、转
（实物）子，智能式油气集输橇装（模型）；转子泵（实物）

青岛澳波泰克安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QINGDAO ALPTEC SAFETY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４６２５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静电接地报警器 可燃气体报警器 质量流
量计 伺服液位仪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EVE Energy co.,ltd

绍兴欧力-卧龙振动机械有限公司

西安远景智能控制有限公司
安神洲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３８７展位面积（平米）：９

SHAOXING OLI-WOLONG VIBRATOR CO., LTD

Xi'an Sunland Automatic Control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电池 锂电池

展位号：Ｅ４６２８

展位号：Ｅ４３３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盐城金龙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２９２

yancheng jinlongda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４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装备

德州建鑫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Dezhou Jianxin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四川科比科油气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２９３

Sichuan Corbic Oil&Gas Engineering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机械泥浆泵配件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聚晶金刚石复合片 石油支撑剂 耐磨片

大连冶金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Shandong Wendeng SHANGUANG Liner Factory

展位面积（平米）：９

ASTRAL MATERIAL INDUSTRIAL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８２

Huangshan RSP Manufacturing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三螺杆泵 双螺杆泵 单螺杆泵

佛山市中徽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MANUFACTCRING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安全防护箱 便携式移动照明系统 特种移

参展产品或技术：振动电机 防爆电机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双金属缸套

WENZHOU WEIDONG LUBRICATION EQUIPMENT

黄山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文登市闪光缸套厂
展位面积（平米）：９

温州市维东润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３８６

展位号：Ｅ４３３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处理设备 螺杆钻具 碎钻测斜仪 石油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单螺杆泵 多螺杆泵 深井泵 防转锚 转子泵等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橡胶制品

展位号：Ｅ４５８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Ｅ４５８２

Unifit Hydraulics (Shanghai)Co.,ltd

谱 管道解赌

展位号：Ｅ４２８６

昱隆昊（天津）激光标记设备有限公司

Tianjin dong feng he mei new materials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８１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钻头

弹簧 磨具弹簧

展位号：Ｅ４５８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ｓｍａｌｌｅｙ 波形弹簧 弹性挡圈 Ｂａｕｅｒ 蝶形

天津东丰和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Beijing S.Unity Science&TechnologyCo.,ltd

展位号：Ｅ４２８５

展位号：Ｅ４５８１

展位号：Ｅ４３７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软件技术服务、 石油天然气专用快速色

参展产品或技术：怕尔特柴油发电机组

Tianjin Starpoint Trading Co.,ltd

德州瑞博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中奕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２８３

天津元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打标机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１５

电弧防护服装

空作业平台 英国ＹＯＵＮＧＭＡＮ 路合金快装脚手架

展位号：Ｅ４３８０

劳伊斯博尔格泵（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控阀门

Beijing Xinyazhong Hengli Technology & Trade Co.,Ltd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阻燃防护服装 防静电防护服装 消防服装

参展产品或技术：精密多想模锻产品 重型装备产品

芯 其他耐高温 高压橡胶喷溅

苏州利萨斯液压气动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号：Ｅ４３５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装备配套电液控制系统

东营市泰德线缆有限公司
Dongying Taide Wire&Cable Co.,Ltd

西安秦森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３８８

Xian Qinse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承荷探测电缆（钢丝铠装测井电缆 钢管铠

展位号：Ｅ４６３８

装测井电缆

参展产品或技术：由壬 钻杆卡瓦、钻铤卡瓦、套管卡瓦、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抽油杆吊卡、安全卡瓦 油管卡盘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５２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器 防爆灯具

天津君宇航天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JunYu Pump&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６４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模块化、橇装化设计及制造，天然气地面

江苏麦赫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集输、场站建设及加工处理等。

江苏泰源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JIANGSU TAIYUAN CNC MACHINE TOOL CO.,LTD

Jiangsu MAIHE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o.,ltd

Zhejiang Stronger Hydraulic Co., Ltd

荆州市巨鲸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５３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射频原油三相流含水率流量在线检测仪

JINGZHOU JUJING TRANSMISSION MACHINERY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行业的数控专用机床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软管总成和硬管总成

投入式原油含水率分析仪 油井无线远程监控系统

CO.,LTD

合康变频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河北斯洛特石油专用管制造有限公司

HICONICS DRIVE TECHNOLOGY (WUHAN)CO.,LTD

HEBEI SLOATE PETROLEUM DEDICATED PIPE

展位号：Ｅ４５３５

MANUFACTURING CO.,LTD

展位号：Ｅ４２９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Ｅ４３５５

上海科萌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３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正压吹扫控制器

上海大田阀门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SHANGHAI DATIAN VALVE PIPE ENGINEERING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０３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控阀、手动阀、自动阀、衬里阀及管配件

北京信德泰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XINDETAI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TH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０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进口工业管道防垢装置

英斯特朗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展位号：Ｅ４６５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变频器

Jiangsu Wujin Stainless steel Pipe Group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５３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无缝管 不锈钢焊接钢管 钢制管件

Mintai Hydraulics Shanghai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海丰密封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HFC SEAL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３５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ｏ型圈，密封产品，油封产品

展位号：Ｅ４５６０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奉化市朝日液压有限公司
Fenghua Zhaori Hydraulic .,LTD
展位号：Ｅ４５６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蓄能器 蓄能器附件

普雷斯特机械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Precede machinery&Equipment (Beijing)Co.,ltd
展位号：Ｅ４５７１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五行材料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郑州宇晟汽车产品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６６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多功能燃油加热棒，液体燃油加热器，客
气燃油加热器

瓦房店工业冶金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WAFANGDIAN INDUSTRY METALLURGY BEARING
MANUFACTURE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空作业平台

展位号：Ｅ４６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Dinkum Technology Co.,ltd

包头市联德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苏州亚太金属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３５９

Baotou Liande Oil and Mechanical Co.,Ltd

Suzhou Asia Pacific Metal Co.,Ltd
展位号：Ｅ４６８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英斯特朗ＨＤＸ大载荷液压万能试验系统

参展产品或技术：物联网信息技术 油田自动化系统方案 水

展位号：Ｅ４５７２

英斯特朗ＫＰＸ系列大载荷液压万能试验系统

处理土壤绿化 改良技术

参展产品或技术：抽油杆 光杆 接箍 加重杆 扶正器

振威展览出品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上海旗升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６５８

上海敏泰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套管 油管 接箍 配件 螺杆钻具 新材料

及法兰

展位号：Ｅ４３５７

展位号：Ｅ４６５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大庆百米马流体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Instron
展位号：Ｅ４３０６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减速机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浙江苏强格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ＯＥＭ齿轮箱、高精齿轮零部件

Exhibitors

参展商名录

www.cipp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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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兴市旭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耀华新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金大仪器有限公司

西安万德能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YiXing Xu Yang Environmental Portection Technology

JIANGSU YAOHUA MATERIAL.LTD

Anhui Jinda Instruments Co.,ltd

Xi'an Wonder Energy Chemical Co.LTD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６２

展位号：Ｅ４８０６

展位号：Ｅ４８４５

展位号：Ｅ４６８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页岩气开采压裂软管（大口径）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智能流量测控仪 含水分析仪 螺旋涡轮流

Ａ25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化助剂 油品添加剂

量计 电磁流量计 磁电流量计 数字压力变送器 智能数显高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洁来利纸业有限公司

Zhongyuan Special Steel CO.LTD

Shanghai jie lai li paper co.,ltd

展位号：Ｅ４６８７

展位号：Ｅ４７６３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展钻具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用擦拭纸系列 吸油棉系列 过滤系列
等产品

展位号：Ｅ４６８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浙江康福隆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伴生气 井口气 油田放空气 油田火炬

Kaflon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Instrument co.,ltd

气回收系统

展位号：Ｅ４７６６

Taixing rizcom Petroleum Machineri Co.,ltd
展位号：Ｅ４６９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卡瓦 吊钳 管线 阀

北京长城博创科技有限公司
BESTRACK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北京恒远星通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HengYuan Starcom T
展位号：Ｅ４７０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苏州锐凯标准件有限公司
Suzhou Ruikai Standard Parts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０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高压 低温高压专用紧固件

温州亿力机械发展有限公司
Zhejiang Yili Machinery Develop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０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tecreal Fluid Control System Co.,ltd

输送管 特氟龙软管

展位号：Ｅ４８５１

泰州市龙溪水带厂
展位号：Ｅ４８５５

SHANGHAI XIESHENG CHEMTECH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聚氨酯扁平大口径水带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动执行器

无锡市富仕德特种玻璃纤维有限公司

宁波华液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７６７

CYPHEN LIMITE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信息／展品范围：油田用 高可靠性接插件，传感器，电机

重庆明珠机电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７８１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Wuxi First Special-type Fiberglass Co.,Ltd

Ningbo HOYEA MACHINERY MANUFACTURE CO.,LTD.

展位号：Ｅ４８１０

展位号：Ｅ４８５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隔爆阀等液压元件

上海长兴海洋高新技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温州日昇照明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８１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大连路阳科举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８１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ｐｅｅｋ制品
Shenyang sensor technology co.,ltd

广州文丘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７８５

GUANGZHOU WENQIU TRADING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面自动监测仪 煤层气产出液计量 油井

ZHENHAU LOGISTICS GROUP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８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Ｅ４８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动通风设备 受限空间通风 便携式通风
设备

北京天正通工贸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８２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软管卷筒油泵 油表等油品输送设备，管

QINCHUAN GROUP BAOJI INSTRUMENT CO., LTD

展位号：Ｅ４７８７

道夹具等配件

展位号：Ｅ４７１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

河北新特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DRK OIL TOOLS CO.,LTD

北京均友欣业科技有限公司

SINTER FILTER TECHNIC CO.,LTD

展位号：Ｅ４８２１

JUNYOU XINYE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９０

展位号：Ｅ４７２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烧结网 过滤器及过滤元件

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

KAIFENG INSTRUMENT CO.,LTD

Ningbo Jinding Fastening Piece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３０

展位号：Ｅ４７９１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体积表、流量仪表、流量检定装置、流量计

参展产品或技术：牙条 螺母 垫圈 钢结构螺栓配套

神豪工业设备检测（上海）有限公司

嘉善金泰工程塑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７３２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Jiashan Kintowe Engineering Plastic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９３

四川华泰电气有限公司
SICHUAN HUATAI ELECTRICAL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３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浙江兰普防爆照明有限公司
ZHEJIANG LANP EX PROOF LIGHTING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ＬＥＤ防爆灯具

上海菲思特液压有限公司
Shanghai Feisite Hydraulic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３７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过滤器 滤芯 空滤器滤油车等液压附件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开封仪表有限公司

北京科比科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Corbic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８２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美国ＯＥＭ公司（全称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Ｉｎｃ．）设计与生产的油田管材专业无损探伤设
备：钻杆探伤设备、油管探伤设备、套管探伤设备、连续油
管探伤设备、抽油杆探伤设备等等。不仅可以检测旧的油田
管材，还可以检测新生产的油田专用管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海洋工程装备环球轴承及船用轴承材料

大连钰林机电有限公司
YULIN ELECTRIC MOTOR CO.,LTD

广州森纳士仪器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８２３

Guangzhou Senex Instrument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效节能稀土永磁同步电动机

展位号：Ｅ４７９４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Ｅ４７９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ＳＢ砂泵 ＹＺＳｙ腋下重型砂浆泵

陕西优耐特机械有限公司
SHANXI UNITED MECHANICAL CO., LTD
展位号：Ｅ４７９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缆保护器 刚性扶正器

YANTAI JEREH FUNAIKE HEAT EXCHANGER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４８２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散热器

SHANDONG PULILONG PRESSURE VESSEL CO., LTD
展位号：Ｅ４７４６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容器

司逹行
SEALTECH COMPANY
展位号：Ｅ４７５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鞍山尤尼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Wangyuan Instruments of Measurement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热值仪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天津陆海石油设备系统工程责任有限公司
LANG&OCEAN PETROLEUM EQUIPMENT SYSTEM
ENGINEERING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胜利油田胜利石油仪表厂
展位号：Ｅ４８６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井多相连续分测装置、电磁流量计、磁
典电流量计等流量仪表

深圳市德普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DNP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td
展位号：Ｅ４８６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玄机绞车，传动系统，泥浆泵及其各
类钻机设备配件

德州博奥机械有限公司
Dezhou Boay Machinery Co.,lt
ｄ展位号：Ｅ４８６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凯恩姆流量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KEM FLOW TECHNOLOGY (BEIJING)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质量流量计等相关测量仪表

上海欧乐传动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Euro Power Transmission & Control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器等

Beijing Winmate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８６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加固型平板电脑 加固式手持设备

参展产品或技术：传感器

大连华科机械有限公司
Dalian huake machinery CO.,LTD

杜博林（大连）精密旋转有限公司

天津市万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８２７

DEUBLIN PRECISION ROTATING UNIONS CO.,LTD

Tianjin Wanzho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井下工具

展位号：Ｅ４７９８

江苏威能电气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７９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安徽煜宸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Ｅ４８５８

北京京融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旋转接头

展位号：Ｅ４７５１

温州市恒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ＡＮＳＨ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ＩＮＤＵＡ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展位号：Ｅ４８２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 密封件专用辅助工具

Nanjing zhonghe Raycham lacer Technology Co.,ltd

分离 超声波清洗 超声波提取 萃取

参展产品或技术：ＧＵＭＭＩ气胎离合器 微卡偶合器 丹纳制动

上海望源测控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７９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除垢防垢 超声波乳化 催化 超声波分散

展位号：Ｅ４８６７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ＴＤ

山东普利龙压力容器有限公司

Ｈａｎｄａｎ Ｈａｉｔｕｏ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Ｔｅｃｈｉ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ＴＤ

展位号：Ｅ４８６６

烟台杰瑞富耐克换热设备有限公司
淄博精正重型渣浆泵有限公司

邯郸市海拓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８５９

天津德瑞克石油工具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自动化仪表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照明灯具

温州正海密封件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Ｅ４８５６

展位号：Ｅ４８５７

沈阳新石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Ｗｅｎｚｈｏｕ Ｒｅｃｅｎ 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ｃｏ．，ｌｔｄ
参展产品或技术：专业照明、防爆照明、移动照明、工程照明

北京时代辰天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仪器仪表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拆卸式保温袋（农、被）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园区

展位号：Ｅ４７８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北京赛方德驰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７６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秦川机床集团宝鸡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 执行器

上海依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深圳市得锐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化学品取样系统补氟管件 补氟阀门 化学

展位号：Ｅ４８０８

天津市润博凯特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WENZHOU YBFLUID equipment Co.,Ltd

Taizhou City Longxi Hose Factory

二流量测试 水源井液面测试

展位号：Ｅ４７１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话

上海协升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 ９

Tianjin Rotate TC Bearing Co.,Ltd

温州永博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磁流量计

泰兴市锐利翔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８４６

展位号：Ｅ４８０７

艾普天然气回收系统集成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骏科技有限公司

压注水表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加热器 电伴热带及温度控制系统

参展产品或技术：激光熔覆再制造 在石化石油行业的应用

Develop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４８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天津瑞吉德科技有限公司
RIGID TECHNOLOGY CO,.LTD

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８２９

Sichuan Yongg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ＭＰＭ－Ｄ式多相流量计，ＭＰＭ－Ｓ式多相

展位号：Ｅ４８７１

流量计，湿蒸汽两相流量计，旋流气浮污水处理装置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连洁器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宁波海格威流体连接件有限公司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Ningbo Haigewei Fluid Fittings Co.,Ltd

牛津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四川维珍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INVT Electric Co.ltd

展位号：Ｅ４８０５

Oxford Instrumengts (shanghai)Co.,ltd

Sichuan Weizhen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Ｅ４７６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过渡接头、胶管接头总成、法兰、测压接

展位号：Ｅ４８３５

展位号：Ｅ４８７２

头 进口ＪＳ卡套

参展产品或技术： Ｘ射线荧光光谱仪和直读光谱仪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变频器 伺服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离心铸造机转鼓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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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深圳思特克气动液压有限公司

安徽环瑞电热器材有限公司

必维国际检测集团

Shenzhen STK flow Control Co.,Ltd

ANHUIHUANRUI HEATING MANUFACTURING CO.,LTD

BUREAU VERITAS CONSULTING(SHANGHAI)CO.,LTD

Carpente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ＳＩＴＥＣ展位号：Ｅ４８７５

展位号：Ｅ４９１２

展位号：Ｗ１１０５

展位号：Ｗ１２０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卡彭特技术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第三方发证检测 设计审查 风险与安全评

展位面积（平米）：４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合金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动增压阀 超高压阀门 动力单元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控温电伴热带 发热电缆 电地席

铁岭东升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中展环球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Tieling Dongsheng PETROLEUM MachineryCo.,Ltd

Beijing CEW Internationa Fair Co.,Ltd

山东昌润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２１３

展位号：Ｅ４９１３

CR GEMS DIAMOND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ｙ ｐｒｏｃｕｃｔｓ

估和研究 石油天然气项目的各个阶段服务

展位号：Ｅ４８７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抽油泵 抽油泵配件 井下工具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国际展会

深圳市深合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开发区兴衡石油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ShenHeLi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９１５

展位号：Ｅ４８８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勘探机械配件，海洋专用电缆，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英国进口高压调节器 调节阀

各种软管接头密封件

青岛艾特仪器有限公司
Qingdao everbright instrumnet co.,ltd

展位号：Ｅ４８８３

展位号：Ｅ４９１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放溢流防静电控制器 报警器 传感器

喷嘴

洁普惠通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Jie Pu Hui Tong Trading(Beijing)Co.,ltd

天塞亚洲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９２５

Teamsat Asia Limited
展位号：Ｅ４８８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清洁剂、润滑剂、防锈剂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产品

展位面积（平米）：９

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复合片

Yantai CIMC Raffles Offshore Ltd
展位号：Ｗ１２１４

洛阳瑞昌石油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１０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低氮氧化物燃烧器 催化裂化装置 大型硫
磺回收成套装置 火炬系统

温州正超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１０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照明灯具

洛阳泰斯特探伤技术有限公司
LuoYang TST Flaw Detec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１１０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天津润圣纤维素科技有限公司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８８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森斯特（北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一号馆

BEIJING ELECTRONICS&SENSITRON TECHNOLOGY
展位号：Ｗ１１１０

天津市巨马工贸有限公司
Tianjin Juma Industrial&Trade Co.,ltd
展位号：Ｅ４８８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工人免水洗手液 多功能除油剂 石油
设备除油剂

Stevern Glocon Group
展位号：Ｗ１００２Ｄ

BEIJING BOSI GREAT MACHINERY & TRADE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扳手、轴承加热器、液压拉伸器、液
压千斤顶、阀门研磨机、坡口机、电动液压泵，电动、气动
扳手、液压拉马、法兰分离器等液压工具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

展位号：Ｗ１２２０

河南长江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２２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塔架开关磁阴电机型抽油机

Bal Seal 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卓越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Bal Seal Engineering Company(ETIC Electric Equipment
Company Ltd
展位号：Ｗ１２２５

展位面积（平米）：２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动态密封圈 导电性弹簧触头

滨特尔电子电气设备保护（青岛）有限公司
Pentair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protection china co.,ltd

展位号：Ｗ１１１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滨特尔电子电气设备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连续油管、不锈钢盘管、不锈钢控

Gardner Denver lnc

制管线

展位号：Ｗ１２３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４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及执行机构产品

展位号：Ｗ１２２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泵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ｕｍｐｓ

上海红蚁液压商行
HYDRO LEDUC

广州多美时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１１５

GUANGZHOU DMC GAS EQUIPMENT LIMITED

参展产品或技术：微型液压泵 阀

展位号：Ｗ１００２Ｈ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济南宝山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２３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设备

江苏中科四象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上仪京工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JIANGSU ZHONGKESUXIANG LASER TECHNLOGY

铁姆肯钢材（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００２Ｊ

CO,LTD

Timkensteel Corporation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

展位号：Ｗ１１１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江阴市石化电力机械厂
江苏柯恒石化电力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谭氏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大功率全固态激光器 激光加工服务（焊接

Jiangsu Keheng Petrochen=mical Power Machinery

TAN OIL TECH BEIJING LIMITED

熔覆 淬火） 激光加工配件（激光焊接头熔覆头 淬火头）

展位号：Ｗ１００２Ｋ

Co.,LTD

Pentair Valves &Control

锦州中科制管有限公司

Lonestar Group
展位号：Ｗ１００２Ｇ

北京博思伟业机电贸易有限公司
展位号：Ｅ４９０１

英国赛文格洛克

滨特尔流体控制（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探测器及控制系统

参展产品或技术：ＣＭＣ ＰＡＣ ＨＰＭＣ

展位面积（平米）：１０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海工半潜、自升式钻井平台

LUOYANG RUICHANG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参展产品或技术：ＴＳＴ钢丝探伤（携带）系统Ｖ３．０
TIANJIN RUNSHENG CELLULOSE SCIENCE AN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切削刀具用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用金刚石

CO.,LTD

Shenzhen Haimingrun Industrial Co.,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金刚石复合片，金刚石聚晶，金刚石喷砂

展位号：Ｗ１１０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深圳市海明润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3M China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完井仪器，定向井工具

展位号：Ｗ１２４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合金刚

苏州UL美华认证有限公司
苏州金科发锂电池有限公司

UL LLC

Suzhou jinkefa lithium battery co.,ltd

Belzona Polymerics Co.,ltd

展位号：Ｗ１２５０

展位号：Ｗ１１１７

重庆品胜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检测认证服务

展位号：Ｗ１００２Ｍ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锂电池

Chongqing WeWin Science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保护涂层 高分子复合材料

展位号：Ｅ４９０２

展位号：Ｅ４９０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标签、标识打印机 、编辑软件

科盾工业设备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苏州汇川技术有限公司

Liquidmetal Industri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Tianjin)

Suzhou Inovance Technology Co.,Ltd

Co.,Ltd

东莞市广辉骏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００８

展位号：Ｗ１１１８

DONGGUAN GUANG HUI JUN ELECTROMECHANICAL

参展产品或技术：ＨＥ系列高性能变频器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APPLIANCE CO.,LTD
展位号：Ｅ４９０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河北格洛斯节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抽油机节能综合配套装置

卓轮（天津）机械有限公司

JIANGSU REINEKE FLUID CONTROL TECHNOLOGY

Z0LLEKNLYTIONMOCHINENGLOMPONY.LOD

CO.,LTD

展位号：Ｗ１０２０

展位号：Ｗ１１２０

上海沃证机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SHANGHAI VIACERT ELECTROMECHANIC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由壬 钻杆卡瓦、钻铤卡瓦、套管卡瓦、
抽油杆吊卡、安全卡瓦 油管卡盘

昭华发展（香港）有限公司
CHU WAH DVLP(HK)CO.LTD
展位号：Ｅ４９０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机电设备 仪器仪表

MTU ASIA PTE LTD

FRIEDRICH LEUTERT GERNAM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０

展位号：Ｗ１１２４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底与地面取样系统统

北京欧优圣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OILCENTER TECHNO;OGY COMPANY LIMITED

Kemlon Products & Development Ltd

展位号：Ｗ１１０１－Ａ

展位号：Ｗ１１５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连续油管作业 陀螺测斜仪 测井仪器

深圳市塞特尔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ARKERMA
展位号：Ｗ１２５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Ｐｌａｓｔｉｃ Ｐｉｐ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上海金保莱不锈钢有限公司
shanghai baoluo stainless steel tube.co.,ltd
展位号：Ｗ１２６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精密合金钢管

上海胤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IS Sealmg solutions co.,ltd
展位号：Ｗ１２７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ｓｍａｌｌｅｙ波形弹簧 弹性挡圈 ｂａｕｅｒ 蝶形弹
片磨具弹簧

浙江国邦钢业有限公司
Zhejiang guobangsteel.com
展位号：Ｗ１２７２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 镍基合金钢管及管配件

C.A.T Construction GmbH

展位号：Ｗ１１５３

展位号：Ｗ１１０１－Ｂ

参展产品或技术：马达 封隔器

斯贝克玛液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金海茂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２７３

Golden Helmer Petroleum Equipment

参展产品或技术：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ｆｏｒ ｍａｒｉｎｅ ｍａｒｋｅｔ

展位面积（平米）：９

RUS'-OIL LTD
展位号：Ｗ１１０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检测仪

展位号：Ｗ１１５４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莱芜锻压有限公司（国际贸易部）

SGS

LAIWU FORGING CO.,LT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ept)

展位号：Ｗ１１０２

展位号：Ｅ４９１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化工服务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行星减速机

展位号：Ｗ１０２１

展位号：Ｅ４９０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德国莱纳克测量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代表处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打气泵 空压机

展位号：Ｅ４９０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Specma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子压力计

Engineered Power
展位号：Ｗ１２７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雅柯斯电力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Ｂａｔｔｅ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ｄｏｗｎ－ｈｏｌｅ

展位号：Ｗ１２０１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展位面积（平米）：８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发电机组

北京广源科佑卡毛有限公司

天津市三盛九和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Beijing Guanyuan Keyou Technology&Trade CO.,ltd

Tianjin SanSheng Jiu He Safety Technology Service Co.,ltd

Forum Energy Technologies

ZHEJIANG KETE PUMP INDUSTRY CO.,LTD

展位号：Ｅ４９１１

展位号：Ｗ１１０３展

展位号：Ｗ１２０５

展位号：Ｗ１２７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腐蚀检测系统

振威展览出品

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开路式中压空气呼吸器

浙江科特泵业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４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ａ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叶导轮ＤＩＦＦＵＳＥＲ＆ＩＭＰＥＬＬＥＲ

Exhibitors

参展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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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宝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康途工业自控设备（大连）有限公司
K2INDUSRTIAL CONTROLS

CNPC-Alberta Petroleum Centre
中加石油中心

Government of Ontario

BEIJING KINGPOWER SCIENCE&TECHNOLOGY LTD
展位号：Ｗ１２８５

EQUIPMENT(DALIAN)CO.,LTD

展位号：Ｗ１４３９

Brief Exhibits: General promotion of Ontario oil and gas

展位号：Ｗ１３６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技术交流、人才培训、商贸促进、信息咨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发动机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Booth number: W1450/W1451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 泵 管接头 钢管

询、会议展览。

CHONGQING LIHONG FINE CHEMICALS CO.,LTD

玛斯特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nhanced Solutions/盈翰士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JC MANUFACTURING GROUP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Ｗ１２８７

Master Lock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Ｗ１４３８

展位号：Ｗ１４６１

参展产品或技术：聚阴离子纤维（ＰＡＣ）和羧甲基纤维素钠

展位号：Ｗ１３６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公司目前主要有三类产品，界面探测仪，

（ＣＭＣ）

参展产品或技术：玛斯特安全挂锁

何塞阀门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重庆力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厦门旭隆密封件有限公司
Xiamen xlong sealco.ltd
展位号：Ｗ１２８９

Leobersdorfer Maschinenfabrik GmbH
展位号：Ｗ１３７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２７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举升系统

参展产品或技术：Ｏ型圈 星型圈 抗爆三角圈 弹簧蓄能圈

广东加华美认证有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诺弗司密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CSA Group

Ｎｏｖｕｓ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展位号：Ｗ１３７５

展位号：Ｗ１２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第三方认证检测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垫片，软管

浙江元曜阀业有限公司

SENKO CO.LTD

Zhejiang Yuanyao Valve Industry CO.,Ltd

展位号：Ｗ１２９１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ｇａｓ ｓｅｎｓｏｒ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中天国际有限公司
MISSKY INTERNATIONAL LIMITED
展位号：Ｗ１２９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快开盲板，清管指示器

上海美科阀门有限公司
MECCO VALVE CO.,LTD
展位号：Ｗ１２９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

江苏扬州合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JIANGSU YANGZHOU HELI RUBBER PRODUCTS
CO.,LTD
展位号：Ｗ１２９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Cummiss China Investment Co.,ltd
展位号：Ｗ１３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发动机 发电机及零部件

Ro-Flo Compressors LLC
展位号：Ｗ１３０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滑片式工业压缩机

天津市临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
展位号：Ｗ１３０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国家级新型工
业化产业示范基地（装备制造）和滨海新区九大功能区之
一，定位为建设中国北方以装备制造为主导的生态型临港经
济区。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ｓ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Rittal Electro-Mechanical Technology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Ｗ１３５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 接头

CDI MULTISEALS PTE LTD
展位号：Ｗ１３８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ｉｃ ＆ｎｏｎ－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ｉｃ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Daqing YUA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展位号：Ｗ１３８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机箱机柜 制冷系统 配电组件

展位号：Ｗ１３８２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德国ＥＬＴＥＸ奥电胜防爆静电接地系统

加拿大驻华使领馆
Embassy of Canada
展位号：Ｗ１４３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colfax pump(weihai)co.,ltd

资拓展业务以及与加拿大公司开展科技合作提供服务。

展位号：Ｗ１４７６展

加拿大玛特芙阀门公司
Master Flo Valve Inc.
参展产品或技术：专业生产井口节流阀和执行机构的世界级
生产商和行业技术领军企业。

Ｌｕｍｅ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致力于设计、开发和生产用于水平和
定向钻井的随钻测量（ＭＷＤ）设备，并为行业提供高度的随
钻测量设备定制服务。公司凭借行业最快的投产准备时间、

展位号：Ｗ１４３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Ｐａｊａｋ工程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提供综合性
工程管理及钻井监管服务。我们高素质的工程师、技术管理

山东凡英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４４３

Shandong Fany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压力计研发、生产制造

展位号：Ｗ１３８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商之一，是油气藏监测领域的知名企业／Ｄｏｗｎｈｏｌ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井增压器

ｇａｕｇｅｓ，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Ｄｏｗｎｈｏｌ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泰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U-Target Energy Ltd

Tyco (china) investment co.,ltd

展位号：Ｗ１４４４／Ｗ１４４２／Ｗ１４４０ 展位面积（平米）：２７

展位号：Ｗ１４１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Ｕ－Ｔａｒｇｅ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ＴＥ） Ｌｔｄ 是一个高科
技创新公司，公司研发制造新一代的ＭＷＤ／ＬＷＤ工具和提供
高质量的定向井服务。ＵＴＥ得到了加拿大政府研发资金的资

Hempel (Guangzhou) coatings Ltd

助。根据顾客需要，ＵＴＥ也提供ＭＷＤ／ＬＷＤ工具私人定制服

展位号：Ｗ１４３０

务。目前的主要产品有：１． 电磁波 ＭＷＤ 系统；２． 旋转泥
浆脉冲ＭＷＤ系统；３． 电磁波及泥浆脉冲二合一系统； ４．
近钻头倾角和伽马

展位号：Ｗ１４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ＡＭＩ自主研发的ＦｒａｃＣｏｍｍａｎｄ压裂自动
化与数据管理系统产品包括：
组设备，采集数据及生成报告

一位泵车操作员从仪表车内远程操控机组中的所有压裂车

大连捷瑞流体传动控制有限公司

可以从混砂车上本地或是仪表车内远程控制混砂车，混配

DALIAN JIERUI FLUID&MOTION CONTROL CO,.LTD

车，及化添车，从而自动化整套混合流程

展位号：Ｗ１３５２

这些产品均可以灵活搭配运作以获得最佳的生产效率。

参展产品或技术：ＢＯＰ软管总及快速接头工业软管总成、无

C-COM Satellite Systems Inc/ C-COM
卫星系统公司
Booth number: W1453
Brief Exhibits: mobile auto-pointing satellite antennas

Coreworx Inc
Booth number: W1450/W1451
world’s largest, most complex energy resource projects.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金刚石钻头、金刚石取芯钻头及相关配件

欣桥集团 丹福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４８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泵、马达、传动原件、减速器、液压
站、高压水泵和流量测试仪等元器件

派克汉尼汾流体传动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Parker Hannifin Motion & Control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Ｗ１４６５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泵 流体连接件

F.A.T.I srl
展位号：Ｗ１４８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Ｈｅａｔｅｒｓ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凯帛瑞泵业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CAPRARI PUMPING MANUFACTURING SHAGNHAI
CO.,LTD
展位号：Ｗ１４９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天津海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ianjin Haina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Ltd
展位号：Ｗ１４９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苏州威尔汉姆堆焊技术有限公司
Wilhelm (Suzhou) Cladd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１４９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耐腐蚀堆焊

合肥精创陶瓷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Hefei jingchuang ceramic
展位号：Ｗ１４９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展位号：Ｗ１５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Caterpillar Asia Pte Ltd
展位号：Ｗ１５０３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３５１２ＣＨＤ ＋ｔｈ５５ ３５１２ｃ ｇｅｎｓｅｔ

NATIONAL OILWELL VARCO
展位号：Ｗ１５０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６

Mirus International Inc
米瑞思电磁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ｓ

Booth number: W1450/ W1451

NEGUS EXPO

power quality products to reduce or eliminate harmonic

Alberta Government

chengdu huilingfeng diamond bit co.,ltd

Brief Exhibits: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for the

Brief Exhibits:Electrical & electronic equipment, specialized

加拿大艾伯塔省政府

成都惠灵丰金刚石钻头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４５７／Ｗ１４５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Pioneer Petrotech Services Inc.

Advanced Measurements Inc.

丝计量泵、油剂泵、增压泵等

展位号：Ｗ１４７８

MWDPlanet Telemetry / 星光随钻测量

来，Ｐａｊａｋ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专业技能。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品质涂料

泵、轴流泵、高温热媒油泵、软管泵、齿轮泵、切割泵、纺

展位号：Ｗ１４５６／Ｗ１４５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第三方认证检测服务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单螺杆泵、双螺杆泵、三螺杆泵、离心

熟的专业人员、世界领先的技术与优秀成果。自１９６６年以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科尔法泵业（威海）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拥有丰富的资讯， 为中国企业到加拿大投

展位号：Ｗ１３８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探测器

TUV SUD Certification and Yesting (China) CO.,ltd

４．－ＢｌｅｎｄｅｒＬｉｎｋ，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ｎｋ，及ＣｈｅｍＬｉｎｋ软硬件系统

展位号：Ｗ１５１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０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ｔｒａｎｓｐ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problems and save energy in electrical power distribution

希赫泵业（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４３９

SIHI Pumps (Shanghai)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艾伯塔省丰富的自然资源推动了油气产业

展位号：Ｗ１３５５

的蓬勃发展。此产业涉及广泛，其中包括用于提取常规油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号：Ｗ１４７５

离岸租赁恢复方面拥有良好的纪录。我们完美地提供杰出娴

展位号：Ｗ１３５１

焊接流体链接技术等

Honeywell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３．－中央多泵控制系统（ＭＰＣ），即ＤＶＣｏｍｍａｎｄ软件，能使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霍尼韦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控制系统作为公司规范的标准化应用。

人员和钻井团队在钻井准备、钻井、施工、生产以及在岸和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用，Ｓｈｅｌｌ， Ｃｏｎｏｃｏ－ｐｈｉｌｌｉｐｓ和ＥｘｘｏｎＭｏｂｉｌ将Ａｇａｒ的电脱盐

Pajak Engineering Ltd.

SMITH FLOW CONTROL LTD (CHINA)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号：Ｗ１４６３

石油公司将Ａｇａｒ的自动脱水系统作为公司规范的标准化应

佛山市嘉明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２．－ＰｕｍｐＬｉｎｋ软硬件系统可以精确并安全地控制压裂车

参展产品或技术：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ｏｒＶａｌｖｅ

DNV GL

广泛使用和一致认可，此外，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ｍｃｏ公司和Ｋｕｗａｉｔ

成熟的系统定制能力和完善的服务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１．－ＤＶＣｏｍｍａｎｄ仪表车软件系统可以集中监控整套压裂机

史密斯流体控制有限公司中国代表处

挪威船级社（中国）有限公司

盐系统等。通过近几年的不断推广，公司产品得到了客户的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管材的测量产品

FOSHAN KAR MING INDUSTRI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油水分析仪和多相流量计。主要应用有自动脱水系统和电脱

参展产品或技术：星光随钻测量公司 （ＭＷＤＰｌａｎｅｔ ａｎｄ

大庆宇奥科技有限公司

海虹老人涂料（广州）有限公司

Ariel Corporation
展位号：Ｗ１３２８

展位号：Ｗ１３７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与非常规油、天然气、煤层气以及煤的各种设备、服务和技

systems worldwide

庞贝捷漆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PPG Paints Trading (shaghai) Co.,Ltd

Redline Communications

展位号：Ｗ１５１６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Booth number: W1452

科盾工业设备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术。随着技术的发展与不断创新，这些领域的商业活动为全

Brief Exhibits: Oil and Gas Field Communications, powerful

球市场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与服务。

北京科莱天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Liquidmetal Industri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Tianjin)

wide-area wireless networks for the most challenging

Klein InternationaliInc

locations and mission-critical applications

展位号：Ｗ１５１７

Co.ltd
展位号：Ｗ１３６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耐磨带 柱塞 球阀

Calfrac Well Services Ltd.
展位号：Ｗ１４３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ＭＷＤ无线随钻测量系统

GasTOPS

参展产品或技术：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Ｃ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Booth number: W1450/W1451

武汉欧瑞德科技有限公司

西梅卡亚洲气体系统成都有限公司

＆ Ｔｏｏｌ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Brief Exhibits: advanced fluid sensing and analysis

Wuhan oreide technologies co.,ltd

SMC ASIA GAS SYSTEMS CO., LTD.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ｉｌｅｄ Ｔｕｂｉｎｇ／ 油田服务，固井

systems specifically designed and developed for

展位号：Ｗ１５１８

展位号：Ｗ１３６５

工具，油田化学工程，连续油管服务等。

machinery condition monitoring applications.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装备进口仪器仪表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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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德尔格安全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阀乐士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斯壮格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日照市晨晖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Draeger Safety Equi (china) Co.,Ltd

Beijing VALEX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Yancheng STG Safrty Equipment Co.,ltd

Rizhao Chenhui Runner Corporation

展位号：Ｗ１５３５

展位号：Ｗ１５７６

展位号：Ｗ１６６７

展位号：Ｗ１７７２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检测设备和个人防护设备

参展产品或技术：仪表产品 工程产品

参展产品或技术：洗眼器

米顿罗工业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Otis Instruments.Inc.

北尔电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Milton Roy Industrial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Ｗ１５７７

Beijer Electronics Trading (Shanghai) Co.,Ltd

旭硝子化工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５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ｗｉｒｅｌｅｓｓ ｇ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展位号：Ｗ１６６９

AGC chemicals trading (shanghai)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旋转防喷器胶芯 环形防喷器胶芯 闸板防
喷器胶芯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操作面板、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参展产品或技术：计量泵 搅拌机 高压往复泵 压缩机 高速
泵磁力泵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山东鲁尔胶管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７７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氟橡胶

Shandong Ruhr Hose Co., Ltd.

科聚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罗普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５８１

Chemtura China Hodling Co.ltd

盖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shanghai ropo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胶管、砼泵管、钻探胶管、ＴＰＵ管、

展位号：Ｗ１６８０

Gates Trading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Ｗ１５３８

螺旋护套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号：Ｗ１７７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动／电动执行器 气动／电动球阀 蝶阀 气
动调节阀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Viatran威创
展位号：Ｗ１５８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Rohrbank Cosasco Systems China Corporation

斯特林流体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６８２

stcrling fluid euipment(beijign)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Stewart & Stevenson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传感器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ｅｒｓ ａｎｄ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线腐蚀检测系统 绝缘腐蚀传感器 高分

展位号：Ｗ１５５０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ｓ

辨率探头系统 远程数据采集器 超声波腐蚀检测系统

PRINTREX BY TRANSACT

Ro-Flo Compressors LLC

南京宝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５８５

展位号：Ｗ１６８５

BOTEC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ＰＲＩＮＴＲＥＸ ９２０ ＦＵＬＬ ＣＯＬＯＲ ＬＯＧＧＩＮＧ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ｗｅｌ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展位号：Ｗ１５５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罗芙洛滑片式工艺压缩机

ＰＲＩＮＴＥＲ

拓因迪（上海）传动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COMPASS DIRECTIONAL GUIDENCE INC.

Twin Disc Power Transmisson(shanghai)Co.,Ltd

展位号：Ｗ１６９１

Hangzhou Finelok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１６２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新型步进式脉冲器，简易连接器，电阻率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工具

展位面积（平米）：９

博乐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

头 螺纹接头 焊接接头

behler special steel (shanghai)Co.,Ltd

美国杰凯能源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６２９

CATEC AMERICAS INC.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号：Ｗ１６９２

东营博深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BOSUN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泰科图比（天津）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５５５

TECTUBI TIANJIN FITTING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钻井用螺杆钻具、采油用螺杆泵、侧

展位号：Ｗ１６３０

钻工具以及井下工具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种材质的钢制管道及管件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管材电磁探伤设备

无锡开普机械有限公司
WUXI KIPOR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Ｗ１７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０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气田专用发电机组

北京天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豪顿华工程有限公司

EBS FLOW CONTROL LTD.,

Howden Hua Engineering Co.,Ltd

展位号：Ｗ１５５６

展位号：Ｗ１６３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盘锦辽河油田天意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７０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缩机

展位面积（平米）：１００

赛科（深圳）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safoco china
展位号：Ｗ１５５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北京三仁宝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港市东方高新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SUN-Rainbow Technology Limited

展位号：Ｗ１７２５

展位号：Ｗ１６４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驱动器

美国雪姆钻机SCHRAMM.INC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Ｗ１６４５

展位面积（平米）：７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ｔｏｐ ｄｒｉｖｅ ｃａｓｉｎｇ ｄｒｕｖ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卧螺离心机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式车载钻机

上海威逊机械连接件有限公司
Shanghai vision Machanical Joint CO.,Ltd

邦络克国际（美国）有限公司

伊顿工业离合制动器（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７３５

BONLOK International AME Co.,Inc

Eaton Industrial Clutches and Breaks (shanghai)Co.,Ltd

展位号：Ｗ１５６０

展位号：Ｗ１６４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南京尤孚泵业有限公司

AMERICAN COMPLETION TOOLS-USA

NANJING U-FLO PUMPS CO.,LTD

展位号：Ｗ１６５０展

展位号：Ｗ１５６１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下完井和服务工具

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潜水泵、地面泵、深井泵、污水泵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北京星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xingda science&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展位号：Ｗ１７４６

斯普瑞喷雾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HandyTube Corporation
展位号：Ｗ１７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微量泵 管阀件 高端智能移动装备

Spraying systerms (china) co.,ltd

美国肯科国际公司
KENCO ENGINEERING COMPANY

展位号：Ｗ１６５５

展位号：Ｗ１５６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喷雾喷嘴、喷雾系统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位测量、发动机及压缩机配件、化学注
入产品

Sen huan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１７８２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Ｏ型圈、骨架油封、垫片、真空阀门、精

都福（苏州）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cook Compression
展位号：Ｗ１７５０

泰州普诺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欧陆检测技术服务(上海)有限公司
Eurrofines product testing service(shanghai)Co.,Ltd
展位号：Ｗ１７８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麦斯韦博钻采配件有限公司
MAXRUB CO.,LTD
展位号：Ｗ１７８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达州市德瑞凯油气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Dazhou Deruikai Oil&Gas Engineering Services Co.,ltd
展位号：Ｗ１７８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折叠液罐

广州佳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ahaiM&E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Ｗ１７８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德国史诺蝶形弹簧

广饶六合化工有限公司
Guangrao Liuhe Chemcials Ltd.corp

TESCO CORP
展位号：Ｗ１７３０

美国圣骑士公司
展位号：Ｗ１５５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空压机 钻机
Centrisys Corporation

上海森恒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认证

参展产品或技术：仪表阀门 针阀球阀 止回阀 阀组 卡套接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成都指南者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钒洛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Ｗ１７８１

密陶瓷制品及其它各种密封制品

参展产品或技术：传热工程软件及技术

展位号：Ｗ１５５３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ROHRBACKCOSASCO(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往复式压缩机易损件

展位号：Ｗ１７９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ＨＰＧ ＣＭ ＨＰＧ ＣＭＧ ＦＨＧ

北京神特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cen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１８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产品

豪科（上海）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HKK (SHANGHAI) instrumentation technologies co.,ltd
展位号：Ｗ１８０４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北京神特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cen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１８０４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密封件产品

北京海翔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
SEAJET COMPANY LIMITRD

Puno Taizhou's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limited company

展位号：Ｗ１８０６

雅斯科仪器仪表（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６５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设备运输服务

Ashcroft Instruments (suzhou)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种规格泥浆振动筛网，筛网固定楔，筛

PSD(SHANGHAI)CO.,LTD

展位号：Ｗ１５６８

网支撑框，聚氨酯及包铁水力旋流器，旋流器弯管，振动电

展位号：Ｗ１７５１

机，通气装置

参展产品或技术：百马泵 瑞德螺杆泵莫瓦克产品回收系

shanghai yiqin Mechanical&Electrical Equipment Co.,LTD

统、莫瓦克偏心泵、威尔顿气动隔膜泵

展位号：Ｗ１８１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天然气螺杆压缩机

展位面积（平米）：９

百士吉泵业（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上海熠勤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ＫＯＢＥＬＴ盘式刹车

特雷克斯常州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瑞莱斯机电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Terex (changzhou) machinery co.,ltd

BEIJING RELIANCE M&E EQUIPMENT TECHNOLOGY

宝华海恩斯压缩机（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５６９

CO.,LTD

bauer kompressoren shangahi

沅亨企业有限公司（台湾）

展位号：Ｗ１７６５

Yean Hern Enterprise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空作业平台

展位号：Ｗ１６５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系统元件 海洋工程装备技术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号：Ｗ１８１１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缩机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式空油压接头、快速接头／软管接头、

杭州朗曼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RS FLUID TRANSMISSION CO.LTD

上海威含德石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雷莫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承插焊／对焊管件、无缝不锈钢管、ＰＵ／ＰＥ／ＰＴＦＥ软管及金属

展位号：Ｗ１５７０

展位号：Ｗ１６６２

LEMO Elecyronics(shanghai)Co.,Ltd

／铁氟龙软管等产品。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拉断阀 干式快速接头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口设备

研华科技

NOW DISTRIBUTION(SHAGNHAI)CO.LTD

Advantech
展位号：Ｗ１５７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通讯 组态软件数据采集 人机界面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连接器 ＣＯＮＮＥＣＴＯＲＳ

纽威石油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Neway oil Equipment(suzhou)co.,ltd

正思（昆山）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８１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ｐｉｐｅ ｔｕｂｉｎｇ ｖａｌｖｅｓ ｆｉｔｔｉｎｇｓ ｆｌａｎｇｅｓ

Gensys.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ＡＰＩ ６Ａ高压阀门、井口设备及ＡＰＩ Ａ１６Ｃ

ｆａｓｔｅｎｅｒｓ

展位号：Ｗ１７６８

展位号：Ｗ１６６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号：Ｗ１７６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管汇、水下阀门等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抽油机节能综合配套装置

思辉流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SPIR STAR CHINA CO.,LTD

上海泰历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１５７４

展位号：Ｗ１６６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软管及配件

振威展览出品

TECT ELECTRONICS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ＧＰ：５０压力变送器

慕贝尔汽车部件（太仓）有限公司
香港固瑞克（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Mubea Automotive Components(Taicang)Co.,ltd

展位号：Ｗ１７７１

展位号：Ｗ１８１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瑞克泵、高压清洗机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蝶形弹簧

Exhibitors

参展商名录

www.cipp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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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工程公司

深圳市万众油田服务有限公司&CeRam-Kote

美国麦特瑞克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振锋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GD ENGINEERING

西美克柔性陶瓷公司

MATTRACKS INC.SHANGHAI REPRESENTATIVE

展位号：Ｗ２５２０

Shenzhen Winjoin oilfield Services co.,ltd&Ram-Kote

OFFICE

参展产品或技术：五金工具

flexible ceramic coating

展位号：Ｗ２２３９

展位号：Ｗ１８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美国微特克力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Rotrocilp company Inc
展位号：Ｗ１８１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Fike Asia Pacific Sdn Bhd
展位号：Ｗ１８２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Ｄｏｗｎｈｏｌｅ ＴＯＰＳＩＤＥ

展位号：Ｗ２１３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艾力塔（北京）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ELETTA (Beijing) Instruments Co.,Ltd
展位号：Ｗ２１４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流量监控器、压力变送器、投入扩液位计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ＳＵＢＳＥＡ（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

上海宇意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WIND COMPANY
展位号：Ｗ２１４２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离合制动器和旋转接头

荆州市赛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鸿盛石油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完井工具桥塞 封隔器

展位面积（平米）：９

河南信宇石油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百勤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Xylem (China) Co.,Ltd

腐蚀隔热油管及套管

展位号：Ｗ２１５６

普莱克斯表面技术（常州）有限公司
Praxair Surface Technologies (Changzhou)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应用于石油机械零件上的耐磨损耐高温涂

petro-king oilfield technology ltd

CO.,LTD

展位号：Ｗ２５３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机，抽油泵，井口采油树，你讲循环
罐，油套管，钻井采服

层加工及技术服务。

展位面积（平米）：９

BEIJING LOTUSANA INDUSTRIAL&TRADING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可拆卸式加热套 保温套 加热片 加热软管
桶加热器

济南万齐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Jinan Wanqi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Cangzhou Great Drill Bits Co., Ltd.

美国派克斯公司
PEGASUS VERTEX.INC.
展位面积（平米）：９

江苏鹏申高温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２５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泥浆泵配件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苏州福来西垫片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１６０

flexitallic sealing technology(suzhou)co.,ltd

PUYANG WANGLIAN MACHINERY EQUIPMENT

zhengzhou jinshi machinery.co.,ltd

CO.,LTD

展位号：Ｗ２３２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绞车 高压泵

淄博鸿润新材料有限公司
Ｚｉｂｏ Ｈｏｎｇｒｕｎ Ｎｅ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ｌｔｄ
展位号：Ｗ２０３０

濮阳市科锐机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Puyang Kerui Macha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２１６７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液固控设备

北京星旋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Rosta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Ｗ２３３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Gazprom
展位号：Ｗ２３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南通金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NANTONG JINNIU MACHINERY MANUFACTURY
CO.,LTD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PRECICISION POLYMER ENGINEERING
参展产品或技术：ＥＬＡＳＴＯＭＥＲ Ｏ－ＲＷＡＳ＋ＳＥＡＬＳ

BAOJI MENTTAI PETROLEUM MACHINERY CO., LTD

anping country xinghuo metal mesh factory

采配件等。

展位号：Ｗ２５７１

宝鸡市盟泰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喷器、各类电缆、钢丝绳、油管防喷装

Diamond chain technology(suzhou)co.,ltd
展位号：Ｗ２３１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号：Ｗ２５７０

置；水利喷射工具，测试工具，试油、测井清蜡绞车以及钻

岱盟德链条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０２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振动筛网 金属丝网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主导产品ＺＴ－ＭＷＤ ＺＴ－ＬＷＤ无线随钻测

Baoji Safe Petroleum MachineryCO., LTD

展位号：Ｗ２３００

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号：Ｗ２５６０

宝鸡市赛孚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金时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０２９

GOALTECH

MACHINERY CO.,LTD

濮阳市望联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安平县星火金属网厂

中天启明石油技术有限公司

QINGDAO KEHUA PETROLEUM PETROLEUM

参展产品或技术：链条

展位号：Ｗ２１６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ＰＤＣ钻头；牙轮钻头；取芯钻头

量、测井系统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Ｗ２５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和完井软件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设备

展位号：Ｗ２０２３

安全阀、完井服务、分段压裂技术

沧州格锐特钻头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３２５

湖州迈拓精密管业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涡轮钻具、井口控制系统、封隔器、井下

青岛科华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龙腾圣华工贸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１５７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XINYU PETRROLEUM MACHINERYMANUFACTURING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预应力高真空隔热油管及套管 高耐磨抗

展位号：Ｗ２０２１

展位号：Ｗ２５２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伴热带高温线缆

Shangdong Hongsheng Petrochemical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Ｗ２０１９

山东昊特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Sunrise Energy Technology ltd
展位号：Ｗ２１４８

展位号： Ｗ２０１７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ＳＹＳＴＥＭ

展位号：Ｗ２２５１

西二号馆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ＲＵＢＢＥＲ ＴＲＡＣＫ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展位号：Ｗ２２４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２０

展位号：Ｗ２５８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井口工具、动力钳、吊卡、
ＹＴ．ＭＹＴ．ＬＹＴ．ＹＣ卡瓦式吊卡、ＴＳ油管卡盘、气动套管卡
瓦、吊卡、气动卡盘

北京恒泰万博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HTWB petroleum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２５８６

展位面积（平米）：７２

参展产品或技术：ＭＷＤ ＬＷＤ

伟攀（上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WPT Power (Shanghai) Ltd
展位号：Ｗ２５８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井用泥浆泵陶瓷 抽油泵陶瓷柱塞

上海优强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球阀等

SHANGHAI EXTRONG OILFIELD TECHNOLOGY

北京海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COMPANY

Beijing hailan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速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３４５

Ｆａｓｔｅｒ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ＬＴＤ

sercel-mettolog
展位号：Ｗ２１００

展位号：Ｗ２１６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北京世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ＥＯＳＨＯ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ＴＤ

Pentair Thermal

展位号：Ｗ２１７０

Metaliux (Beijing)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２１１９

展位面积（平米）：２７

展位号：Ｗ２６１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三维可视化远程跟踪地址导向分析系统

宁波双宁螺杆泵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１７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泵，过滤皿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维护化学品（防腐、润滑、清洁）

展位号：Ｗ２３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Branunschweiger Flammenfilter GmbH
展位号：Ｗ２６１６

Antonoil

参展产品或技术：阻火器 呼吸阀 储罐附属及特殊设备

展位号：Ｗ２３８０

广州东塑石油钻采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６１８

Guangzhou Dongsu Petroleum D&E Equipment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打标机

西安威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机械及配件、防喷器、液压控制全套

Xi'an well-sun Electronic Technology PLC

展位号：Ｗ２２００

节流管汇控制箱、试压台、塑料制品加工、模具、五金制

展位号：Ｗ２１２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非标准硬质合金耐磨零件

品、电子产品、加工装配。

北京赛诺静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唯科拓石油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盐电阀门有限公司

SANO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Hunan Victor Petrotech Service Co., Ltd.

YDF Valves

展位号：Ｗ２２１５

展位号：Ｗ２３８６

阀 轴流式止回阀

Cavaville Energy Services Ltd
展位号：Ｗ２１３３

路德吊索具（北京）有限公司
RUD Lifting (Beijing) Co.,Ltd

北京加华维尔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７英寸井下安全阀，伸缩接头，钢丝安全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超低温闸阀 波纹管截止阀 三片式固定球

展位号：Ｗ２２３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起重吊装设备 链式吊具 旋转吊环 吊钩及
与之相关的检测仪器

阀工作筒，偏心工作筒，ＥＳＰ 封隔器，滑套，开关工具等。

LANGFANG ORIENT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Baelz heat Automation Equipment (Beijing)Co.,Ltd
展位号：Ｗ２６２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广州阿卡控制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RCA VALVE.CO.,LTD
展位号：Ｗ２６２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控制阀

威普克潘克系统(沈阳）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非标硬质合金耐磨零件

上海一邦手套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马达 仪器 钻头

参展产品或技术：复杂结构井钻完井技术、井下工具

贝尔茨热能自动化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６２７

廊坊奥瑞拓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３８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４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测井准备

展位号：Ｗ２１２６

刻宝（上海）雕刻设备有限公司
Gravotech (shagnhai)Energraving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Ｗ２３８５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３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国内最大的民营油田技术服务公司

zhuzhou seed cemented carbide 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德国布伦瑞克阻火器有限公司

安东石油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株洲西迪硬质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２７

参展产品或技术：ＱＵＩＣＫ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Beijing Geo-vista technology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伴热管理系统

美德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北京捷威思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滨特尔热控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２７

参展产品或技术：离合器，制动器，纹盘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下工具

参展产品或技术：ｍｅｍｏｒｙ ｇａｕｇｅ

展位号：Ｗ ２１１８

美国罗德斯达国际公司

展位号：Ｗ２６２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锂、亚硫酰氯电池、钾／二氧化锰电池、
高温电池

扬州沃尔科技有限公司

Lodestar International LLC

佐敦涂料（张家港）有限公司

YANGZHOU WO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Ｗ２２３５

Jitun Coatings(Zhangjiagang)Co.,Ltd

天水风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１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页岩气压裂井下工具 压裂液回收处理 油

展位号：Ｗ２５１５

展位号：Ｗ２６３０

基泥浆钻具高温ＭＷＤ

参展产品或技术：工业保护涂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加热器 防爆加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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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杆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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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维尔液压及蓄能器技术北京公司

韩国飞世龙电池有限公司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郑州士奇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６３１

Vitzrocell CO.,LTD

TUV Rheinland (shanghai) Co.,ltd

ZHENGZHOU SHIQI TEST&CONTROL TECHNOLOGY

展位号：Ｗ２７４０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Ｗ２７０２

滨特尔水净化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温电池、ＭＷＤ电池 ＰＩＧ电池 电池筒

展位面积（平米）：２７

参展产品或技术：第三方检验检测和认证机构

Ｐａｎｔａｉｒ ｗａｔｅ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ｏ，Ｌｔｄ
展位号：Ｗ２６３３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

卡勒克密封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信帕帕压缩机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Garlock Sealing Technologies(shanghai)Co.,Ltd
compressure products international (shanghai)Co.,Ltd
展位号：Ｗ２６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ＴＢＤ

BENCH TREE
展位号：Ｗ２６４０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北京市天勤力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６４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ＴＤＫ－ＬＡＭＢＤＡ

DOTT.ING.MARIO COZZANI s.r.l
展位号：Ｗ２６４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德州润东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６５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设备、工具集配件、产品达国际
先进水平

德国本德尔有限两合公司上海代表处

麦格思维特（上海）流体工程有限公司

Bender GmbH&Co.KG Shanghai Rep.

MAXIMATOR ( Shanghai) Fluid Engineering Co., Ltd

展位号：Ｗ２７０

展位号：Ｗ２７４６

７展位面积（平米）：９

Dano (Beijing) Oilfeild Services Co.,ltd
展位号：Ｗ２８０７

普卢福（上海）有限公司

等产品。 我们还提供全进口的“ＭＡＸＩＭＡＴＯＲ”品牌的气驱

参展产品或技术：固井工具 尾管悬挂器 封隔器 扶正器

PRUFTECHNIK (Shanghai) CO.,LTD

液泵、气体增压器、气体放大器、超高压管、阀、接头等。

展位号：Ｗ２７０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ＬＡＳＥＲ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金齐氟密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ＮＡＬＹＺＥＲ

JINQIFU SEALING TECHNOLOGY (SHANGHAI) CO.,LTD
展位号：Ｗ２７４８

展位号：Ｗ２７０９

四川北尚石油就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天津市普友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三河市华夏恒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TIANJIN PUYOU MECH&ELEC.EQUIPMENT MFG.
CO.,LTD

Sanhe Huaxia Hengta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２７５２

展位号：Ｗ２７１５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西克麦哈克（北京）仪器有限公司
SICKMAIHAK (Beijing)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Advance Technical Products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用于石油及天然气的铜合金材料

威格斯高性能材料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山东硅元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Ｗ２７２０

Shandong Guiyan Advanced Ceramic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威格斯聚醚醚酮及高性能聚合物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化工用高技术陶瓷耐磨耐腐蚀产品

博梅德控制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Bermad China Co., Ltd

马丁工程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７２１

MARTIN ENGINEERING CHINA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化装车用阀门、炼化用油水分离阀、石

展位号：Ｗ２６５９

化、海上平台、浮式游轮消防系统专用阀门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振动电机

威派有限公司
浙江澳翔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Vympel Manufacturing Company

ZHEJIANG AOXIANG AUTO-CONTROL TECHNOLOGY

展位号：Ｗ２７２３

展位面积（平米）：９

CO., 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意大利Petrol流量计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动球阀、电动蝶阀、执行器、ＡＰＬ限位

PETROL Instruments S.r.l.

开关盒

展位号：Ｗ２７２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流量计
WOO Sing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苏威（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７２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种标准 非标准高强度螺栓 螺母

捷斯曼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QINGDAO SINGHO INDUSTRIAL CO.,LTD
展位号：Ｗ２７５３

斯堪尼亚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特种车辆及消防车 发动机组

盐城市大冈石油工具厂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Ｗ２６７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采设备

展位面积（平米）：９

沧州瑞泰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CANGZHOU RUITAI PETROLEUM MACHINERY.,LTD
展位号：Ｗ２６８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套管 筛管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杆耐磨带，井下工具用耐磨产品

普拉多螺栓紧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８１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线随钻测仪

美国邦纳工程国际有限公司
Banner Engineering International Inc
展位号：Ｗ２８１２

展位面积（平米）：９

wanner pumps ltd
展位号：Ｗ２８１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Ｈｙｄｒａ－ｃｅｌｌ 无密封高压隔膜泵

河北中荣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HEBEI ZHONGRONG PRTROLEUM MACHINERY
CO.,LTD

JUMO AUTOMATION CO.,LTD

展位号：Ｗ２８１６

展位号：Ｗ２７５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钻具，侧钻开窗工具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温度压力 水质分析液位 流量湿度 控制记
录 自动化监测

河间市众诚钻头制造有限公司
HEJIANSHI ZHONGCHENG DRILLBIT MANUFACTURY
展位号：Ｗ２７５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西三号馆

参展产品或技术：钻井钻头

河间市冀中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７６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压注水泵、钻井钻头

VIAR VALVOLE SRL
展位号：Ｗ２７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２４

参展产品或技术：球阀Ｏｎ－ｏｆｆ ｂａｌｌ ｖａｌｖｅ

山西祎达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SHANXI YIDA SPECIAL STEEL GROUP CO., LTD
展位号：Ｗ２７８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北京天擎丽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测井产品

唐山中石大鑫丰石油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索福特安全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０５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大连广和物流装备有限公司
Dalian Guanghe Logistics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Ｗ３０５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近海集装箱、服务箱等产品的设计制造

Alatas Hong Kong LtdAlatas Hong Kong Ltd
展位号：Ｗ３０６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Ｃｒａｎ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ｐｕｍｐｓ ａｎｄ
Ｍｏｔｏｒｓ 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Ｇｅａｒｂｏｘ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ｎｃｈｅｓ Ｏｖｅｒｈａｕ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ＰＣＢｓ ｒｅｐａｉｒ， Ｃｒａｎｅ ｓａｌｅｓ

MHwirth
展位号：Ｗ３０７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动扳手 液压扳手 气动扳手 拉伸器

海阔紧固件（苏州）有限公司

ＰＡＣＫ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钻井固控系统、泥浆泵

韩中船舶机械（株）
Han Joong Ship Machinery Co.,Ltd

盐城恒建石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０９２

Yancheng Hengjian Petroluem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参展产品或技术：平面分段流水线， 小组立工程线， Ｔ－排与Ｈ

Co.,LTD

型钢制造线， 大型管生产线

展位号：Ｗ２７８７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PLARAD Bolting Technology (Beijing)Co.,ltd
展位号：Ｗ２７３２

BEIJING MODERNNA SCIENEE TECDNOTE. LIEITAD

久茂自动化（大连）有限公司

EutecticCastolin(shanghai)co.,ltd
展位号：Ｗ２７３０

北京蒙德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卡斯特林焊材（上海）有限公司

SCANIA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钻探设备配件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展位号：Ｗ２７８５

展位号：Ｗ２６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Gessmann china ltd
展位号：Ｗ２７２９

展位号：Ｗ２８１０

万纳尔泵有限公司
青岛新广宏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７９０

成都市欣欣高强度紧固件制造有限公司

VESSEL GEAR CO.,LTD LUOYANG CHINA

参展产品或技术：钣金机箱机柜 电潜泵 钻铤加工 机加工产品

参展产品或技术：无磁钻铤

吾信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６６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广达科技有限公司

Victrex.com

展位号：Ｗ２６６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ＡＮＣＯＲＲＯ防腐博士 粘弹体防腐新材料

展位号：Ｗ２７１９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展位号：Ｗ２６６２

展位号：Ｗ２７５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ＨＩＧＨ ＮＩＣＫＥＤ ＲＯＵＮＤ ＢＡＲ

参展产品或技术：Ｗｉｒｅｌｉｎｅ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ｎｇ

展位号：Ｗ２６５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大阪不锈钢 株式会社
OSAKA STAINLESS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洛阳国舰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ＳＰＡＲＥ ＰＡＲＴＳ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丹诺（北京）石油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制系统、化学注入系统、液压动力单元ＨＰＵ及非标液压系统

参展产品或技术：船舶排放监测系统

HUNTING
展位号：Ｗ２６５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斜仪 传感器短节 矿用钻孔测斜仪

参展产品或技术：水压测试设备、气密性测试设备、井口控

参展产品或技术：低压漏电保护设备

ＭＡＰ．ＯＩＬ ＴＯＯＬＳ，ＩＮＣ
展位号：Ｗ２６５３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单点测斜仪 电子多点测斜仪无线随钻测

展位号：Ｗ２７１７

麦普中国

展位号：Ｗ２８０５

俄罗斯船级社
济南巨星钢盾工具有限公司

Russian Maritime Register of Shipping (Tianjin) Co., Ltd

Hangzhou Greatstar Sheffield Tools Co.,ltd

展位号：Ｗ３０９８

展位号：Ｗ２７８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船舶检验、认证、入级服务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五金工具 手工具

Heico Fasteners(suzhou)Co.,LTD

广东粤新海洋工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明达五金进出口有限公司

Guangdong Yuexin Ocean Engineering Co., Ltd

思多奇(上海）流体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Ｈｅｉｃｏ－Ｌｏｃｋ 入式锁紧系统，包括锁紧垫

MINGDEO METAL CO.,CO.LTD

展位号：Ｗ３１１８

STUCCHI S.P.A

圈、锁紧螺母

展位号：Ｗ２７８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船舶模型

展位号：Ｗ２７３３

展位号：Ｗ２６８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５４

参展产品或技术：法兰管件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快速接头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广东亿迅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精铟机械有限公司

Axon International Limited

丹纳赫西特传感工业控制（天津）有限公司

GUANGDONG JINGYIN MAHINERY CO., LTD

山西北方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Ｗ２７３６

展位号：Ｗ２８００

展位号：Ｗ３１１９

展位号：Ｗ２６８７

参展产品或技术：链接方案（电线电缆和连接器）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青岛智丰石油设备有限公司

德莱赛兰公司

Qingdao Zhifeng Petroleum Equipment Co.,ltd

Dresser-Rand Conpany

展位号：Ｗ２６８８

展位号：Ｗ２７３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缸套 活塞等泥浆泵配件

振威展览出品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缩机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２７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 流量 液位传感器以及电磁阀等一系

参展产品或技术：平台升降系统、桩腿锁紧装置、液压环梁

列产品制造及其解决方案

提升机构、张力补偿器、悬臂滑移机构

洛帝牢紧固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旭升照明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２８０２

Xusheng LIIumination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垫圈 超级螺母

展位号：Ｗ３１４６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Exhibitors

参展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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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比利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太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开恒实业有限公司

苏州博滤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Complee Instrument Co.,Ltd

TITAN Machinery (shanghai)Co.,Ltd

SHANGHAI CANDO ENTERPRISES CO.,LTD

Suzhou Great Flow Equipment C0.,Ltd

展位号：Ｗ３１５５

展位号：Ｗ３２７０

展位号：Ｗ３３１８

展位号：Ｗ３６７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指针式模拟仪表、数字表、互感器、变送

参展产品或技术：大型卷管盘成套系统、线缆转运车、海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橡胶管和接头

管缆铺设系统

器及传感器

湖北伟益船舶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Oceanic Marine Pte Ltd
展位号：Ｗ３１６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Marshall Island Maritime Regisatry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韶关市中机重工锻压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３１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SHENYANG GAS COMPRESSOR MANUFACTURING
CO.,LTD

利丰海洋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CONG QING DA JAING INDUSTRY.,LTD

展位号：Ｗ３６８９

RICHPORM ENGINEERS&CONSTRUCTORS(TIANJIN)LTD

展位号：Ｗ３３２１

展位号：Ｗ３２７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井口自动化管具处理系统

Kito Corporation

参展产品或技术：螺杆钻具

无锡市圣汉斯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WUXI ST.HANS CONTROLS CO.,LTD
展位号：Ｗ３１６３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起重设备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沈阳气体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凯道起重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１６２

分离器、三相分离器、分类阀门、仪表、管道配件等

SHAOGUAN ZHONGJI HEAVY FORGING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船旗国

参展产品或技术：救生艇及艇架 航机船用换控系统，平板
设备，船桨件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鑫诺卫星通信有限公司
缔柯圣（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Dixon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展位号：Ｗ３２８２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各种标准、菲标准高强度螺栓、螺母
天然气过滤器、聚结器 过滤分析滤芯、旋风分离器、叶片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海事处
展位号：Ｗ３２７２

展位面积（平米） 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石化类各种介质高低压软管，锤击由
壬，干式快接，安全拉断阀，快速接头，阀门及管件

SINO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CO.,LTD.
展位号：Ｗ３３２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往复活塞式气体压缩机及配件

新乡市万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Xinxiang Wanhe Filtration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３６９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过滤器 滤芯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海上宽带卫星通信服务

北京东方润鹏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７０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沈阳防锈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Shenyang Rustproof Packaging Material Co., Ltd.

大连汇林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kin fine technology(hk)Ltd

展位号：Ｗ３３２６

Dilian Hilevel Instrument Co.,Ltd

ACE VALVE Company Limited

展位号：Ｗ３２８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锈纸、膜、油、粉、液

展位号：Ｗ３１７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消防灭火系统设备（石油、石化、工业消防）

参展产品或技术：阀门执行器及阀门附件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凯美科技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Ｖａｒｉｏｕｓ Ｖａｌｖ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ｖ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南通东之杰电气有限公司
NANTONG EASTOP ELECTRIC CO.,LTD
展位号：Ｗ３２０６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造船用施工升降机

展位号：Ｗ３５１０

参展产品或技术：燃烧器事业部经理

展位号：Ｗ３２８７
参展产品或技术：

江苏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Magnet Valley Technologies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永磁耦合调速器、永磁耦合软启动器

展位号：Ｗ３５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气开采专用泵、缓蚀剂加注撬块

康迪泰克（上海）橡塑技术有限公司
ContiTech (Shanghai) Rubber & Plastics Technology Lta
展位号：Ｗ３７１２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低压橡胶软管

上海科先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大庆派司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５７３

Daqing Pes Petroleum Technology Co.,Ltd

SHANDONG OCEAN PIPE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伺服阀 球阀

SU ZHOU DAFANG SPECIAL VEHICLE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玻璃钢管道及管件 法兰 弯头 变径

海星海事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HAIXING MARITIME ELECTRIC GROUP
展位号：Ｗ３２９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０

ZHEJIANG AILIPU TECHNOLOGY CO.,LTD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ＡＩＣＤ水平智能控水工艺技术

山东欧森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２９５

展位号：Ｗ３２４０

Zonton(Beijing) Energy Technology Co.,Ltd

Shanghai Cosur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group)Co.,ltd

苏州大方特种车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huade hydraulic industrial group co.,ltd

众通（北京）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７０７

浙江爱力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Yada Piping Solution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行式液压模块车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超声波物位计、雷达物位计、明渠物位计

HTS (Beijing) E&E Corp.,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大吨位全永磁起重设备 永磁耦合联轴器

展位号：Ｗ３２３９

展位号：Ｗ３７０１－２

北京时代博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亚达管道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参展产品或技术：不锈钢管件、法兰、预制管

展位面积（平米）：９

海泰斯（北京）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２９３

展位号：Ｗ３２３６

Ａ31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灯具、电气、阀门和救生消防设备

上海衡拓船舶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４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机直驱游梁式抽油机

无锡市凯丰压力表有限公司
WUXI KAIFENG PRESSURE GAUGE

北京东正捷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５８２

展位号：Ｗ３７６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

１８参展产品或技术：Ｌｎｇ小型气化撬

参展产品或技术：压力表

昆山普利米斯聚合材料有限公司
POLYMICS (Kunshan)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鞥 液压马达 液压阀 密封件 成套设

"Shanghai Hunter Marine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Ｗ３５８３

备等

展位号：Ｗ３２９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性能工程塑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Ｗ３７５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辽宁北辰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Liaoning beichen hydraulic and pneumatics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Ｗ３７７５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油田专用修井设备 液压系统 油缸 气缸

参展产品或技术：平台升降系统

江苏恒立高压油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安科创仪器有限公司
郑州科创电子有限公司

毕托巴（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Hengli highpressure oil cylinder co.,ltd

Beijing Shi'An Technology Insrument Co.,Ltd

Zhengzhou Kechuang Electronic Co.,Ltd

展位号：Ｗ３７９３

展位号：Ｗ３２４５

展位号：Ｗ３６０７

参展产品或技术：毕托巴流量计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油缸、液压阀、液压泵、液压系统

展位号：Ｗ３２９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气体检测仪

参展产品或技术：电磁加热设备，大型输油管道焊前预热焊

深圳市惠尔凯博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Whaile Offshore Engineering Co.,Ltd
展位号：Ｗ３２５５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海工类

后回火

大力金刚机器人（威海）有限公司
Omega Superemen Robot Co.,Ltd
展位号：Ｗ３３０９

沈阳广角成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神基电通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８０５

Getae (Suzhou) mOBILE 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电器

展位号：Ｗ３６１２

济南星越机械有限公司
北京惟泰安全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Vital Safe Equipment Co.,Ltd

大连恒盛海洋工程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大连朝胜
自动化有限公司）

哈尔滨理工大学科技发展总公司

展位号：Ｗ３６１３

Dalian Chaosheng Automation Co.,Ltd

Harb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参展产品或技术：防爆型气体探测器

展位号：Ｗ３２５６

Corporation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海洋铺管设备及相关检测维修设备

展位号：Ｗ３３１０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耐磨技术

浙江欣兴工具有限公司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ＸＩＮＸ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ＣＯ．，ＬＴＤ

上海自一船用仪表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水下机器人、水下摄像机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号：Ｗ３８０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石油采油树用阀体类模锻件 挤孔成型技
术 吊钩总成等

西诺信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SINOMATION ELECTRIC LTD

上海华测先越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８０９－１

Shanghai CTI-SAMT Materials Technology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意大利ＧＭＩ防爆安全栅，芬兰ＫＡＴＫＯ凯

展位号：Ｗ３６１５

科开关，意大利Ｔｅｃｈｎｏ 得洛防水连接器，意大利ＢＲＥＭＡＳ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第三方检测与分析服务

宝马斯开关

参展产品或技术：船用电测量和非电量仪表

菲索测量控制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基玛伊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AFRISO Measurement & Control Technology (Suzhou)

Ｇ．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Ｌｔｄ

惠普斯液压缸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Co., Ltd.

展位号：Ｗ３８０９－２

SHANDONG VIHO CO.,LTD

HPS SHENZHEN LIMITED

展位号：Ｗ３６６５

参展产品或技术：ｓｉｌ３电源 安全栅 安全继电器 Ｄ２０００信号

展位号：Ｗ３２５８

展位号：Ｗ３３１５

精密仪器仪表—压力仪表、温度仪表、液位／料位仪表、气

展位号：Ｗ３２５７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高效钻孔工具

山东维宏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SHANGHAI ZIYI MARINE INSTRUMENT CO., LTD
展位号：Ｗ３３１１

展位面积（平米）：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ＣＭＣ，ＰＡＣ Ｘａｎｔｈａｎ Ｇｕｍ

参展产品或技术：液压缸，吊环

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中油新星纳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TZ(Tianjin) Binhai Heavy Machinery Co.,Ltd
展位号：Ｗ３２６０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自升式钻井平台

Sino • Pero New Star Nano-Engineering&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Ｗ３３１６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纳米高温节能涂料 纳米重防腐涂料 海洋
船舰及工程机械涂料

展位面积（平米）：９

体分析仪器，以及节能环保型供热采暖技术产品。

上海电气阀门有限公司（原上海耐莱斯.詹姆斯
伯雷阀门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９

聚集器

鞍山市昱虎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８１９

展位面积（平米）：９

参展产品或技术：天然气装卸臂 汽化器

SNJ VALVE CO.LTD
展位号：Ｗ３６７０

展位面积（平米）：３６

参展产品或技术：球阀和蝶阀

湖北三江航天万山特种车辆有限公司
Hubei Sanjiang Space Wanshan Special Vehicle Co.,Ltd

北京奥普科星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Ｗ３２６２

Beijing Aopukexing Tech.co.,Ltd

LANZHOUHIGHLAND PUMPS CO.,LTD

参展产品或技术：重型平板车、液压组合挂车、自行式模块

展位号：Ｗ３３１７

展位号：Ｗ３６７５

运输车

参展产品或技术：超高压软管、手动泵、压力表等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展位面积（平米）：９

兰州海兰德泵业有限公司
展位面积（平米）：１８

参展产品或技术：磁力驱动泵

振威展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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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指定酒店接待及旅游代理】
更多酒店信息请关注网站 www.cippe.com.cn，酒店价格以主办单位最终确认为准。

一、北京时代龙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霞

１３６６１１２３０６８

电 话：０１０－６４４６２７８７

二、北京明辉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传 真：０１０－６４４６２１７７

ｃｉｐｐｅ合作酒店价格表：
展商优惠价

上网

距场馆

高级间

￥９００（含早餐）
￥９３０（含早餐）

１２０元
／天

０．５公里

豪华间
北京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Ａ区蓝庭
苑５号

豪华间

￥５６０（含早餐）

免费

１公里

四星

北京顺义区天竺府前一街１３号

标准间

￥５６０（含早餐）

免费

２．５公里

四星

北京市顺义区首都机场南小天竺路９
号

高级间

￥４５０（含早餐）

免费

４公里

北京顺义区天竺镇府前二街１号

标准间

￥３８０（含早餐）

免费

３公里

星级

临空皇冠假日
酒店

五星

北京碧云天国
际酒店

四星

明豪戴斯酒店
国都大饭店

空港远航酒店

商务型

酒店地址

北京顺义区天竺府前１街６０号

宜必思酒店
（机场店）

商务连锁型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天竺中路２号

标准间

￥３５０（含早餐）

免费

３公里

速８酒店（天
竺店）

商务连锁型

北京顺义区天竺镇天竺地区天柱东
路丙２号

标准间

￥３３０（含早餐）

免费

２公里

速８酒店（天
竺中学店）

商务连锁型

北京顺义区天竺镇府右街１号

标准间

￥２８０（含早餐）

免费

２公里

富驿时尚酒店
（空港店）
欣燕都酒店
（机场店）

空港快捷酒店

空港奥竺宾馆

三星

北京市顺义区首都国际机场天竺镇
天竺家园１７号

标准间

￥３４０（含早餐）

免费

４公里

商务连锁型

北京顺义区首都机场小天竺路甲２号

标准间

￥３００（含早餐）

免费

４公里

主楼标
准间

￥３００（含早餐）
免费

１．５公里

副楼标
准间

￥２８０（含早餐）

标准间

￥２６０（含早餐）

商务型

商务经济型

北京顺义区天竺区天柱东路２２号

北京顺义区首都机场小天竺路３６号

酒店名称

距新国展中心
（新馆）

展会特价

酒店地址

速８酒店
后沙峪地铁站店

快捷型

标间３０８
早餐、宽带、班车

北京顺义区后沙峪地铁站东北角（原天
龙宾馆）

距离新国展地铁２站路

格林豪泰酒店

快捷型

标间３０８
早餐、宽带

北京顺义区后沙峪镇裕民大街甲１号

距离新国展８分钟车程

航港之佳酒店

四星级

标间３６０
早餐、宽带
班车、接送机

北京顺义区南法信南陈路３５号 ，近地
铁１５号线南法信站

距离新国展车程１０分钟

启航国际商务酒店

准四星

标间３８０
早餐、宽带
班车、接送机

北京顺义区天竺地区天柱东路甲６号

距离新国展５分钟车程

福永御龙酒店

四星级

标间４３８
早餐、宽带
班车、接送机

北京顺义区空港Ｂ区融慧园１号（首都
机场新国展地区近安宁大街）

距离展馆车程４分钟

凯盛兴丰国际商务
酒店

准五星

内景房４２０
外景房５００
早餐、宽带
班车、接送机

北京顺义区天竺镇天柱东路２号（润通
大厦）

距离新国展５分钟车程

郎豪酒店

五星级

标间７８０单早
标间８５０双早
服务费、宽带
班车、接送机

北京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二经路１号
（近西湖园）

距离新国展车程１５分钟

星级

展会特价

飞月楼宾馆

快捷型

标间２８０
早餐、宽带、班车

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１１号

距离新国展车程２０分钟

丽都维景酒店

四星级

标间４８０
早餐、宽带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６号

距离新国展车程２０分钟

丽都皇冠假日酒店

五星级

标间８８０
早餐、宽带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６号

距离新国展车程２０分钟

市区酒店
免费

４公里

酒店名称

星级

酒店地址

房间类型

展商优惠价

上网

距场馆

北京希尔顿酒店

五星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东
方路１号

豪华间

￥１０５０（含单早）

１２０元／天

１５公里

诺富特三元酒店

四星

朝阳区曙光西里甲５号１８座

高级间

￥６８０（含早餐）

免费

１４公里

朝阳区育慧南路芍药居甲３号
院甲３号楼

标准间

￥２４８（含早餐）

免费

１５公里

经济连锁
型

传 真：０１０－８０８５５６０７

星级

酒店名称

北京市内合作酒店价格表：

神舟商旅
（芍药居店）

电 话：０１０－８０８５５６０６

ｃｉｐｐｅ合作酒店价格表：
房间
类型

酒店名称

联系人：孙倩 １５０１０２０１６２５

距新国展中心
（新馆）

酒店地址

【交通路线图】
● 地铁
北京站 → 新国展

地铁１３号线周边线路

（打车约１９公里）

１３号线任意入口 → 望京西站换乘地铁１５号线
→ 国展站下车即到。

出北京站步行２０米进入北京地铁２号线 → 东
直门站换乘地铁１３号线 → 望京西站换乘地铁
１５号线 → 国展站下车即到。

北京西站 → 新国展

● 飞机
首都机场 → 新国展

（打车约３４公里）
北京西站乘坐地铁９号线 （往国家图书馆方
向） → 白石桥南换乘６号线 → 南锣鼓巷站换
乘８号线 → 奥林匹克公园换乘１５号线 → 国展
站下车即到。

在１号、２号航站楼乘坐出租汽车约２公里可到
达新国展。
在３号航站楼乘坐出租汽车约８公里可到达新
国展。

北京北站→新国展
● 自驾车

（打车约３１公里）
出站后步行约２０米 → 地铁２号线西直门站
（往积水潭方向） →鼓楼大街站换乘８号线
→ 奥林匹克公园换乘１５号线 → 国展站下车即
到。

北京南站→新国展
（打车约３５公里）
北京南站乘地铁４号线 → 宣武门站换乘２号线
（往和平门方向） → 东直门站换乘１３号线 →
望京西站换乘１５号线 → 国展站下车即到。

地铁１０号线周边线路
１０号线任意入口 → 芍药居换乘地铁１３号线
→ 望京西站换乘１５号线 → 国展站下车即到。

首都机场 → 新国展
有三条线路可供选择
１． 畅通线：走京承高速公路，在后沙峪出口
下高速，右转直行约２公里，罗马环岛右转按
路标指示行驶即到，过路费５元。
２． 拥堵线：走机场高速，在杨林大道（天
竺）出口下高速后按路标至天竺路，过马连店
路口，西行５０米即到，过路费１０元。
３． 拥堵线：走京顺路，至马连店路口左拐西
行５０米即到，无过路费。

＊ 详情请登陆 www.cippe.com.cn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天津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电话：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８８ ５８２３６５５５
Ｅ－ｍａｉｌ：ｃｉｐｐｅ＠ｚｈｅｎｗｅｉｅｘｐｏ．ｃｏｍ

振威展览出品

传真：０１０－５８２３６５６７
网址：ｗｗｗ．ｃｉｐｐｅ．ｃｏｍ．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