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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CHC EXPO是主办国际展览的专业机构。作为FLOWTECH

上海国际泵管阀展和FLOWTECH广东国际泵管阀展主办单位，其团队拥有扎实的专业

经验与资源，并运用买家资源、协会及媒体网络精心搭建水行业B2B平台。

关于我们

上海市闵行区金雨路55号虹桥525
创意园A座4F（近先锋街）201103



首届FLOWTECH上海国际泵管阀展

（简称上海泵阀展）诞生于2012年，经过

6年时间发展，已成为国内 大且 专业的

通用泵阀管道展览会。展会将于2018年5

月31至6月2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盛大开幕，展商数量突破1000家。

目录

展会简介
本届展会设置了泵及成套供水、阀门管件两大展

馆，您将看到更多国内外优质品牌，品质更胜一筹。本

届展会还特设了三大主题展：市政工业管道管材展、化

工流体环保主题展、智慧供水技术设备主题展，全方位

为您打造多维度的参观体验。不仅如此，您在这里还将

看到数十场业界顶级峰会论坛，覆盖建筑给排水、市

政、化工、食品、制药、泵阀流体等行业上下游。本届

展会将全面提升优化各项基础设施服务，这或许是您18

年中 值得参观考察的目的地之一，欢迎您的到来！

综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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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展会九大亮点
国际一线品牌年度新品指定首发平台

TOP 百强终端用户买家现场聚会 , 采购对接和经验交流

28 个终端用户行业前沿实战应用解决方案

阀门展商国际化品质全面升级

智慧供水成套设备主流厂家集结

污水系统集成设备满足一站式采购

独特建筑给排水及暖通泵阀管道展示

化工流程及环保流体输送 佳解决方案

水利排灌、新型管道两大全新展示领域

展会简介

展会概况&展商阵容

展品范围&目标观众

高端会议

采购项目对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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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变频供水
变频器
稳流罐

电机
轴承
密封
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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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

执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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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举办
上海国际水展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上海国际固·废气展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展商名单

预登记及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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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9

10~11

12~37

38~41

42~45

46



展会名称：

第七届FLOWTECH上海国际泵管阀展

展会网站：

www.flowtechsh.com

微信号：

“FLOWTECH国际泵管阀展 ”

时间：

2018年5月31日  星期四 9:00-17:00
2018年6月1日   星期五 9:00-17:00
2018年6月2日   星期六 9:00-15:00

地点：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徐泾—盈港东路168号（南）
轨交2号线徐泾东站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官方网络营销平台：

大鱼网www.dayuuu.com

国内支持：

上海通用机械行业协会
中国标准化协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给排水专业委员会
上海土木工程学会给排水委员会
江苏省阀门工业协会
温州市泵阀行业协会
温岭市泵行业协会
宁波市奉化气动行业协会
中华流体动力协会

协办单位: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
上海市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流体工程专业委员会
上海通用机械行业协会
江苏省阀门工业协会
江苏省泵行业协会

战略合作媒体：

《通用机械》
 全球阀门网
《国际泵阀技术商情》

综合信息
05

目标观众展品范围
综合信息
04

展会概况 展商阵容

展会概况

展品范围

展商阵容

泵
清水泵 污水泵 化工泵 卫生级泵 隔膜泵 
计量泵 消防泵 农业泵 家用泵 锅炉循环泵

阀门
通用阀门 仪表阀门 工业阀门 卫生级阀门 电磁阀 
气动元器件

智能供水设备
成套设备 稳流罐 变频器 控制柜 立式离心泵 计算机软件 控制水箱

执行机构
气动执行机构 电动执行机构

管道/管接件
工业塑料管 工业金属管 市政给排水管 卫生金属管 建筑给排水管 
弯头/三通/四通 管道工具 

泵阀配套产品
数控/检测设备 机械密封 软密封 机电 轴承/联轴器 铸造件/锻造件 法兰

展商简介

排序不分先后

市政建设及能源
市政供水及排水 石油及天然气 海水淡化 矿产 火电 核电 热电

环保及水处理
污/净水处理 锅炉给水 脱硝 脱硫 除尘

建筑
给排水 暖通 消防

重化工业
石化 煤化工 精细化工 冶金 机械制造 船舶 水泥

轻工业
食品 酿造 制药 造纸 电子

水利
农林灌溉 泵站改造 饮水工程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安装单位 建设单位 系统集成商 成套设备商

经销商 代理商 进口商 出口商 OEM ODM OBM

目标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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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损控制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2018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热水及海绵城市）
2018中石化物资采购评标及标书制作培训会
第二届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论坛
第二届上海HSE之泵阀流体论坛

漏损控制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水资源短缺已成为社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制约条件。如何优化供水

管网运行、对供水管网实施科学管理，并通过实施主动的管网漏失控制措施以

进一步提高供水效率，成为全球水务工作者面对的重要技术课题与难题。“漏损

控制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将拟定于2018年5月31日在上海召开，本届会议已三

地间加强技术交流为基调，围绕城镇供水系统、二次供水智能化运行、城镇供

水输配管网等议题展开。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作为本届大会协办单位，携手

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南方）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浙江

省城市水业协会、江苏省城镇供排水行业协会上诚邀长三角一带水务局、自来

水厂、自来水公司、市政设计研究院等专业听众联合参加本届大会。

会议前要

漏损控制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2018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热水及海绵城市
2018中石化物资采购评标及标书制作培训会
第二届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论坛
第二届上海HSE之泵阀流体论坛

漏损控制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高端会议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

上海市供水管理处

协办单位

上海市供水行业协会

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南方）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江苏省城镇供排水行业协会

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

会议议题（部分）

     上海浦东威立雅智慧水务的实践                      

     演讲人：王雪峰 

     职位：浦东威立雅副总

 

     浙江省供水管网漏损控制技术导则解读             

     演讲人：信昆仑 

     职位：同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导

 

     上海市供水管网分区计量顶层
     设计与管理实践    

     演讲人：舒诗湖 

     职位：南方水中心管网部经理

      

       

       

5月31日 下午     5.1H馆会议室

www.flowtech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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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垃圾渗滤液处 理技术论坛
会议议题

     渗滤液深度处理膜污染机理分析及清洗技术探讨

      垃圾渗滤液中高浓度氨氮的硝化
      及反硝化处理技术的 新进展

      高效絮凝-生化耦合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

      沼气热电联产机组在垃圾渗滤液处理中的应用

      垃圾渗滤液浓液零排放

       

       

       

       

       

6月1日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主办单位

上海市健康安全环境（HSE）研究会

承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第二届上海HSE之泵阀流体论坛

议题（拟定）

     HSE管理理念简介

     工业设备安全与HSE管理

     污水处理与HSE管理

     专题演讲

        

        

        

        

5月31日-6月1日上午     5.1H馆会议室

2018中石化物资采购评标及
标书制作培训会

充分了解评标管理办法，招标流程，招标服务，电子标书制
作，让供应商在投标前熟知投标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熟知 新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分析招标采购人员的心理及招
标采购流程

学会引导招标方在招标文件里适当设置条件，帮助招标方实
现其采购目标

解读招标文件，分析招标文件中商务标及技术标的加分项，
制定正确的投标策略和报价方法

解析标书，资深专家库成员深入对接，指点投标文件

供应商如何响应和 终取得中标

评标的公开公平公正性

评分表里面业绩怎么评

中标服务费怎么收取

财务报表为什么会被扣分

授权代表签字未盖章是否会被否决

技术高于要求是否会加分

评委评标中会不会带有倾向性打分

中标后的价格还能不能调整

商务价格如何计算；是否价格越低越好

评标总分高分的关键是什么

投标程序是什么；该注意什么

为什么评委有时候不找我澄清

投标文件的构成（投标函及其附录、投标保证金、授权委托

书，联合体协议书、分项清单、报价表与说明、技术和服务管

理方案等内容和格式）

投标文件的编制方法（编写、修改、签署、装订，密封、递

交、接收）

培训目的

培训内容

6月1日     6.1H馆会议室

会议背景

近年来，垃圾填埋场、焚烧厂产生

的渗滤液一直是困扰环卫业主和技术人

员的难题，尤以浓缩液处理处置、填埋

场渗滤液的应急处理困难为甚。本论坛

是国内垃圾渗滤液处理领域的权威专业

技术论坛，规模100人左右，主要来自

设计院、业主、投资商、环保工程公

司、设备商、研究院所等单位。

参会人员
相关政府领导、行业协会专家
相关工业设计院、高校专家、
科研设计单位、环保公司、
工程公司等代表

主办单位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
环保会

报名参会 : 021-33231357报名参会 : 021-33231357

更多会议信息请关注微信
公众号 “环保会”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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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产品

不锈钢水箱，PE水箱，泵，阀，不锈钢及UPVC管件，电控元器件，机械过滤
器，精密过滤器，石英砂等

产品要求
须提供以上相关产品的卫生许可批件/证（比如PE水箱，石英砂），其中机械过

滤器和精密过滤器须自己有生产厂家

采购预算¥ 
100-120万

03

不锈钢

04

，电控元器件，机械过滤

中机械过

05

明确
您的采购需求并告知主办方
我们将提前搜寻与
您匹配度 高的展商及技术

联系电话
021-33231373/33231452
电子邮箱
marcom@flowtechsh.com

采购项目对接会
品质的服务
让您称心而归

01
常熟市某生产车间污水处理项目

采购产品
软水处理，针对生产车间的污水处理，水泵，阀门，流量计，

管材等

产品要求
1.针对注塑车间进行水系统的设计，选型及配管施工

2.要求：产品品质保证，售后及时
3.可以对接有工业冰水机的生产厂商，本项目专门给注塑厂家 

进行配套设计，选机器及施工
4.需要可以长期合作的供应商，并不止步与一个项目

5.并无地域，国内外品牌要求

    采购预算¥
  200万

02
华东，华南等工业园区污水、

制造业污水和废气，电力行业大气污染治理相关项目
采购产品

污水处理成套设备，固废处理脱干设备，泵阀配件，废气处理设备

产品要求
1.希望与在市政，医药两块领域有项目合作经验的供应商洽谈

2.项目中一般采用的都是国内一线品牌，所需设备都需要达到规定标
准，少部分会根据客户要求采用国外品牌设备

采购预算¥
预计500万

废酸回收

采购产品
多效石墨蒸发器,耐腐蚀泵，阀门，多效蒸发器，冷凝器

产品要求
1.多效石墨蒸发器的石墨材料除国产的外，

还要能提供进口的
2.阀门和冷凝器 好是不锈钢的

采购预算¥ 
200万

镇江科莱恩过滤设备工程项目及
衢州地区生活水处理工程项目

火力发电厂真空系统改造工程

采购产品
气动阀门，仪控设备，管道配件，水处理设备，空气过滤系统及

设备等；

产品要求
1.火力发电厂水处理设备          2.燃机空气过滤系统                      
3.进口品牌气动/电动阀门、仪控设备   4.管道配件等

采购预算¥
500-1000万

邹城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建工程

采购产品
泵、搅拌机；非标设备；臭氧发生器；加药计量泵；空气悬浮风机；

曝气管；除臭系统

产品要求
1.污水处理规模15,000t/d

2.泵、搅拌机、推进器要求进口或合资品牌
3.臭氧发生器要求发生量大于15kg/h

采购预算¥
1500万

元祖梦世界项目

采购产品
中央空调电动调节阀

产品要求
国家标准

采购预算¥
300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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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环境）创建于1991年，2010年12月9日在深圳交

易所发行上市，股票简称：“中金环境”，股票代码：“300145”。

南方中金环境系全国 早研发并规模化生产不锈钢冲压焊接离心泵企业，是目前国内不锈钢

冲压焊接离心泵领域产销量 大的专业生产厂家。产品的系列范围、销售总量、产品质量均排在

国内同行业首位。也是行业内率先研制、生产、销售管网叠压成套设备的企业。公司建立了完善

的营销服务网络，在不断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同时积极出口海外市场，产品广泛应用增压、工

业、生活供水、空调水循环、供暖、消防系统、地下水抽取、污水废水处理、化工行业和海水淡

化等诸多领域。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参数：流量：0.5~240m3/h     扬程：4~305m               液体温度：-15°C 至 +120°C  

               电压：220V/380V      材质：不锈钢 / 铸铁

应用范围：水处理系统、暖通系统、工业液体输送、工业增压、供水系统

CDM，CDMF系列
轻型立式多级离心泵

www.flowtech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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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推荐
12

泵

铜合金材料产品在海淡市场中的应用

离心泵

代斯米公司成立于1834年，集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提供泵及泵处理系统、环保设备和

相关领域的一些特殊产品及服务。代斯米泵业技术（苏州）有限公司（DPTS）成立于2005年5

月，是代斯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在中国的核心业务分为船舶及海洋工程、工业及公用事业、溢

油回收、局部消防系统及压载水处理系统。代斯米泵的顶级设计，在市场上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赞

誉，被认为是可靠、高效、实用和耐用泵的首选，是客户 值得依赖的合作伙伴。

代斯米泵业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淡市场中的应用

5.1H628
5.1H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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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逻斯泵业（上海）有限公司，为美国柯逻斯泵业同上海申宝泵业共同组建的合资企业，其

中上海申宝泵业出资51%，美国柯逻斯泵业出资49%，总注册资本为2200万美元，坐落于上海闵

行开发区，占地34,000平方米。目前公司员工有210人。柯逻斯泵业（上海）有限公司秉承着‘走

在创新的前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产品体验’的企业理念，综合了合资双方的优势，引进美

国柯逻斯泵业先进的技术，加工工艺，和高品质的零部件，确保每一台水泵都拥有超一流的国际

品质。目前，公司在上海设立了总部和生产中心，在各大城市设有代理商，并以此为基础，拓展

自己的销售网络，立足于中国高端水泵市场，为客户提供更优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

柯逻斯泵业（上海）有限公司

产品特点：效率高，可靠性好，安装维护方便，并且具有立卧两用的独特特点，与行业上传统的双

吸泵相比，优势突出，是理想的替代产品。

应用领域：市政和工业供水、暖通系统、电站、工业冷却系统、灌溉和排水系统、船舶领域、楼宇

及工厂等。

NMZ型卧式中开离心泵
可靠性好，安装维护方便，并且具有立卧两用的独特特点

是

业供水、暖通系统、电站、工业冷却系统、灌溉和排水系

中
靠性好，安装维护方便，并且具有立卧两用的独特特点

是理想的替代产品。

供水、暖通系统、电站、工业冷却系统、灌溉和排水系

中开离心泵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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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H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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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隆是一家给排水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和维保为一体的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

2004年，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市政、工矿、建筑、

水务、环保、电力，暖通等领域，拥有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多项国内先进水平的专利和软件著

作权，获得中国节能产品认证、建设部康居产品认证、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绿色建筑节能推荐产

品认证。同时也是政府采购供水设备首选安全品牌，获得上海市“重合同守信用”称号、AAA资信

等级、全国售后五星级企业等殊荣。

上海海德隆流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海德隆一体化预制泵站是针对市政工程、 建筑工业等污水提升需求而研发的一体化泵站产品。具有

施工周期短、 占地面积小、 适用性强、 寿命长、 智能化程度高等优点， 可用于市政工业地下室排

水、地铁排水、生活区和工厂排水，也可用于水源取水，是传统泵站的理想替代品。

一体化预制泵站体化预制泵站

5.1H616

新
品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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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尔泵阀有限公司一家集科研、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企业专业生产

水泵、阀门，污水提升器、油水分离器、一体化预制泵站、一体化地埋污水处理设备、餐厨垃圾

处理设备、雨水收集系统、供水成套机组、成套电气控制设备等。其中获多项国家专利，并填补

了国内，外空白。产品远销亚洲，美洲，非洲，欧洲等全球市场，优良品质，先进的设备赢得了

大批国内外客户的青睐和首肯。

本着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营销理念，上海艾尔泵阀有限公司真诚地与国内外新，老客户精诚

合作，共同发展，携手共进，共创辉煌。

上海艾尔泵阀有限公司

ARWPS 系列不锈钢内置粉碎型污水提升器是在 ARWPG 系列基础上衍生出的全新的不锈钢内置

重载杂物粉碎型污水提升器， 它继承了 ARWPG 的各方面优势， 能够轻松粉碎所有卫生垃圾， 适

合大型商超卫生间的污水排放，达到零堵塞。

杂物粉碎污水提升器
生

松

粉碎型污水提升器是在 ARWPG 系列基础上衍生

器， 它继承了 ARWPG 的各方面优势， 能够轻松

排放，达到零堵塞。

提升器

5.1H364

新
品
新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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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box 是尤孚专门开发的一款小型供水设备， 设计理念先进， 设备采用一体化集成设计的理念，

安装方式灵活且噪声低于 40db，具有恒压变频供水的特点，安装方式灵活，是楼宇建筑，老旧小

区增压供水的理想选择。

BG.box

尤孚是一家全球化的水泵产品和系统制造商。我们提供先进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满足

您的多元需求。源自对创新的传承，尤孚致力于对水泵技术、产品和解决方案的不断改进。总部

位于华盛顿州贝尔维尤，尤孚提供潜水泵、地面泵、深井泵、污水泵、供水设备系列产品和售后

服务，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厂、钢厂、矿山、油气、市政和自来

水厂、温泉、喷泉、工业应用、建筑和农业市场。

南京尤孚泵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秉承诚信、创新、国际化的理念。是美国尤孚在中国

设立的组装工厂，同时负责尤孚品牌所有原装进口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销售。

南京尤孚泵业有限公司

款小型供水设备， 设计理念先进， 设备采

0db，具有恒压变频供水的特点，安装方式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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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供水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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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大楼供水   · 公寓供水    · 高级公寓供水  · 业务用     · 简易自来水  · 其他一般供水

特点：推定末端恒定压力， 节能 40%， 使用变频器可以根据使用水量的变化对水泵转速施加 佳

控制。用推定末端恒定压力的给水方式，末端压力的变动更小，从而实现 大 40% 节省能耗的理想

运行。

KF2变频供水机组

从1919年开始川本制作所生产的民用，工业用水泵就出口东南亚、美国、欧洲、中东、非洲

和澳洲，迄今已有90余年历史。公司年销量为250,000台水泵，我们已经制造出520多类6800种

产品，为高层建筑供水、农业灌溉、海水养殖和家庭供水提供便利。在公园，喷泉让你感觉轻

松，在高层建筑中，使用水循环空调使环境保持舒适、宜人。水泵的使用保证了水环境的安全，

在生活和生产中起着支撑作用。我们为所从事的实业感到快了和自豪！

川本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5.1H626

热
品
热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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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相 220v 输入，三相输出，功率范围 0.37-2.2kw

二、IP65，防水防尘，体积小，直接安装在水泵电机接线盒上

三、传感器供电电压可调（5-24V），兼容电流、电压模拟量输入，2 路数字量输入

四、电容下沉式与风扇隐蔽式结构设计

五、具备恒压、上电自启功能、高低压报警

PD20M小泵仙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5613 简称：三晶电气）是一家专注于电机驱动与控

制技术，可再生能源能量转换、传输及存储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2005

年，注册资本5040万，拥有一支行业经验丰富的强大研发及技术服务团队。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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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频器

可调（5 24V），兼容电流、电压模拟量输入，2 路数字

扇隐蔽式结构设计

自启功能、高低压报警自启功能、高低压报警

三相输出，功率范围 0.37-2.2kw

体积小，直接安装在水泵电机接线盒上

可调（5-24V），兼容电流 电压模拟量输入，2 路数字

仙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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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百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国内

首家生产水泵专用变频器厂家。专业生产百德福品牌（BDFFORD）各系列管网叠压（无负压）供

水设备、变频恒压供水设备、背负式恒压供水设备、光伏扬水系统；一体化恒压供水专用控制

器、电机节电器、变频调速器、太阳能逆变器等以及相关电力电子产品。功率范围：

0.37KW-1250KW。 大供水范围:扬程200m， 大供水流量500m3/h。另外，供水事业部还专

门为客户定制各类专用供水设备。

产品已获国家多项专利和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涉及引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并率

先通过国家权威的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标准GB12668.2-2002、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和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以及欧洲CE认证，以及多项国家认证证书等。

广州市百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B603B 水泵专用变频器背负式安装， 全自动智能恒压供水， 直接定压力， 多泵联动自动轮换功能

多可 6 泵联动；无人用水自动停机， 断电记忆自动重启， 分时段供水， 外部开关控制启停， 多

重保护功能防止低水压、 高水压、 过流和变频器过热；适用 4-20MA 信号输入以及远传压力表信

号等多种信号；可安装双传感器及主机故障自动转移功能保障设备正常运行。

B603B水泵专用变频器
一、 贮能停机保压， 确保管网压力并随时开龙头有水

二、 应付少量供水及正常的管网泄漏 （不开泵）

三、 贮能也是实现自动控制功能不可缺少的部件

四、 具有消除水锤， 消除压力抖动的作用

PD20M小泵仙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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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流罐

上海泰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从事国际贸易业务十多年，有着广泛的商品信息

网络，合作伙伴遍及世界各地，已经成为欧美许多贸易商在中国的全权代理商。

品牌定位：国内领先十五年的进口压力容器、定压补水设备供应商。

品牌愿景：泰胜，中国建筑节能的新标杆。

上海泰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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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富兰克林电气公司成立于 1944 年， 是世界上 大的井用潜水电机跨国公司 , 也是世界

上著名的潜水泵、 潜油泵、 汽油泵及专用电机的制造商。其技术一直是全球潜水电机行业的领

导者， 也是潜水电机技术的规范者。总部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 为美国 NASDAQ 上市公司。

在全球有 16 处生产基地，分布在美国、德国、南非、捷克、意大利、墨西哥、澳大利亚、南非、

中国及日本等地。全球雇员 5000 多人， 2017 年全球净销售额 11 亿美元。富兰克林电气公司

具有 70 多年的电机和水泵生产经验， 拥有世界上 先进的水系统制造技术和生产设备、 强大的

科研设计力量及完善的质量保证和服务体系。富兰克林电气公司的产品广泛运用于井用潜水泵、

系统灌溉、 民用住宅、 工业及市政工程、 地下汽油库及柴油泵送系统中。 

MS 系列铝壳三相异步电动机符合国际电工协会 (IEC) 有关规定， 并选用优质原材料， 进行 新式

整体设计，具有性能好、噪声低、振动小、运行安全可靠、外型美观、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

单、维修方便等优点。MS 系列电动机适用于各类电机设备上。

MS系列铝壳三相异步电动机

美国富兰克林电气公司

采用可脱卸的防水电机引线接头， 符合饮用水标准。密闭式定子使用自恢复定子树脂， 耐冲击高效

率， F 级绝缘。 水润滑轴承系统完全免维护， 符合环保要求 , 使用寿命长。是水井中可依赖的长期

运行伙伴。

潜水电机

中国伟业电机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电机的现代企业，公司生产：Y、Y2系列三相异

步电动机、MS铝壳、YL单相系列电机、YD系列多速电机、变频调速电机等产品，现有全国配套

厂家和直销点500多个，公司有先进的电机检测设备，使产品得到有力保证。我们以不断的创新来

面对市场，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及出口东南亚地区。现重新建立新公司，新厂房占地35000平方，

公司地址台州仙居工业区，中国伟业电机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公司准备生产YB3系列矿用

防爆电机。

中国伟业电机有限公司

www.flowtechsh.com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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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

质

积

电动机符合国际电工协会 (IEC) 有关规定， 并选用优质

好、噪声低、振动小、运行安全可靠、外型美观、体积

MS 系列电动机适用于各类电机设备上MS 系列电动机适用于各类电机设备上。

三相异步电动机

5.1H606 5.1H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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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德尔玛轴承有限公司从事轴承研究已有三十余年的经验。经过多年的拼搏和努力，赢得

了客户，站稳了市场。随着近年来不断发展，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升起了一颗璀璨的新星—轴承行

业新品牌—“德尔玛”（DARM商标），专业制造高精度、低噪音、长寿命轴承。为电机、水泵、空

压机、机床、摩托车、空调、化工机械等配套生产，还可以订做各类非标轴承。公司产品通过优

化设计、精良的工艺、先进的设备、完善的检测手段、严密的质量保证体系，打造产品等级稳定

达到Z3/V3组以上水平。德尔玛公司轴承畅销国内外，深受新老客户的青睐。

具有批量加工反应加碳碳化硅， 无压碳化硅、 碳化钨、 石墨、 氧化铝陶瓷等为摩擦副的机械密封

件产品的综合能力；成功解决了泵使用中橡胶波纹管扭断、 轴封打滑以及静止环自转， 异物颗粒

堵塞、承受反压等常见问题，使泵的长寿命稳定运行成为可能。

机械密封

中国德尔玛轴承有限公司

轴承有开式、单面或双面带防尘盖（Z、ZZ）和带密封圈（RS、2RS) 之分，产品在出厂时已填充

了适量的润滑油或润滑脂， 不需清洗可直接使用、 其工作温度为 40℃-220℃。当工作条件特殊

时，客户应在订货时标注加脂量及油脂牌号。

德尔玛轴承

浙江鲁溪密封件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种泵用、釜用、潜水电泵、管道泵、压缩机、风

机、造纸机械、污水处理设备及其它旋转设备用机械密封件，以及各种非标准密封的研制、设

计。公司产品广泛用于石油、石油化工、化工、制药、冶金、印染、发电、矿山、钢铁、船舶、

汽车制造等领域。公司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管理，并运用先进的装备和完善的检测手段为产品

质量提供保证。

浙江鲁溪密封件有限公司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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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IS添理仕集团总部位于德国海登海姆，旗下拥有12个阀门品牌和制造工厂：ERHARD易

华德、RAPHAEL拉斐尔、BAYARD巴亚、BELGICAST、ATLANTIC PLASTICS、SCHMIEDING、

STRATE、UNJOINT、FRISCHHUT等，是全球水工、污水处理行业 大的阀门集团之一，拥有全

球水和污水市场阀门的大部分份额。可以提供从源水到用户整个水系统的各种阀门解决方案。

添理仕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新款双偏心蝶阀是对全进口产品的补充， 继承进口产品的优点， 实现完全国产化， 定位于中端市

场。型号：DN100-DN1800 PN10-16    阀体球墨铸铁 QT500-7， 设计紧凑， 新型阀板设计， 阀

门过流能力大，环氧涂层、持有饮用水认证证书，不锈钢堆焊阀座或环氧涂层阀座。

双偏心蝶阀
化

新

座座

进口产品的补充， 继承进口产品的优点， 实现完全国产化

800 PN10-16    阀体球墨铸铁 QT500-7， 设计紧凑， 新

层、持有饮用水认证证书，不锈钢堆焊阀座或环氧涂层阀座层、持有饮用水认证证书，不锈钢堆焊阀座或环氧涂层阀座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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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阀门为采用嵌入式的、具有补偿性骨架的四氟阀座，而设计的一种蝶阀。阀座采用嵌入式的带骨

架四氟阀座，所述的带骨架四氟阀座是由剖面为 U 形槽式的环状树脂骨架内嵌入四氟环构成。克服

了四氟材料热胀冷缩带来的不利影响。

改进阀座的四氟密封蝶阀

上海沪工阀门厂（集团）有限公司组建于1989年，注册资金10000万元，位于中国•上海，

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阀门专业企业集团。集团现有员工556人。集团的主导产品

包括锻钢阀、球阀、蝶阀、美标阀、特殊阀等共有50多个系列、几千种型号规格。集团设置完备

的质保体系，通过ISO9001，ISO14001，GB/T28001等体系； API 6A/6D/600/602、CE、 TS

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上海名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

上海沪工阀门厂（集团）有限公司

入式的、具有补偿性骨架的四氟阀座，而设计的一种蝶阀。 座采

所述的带骨架四氟阀座是由剖面为 U 形槽式的环状树脂骨架内 入

胀冷缩带来的不利影响。

的四
式的、具有补偿性骨架的四氟阀座，而设计的一种蝶阀。阀座采

的带骨架四氟阀座是由剖面为 U 形槽式的环状树脂骨架内嵌入

四氟密封蝶阀

6.1H411 6.1H403

新
品
新
品

新
品
新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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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莱斯是欧洲专业的安全阀制造商，目前拥有800多名员工。莱斯安全阀由德国汉堡总部

研发，并通过ASME认证实验室严格的测试。莱斯安全阀被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选用，广泛应用于

化工、石化、工业气体、油气生产、装备制造以及食品药品等行业。莱斯为所有工业应用提供符

合PED和ASME VIII标准要求的弹簧载荷式和先导式安全阀，并为特殊应用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八家全资子公司分布于欧洲、美洲、中东和亚洲，经培训授权的维修中心遍布80多个国家，确保

为所有客户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服务。莱斯中国作为100% 专注于安全阀的公司，可以满足您所有的

技术要求。我们在中国市场成功运营已超过25年，并且在不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

莱斯中国总部位于天津，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办事处，深圳和武汉也有莱斯专业的销售与技术

人员，能快速地在现场为您提供专家咨询和服务。

Leser德国莱斯

连接尺寸多样化，适用于中小排量工况，更加经济可靠。不同的喉径、密封和连接方式，应用范围

及其广泛。单一阀内件适用于蒸汽、 气体和液体。附加特性：更宽的设定压力范围 , 可达 850 bar / 

12.328 psig；认证：UV/ASME、CE、EAC 和船级社认证。

459 CC紧凑型安全阀
况，更加经济可靠。不同

体和液体。附加特性：更

EAC 和船级社认证。

AVK 自动控制阀， 采用全新的设计理念， 紧凑型先导系统。该系统由分配块、 液压控制块和过滤

系统三个主要部件组成， 均采用 AISI 316 不锈钢制造。模块化设计， 可使用特定的单功能模块或

多功能模块， 根据不同的应用进行更换。也可以轻松改装， 以适应不同的功能。阀门的开启和关闭

速度可轻松控制，使用标准工具在分配块进行调节即可。

AVK自动控制阀

丹麦AVK，创立于1941年。AVK集团目前由全球超过90个公司组成。AVK的核心业务是生

产阀门、消防栓和管件，产品主要应用在供水、污水处理、燃气管网和消防领域。此外，AVK在

水处理、大坝和水库、暖通、化工、海洋和其他工业领域也建立了强大的品牌。AVK的产品基于

主要的国际标准来设计，并被销往世界80多个国家。AVK集团给客户的承诺是品质、可靠、功效

和长久的使用寿命。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AVK的产品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AVK集团先后于

1997年在中国香港和2002年在上海设立直属营销机构，并于同期在安徽马鞍山投资建厂。我们不

仅仅制造产品，更为客户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AVK 埃维柯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采用全新的设计理念， 紧凑型先导系统。该系统

成， 均采用 AISI 316 不锈钢制造。模块化设计

不同的应用进行更换 也可以轻松改装 以适应不同的应用进行更换。也可以轻松改装， 以适应

使用标准工具在分配块进行调节即可。

制阀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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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尺寸精度 高能达到 0.01mm 以内， 位置公差 高能达到 0.02mm，

      密封部位达到 Ra0.4-0.8 效果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

2、 采用适应的材料以满足低、 中、 高不同介质温度及其腐蚀性介质等

3、 可经过 ENP、 QPQ 等处理提高阀杆性能。

6A阀杆

浙江加耐特阀门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泵阀之乡”温州瓯北，是一家专业从事阀杆制造、

冲压手轮及热处理加工的企业。公司引进先进的数控机床、加工中心、锻压机滚丝机、理化实验

设备、冷压成型技术等。生产加工各种材质的国标、美标、日标、德标、英标的闸阀杆、蝶阀

杆、截止阀杆、软密封闸阀杆、包装机械丝杆、球阀杆及冲压手轮等各类阀门配件。公司生产的

阀杆光杆部位及倒密封部位的表面光洁度能达到镜面效果对密封性能有质的提升。底端及中段加

大部位采用热锻一体成型技术，加强抗拉强度。螺纹部位采用滚丝机冷压成型技术，标准统一，

相比传统技术(飞刀)生产的阀杆，具有100% 通配性、同心度高、耐磨性好、开启力低、抗拉性强

等优点。

浙江加耐特阀杆有限公司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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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经过 ENP、 QPQ 等等处理提高阀杆性能。

上海电站阀门厂有限公司座落于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青浦园区，企业前身为上海电

站阀门厂，是机械部、国家电力公司定点生产高温高压电站阀门的专业厂，国家电力机械部门归

口管理企业，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SDF品牌是中国国家电力设备管理协会推荐

品牌，是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企业。

上海电站阀门厂有限公司

是一种实用新型阀门，经过多次研究与试验，取得成功。我厂从阀门的结构特点入手，改进阀门的

密封及密封面形式， 使阀门达到零泄漏。我们把阀门的中腔改为自密封结构， 总体提高阀瓣开启高

度，把阀门的密封面改为锥型线状密封，能切断颗粒状及纤维状的渣滓，解决了阀门泄漏的问题。

经实践证明，此实用新型阀门在实际运用中寿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SDFJ61Y-P54100V型
自密封排污疏水阀

与试验，取得成功。我厂从阀门的结构

漏。我们把阀门的中腔改为自密封结构

，能切断颗粒状及纤维状的渣滓，解

用中寿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中寿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

型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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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aturen- Und MaschinenAntriebe - AUMA - 是阀门自动化行业领先的执行器制造厂

商。自1964年成立以来，AUMA公司就始终致力于电动执行器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

欧玛执行器（中国）有限公司是德国AUMA集团公司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在华业务遍及全

国各省市自治区以满足国内用户的各类选型需求及提供快捷的供货和服务，产品广泛应用于电

力、石化、冶金、纺织、水利、污水处理、建材等各工业及民用领域。

欧玛执行器（中国）有限公司

SA和SAR执行器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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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AR执行器

泊头市郁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阀门专用机床：铸钢阀门专用机床；阀门数控三面

铣床；阀门多孔钻床；消防栓加工机床：可加工沟槽弯头、沟槽正三通、沟槽闸阀加工机床，可

一次性完成阀门外圆、端面、水线、内孔、倒角、挑丝等所有工序，可以做到一次装卡，同时完

成阀门三面的所有工序，即阀门加工一次成型数控组合机床设备。畅销天津、河北、福州、温

州、上海、石家庄、山东、江苏、浙江、永嘉、四川、丽水等全国各个城市。

郁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阀门专用机床工作效率高，可实现阀门三端面，一次装卡，三

面同时加工的优点，可 大程度提高加工效率，降低劳动强度，获得较好的生产效益。阀门专用

机床节约工费开支，一个工人可同时看管2-3台机床。我公司阀门专用机床加工的工件数是普通数

控机床的3-5倍。

泊头市郁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阀门数控车床具有操作简单， 便于操控的特点， 工作效率是一般普通机床的数倍， 是阀门专业

生产厂家 为理想的高效生产设备。阀门加工数控车床的使用提升数倍生产效率， 欢迎阀门生产

企业前来咨询。

阀门数控加工车床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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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

是阀

迎阀

床具有操作简单， 便于操控的特点， 工作效率是一般普通机床的数倍， 是

为理想的高效生产设备。阀门加工数控车床的使用提升数倍生产效率， 欢迎

询。

控加工车床

6.1H106 6.1H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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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型和定位调节型 SA 系列执行器可分为 A 类、 B 类或 S2-15min 类， 而特殊类型 S2 - 30 min

可提供更长的运行时间。

SAR 调节型执行器可分为 C 类或 S4 - 25 % 类。 还可提供特殊类型 S4 - 50 % 和 S5 - 25 % 。

SA/SAR 系列执行器可与多种控制单元组合使用， 包括简单的开关控制、 可记录操作数据或总线

接口的微控制版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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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优质材料、 涂层处理， 预压装配。且有较强的抗腐蚀性和使用寿命。能够安全、 简单的拆卸单

作用执行器，通过改变弹簧数量满足不同的力矩输出范围。双活塞齿条、采用铸铝硬质氧化或者铸

锅锌处理，安装位置对称、运作迅速、使用寿命长，简单的颠倒活塞可以改变旋转方向。

C型气动执行器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加工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无锡圣汉斯应运而生，诞生了圣汉斯

的第一台执行器。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创新发展，圣汉斯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成为了国内

乃至世界 专业，规模 大的执行器生产厂家之一。

公司现有多个系列执行器：阿尔法A系列不锈钢执行器、阿尔法B系列铝合金执行器、阿尔法

C系列铝合金执行器、HPY系列拨叉执行器以及气动手轮机构，阀位反馈装置，过滤减压阀等阀门

控制附件。现有Φ32~Φ1000一百多个规格，扭矩从5Nm~300,000Nm都有覆盖。

无锡市圣汉斯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预压装配。且有较强的抗腐蚀性和使用寿命。能够安全

数量满足不同的力矩输出范围。双活塞齿条、

迅速、使用寿命长，简单的颠倒活

器

华生管道科技有限公司始建于1988年，坐落于江苏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一家集

UPVC、CPVC、PE、PPH、PVDF等材质的工业、给水、环保水处理设备类塑料管道产品研发、制

造于一体的工程塑料管路系统专业生产企业。经过多年的探索与提升，目前华生已成为行业内的

领先企业，是江苏省塑料管道系统工程技术中心依托单位，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塑料管道专业

委员会成员单位，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成员单位,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成员单位。

公司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拥有固定资产6亿元人民币。公司现有员工400多人，下设模具事

业部、管路系统事业部、精密注塑事业部。拥有原料混配系统6套，造粒生产线8条，管材挤出生

产线30条，注塑机200多台，大型加工中心等机械加工设备80多台，年生产能力达60000吨。

华生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1. 极佳之耐化学特性，室温下不被酸、碱强氧化剂、卤素所腐蚀

2. 抗冲击强度高、耐磨耗，耐蠕变、高机械强度及韧性好

3. 耐热性佳、不燃性、长期使用温度－40 ～ 150℃、并有高介电强度

4. 具有突出的耐气候老化性、耐臭氧，抗紫外线及核射线

PVDF管路系统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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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DN15-300mm

用途：广泛用于消防供水、燃气、空气、油采暖蒸汽等低压流体输送和机械结构等

热镀锌钢管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1日，总部座落于天津大邱庄，是集直缝

焊管、热镀锌钢管、方矩形钢管、热镀锌方矩形钢管、内衬塑复合钢管、涂塑复合钢管、螺旋焊

管、高速公路材料等多种产品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拥有“友发”和“正金元”两个品牌。

已经形成天津、唐山、邯郸、陕西韩城四个生产基地，旗下8家钢管生产企业拥有160余条生产

线，并拥有3个国家认可实验室、1个天津市焊接钢管技术工程中心、2个天津市企业技术中心。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并远销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中东、东南亚、香港等66个国

家和地区。2017年，生产各类钢管突破1300万吨。自2006年至今，连续12年跻身中国企业500

强、中国制造业500强，连续12年焊接钢管产销量排名全国第一。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钢管集 份有

0mm

管
产品特点 :  · 非可燃性      · 优异的机械性能         · 便于设计和安装             · 柔性抗震

· 良好的声学特性            · 模块化和兼容性         · 耐用性好  维护方便         · 抗腐蚀性

PAM SMU S 楼宇排水管道系统

圣戈班穆松桥中国

展品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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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广泛用于消消防供水、燃气、空气、油采暖蒸汽等低压流体输送和机械结构等 · 良好的声学特性           · 模块块化和兼容性     性   · 耐用性好 维护方便         · 抗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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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戈班穆松桥（PAM）于1856年在法国穆松桥镇成立，隶属世界500强法国圣戈班集团，是目

前世界上历史悠久、规模强大、技术先进的知名球墨铸铁管道生产商。成立160多年来，圣戈班穆松

桥坚持以质量为先，并不断技术创新，一直引领着行业的技术发展，拥有专利超过1500篇，是国际

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平均每年为世界上超过120个国家提供2万多公里长的管道系统产品。

1997年，圣戈班穆松桥进入中国，目前拥有2大生产基地，分别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和江苏省

徐州市，年产球墨铸铁管道100万吨。产品种类包括：K等级球墨铸铁供水管道、圣竹®C等级球墨铸

铁供水管道、高律®球墨铸铁污水管道、岩盾®HDD非开挖专用球墨铸铁管道系统、球墨铸铁管件和

阀门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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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希尔

十年匠心，AQUATECHCHINA上

海国际水展牢牢奠定了全球水业的风

向标地位，收获了业内人士的一致好

评。2018年AQUATECH CHINA上海

国际水展将继续砥砺前行，为观众搭

建与行业品牌相互交流、获取一手行

业资讯及一站式采购的服务平台。本

届展示规模将达到22万平米，将有

3,400多家企业参展，6.8万件展品集

中亮相，同期举办上海国际泵管阀

展、上海国际固•废气展、上海国际空

气新风展、上海国际建筑水展，真正

展现全球环保产业链大格局！

同期展会 同期展会
为您提供一站式采购服务平台 为您提供一站式建筑给排水产业链服务平台

部分品牌展商部分品牌展商

AQUATECH CHINA 2018
上海国际水展

同期展会
38

水展
同期展会

39
建筑水展

德国贝肯

排序不分先后排序不分先后

Nitto Group Company 

上海国际建筑水展
第三届BUILDEX CHINA 

BUILDEX CHINA上海国际建筑水展是世环会重要的展览板块，和500余家针对建筑体的饮水管道系统、生活热

水和暖通系统、建筑排水系统、海绵城市系统等国内外领军企业达成合作，6000余件给排水和热水暖通 新、

全展品齐亮相，高峰论坛、行业会议、采购对接会轮番登场，串联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为业内人士提供一

个广阔的技术交流与商贸平台。

饮水系统——安全、健康新篇章

生活热水&暖通——舒适、节能新起点

建筑排水——环保、节水新概念

海绵城市——雨水收集、排放新高度

中国 ·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6.2H馆

8.1H馆 膜与水处理展
7.1H馆 污水处理展

中国 · 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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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固•废气展
第四届ECOTECH CHINA

中国·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5.2H馆

第四届ECOTECH CHINA
上海国际空气新风展

展规模将达到32,000平米，参展商500余家，预计展品

展示逾14,000件。展会将继续秉承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的发展方向，

引领空净新风行业人士开拓新市场，发现新商机，共赢未来！

行业大牌云集

新风净化行业旗舰展

吴吉祥教授唯一推荐展会

中设协主题展示区

权威机构主办

百余场专题论坛

同期展会
为您提供一站式固·废气产业链服务平台

部分品牌展商 排序不分先后

同期展会
为您提供一站式空气新风产业链服务平台

部分品牌展商 排序不分先后

同期展会
40

固•废气展
同期展会

41
空气新风展

中国·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6.1H馆

世环会系列展之一，一年一度的ECOTECH 

CHINA上海国际固•废气展展览面积将达到

32,000平方米，来自全球的参展商500余

家，展品逾14,000件。先见者明、先行者力。

固•废气展继续坚持国际化、高端化、专业化的发展

方向，在展出时间、展区细分、展出要素上将更加完善、

更加全面。

业界龙头
企业聚首

中华环保联合会
联合主办

环保全产业链
展示

环境综合治理权威
演示平台

同期百余场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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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名单（部分）
42

泵及成套供水展5.1H 馆 / 阀门管件展6.1H 馆

 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5.1H605

 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8.2H232

 富兰克林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5.1H606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H748

 埃维柯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6.1H407

 戴博水泵（青岛）有限公司 5.1H403

 添理仕贸易 ( 上海）有限公司 6.1H411

 川本水泵（苏州）有限公司 5.1H626

 大井泵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1H279

 欧玛执行器（中国）有限公司 6.1H649

 代斯米泵业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5.1H235

 华生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5.1H654

 莱斯安全阀门（天津）有限公司 6.1H101

 南方中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5.1H628

 南京尤孚泵业有限公司 5.1H407

 青岛三利集团有限公司 5.1H424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1H612

 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5.1H851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5.1H544

 上海沪工阀门厂（集团）有限公司 6.1H403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 5.1H101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5.1H420

 萬盛水科技有限公司 5.1H525

 沃图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5.1H655

 希阿埃水泵 ( 上海 ) 有限公司 5.1H537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5.1H627

 浙江克瑞丰球泵业有限公司 5.1H602

 无锡美瑞克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6.1H207

 宁波爱德油塞制造有限公司 5.1H703

 安徽亚兰密封件有限公司 5.1H339

 安徽东方龙机械有限公司 5.1H306

 安徽国泰泵科技有限公司 5.1H817

 安徽华力泵业有限公司 5.1H377

 安徽江南泵阀有限公司 5.1H360

 安徽绿环泵业有限公司 5.1H845

 安徽舜禹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5.1H365

 安徽星球盛唐泵业有限公司 5.1H468

 安徽真信涂料有限公司 6.1H788

 安徽纵横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6.1H320

 兴宁市奥浦合金工业有限公司 5.1H825

 无锡爱圣拓克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6.1H453

 北京鼎瑞特阀业有限公司 6.1H306

 北京精艺立业阀门有限公司 6.1H132

 北京诺兴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5.1H362

 上海未蓝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5.1H776

 渤海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6.1H466

 泊头市艾克泵业有限公司 5.1H281

 泊头市郁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1H106

 沧州康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5.1H331

 沧州市坤泰金属制品制造有限公司 6.1H291

 常州澳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1H586

 常州诚磊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577

 常州昊杉塑业有限公司 5.1H759

 常州新能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6.1H323

 常州市远程电子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6.1H382

 常州市三佑塑业有限公司 5.1H759

 常州伟琪弹簧科技有限公司 6.1H379

 常州新江南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5.1H498

 常州市宝通阀业有限公司 6.1H278

 上海臣源实业有限公司  5.1H408

 中国 · 海兰富泵业有限公司 5.1H644

 华柔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6.1H114

 中国联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6.1H263

 中国 · 强大阀门有限公司 6.1H650

 安徽腾龙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5.1H733

 中国 · 科科阀门实业有限公司 6.1H145

 中国 · 唐工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6.1H455

 池州市中智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211

 池州市富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1H137

 池州市信佳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6.1H270

 池州市日升阀门管件制造有限公司 6.1H356

 浙江天天阀门有限公司 6.1H419

 柯逻斯泵业（上海）有限公司 5.1H658

 Daegu Metropolitan City 5.1H213

 大连埃斯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6.1H294

 大连环友屏蔽泵有限公司  5.1H702

 丹隆自动化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6.1H592

 德尔玛轴承有限公司 5.1H352

 德帕姆 ( 杭州 ) 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5.1H366

 东台市瀚晨管业有限公司 6.1H498

 东营嘉扬精密金属有限公司 5.1H396

 意立 ( 上海 ) 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6.1H695

 欧瑞传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1H553

 飞宇法兰有限公司 6.1H399

 烽豹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6.1H261

 上海孚因流体动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6.1H344

 福力德泰克亚洲泵业 ( 北京 ) 有限公司 5.1H566

 福建立松金属工业有限公司 5.1H501

 福建泉昇水泵有限公司 5.1H836

 福建省银象电器有限公司 5.1H610

 阜宁县太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1H415

 永嘉县未来广告有限公司 6.1H383

 巨龙电机（宁德）有限公司 5.1H324

 巩义市瑞轩管道设备厂 6.1H686

 河北光德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6.1H161

 管阀宝 5.1H102

 广东瑞荣泵业有限公司 5.1H340

 广东永力泵业有限公司 5.1H256

 广州市百福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5.1H642

 广州标宝泵业有限公司 5.1H831

 广州三晶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5.1H449

 国工阀门有限公司 6.1H223

 海城三鱼泵业有限公司 5.1H431

 上海哈连阀业有限公司 6.1H165

 杭州埃梯梯泵业有限公司 5.1H541

 杭州春江阀门有限公司 6.1H457

 杭州冠邦泵业有限公司 5.1H472

 杭州霍韦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5.1H441

 杭州宏图密封件科技有限公司 5.1H866

 杭州蓝源水泵有限公司 5.1H728

 杭州普普科技有限公司 5.1H838

 杭州仁祥泵业有限公司 5.1H536

 杭州西也纳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6.1H375

 杭州西子泵业有限公司 5.1H668

 河见泵业（上海）有限公司 5.1H513

 广汉鸿达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5.1H675

 河北宏邦阀门有限公司 6.1H221

 河北瑞拓密封件有限公司 6.1H248

 河北硕泉泵业有限公司 5.1H376

 河北永泉电机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5.1H305

 合肥皖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5.1H727

 河北迪凯管道制造有限公司 5.1H156

 河南伟创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5.1H335

 河南远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1H373

 惠州市源立实业有限公司 5.1H230

 台湾宏泵集团 5.1H409

 艾德秀 ( 宁波 ) 管业有限公司 6.1H459

 爱诺阀门温州有限公司 6.1H571

 INEM Co., Ltd. 6.1H675

 丹阳市云孚科技有限公司  5.1H863

 天津国际机械有限公司 6.1H253

 爱彼亚斯粘合剂（嘉善）有限公司 5.1H761

 江门麦加道机电厂有限公司  5.1H724

 江苏富罗泰克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6.1H221

 江苏华青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5.1H254

 江苏汇朗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6.1H786

 江苏精科泵业有限公司 5.1H939

 江苏凯泉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5.1H426

 江苏兰阀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6.1H260

 江苏兰菱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6.1H599

 江苏建湖县华鑫自控电器厂 5.1H372

 江西格来利泵业有限公司 5.1H609

 江阴市金球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5.1H687

 江阴市不锈钢材料厂 5.1H557

 焦作万瑞工贸有限公司 6.1H211

 赤士盾嘉兴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1H574

 嘉善迪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6.1H205

 嘉善县环球机械密封件厂 5.1H767

 济南高仕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6.1H369

 金华金力士泵业有限公司 5.1H737

 金华倍特泵业有限公司 5.1H673

 宁波金科磁业有限公司 5.1H126

 若森环境工程（苏州）有限公司 5.1H942

 凯沅泵业有限公司 5.1H349

 科密特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5.1H765

 肯佐控制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6.1H334

 Korea Water And Wastewater Works Association  5.1H217

 昆山奥兰克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5.1H255

 昆山泰洛克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5.1H374

 拉法泵业科技（宁波）有限公司 5.1H901

 莱芜燕山新材料有限公司 5.1H824

 蓝霸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1H650

 廊坊禹神节水灌溉技术有限公司 6.1H293

 兰溪久佳自控阀门厂 6.1H371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 5.1H437

 良工阀门集团浙江大业法兰有限公司 6.1H241

 临沂三威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5.1H316

 隆仕新材料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5.1H812

 隆尧诚信阀门有限公司 6.1H309

 鈺德聯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1H358

 洛阳亨盛密封件有限公司 6.1H771

 安徽阿莫斯泵业有限公司 5.1H157

 迈特泵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H502

 孟村回族自治县中宝法兰管件制造有限公司 6.1H238

 百鸿国际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5.1H762

 栗铁（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6.1H376

 南京米诺给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5.1H248

 南京威乐泵业有限公司 5.1H520

 宁波宝得电磁阀有限公司 6.1H587

 宁波宝蒂塑胶阀门有限公司 6.1H568

 宁波市博业塑胶阀门有限公司 6.1H401

 宁波方力密封件有限公司 5.1H475

 宁波意德西专用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5.1H722

 宁波捷诚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5.1H741

 宁波精丰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5.1H904

 宁波凯鑫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6.1H413

 宁波源达机电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6.1H669

 宁波永久磁业有限公司 5.1H334

 宁波全佳气动元件制造有限公司 6.1H587

 宁波泰顺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6.1H484

 宁波天工机械密封有限公司 5.1H562

 宁波鑫象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5.1H947

 宁波旭泰橡胶工业有限公司 5.1H229

 宁波市镇海迅驰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5.1H966

 宁德市大裕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5.1H501

 宁德市东风电机有限责任公司 5.1H410

 宁国市东津泵业有限公司 5.1H370

 欧拉姆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220

 蓬莱环得钢阀有限公司 6.1H258

 蓬莱金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5.1H280

 普联力量智能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6.1H452

 普仑斯 ( 福建 ) 泵业有限公司 5.1H410

 谱罗顿智控电子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5.1H648

 普轩特泵业有限公司 5.1H853

 青岛保税区立腾贸易有限公司 5.1H413

 巧谷（佛山）科技有限公司 5.1H821

 青岛精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1H418

 青岛金大鹏粉体科技有限公司 6.1H601

 青岛良邦供水设备有限公司 5.1H529

 衢州市东凯胶业有限公司 5.1H782

 瑞安市宏力科技有限公司 6.1H136

 润皎阀业（上海）有限公司 6.1H126

 三禾电器（福建）有限公司 5.1H344

 兴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1H417

 山东科仨加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6.1H367

 山东莱德管阀有限公司 6.1H674

 山东中力高压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6.1H325

 上海艾尔泵阀有限公司 5.1H364

 上海佰诺泵阀有限公司 5.1H521

 上海拜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H871

 上海博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1H764

 上海中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5.1H683

 上海弛泉泵阀（集团）有限公司 5.1H505

 上海科秀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5.1H769

 上海奕览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6.1H677

 上海法鸣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5.1H312

 上海阜隆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6.1H365

 上海吉谷化工有限公司 5.1H569

 上海泽中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6.1H133

 上海光春动平衡机设备有限公司 5.1H875

 上海冠头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5.1H373

 上海海德隆流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5.1H616

 上海海泉泵业有限公司 5.1H861

 上海航祎贸易有限公司 6.1H105

 上海浩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1H521

 上海浩洋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5.1H717

 上海华丰水泵厂 5.1H529

 上海环信减振器有限公司 6.1H279

 上海海费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6.1H677

 上海捷顿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6.1H492

 上海精士自动化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5.1H521

 上海进亨给排水设备有限公司  5.1H517

 上海吉水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5.1H301

 上海琚氟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6.1H451

 上海凯凡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5.1H108

 上海凯仕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5.1H451

 上海凯源泵业有限公司 5.1H260

 上海克础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1H428

 上海克兰密封件有限公司 5.1H106

 上海科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5.1H869

 上海奇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1H257

 上海金申橡胶制品厂（普通合伙） 6.1H347

 上海凯斯特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5.1H320

 上海阔为贸易有限公司 5.1H310

 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 6.1H661

 上海联阳金属橡胶有限公司 5.1H725

 上海灵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1H371

 上海南市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5.1H835

 上海南艺管业科技有限公司 7.1H516

 上海尼可尼流体系统有限公司 7.1H289

 上海人民企业集团水泵有限公司 5.1H662

 上海电站阀门厂有限公司 6.1H423

 上海普中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6.2H111

 上海瑞邦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5.1H643

 上海高田制泵有限公司 5.1H660

 上海上民泵业有限公司 5.1H446

 上海上源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5.1H425

 上海晟霸机电有限公司 5.1H577

 上海示扬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5.1H813

 上海舜隆泵业机械有限公司 5.1H463

 上海辛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5.1H757

 上海中韩易捷特阀门有限公司 6.1H597

 上海淞江减震器制造有限公司 5.1H416

 上海泰丰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5.1H236

 上海泰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5.1H545

 上海沃陆电气有限公司 5.1H913

 上海若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6.1H499

 上海望源测控仪表设备有限公司 5.1H311

 上海万迅仪表有限公司 6.1H596

 上海威斯特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5.1H326

 上海温腾流体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6.1H117

 上海信陈机电有限公司 5.1H921

 上海禹格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6.1H400

 上海佑建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6.1H803

 上海永亨阀门有限公司 6.1H279

 上海晰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H491

 上海禹成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6.1H495

 上海赟逸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6.1H363

 上海正兴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6.1H146

 上海志力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5.1H846

 上海中泉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5.1H313

 上海中一泵业有限公司 5.1H816

 上海中英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6.1H347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6.1H394

 上海庄吉金属软管制造有限公司 5.1H811

 沈阳恒屹实业有限公司 6.1H790

 沈阳利通给水工程有限公司 5.1H383

 深圳市摩控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1H436

 深圳市欧利德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5.1H375

 深州市胜利汽车方向盘厂 6.1H288

 石家庄博欧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5.1H777

 思玛特阀门 ( 大连 ) 有限公司 6.1H562

 四川海鹰阀门有限公司 6.1H215

 天津中阀流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6.1H104

 特阀江苏流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1H129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6.1H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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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若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5.1H318

 苏州金创新天管业有限公司 6.1H259

 苏州锐创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6.1H203

 山西源盛铸锻实业有限公司 5.1H713

 太仓艾格鲁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5.1H629

 台州宝马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5.1H465

 台州市飞帆泵业有限公司 5.1H445

 台州市绿科工贸有限公司 5.1H867

 台州煌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H418

 台州市健昌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5.1H771

 台州今普机电工贸有限公司 5.1H796

 台州巨航自动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6.1H247

 台州开利泵业有限公司 5.1H317

 台州市路桥汇茂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5.1H849

 台州市模客模具有限公司 5.1H689

 台州天扬机电有限公司 5.1H533

 台州通禾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6.1H296

 台州威斯顿机电有限公司 5.1H634

 台州市握奇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1H790

 台州市兴民塑胶有限公司 5.1H121

 台州市涌鑫泵业有限公司 5.1H783

 台州浙峰泵业有限公司 5.1H677

 台州浙里泵业有限公司 5.1H307

 台州正立电机有限公司 5.1H336

 台州正锣机电有限公司 5.1H328

 特宏阀门有限公司  6.1H660

 泰拉尔通用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5.1H329

 中华流体动力协会 6.1H341

 天工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6.1H551

 天津滨海国机阀门有限公司 6.1H286

 天津市川鎏阀门有限公司 6.1H356

 天津科瑞德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6.1H384

 大禹阀门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6.1H153

 天津埃克森阀门有限公司 6.1H333

 天津银河阀门有限公司 6.1H439

 天津市嘉祥泰瑞阀门有限公司 6.1H323

 天津京阀科技有限公司 6.1H463

 天津市迈雷德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6.1H385

 天津斯特尔泵浦科技有限公司 5.1H601

 天津特克执行器有限公司 6.1H430

 天津市塘达阀门厂　 6.1H109

 天津市塘沽塘阀阀门有限公司 6.1H286

 天津市天飞海泰阀门有限公司 6.1H378

 天津欣美特阀业有限公司 6.1H112

 天津远飞阀门有限公司 6.1H465

 天台鑫凯橡塑有限公司 5.1H480

 铁岭忠远阀门有限公司 6.1H389

 天津阀世博机械有限公司  6.1H290

 珍钢（上海）阀业贸易有限公司 6.1H107

 捷流阀业（苏州）有限公司 6.1H337

 Valvosanitaria Bugatti S.p.A. 6.1H424

 维捷（苏州）三维打印有限公司 5.1H109

 威球（天津）阀门有限公司 6.1H779

 温岭帝都尔机电有限公司 5.1H485

 温岭市沙玛机械有限公司 5.1H275

 温州奥企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459

 温州巴尔阀门有限公司 6.1H437

 温州奔鑫法兰有限公司 6.1H120

 温州滨特尔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6.1H437

 温州博玥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6.1H229

 温州诚通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6.1H685

 温州晨球阀门有限公司 6.1H257

 温州奇胜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6.1H372

 温州电泰阀门有限公司 6.1H163

 温州迪科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141

 温州市鼎创企划有限公司 6.1H399

 温州富创机械有限公司 6.1H311

 温州富邦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5.1H770

 温州市富田不锈钢管有限公司 5.1H611

 温州力金四氟密封件厂 6.1H687

 温州浩工阀门有限公司 6.1H233

 浙江灵腾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6.1H235

 温州华坚阀门有限公司 6.1H767

 温州吉川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6.1H120

 温州靖君阀业有限公司 6.1H359

 温州锦洋不锈钢有限公司 6.1H220

 温州巨景管阀配套有限公司 6.1H141

 温州金意来阀业有限公司 5.1H820

 温州珺如阀门有限公司 6.1H593

 温州市凯丰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6.1H148

 温州市康峰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6.1H307

 温州市克远阀门有限公司 6.1H777

 温州兰盾阀门有限公司 6.1H315

 温州市良强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6.1H353

 温州联和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6.1H217

 温州市龙湾永中正盛阀门管件厂 6.1H218

 温州龙泽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6.1H415

 温州麦哈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6.1H490

 温州市美日德阀门制造厂 6.1H331

 温州美亚广告企划有限公司 6.1H163

 温州麦斯凯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6.1H353

 温州市欧正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304

 温州瑞通阀门有限公司 6.1H208

 温州经济开发区沙城球贡阀门厂 6.1H118

 温州苏通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6.1H289

 温州同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1H314

 温州通能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1H380

 温州市拓谱隆工贸有限公司 6.1H118

 温州特利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5.1H252

 温州沃顿阀门有限公司 6.1H237

 温州万豪科技有限公司 6.1H487

 温州万宇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6.1H500

 温州沃得森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483

东泰盛世国际广告（北京）有限公司 

 温州市鑫鸿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6.1H491

 温州新明钢铁有限公司 6.1H361

 温州市新洲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6.1H114

 温州雅比斯阀业有限公司 6.1H238

 温州扬宏阀门有限公司 6.1H687

 温州易得福管阀有限公司 6.1H315

 温州永德信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5.1H543

 温州远博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6.1H147

 温州市源达阀门有限公司 6.1H276

 温州远特管件制造有限公司 6.1H249

 温州源通阀门管件有限公司 6.1H304

 温州市源宇机械有限公司 5.1H664

 温州跃中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6.1H477

 温州誉正阀门有限公司 6.1H468

 温州正海密封件有限公司 6.1H353

 温州正远阀门有限公司 6.1H399

 温州振宏阀门球体有限公司  6.1H469

 温州志通管业有限公司 6.1H229

 上海飞瀚工贸有限公司 5.1H710

 福建万达电机有限公司 5.1H501

 武汉华易科技有限公司 6.1H301

 武汉钜威天数字化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1H363

 芜湖杰诺科技有限公司 6.1H286

 芜湖耐得胶管阀业有限公司 6.1H157

 吴江市金诺通风减震设备厂 5.1H394

 无锡市倍特流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6.1H591

 无锡市诚信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6.1H431

 无锡市奇胜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6.1H130

 无锡福斯拓科科技有限公司 6.1H103

 无锡市法兰克阀门执行器制造有限公司 6.1H206

 无锡市宏锐通机械厂 6.1H206

 无锡市取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5.1H492

 无锡芯感智半导体有限公司 5.1H779

 无锡申海供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5.1H568

 无锡市胜普斯流体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6.1H571

 无锡市圣汉斯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6.1H581

 无锡文森特阀业有限公司 5.1H815

 无锡纬途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6.1H662

 无锡市无双水泵有限公司 5.1H607

 无锡中安工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5.1H666

 厦门伯士雷阀门有限公司 6.1H302

 厦门日久泵业有限公司 5.1H315

 厦门科恒塑胶有限公司 5.1H242

 厦门麦丰密封件有限公司 5.1H755

 厦门三厘塑胶管路有限公司 6.1H429

 厦门协羽塑胶工业有限公司 5.1H332

 西安汇源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6.1H417

 浙江新高泵阀系统有限公司 5.1H704

 新宝 ( 德州 ) 工业有限公司 6.1H443

 邢台山峰特种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5.1H484

 星宇电子（宁波）有限公司 6.1H577

 雅玛达（上海）泵业贸易有限公司 5.1H268

 盐城神风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5.1H330

 扬中市好特阀业有限公司  6.1H493

 扬中市正国密封件有限公司 5.1H972

 扬州市扬修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6.1H239

 宜兴市协成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5.1H153

 宜兴市运博科技有限公司 5.1H302

 山东沂源瑞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1H701

 优抚泵业（上海）有限公司 5.1H493

 永嘉县天山工业泵厂  5.1H453

 永嘉县京城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5.1H909

 永嘉县吉通广告有限公司 5.1H872

 永嘉县联兴阀门有限公司 6.1H689

 永嘉龙禹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292

 永嘉县奇维工业泵厂 5.1H104

 永嘉九月红传媒有限公司 5.1H872

 永嘉日盛阀门有限公司 6.1H489

 永嘉三和弹簧有限公司 6.1H251

永嘉杰锐阀门有限公司 

 永嘉县双龙广告有限公司 6.1H397

 永嘉县兴武泵阀有限公司 6.1H396

 永嘉县永工阀门有限公司 6.1H284

 优众新能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5.1H435

 温岭市源达电机厂 5.1H486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6.1H201

 乐清市嘉扬电气有限公司 5.1H876

 乐清市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5.1H330

 乐清市南海水泵厂 5.1H319

 乐清市圣杰电气有限公司 5.1H688

 乐清市悉欧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5.1H768

 玉环利群阀门有限公司 6.1H102

 玉环锐加阀门有限公司 6.1H398

 余姚市佳亿电磁阀厂 6.1H283

 余姚市神洲电磁阀有限公司 6.1H428

 ZERO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Co., Ltd. 5.1H216

 浙江艾力芬特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5.1H705

 浙江爱力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H753

 浙江安达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5.1H837

 浙江澳翔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6.1H561

 浙江百家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433

 浙江百乐泵业有限公司 5.1H565

 浙江博豪阀门机械有限公司 6.1H113

 浙江奇志电机有限公司 5.1H676

 浙江德丰阀门有限公司 6.1H387

 浙江丁一不锈钢有限公司 6.1H475

 浙江东流泵业有限公司 5.1H849

 浙江东菱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673

 浙江同心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5.1H578

 浙江杜理德阀门有限公司 6.1H388

 浙江亿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H323

 浙江亿能泵业有限公司 5.1H454

 浙江飞克泵业有限公司 5.1H749

 浙江丰源泵业有限公司 5.1H401

 浙江富莱欧机电有限公司 5.1H721

 浙江满毅电气有限公司 5.1H177

 浙江加耐特阀杆有限公司 6.1H257

 浙江冠力阀门有限公司 6.1H273

 浙江固达泵业有限公司 5.1H686

 浙江国邦电气有限公司 5.1H573

 浙江海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5.1H745

 浙江海蝶阀门有限公司 6.1H266

 浙江海盛金环机械有限公司 5.1H726

 浙江韩诺泵业有限公司 5.1H834

 浙江浩丰阀门有限公司 6.1H494

 浙江恒科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473

 浙江华尔士自控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6.1H350

 浙江华工阀门有限公司 6.1H477

 浙江华西电子有限公司 5.1H333

 浙江汇南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5.1H567

 浙江汇正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6.1H110

 浙江杰特工贸股份有限公司 5.1H165

 浙江杰迪泵业有限公司 5.1H650

 浙江加诚橡胶有限公司 5.1H240

 浙江迦密阀门有限公司 6.1H233

 浙江积力阀门测控有限公司 6.1H699

 浙江精卫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6.1H395

 浙江久鼎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6.1H496

 温州科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6.1H393

 浙江灵腾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6.1H235

 浙江斯耒特潜水泵有限公司 5.1H561

 浙江联大锻压有限公司  6.1H117

 温州市良丰阀门公司 6.1H225

 浙江联华阀门有限公司 5.1H909

 浙江利尔多阀门有限公司 6.1H219

 浙江力高泵业科技有限公司 5.1H478

 浙江联宜电机有限公司 6.1H162

 浙江乐蛙泵业有限公司 5.1H479

 浙江鲁溪密封件有限公司 5.1H549

 浙江茂业阀门有限公司 6.1H388

 浙江米勒水暖有限公司 6.1H467

 浙江欧德隆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6.1H668

 浙江欧蒙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447

 浙江瓯明流体铸业有限公司 6.1H590

 浙江省磐安县帕尔管业有限公司 5.1H870

 浙江珀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6.1H316

 浙江强业管件有限公司 5.1H232

 浙江秦江机电有限公司 5.1H905

 浙江日井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5.1H348

 浙江瑞思拓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331

 浙江融科电机有限公司 5.1H685

 浙江盛锋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6.1H473

 浙江神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H636

 浙江双强阀门有限公司 6.1H453

 浙江森友环保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5.1H225

 浙江松海法兰制造有限公司  6.1H435

 浙江天鹰机械密封件有限公司 5.1H636

 浙江拓尔普科技有限公司 6.1H121

 浙江万时达电机有限公司 5.1H509

 浙江华昕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5.1H518

 浙江沃曼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1H359

 浙江万士通阀门有限公司 6.1H497

 浙江西菱股份有限公司 5.1H679

 浙江兴伟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6.1H479

 浙江秀泰阀门有限公司 6.1H387

 浙江旭隆电器有限公司 5.1H177

 浙江旭腾阀门有限公司 6.1H280

 浙江阳旭阀业有限公司 6.1H419

 浙江一莎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271

 浙江永星台钻制造有限公司 6.1H600

 浙江永园阀门有限公司 6.1H317

 浙江优博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6.1H231

 浙江远安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6.1H313

 浙江越连机电有限公司 5.1H650

 浙江越沪机电有限公司 5.1H549

 浙江泽浩泵业有限公司 5.1H337

 浙江中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6.1H163

 浙江卓克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6.1H776

 浙江澳滨泵业有限公司 5.1H427

 郑州福锐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5.1H772

 中国 · 正洲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6.1H149

 浙江铭泉水暖设备有限公司 5.1H780

 志泰阀门有限公司 6.1H471

 中立阀门 -- 青县兴业铸造有限公司 6.1H390

 中山市奥邦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6.1H133

 中山铧福五金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5.1H557

 珠海经济特区顺益发展有限公司 5.1H962

 淄博市淄川金星弹簧厂 6.1H598

 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5.1H810

韩国展团 5.1H217

台湾展团 6.1H341

www.flowtech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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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名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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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及成套供水展5.1H 馆 / 阀门管件展6.1H 馆

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名单截止于 2018 年 4 月中旬



微信公众号
FLOWTECH国际泵管阀展

一分钟完成观众预登记

5/31：      9:00A.M. to 5:00P.M.

6/1：      9:00A.M. to 5:00P.M.

6/2：      9:00A.M. to 3:00P.M.

 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市青浦区盈港东路168号

漏损控制与智慧水务高端论坛

2018长三角建筑给排水设计师大会（热水及海绵城市）

2018中石化物资采购评标及标书制作培训会

第二届垃圾渗滤液处理技术论坛

第二届上海HSE之泵阀流体论坛

地铁：2号线徐泾东

常州市  无锡市  苏州市  南通市  宜兴市  南京市  杭州市  嘉兴市  绍兴市  宁波市

联络人：叶先生            咨询电话：021-51099795         传真：021-64644008

QQ号：1459061895       电邮：booking@orient-explorer.com.cn

www.flowtechsh.com(中文) / expo.flowtechsh.com(英文)

展会时间

展会地址

现场会议

展馆交通

专车开放城市

酒店住宿

官网

在线网络预登记

电话预登记

进入“上海国际泵管阀展”官网（www.flowtechsh.com）
点击“观众预登记”

一分钟完成观众登记 快速报名免费专车 快速报名同期会议

扫描右方二维码
推
荐

VIP绿色通道！

人工服务！贴心
您可以致电021-33231373，
我们会有人工客服为您提供信息登记！

预登记后，您能享受的福利有：

2018年上海国际泵管阀展

2018年上海国际泵

参观预登记

展商亮点升级，体验大升级！

福利福利福利

现金交通补贴
关注微信号“FLOWTECH国际泵

管阀展”，点击下方“参观登
记”获得交通补贴券，

即可在展会现场获
得现金交通补

贴

1
福利福利福利

8G内存U盘
内含展会电子会刊；帮两位同

事/同行做预登记即可获得

2
福利福利福利

现场专设抽奖区
奖品包含Iphone X、华为手
机、小米AI智能音响等，

价值总额8万元以上

3

福利福利

预登记观众
即可获得迷你风扇一个，

参与展会现场跑点积
分即可获得精美靠

枕

4
福利福利

免费胸卡快递到家
省去现场排队时间
登记，三天免费

参观

6

福利福利福利

       免费观展大巴
(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南通市，宜兴市，南

京市，杭州市，嘉兴市，绍兴市，宁波市)观展
巴士仅限相关行业的专业买家免费乘坐，实名

登记，凭手机确认信息及名片乘坐。(关
注微信号“FLOWTECH国际泵管阀

展”，点击下方“免费专车
预约”即可)

5

火热进行中

福福福福福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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