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国 际 造 纸科技展览会

■ CIPTE Report

2019中国国际造纸科技展览会

展前预览（三）
长沙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年，是中国最大的造纸毛毯及相关产品、服务的专业

Chaint Corporation

生产商。参展产品 ：单层底网系列造纸毛毯，双层底

展位号 ：B416

网系列造纸毛毯，三层底网系列造纸毛毯，化学处理

长沙长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业务范围 ：智能物流

系列造纸毛毯，大辊径压榨专用造纸毛毯，靴式压榨

仓储系统 ；AGV 自动引导车 ；制浆造纸智能装备，包

专 用 造 纸 毛 毯，BOM 系 列 浆 板 毯，BOM 系 列 干 毯，

括纸卷输送系统、各类纸卷包装机（拉伸膜包装和牛

螺旋干网，成形网。

皮纸包装），平板纸垛输送包装系统（拉伸膜包装和收
缩膜包装），全自动令纸包装机，备浆处理系统（浆包

BTG

及废纸包自动处理），成品浆板切板机及输送打包系

展位号 ：A523

统，自动控制和数据管理系统 ；智能物流分拣系统 ；
机器人应用生产线。

BTG 集团是一家为全球制浆造纸行业提供一体化、
高度专业化工艺解决方案的跨国公司，总部位于瑞士
Eclépens，拥有 4 个生产基地、3 个研究中心和多个区

昆山陆联力华胶辊有限公司

域应用中心。每一天，公司的员工都通过专业知识和

Kunshan ROLLIANZ LIHUA Rubber Roller Co., Ltd.

行业领先的技术帮助客户实现可持续的业务绩效增长。

展位号 ：B401

这包括世界领先的施胶机计量棒和棒座，高性能陶瓷

昆山陆联力华胶辊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2009
年投入生产。公司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 HVOF 热喷涂

刮刀和陶瓷涂层刮刀，高性能起皱刮刀和刀架，专业
刮刀和制浆造纸过程控制分析仪表和实验室仪器。

设备和技术，为客户提供专业可靠的热喷涂产品，应
用在烘缸、导辊、硬压光辊、复卷机等部位。可以为

山东丰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客户提供全方位的维修服务，包括游泳辊、分区可控

Shandong Fengx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中高辊、弧形辊真空辊的专业维修。

展位号 ：A486
山东丰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造纸

徐州三环工业用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通风、干燥、节能技术及设备的开发、研制、生产的

Xuzhou Tri-circle Industrial Fabrics Technology Co.,

专业公司，致力于现代造纸机最优通风状况的研究、

Ltd.

开发和应用，在不断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

展位号 ：A389

结合国内实际，开发研制了烘干部高温高湿优势密闭

徐州三环工业用呢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建于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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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器 ；
（PA、PB、PC 系列）袋区吹风箱 ；高效余热

叉车保有量超过 83 万台。集团拥有 13 个全球生产基

回收装置 ；高温高速扬克气罩 ；气浮热风干燥箱 ；气

地和 9 个研发、营销中心。在中国的工厂为中国地区

翼干燥器 ；铝合金栏杆走台，并可提供以上设备的系

的客户提供更符合中国客户习惯的产品。

统设计、解决方案或改造。
其中最新设计的丰信优势密闭气罩、高温高速扬

广州博依特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克气罩、气浮干燥箱产品国内领先，达到国际先进水

Guangzhou POI-TECH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平，是丰信与国内、外大型造纸机械集团的合作、配

Technology Co., Ltd.

套产品。

展位号 ：A823
广州博依特智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由华南理工大

绵阳同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学“节能与过程优化”科研团队于 2014 年创立，团队

Mianyang TOC Auto Equipment Co., Ltd.

长期从事流程工业（如造纸、陶瓷、水泥、玻璃、食

展位号 ：A617

品等行业）的过程建模、模拟与优化的深入研究和应

绵阳同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4 年成立，
成立之初为一家自动化公司，主要致力于造纸行业专

用实践。是工业大数据深度挖掘的开拓者，也是智能
制造和绿色制造协同创新的实践者。

业自动化产品、技术的研究、生产和推广应用，至今

公司秉承“跨界集成，协同创新，创造价值”理

已陆续开发了可涵盖制浆造纸全流程的自动化控制过

念，旨在提升用户生产效率，集成生产到管理、原料

程的多项造纸专用自动化产品，部分产品和技术填补

供应到产品销售等多维度实时历史数据，基于物联网、

了国内空白，为提高中国造纸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发

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挖掘工业数据价值，为企业及

挥着重要作用。2008 年公司调整产品结构以及市场发

客户提供安全、精准和全方位的服务。

展战略，成功开发了多系列智能流浆箱、高速卫生纸机、

公司总部位于广州，在佛山、清远、山东淄博等

涂布白纸板机、特种纸机等系列产品。通多 6 年多的

地设有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为客户和合作伙伴提供全

努力，企业已成功从主要从事造纸厂自动化产品研发

方位的大数据产品和本地化专业服务。公司专注于流

和工程集成的自动控制供应商转型成为造纸行业提供

程工业，成立以来服务了包括维达集团、理文造纸、

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机电一体化专有智能造纸装备制造

建晖纸业、金洲纸业、银洲纸业、珠海红塔仁恒、华

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很大程

丰纸业等数十家造纸企业，同时也为海螺水泥、马士

度的提高。

基、东鹏陶瓷、简一陶瓷、百事可乐、卡夫亨氏、益
海嘉里等百余家行业客户提供生产过程信息化解决方

上海海斯特叉车制造有限公司

案（EMS、EAM、MES）。

Shanghai Hyster Forklift Ltd.
展位号 ：A836

爱色丽德国分公司

海斯特诞生于 1929 年，在 80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X-Rite GmbH

凭借坚固耐用的品质赢得广泛声誉，至今在美国仍被

展位号 ：B209

作为“叉车”的代名词。并被独立媒体评为“总拥有
成本最低”的叉车品牌。
海斯特母公司海斯特—耶鲁物料搬运设备集团是

色彩工业的领军者爱色丽集团提供的（原格灵达 麦克贝斯品牌）ERX50 线上解决方案可为造纸工业节
约成本。自动闭环颜色控制系统帮助缩短改抄时间，

全球最大的叉车制造商之一，总部设在美国克里佛兰，

减少损纸或降级品及生产中“猜配方”的工作。独立

同时拥有海斯特、耶鲁、优特力三大叉车品牌组合服

的交钥匙工程安装快捷，只需停机 2 小时。整套系统

务于细分市场。目前全球雇员超过 5400 人，在全球的

价格合理，投资回收期较短，通常只需 9 ～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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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环龙技术织物有限公司

无人化解决方案，手持式蓝牙水分检测系统。公司主

Sichuan VANOV Technical Fabrics Co., Ltd.

要客户包括太阳纸业、博汇纸业、理文纸业等。

展位号 ：A535
四川环龙技术织物有限公司是集造纸网毯研发、

四川成发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专业服务商，公司 30 多年来一直

Sichuan Chengfa Paper Machinery Co., Ltd.

坚持以技术研发为先导，把“权威精到的产品设计、

展位号 ：A488

细致入微的贴身服务”作为企业经营和工作的宗旨，

四川成发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9 年，前身

拥有“GOBEAR”“环龙”两大知名品牌，并通过了

是军工企业成都发动机公司的下属企业乐山市成发造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建有成都、上海两

纸机械有限公司，2017 年被四川国众投资（集团）有

大产业基地。

限公司收购。经过多年发展，公司目前已达到年产 6 ～ 8
台幅宽 6000 mm 以下造纸机的生产能力，已成功向市

中轻特种纤维材料有限公司

场投运 120 多台造纸机，纸机已出口到俄罗斯、印度、

Sinolight Specialty Fiber Products Co., Ltd.

泰国、越南、吉尔吉斯斯坦等多个国家。

展位号 ：B912

公司主要产品 ：幅宽 6000 mm/ 车速 1000 mm 以

作为国内一流制浆造纸技术和产品孵化平台，中

内 的 箱 纸 板 机、 瓦 楞 原 纸 机、 灰 纸 板 机、 涂 布 白 板

轻特种纤维材料有限公司提供从技术咨询、样品分析、 （卡）纸机、文化纸机、特种纸机 ；并提供纸机的安装
小试试验、中试模拟直至规模生产等全产品、全流程

和调试服务。在技术上始终保持领先，比如国内首台

研制服务，同时也提供分切、涂布、压光等后处理的

5800/900（福建联盛）箱纸板机、首台 4500/750（江苏

加工服务和实操技能培训服务。

富星）涂布白纸板机都由成发纸机研发制造。

山东中力高压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Shandong Zhongli High Pressure Valve Co., Ltd.

Hangzhou Project & Research Institute of Electro-

展位号 ：B723

mechanic in Light Industry Co., Ltd.

山东中力高压阀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设计、研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现代化阀门、管件生产企业，

展位号 ：B818
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制

拥有 20 年以上造纸及纸浆行业服务工作经验，以技术、

浆造纸、日用化工、食品包装等轻工相关行业科研开发、

学习为导向，不断创新，提供各种定制的流体解决方案，

工程设计、新技术新设备研制、设备成套、技术服务

与数百家造纸制浆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和工程总承包等业务，是我国唯一专业从事制浆造纸、
日用化工和食品包装装备设计开发研制的国家级重点

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研究单位。

Shandong RichZon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B434

斯普纳工业有限公司

山东瑞中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致力于以优质的
产品和全心的服务，为造纸行业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

Spooner Industries Limited
展位号 ：A813

案。公司主营产品 ：整车废纸、木块、竹片微波水分

斯普纳工业有限公司自 1932 年以来始终作为行业

自动监测解决方案，煤矿全元素在线分析系统，单包

的创新领导者为各行业提供先进的技术，在各类产品

废纸、秸秆水分自动化监测解决方案，皮带式木块 / 竹

的干燥、固化、冷却和无接触操作等领域都拥有全球

片水分监测方案，原料水分监测流程及进厂称重流程

领先的技术和经验，在热传导、气浮技术和污染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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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并为越来越多的行业提供量身

2006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0 年被评

定制的解决方案。斯普纳的定制设备包括气浮式烘箱、

为区级技术中心，2011 年被评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气冲式烘箱、 气浮转向器等。

企业信用等级被评为 AA 级。主导产品的核心技术均
为企业自主研发获得，已获得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1 项，

Wetend Technologies Ltd.

已备案的企业标准 7 个。公司现有 8 个系列产品中，

展位号 ：A517

有 6 个产品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Wetend Technologies Ltd.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用于纸

公司主导产品 ：KZ 型宽流道纸浆泵、KH 型化工

和纸板生产的化学品混合技术公司。核心产品为创捷

流程泵、MZJ 型系列浆池浆塔搅拌器、DDM 型液压双

化学品混合器，现有 540 套创捷系统已经成功在欧洲、

盘磨、FJ 型低脉冲冲浆泵、GLS 型气液分离器及 FPB

北美和亚洲地区等全球 20 多个国家运行。创捷的成功

型滤液泵、HFF 型高频疏解机、MCP 型中浓浆泵、各

3

运行每年节约 7000 万 m 的清水，为造纸厂总节能超

种非标槽罐等，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现有产品除在国

过 350 万 kWh，并且每年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减少超

内 20 个省几百家大中型造纸企业使用外，还批量出

过 150 万 t。

口至阿尔及利亚、印度、缅甸、越南、马来西亚、泰
国、 阿 塞 拜 疆 等 国 家， 并 进 入 军 工 行 业， 赢 得 良 好

东莞市华星胶辊有限公司

声誉。

Dongguan Huaxing Roll Covering Co., Ltd.
展位号 ：B311
东莞市华星胶辊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造纸胶辊包
胶、维修的专业厂家，主要产品为压榨、施胶、涂布、
生活用纸及其他各类辊子的包胶及维修服务。广泛服

东莞桦桠刀具有限公司
Dongguan Huaya Knife Co., Ltd.
展位号 ：B901
东莞桦桠刀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

务于全国各省市及东南亚的造纸厂家。拥有大型、齐全、

销售造纸、纸箱、纸板、包装等行业精密刀具的企业，

完善、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

特别是用于造纸用复卷机刀，纸板行业的螺旋刀、横
切刀、钨钢刀，开槽刀，可满足全球市场的需求。

上海轻良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Qingliang Industry Co., Ltd.

淄博昌平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 ：A627

Zibo Changping Machinery Co., Ltd.

上海轻良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主要经营

展位号 ：B817

范围 : 各类长网造纸机，多长网、叠网造纸机，斜网特

淄博昌平机械有限公司是主要生产和研发棒条式

种纸机，高速新月型卫生纸机，施胶机，各类圆筒卷

筛鼓的专业厂家，公司在广泛引进和吸取国内外棒条

纸机，压光机，复卷机。也为客户提供区域升级和改

筛的先进制造工艺的基础上，结合国内造纸原料及制

造服务及备品备件服务。

浆流程的特点，研发出了具有独特工艺和具有高强度、
耐磨度，过浆流畅、适应性强的棒条式压力筛筛鼓。

杭州萧山美特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近几年公司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开发出成形网、毛布、

Hangzhou Xiaoshan Meite Light Industrial Machinery

干网全幅在线清洗，成形网、毛布全幅在线清洗是传

Co., Ltd.

统高压喷水管用水量的 1/3，在节约用水及污水处理费

展位号 ：A509

用方面成绩显著。干网在线清洗主要是清洁在生产中

杭州萧山美特轻工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
制造、销售于一体的造纸机械专业生产企业。公司于

大量堵塞网孔的黏胶物，提高干网透气度，减少断纸，
延长干网寿命，降低蒸汽消耗量，从而实现纸机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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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节能。公司还生产水碎叶轮、旋翼、给油分配器、

标 JIS、 德 标 DIN、 欧 盟 EN 等 标 准 组 织 生 产。 年 产

毛布纠偏器、校正器、涨紧器、刮刀等各种造纸配件。

能 可 达 20000 余 t， 规 格 涵 盖 f 12 ～ 2500 mm， 壁 厚
0.5 ～ 45.0 mm 的各类产品。公司拥有完善的质量检测

昆山科麦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控制体系，通过了 ISO9001、ISO1400、OHSAS 18001、

KHEMED Industries Co., Pte Ltd.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涉水产品卫生许可等，建立

展位号 ：B813

了物理、化学、光谱分析、管件检测等实验室，配备

昆山科麦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公
司一直专注于对各种分切刀具的研发生产，以及对刀
具工艺的持续改善、创新。本着创新设计质量至上的
®

工业 CT、光谱分析、试验机等检验检测设备。引入
ERP 系统，确保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
旗下金润德产品广泛应用于食品、医药、饮用水、

管制理念以科麦德公司 Otech KNIFE 自有品牌营销国

石油化工、造纸、发电、换热等领域，为广大客户提

内外。公司主营各种剪切刀具、各式气动分切刀具，

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并代理销售中国台湾、日本、德国的各种刀具。
公司经过数年发展已与日本刃物、德国刀具世界

湖南正达纤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等知名刀具厂家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在技术层面不

Hunan Genda Fiber Science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断完善升华，逐步为刀具在黏性材料业、纸张材料业、

Co., Ltd.

特种膜材料业生产过程中怎样更好地发挥刀具性能整

展位号 ：B323

理出一套完善的使用方案，更有效地帮助客户降低生

湖南正达纤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

产成本 ；具有节约资源的优势，使客户产品具有更高

于植物纤维中短纤维原料的高浓度磨浆系统的工艺技

的质量竞争力。

术的研发、优化以及设备的制造、销售和服务的高科
技公司。我国造纸原料 90% 以上是中短纤维原料，非

杭州四鑫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常适合高浓磨浆工艺。公司自成立以来，对高浓磨浆

Hangzhou Sixin Industrial Pump Manufacturing Co.,

工艺和设备中的关键技术难点如浓缩、输送、磨片的

Ltd.

设计（如避免纤维切断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开发。

展位号 ：B819

开发的高浓磨浆系统包括高浓磨浆机、无空磨专利磨

杭州四鑫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开发、

片、带式浓缩机、散料输送螺旋等成套设备，已获得

生产制造、市场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

10 项授权的发明专利，7 项实用新型专利。系统设备

业生产高速离心风机、纸浆泵、真空泵、离心泵、化

的设计和制造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目前已经将超过

工泵、搅拌器等工业泵及其零配件，着力于造纸、污

40 多条生产线从传统的低浓磨浆改造成了高浓磨浆，

水处理等多元化行业，产品销往国内各省市并远销海

为客户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产品出口到美国、中

内外多个国家。

东、东南亚等国家。

山东金润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雷勒过滤科技有限公司

Shandong Kingride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Qingdao Lehler Filtering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B811

展位号 ：B326

山东金润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

青岛雷勒过滤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高品质不锈

不锈钢工业焊管、钛合金、高镍合金等有色金属管的

钢楔形滤网、约翰逊网、涂料筛鼓、涂料压力筛、弧

新三板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金润德”为不锈

形筛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服务的综合型企业。产品

钢工业焊管专用品牌 ；按照国标 GB、美标 ASTM、日

用于造纸中制浆、胶液筛选、纤维回收与分级、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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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压缩设备 150 万台，产品远销世界 110 多个国家
和地区。

深圳蓝博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Shenzhen Lanbo Testing Instrument Co., Ltd.

嘉兴埃富得机械有限公司

展位号 ：B229

Jiaxing AFT Manufacturing Co., Ltd.

深圳蓝博检测仪器有限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应
用于造纸、包装和印刷领域的质量控制和工艺改进，

展位号 ：A833
AFT 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100 多年前成立的联合筛

许多顶级的国家科研机构、重点高校和大型企事业单

板公司。没有其他供应商在制浆和造纸领域有如此多

位引进了蓝博惠科相关产品，产品范围涉及检测仪器、

的筛选设计、制造和应用经验。AFT 是一家全球供应

实验分析软件和实验室解决方案。

商，为客户提供先进的浆纸配件、整机和系统优化服务。
公司日常有超过 100 人通过电话为客户提供技术支持，

广州振通机械有限公司

特别是筛选和打浆方面。

Guangzhou Zhentong Machine Co., Ltd.
展位号 ：B112
广州振通机械有限公司始创于 2007 年，公司拥有
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效团队，在工业传动
领域内，专注于机械传动件的研发和设计，主导产品

上海惠达造纸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Wise Trend Pap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A806
上海惠达造纸科技有限公司根植于制浆造纸行业，

有“振通传动”牌联轴器、安全扭力限制器、胀紧套、

从事造纸技术、机械自动化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制

锁紧盘、“万联”牌十字万向节和十字万向传动轴等近

造。公司拥有多名高级资深机械设计、工艺、自动化

千种品种。同时具有非标联轴器的开发和设计，及国

及安装调试工程师。在现阶段专注于纸机的升级优化

内产品互换，国外产品替换的能力。

及改造业务。

天津市祥瑞染料有限公司

浙江远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Tianjin Xiangrui Dyestuff Co., Ltd.

Zhejiang Remote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A837

展位号 ：A821

天津市祥瑞染料有限公司始建于 1998 年，专业生

浙江远盟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自动

产和制造直接染料、酸性染料和碱性染料。产品广泛

化与信息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10 多年来一直专注于

应用于纺织、印染、涂料、制革、木材、造纸、化肥

为用户提供高品质、专业的设备状态监测系统，致力

和种子等行业。20 年致力于染料的生产和研究，天津

于振动包经络算法、神经网络算法、聚类算法、机器

祥瑞已经成为中国知名的染料制造商和供应商，也是

自学习，物联网大数据公析、向用户提供无线智能振

华北区域最重要的出口商。

动预测、在线振动故障分析系统、大数据云振动诊断，
让设备 365 天运转无优，制造生产更智能化。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Xinlei Compressor Co., Ltd.

河北枣强县鼎好玻璃有限公司

展位号 ：A822

Hebei Dinghao FRP Co., Ltd.

鑫磊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6 年成立，是一家

展位号 ：A717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空气压

河北枣强县鼎好玻璃有限公司拥有制造各类清洁

缩机、鼓风机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年产各类

刮刀，尤其针对国废高速纸机、文化纸机、食品包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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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纸机，生活用纸纸机等。公司先进的刮刀夹具、刮

外包服务，为客户的非直接物料采购提供并实施定制

刀系统设计理念及加工能力，可以应对各种复杂的挑

化服务方案 ；为中小客户及供应商提供工业品电商平

战，满足每一位客户的理想要求。

台 ；为客户提供设备状态监测服务及通用设备维修
服务。

广东瑞全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Guangdong Ruiquan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Co.,

沁阳市兴华造纸装备有限公司

Ltd.

Qinyang Xinghua Paper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 ：B926

展位号 ：A839

广东瑞全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机械

沁阳市兴华造纸装备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1 年，是

动力元件和整机设备的新兴企业，主要致力于研发、

集科研攻关、设计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的大型造纸

生产、销售造纸、切纸机设备及其配件。

设备生产企业。公司的服务包括提供新纸机的关键设
备以及完整的生产线，主要包括各种高强瓦楞 / 牛皮箱

Sam Bo Scientiﬁc Co., Ltd.

纸板机、文化纸机、卫生纸机，同时还可以根据客户

展位号 ：A106

需求定制部分或完整的生产线设备。

WEPS 湿端工艺模拟器专为研究添加剂对纸张质
量的影响而设计。它是控制和配置新化学品、测试识

安丘市天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别添加剂问题以及开发新产品的理想工具。它严格控

Anqiu Tianli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Ltd．

制悬架剪切强度、添加剂接触时间的优化和排水条件，

展位号 ：A845

还可用于生产具有与机制纸密切相关技术特征的纸张。

安丘市天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

用户可以从 WEPS 测试中获得手抄片、白水和排水曲

专业生产高、中、低浓除渣器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线进行研究。

目前已拥有 26 项除渣器国家专利。2017 年被山东省中
小企业局评为全省的“隐形冠军”企业。公司产品在

山东奥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国内同行业中市场占有率达到 85% 的份额。产品销往

Shandong Aokai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国内近 20 个省市及日本、东南亚、南亚、东欧等地区。

Co., Ltd.
展位号 ：B921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造纸实验设备研发中心

山东奥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通过数年来的不

China National Pulp and Paper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断努力，在造纸机网毯清洗设备领域实现了多项突

Experimental Equipment R & D Center for Pulp and Paper

破，使造纸机的清洗系统节水达到 70% ～ 90%，节电

展位号 ：B912

70% ～ 90%，纸机断纸减少，纸页平整度提高，喷嘴

造纸实验设备研发中心 (EECPP) 重组于 2011 年 11

使用量减少，网毯寿命延长，维护工作量减少，已在

月，隶属于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部，专

国内 90 多台纸机使用，超出预期效果。

业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种优质造纸专用实验设备和检
测仪器。中心设计基地位于中轻大厦，生产基地位于

上海嘉岩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廊坊中轻造纸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心现有产品包括

Shanghai Jiaya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Co., Ltd.

制浆造纸实验及检测设备系列（电热旋转蒸煮锅、瓦

展位号 ：A831

利打浆机、凯塞快速纸页成形器、PFI 磨等）
、卫生用

上海嘉岩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是多品类、多
品牌动力传动产品的授权销售单位 ；提供工业品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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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标准汗布、标准媒剂、标准合成液、乙二胺标

胶制造商，在过去的 45 年中，公司的研发团队通过不

准溶液等）三大类 80 余种产品。中心设备和产品均符

懈的努力，在这一领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合 ISO、TAPPI 或相关国家标准。
造纸实验设备研发中心同时也提供制浆造纸实验

除天然橡胶外，公司使用各种可用于卷取轧辊生
产 的 聚 合 物 包 括 PU、 硅、Hyplone、EPDM、NBR 和

室的相关咨询、设计、改造、人员培训和整体解决方案，

NBR PVC。公司配备德国轧辊磨床，橡胶涂布用的条

并承接各种进口和国产制浆造纸实验设备的维修与保

形图生成器，进口车床设备及其他标准设备。

养服务。
造纸实验设备研发中心也是日本 KUMAGAI RIKI

陕西迈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KOGYO（KRK）公司的全线产品代理商，在销售 KRK

Shaanxi Maituo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Ltd.

实验设备和检测仪器的同时，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售

展位号 ：B801

后服务。

陕西迈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导产品为高速宽幅
造纸机械辊类产品及成套设备。经过 22 年不懈努力，

沁阳市沁科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公司以全球造纸机械设备的最先进技术为标准，视产

Qinyang Qinke Paper Machinery Co., Ltd.

品质量为生命，工艺先进性已与全球造纸装备的最先

展位号 ：A847

进技术同步。

沁阳市沁科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30 年前，位
于中国国内重要整套造纸装备生产基地。 公司致力于

大连明珠机械有限公司

各种造纸机械整套装备及相关备品备件的生产加工业

Dalian Mingzhu Machinery Co., Ltd.

务，如烘缸、各类辊、刮刀、张紧器、校正器等。公

展位号 ：B711

司拥有优秀的造纸机技术工程团队，可提供专业的造

拥有 58 年历史的大连明珠机械有限公司是造纸机

纸机方案图纸设计，造纸机改造技术服务和交钥匙工

械整饰设备和橡胶机械轧辊的优秀供应商，能够向全

程服务。

球客户提供冷硬铸铁造纸压光辊，橡胶机械轧辊，蒸
汽加热的热辊、导热油加热的热辊、游泳辊、游泳辊

江苏三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辊壳 ；固定中高硬压光机、软压光机，可控中高硬压

Jiangsu Sansh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光机、软压光机。目前，公司已经提供各种规格和适

Co., Ltd.

合各种纸张需求的软、硬压光机 600 多台及各种轧辊

展位号 ：A848

30000 多条到世界各地。

江苏三辉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专业从事污水和污泥设备的研发、制造及销售，

德州市巨星暖通造纸设备厂

并集工程设计和技术服务于一体。为客户提供各种量

Dezhou Juxing Ventilation Equipment Co., Ltd.

身定制的污水和污泥处理的领先技术、设计解决方案，

展位号 ：B101

从提供单体的机械设备到提供完整的系统方案，包括
咨询、设计、设备供货、指导安装、调试等交钥匙工程。

德州市巨星暖通造纸设备厂是一家专业从事造纸
机通风干燥设备的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体的高新技术公司。主要产品 ：密闭气罩、余热回收

ZENITH RUBBER PVT LTD

装置、车间通风系统、扬克式气罩、呼吸式气罩、热

展位号 ：A112

交 换 器、 暖 风 机、 热 风 风 机、 排 风 风 机、 热 风 干 燥

ZENITH RUBBER PVT LTD 是印度最大的工业橡

箱、纸幅转向器、袋区吹风箱、各种纸幅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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