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鼓风机厂有限公司  

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同心风机配件有限公司      

重庆通用工业（集团）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 

百事德机械（江苏）有限公司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 

南通大通宝富风机有限公司 

鞍山钢峰风机有限责任公司        

苏州顶裕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砺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广东博赛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无锡宜友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沈阳鼓风机研究所 

石家庄金士顿轴承科技 

北京新安特风机有限公司   

无锡厚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安徽安风风机有限公司 

四平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三峰透平装备股份 

上海通用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罗泰风机有限公司 

威海克莱特菲尔风机 

浙江明新风机有限公司 

中达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溧阳福思宝高速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森桓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辽阳科通机械设备 

大连创思福液力偶合器成套 

山东海福德机械有限公司 

长沙鼓风机厂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鼓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九洲普惠风机 

河北骞海鼓风机有限公司 

 

 

 

江苏锡滚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光春动平衡机 

上海对中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风机装备有限公司 

沈阳鼓风机集团通风装备科技 

上海海能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信德乐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市中兴防爆风机叶轮制造 

济南山诚铸造机械有限公司 

福建福南轴承有限公司 

菏泽高峰电机有限公司 

杭州哲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普兴特风机制造有限公司 

能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 

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 

荣信汇科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太泽透平技术有限公司 

金华江科动力有限公司 

 

 

 

沈鼓集团往复机有限公司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阿特拉斯科普柯（上海）贸易 

贺尔碧格（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大隆机器厂有限公司 

广州奥风压缩机有限公司 

固耐重工（苏州）有限公司 

钛灵特压缩机无锡有限公司 

山东力久特种电机股份 

无锡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 

北京京城压缩机有限公司 

上海佳力士机械有限公司 

重庆气体压缩机厂 

江苏恒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华宇轴瓦有限公司 

 

 

 

埃克森美孚（中国） 

台州环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都福（苏州）工业设备 

蘑菇物联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浙江强盛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齐耀螺杆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压缩机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立丫实业有限公司 

扬中市汇巨塑电有限公司 

上海朗森热工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旌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博华信智科技股份 

深圳市百盛传动有限公司 

南安市大工机械有限公司 

宜兴市环宇轴瓦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中原滑动轴承 

上海赋瑞密封材料有限公司 

 

 

 

日本荏原机械 

大连海密梯克泵业有限公司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耐驰（兰州）泵业有限公司 

佶缔纳士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上海能源装备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连成(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泵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鼓风机集团核电泵业 

上海水泵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品星防爆电机有限公司 

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强大泵业有限公司 

山东双轮股份有限公司 

利欧集团湖南泵业有限公司 

蓝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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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阿波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巨能机械有限公司 

大耐泵业有限公司 

兰州海兰德泵业有限公司 

沈阳水泵研究所 

浙江澳滨泵业有限公司 

无锡新大力电机有限公司 

黄山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工业泵厂 

重庆明珠机电有限公司 

潍坊萨伯特精密转动设备 

杭州兴龙泵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减变速机 

河北恒盛泵业有限公司 

柳州市酸王泵阀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迈维动漫科技有限公司 

汉江弘源襄阳碳化硅特种陶瓷 

湖北同方高科泵业有限公司 

浙江爱力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肯富来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真空设备厂有限公司 

安徽亚兰密封件有限公司 

江苏科奥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华青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赛力制泵有限公司 

上海丹博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昆山南洋电机配件有限公司 

江苏亚梅泵业集团 

泰钢合金有限公司 

大连易辰流体设备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沈阳计算技术研究

所 

南通嘉安机械有限公司 

王子防腐工程（苏州）有限公司 

石家庄精特汽车零部件有公司 

嘉善光大机械密封件厂 

大连路阳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股份 

苏州创泰电子有限公司 

青岛鸿鑫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加拿大威兰阀门 

巴阀工业控制系统（南通）公司 

罗托克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莱斯安全阀门（天津）有限公司 

博纳斯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大高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阀门厂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智控科技股份 

上海开维喜阀门有限公司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站阀门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 

方正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阀门总厂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屯溪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良精阀门有限公司 

苏州安特威阀门有限公司 

大通互惠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 

浙江永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达阀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高中压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盐阀门机械有限公司 

兰州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慎江阀门有限公司 

四川精控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道森阀门有限公司 

河南省高山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冠龙阀门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盛世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伯特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科科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飞球（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维都利阀门有限公司 

乘风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宣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洲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开封高压阀门有限公司 

开封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思达德阀门公司 

济南迈克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良工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扬州电力设备修造厂有限公司 

安徽铜都流体科技股份公司 

浙江石化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力诺阀门有限公司 

丽水欧意阀门有限公司 

江苏圣泰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 

湖北泰和石化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一核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精工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美科阀门有限公司 

自贡新地佩尔阀门有限公司 

伯纳德控制设备（北京）公司 

浙江祥龙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 

无锡市亚迪流体控制技术公司 

凯泰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沪工阀门厂（集团） 

吉泰阀门有限公司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益都阀门集团 

保一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锅炉集团阀门有限公司 

上海凯科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 

江苏竹箦阀业有限公司  

上海凯工阀门有限公司 

山东奥科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埃柯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搜派师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蓬莱金创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潍坊裕川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市北方阀门控制设备公司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吴忠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高中压阀门有限公司 

苏州日进机械有限公司 

般德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圣博莱阀门有限公司 

江苏亿阀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市华海密封件有限公司 

苏州双金实业有限公司 

天津百利展发集团有限公司 

凯瑞特阀门有限公司 

温州滨特尔控制有限公司 

上海增欣机电科技股份公司 

浙江英洛华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公司 

温州市润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泵阀总厂有限公司 

上海如实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新络科阀门有限公司 

河北光德流体控制有限公司 

北京裕泰行新材料科技公司 

永嘉三和弹簧有限公司 

立信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江南阀门有限公司 

成都中寰流体控制设备股份 

无锡福斯拓科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电站辅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明通实业发展（集团） 

河南大信阀门有限公司 

江苏圣业阀门有限公司 

 

 

 

 

 

 

 

 

 

 

 

唐工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大连亨利测控仪表工程公司 

武汉华易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威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盐电阀门有限公司 

超核阀门有限公司 

常州诚磊阀门科技有限公司 

兴伟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阀门五厂有限公司 

南京择善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隆尧诚信阀门有限公司 

江苏万和涂装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精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苏正自控阀门有限公司 

浙江联大锻压有限公司 

四川兰天低温技术开发公司 

宁波纽帕得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西博思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扬州市兰陵智控阀门有限公司 

成都双高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彰贵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银河阀门有限公司 

天津斯迈利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昱锦弹簧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裕巨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阀门工业协会 

温州市阀门协会 

厦门市阀门行业协会 

天津市阀门泵业商会 

四川阀门协会 

 

 

 

 

 

 

 

 

 

 

 

 

 

 

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创力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柳杭减速机有限公司 

山西大新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常州市南方电机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科仪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蓝菱真空设备制造公司 

江阴天田真空设备制造公司 

浙江台州环球真空设备制造 

浙江杭真能源科技股份公司 

 

 

 

杭州制氧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氧） 

四川空分设备（集团） 

开封开兴空分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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