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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前预览（三）
采稀智能装备（苏州）有限公司

统。公司总部位于英国，服务于石油、天然气、石化、

Suzhou Caixi Smart Equipment Co., Ltd.

公用市政、水清洁与污水处理、消防、建筑等其他因

展位号 ：A101

气体或蒸汽意外泄漏有可能产生爆炸或毒气威胁的

采稀智能装备（苏州）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为造

行业。

纸企业提供高性能的节能设备的企业。目前公司自主
产品有 ：织物在线高压清洗设备，刮刀设备，校正张

深圳默斯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紧设备以及高速卫生纸纸机的起皱刮刀架和纳米镀膜

MOSYE Technology GMBH

合金起皱刀片。

展位号 ：A105
深圳默斯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是德国默斯技术有限

苏州迈瑞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设在中国的办事处，成立于 2012 年，是一家专业

无锡福贝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厂）

提供德国默斯在线水分仪产品销售和技术服务的高新

Suzhou Malikei Machinery Co., Ltd.

技术企业。目前，默斯已经开发出多套适合各种工况

展位号 ：A102

的在线水分测量解决方案，是全球专业的水分测量解

苏州迈瑞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无锡福贝斯新材

决方案提供商。

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高速纸机陶瓷脱水元件
和面板维修的企业，以先进的设计理念和精湛的加工

品雅科技集团 / 苏州谱若塔控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工艺为依托，为国内外客户（包括理文造纸有限公司、

Pinja Group / Protacon (Suzhou) Co., Ltd.

APP 金光集团、台湾正隆集团、马来西亚慕达集团、

展位号 ：A110

韩国 Ajin P&P Co.，Ltd.、南非 PMT 等）供货。

品雅（Pinja）科技集团是芬兰最大的独立于制造
商的造纸行业工艺设计、工厂设计、结构设计、设备设

北京科尔康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计和自动化 / 数字化系统专业供应商之一，是芬兰顶级

Crowcon Detection Instruments Limited

造纸行业工程科技公司，立足于设计和实施高难度的

展位号 ：A104

工业生产过程，电气和自动化解决方案。自动化领域

北京科尔康安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开发、制造和

涵盖了从原料处理自动化到仓储管理系统所需的所有

销售易燃易爆、氧气、恶臭及有毒气体检测仪器及系

工程工艺知识 ；关键的优势领域包括整厂综合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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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系统维护服务以及与客户合作完成产品开发项

东莞市华星胶辊有限公司

目。公司提供基础设计、系统工程、监理、交钥匙工

Dongguan Huaxing Roll Covering Co., Ltd.

程、优化和诊断等各种工程技术服务，同时也提供断

展位号 ：A203

纸检测、木片水分检测、振动检测等设备。公司提供

东莞市华星胶辊有限公司不断投资研发辊子包

多元化的设计和工程服务，涉及 DCS、PLC、电气化

胶新技术和生产加工新工艺技术，造纸辊包胶采用世

和仪器仪表工程、厂房及设备、工艺和机械工程，纸

界领先的奥地利包胶技术，由欧洲技术专家把关技

机传动系统供应商，工厂工程 ；纸厂生产线工艺及系

术和质量，先进的机加工辅助设备为辊子包胶最终

统优化及诊断，涉及从纸浆备料到仓储全流程 ；复卷

出厂外型尺寸及表面状态提供严格保证。目前公司有

机及包卷线优化工程及服务 ；仓储系统专业方案供应

大型机床、排钻、磨床等一系列设备，能为最大直径

商 ；状态监测系统 ；信息系统及机器视觉解决方案 ；

2.0 m×12 m 面宽的辊子进行包胶，质量可达 80 t。

断纸检测，纸幅边缘检测及网部纠偏控制 ；木片、废
纸水分测试 ；纸机改造及重建工程。
上海申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Shanghai Shenlu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江苏凯恩斯泵阀有限公司
Jiangsu Kaiensi Pump Valve Co., Ltd.
展位号 ：A225
江苏凯恩斯泵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KS 系列高效

Co., Ltd.

节能无堵塞无泄漏纸浆泵，KHW 型混流泵，KLP 型中

展位号 ：A111

浓浆泵，ZW 系列自吸排污泵，DG、DY、DF 系列多

上海申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门研发与生产造纸
行业专用的液体与粒状染料。染料产品包括现代造纸
工业使用量最大的工业包装纸与纸板类染料 ；用于多
用途办公及印刷用纸显白与调色的染料 ；最新开发的

级离心泵，KAP 系列无堵塞纸浆泵，KJ 系列低脉冲纸
浆泵，IS 系列清水泵，ISR 系列热水泵，KPY 系列热水
循环泵，S、SH 系列单级双吸离心式清水泵，IH 系列化
工泵，QW 系列潜水排污泵，ISG 系列立式管道泵。

植物纤维反应性染料用于特种纸的开发与生产 ；热敏
染料、晶状荧光增白剂等新纸张用染料品种也开始投
放市场。公司在提供染料的同时，成立的上海智匠工
业自动设备有限公司可提供应用染料有关的工艺配套

浙江海盾特种阀门有限公司
Zhejiang Hiton Special Valve Co., Ltd.
展位号 ：A301
浙江海盾特种阀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设备。

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流体控制阀生产企业，创立
江苏旭田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于 1999 年，历经十几年的发展和创新，现已成为行业

Jiangsu Xuti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achinery

专业领域的标杆企业之一。公司主要产品 V 型调节球

Co., Ltd.

阀、刀型闸阀、O 型切断球阀、蝶阀和调节阀，广泛

展位号 ：A116

应用于造纸行业。

江苏旭田环保机械有限公司主要产品分为立式打
包机，全自动卧式打包机，半自动卧式打包机，套袋
机， 输 送 机， 清 废 除 尘 系 统 等 几 大 系 列。 经 过 不
断 提 升 与 创 新， 公 司 现 已 拥 有 欧 盟 CE 认 证、SGS、
ISO9001 ：2008 质量体系认证及 TüV 认证，并拥有几
十项自主研发专利，被授予国家高新科技企业称号，
在国内拥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份额并出口日本、东南亚、
欧美及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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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章鼓力魄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Zhanggu LIPORI Power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A321
江苏章鼓力魄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山东章鼓与杭
州力魄锐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企业，是一家集研发、生
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能源动力企业。章
鼓力魄锐以成为能源动力解决方案领导者为目标，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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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定制各类叶轮机械产品，包括离心真空泵、曝气机、

废弃物回收设备，如造纸废渣回收设备、农作物废弃

蒸汽压缩机、离心压缩机、ORC 余热回收涡轮、LNG

秸秆处理设备、污水处理设备、餐厨垃圾处理设备，

势能发电机等。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造纸、环保、医药、

压力容器及非标槽罐 ；也为各大纸厂提供废纸原料的

能源、化工、冶金、钢铁、电力、纺织等相关领域。

湿浆和干浆解决方案。公司生产的设备已在全球各大
纸企成功应用，如 APP、SCG、晨鸣纸业、玖龙纸业、

洛阳市太学染化有限公司

理文纸业等。

Luoyang Taixue Dyes Co., Ltd.
展位号 ：A421
洛阳市太学染化有限公司创立于 1987 年，一直致
力于造纸粉状、液体染料及颜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主要产品为造纸专用液体染料、粉状染料及液体

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
Dandong Yalu River Reﬁning Plate Co., Ltd．
展位号 ：A531
丹东鸭绿江磨片有限公司是生产造纸磨片、人

颜料。产品应用领域覆盖包装纸、文化纸、生活用纸、

造板磨片、制药磨片的专业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特种纸等各类纸厂客户群体。

磨片生产基地。目前公司产品的国内用户达 1000 余
家， 产 品 远 销 日 本、 法 国、 芬 兰、 澳 大 利 亚、 俄 罗

海南芒果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斯、 印 度 尼 西 亚、 美 国、 泰 国、 巴 基 斯 坦 等 国 家 和

Hainan Mango Color Technology Co., Ltd.

地区。

展位号 ：A425
海南芒果色彩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服务造纸、
包装、印刷等多个行业的色彩测量专家。作为美国
“Rainbow Color Tech Limited”公司的亚太地区合作伙

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Xinhe Paper-making Engineering Co., Ltd.
展位号 ：A548

伴和唯一授权方，公司专业代理 RCT 系列色彩管理产

山东信和造纸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造纸工

品以及相关软件、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工作。公司通

程设计研发、机械制造、工程安装调试、造纸项目总

过与“Rainbow Color”的深度合作交流，已逐渐成为

包于一体的服务于造纸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主打产

在线色彩测量和色彩控制行业的领先品牌。

品 为 幅 宽 2000 ～ 5600 mm、 车 速 600 ～ 1800 m/min
的节能环保卫生纸机，产品销往国内，并畅销于欧洲、

江苏正伟机械有限公司

东南亚、西亚、南美等地区。

Jiangsu Zingwell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 ：A429
江苏正伟机械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造纸机真空辊、
导辊、胸辊、驱网辊、压榨辊、施胶辊、涂布辊、卷
纸辊、瓦克缸、弧形辊、多节辊、复卷机底辊 ；辊面

四川高达科技有限公司
Sichuan Gaoda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A568
四川高达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计

包覆橡胶、聚氨酯、复合材料。公司提供辊面研磨、

算机应用研究所下属军转民企业，也是西门子在中国

喷涂服务。

地区最重要的工业解决方案合作伙伴。主要产品 ：分
布式集散控制系统（DCS）、蒸汽（热泵）及冷凝水回

福建省轻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收控制系统、纸浆浓度检测系列产品、纸张质量控制

Fujian Light Industry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Co., Ltd.

系统（QCS）、面幅材料表面在线缺陷检测（WIS）、生

展位号 ：A521

产流程在线实时监控系统、电气传动控制系统、工厂

福建省轻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专门致力于生产废

信息管理系统（MIS）、城市综合垃圾处理控制系统、

纸制浆造纸设备和制浆造纸工程服务，以及其他固体

工业废水处理控制系统等系列产品。近年来在水泥、
2020年第8期 《造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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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化、环保治理、电力和制糖等行业进行了大力

纸行业提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机电一体化专有智能造

拓展，并取得了很好的业绩。

纸装备制造商。

山东欧佩德昌华华林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Shandong OPD Changhua Hualin Paper Machinery

Zhengzhou Leizhan Technology Paper Machinery Co., Ltd.

Co., Ltd.

展位号 ：A668

展位号 ：A603

郑州磊展科技造纸机械有限公

山东欧佩德昌华华林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是中国最

司以市场为导向，专业开发筛选设

具实力的造纸机械生产企业之一，始建于 1967 年。公

备、除渣设备、碎浆设备、磨浆设备等制浆造纸成套

司主要产品包括各种造纸机，如文化纸纸机、包装用纸

设备。公司拥有精良的数控机械加工设备和齐全的产

纸机、涂布纸纸机、卫生纸纸机以及包括靴压、膜转移

品检测手段，技术力量雄厚。公司拥有专利 40 项，已

施胶机及全自动卷纸机等在内的纸机关键零部件。

通过 ISO 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法国 BV
认证、德国莱茵认证。

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
Zhengzhou Yunda Paper Machinery Co., Ltd.

大连宏亚泵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 ：A633

Dalian Hongya Pump Industry Co., Ltd.

郑州运达造纸设备有限公司创建于 1981 年，是中
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造纸备浆和流送系统成套设备生

展位号 ：A717
大连宏亚泵业有限公司是集研发、设计、生产制

产企业。主要研发生产备浆系统设备，如链板输送机、

造于一体的专业纸浆泵生产企业，公司拥有国际一流

废纸散包干法筛选系统、鼓式碎浆机、D 型连续碎解

的纸浆泵生产工艺，引进国际一流的水利模型，产品

系统、中浓碎浆机、旋鼓式粗筛、中浓压力筛、低脉

广泛应用于造纸业、制糖业。公司为玖龙纸业、亚太

冲内流压力筛、SSC & SSF 超级筛、盘式浓缩机、浮选

森博纸业、广东造纸厂等知名造纸企业提供服务。

脱墨机、双盘磨浆机、锥形磨浆机、热分散系统、造
纸固体垃圾处理系统等设备。

圣坦撒罗齿轮箱（苏州）有限公司
Santasalo Gears (Suzhou) Co., Ltd.

绵阳同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Mianyang TOC Auto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 ：A671

展位号 ：A723
圣坦撒罗齿轮箱（苏州）有限公司主要产品为工
业减速机，拥有 D 系列、D1 系列、CN 系列、Q 系列

绵阳同成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1994 年成立，

及 CD 系列减速机以及分段式齿圈，产品应用于工业

成立之初为一家自动化公司，主要致力于造纸行业专

设备中的皮带机、提升机、板喂机、磨机、回转窑、

业自动化产品、技术的研究、生产和推广应用，至今

破碎机及堆取料机等的驱动，在各个行业具有广泛应

已陆续开发了可涵盖制浆造纸全流程的自动化控制过

用。公司对产品提供全寿命周期内的维修服务。

程的多项造纸专用自动化产品，部分产品和技术填补
了国内空白，为提高中国造纸企业的整体运营效率发

溧阳市江南烘缸制造有限公司

挥着重要作用。2008 年公司调整产品结构以及市场发

Liyang Jiangnan Dryer Manufacturing Co., Ltd.

展战略，成功开发了多系列智能流浆箱、高速卫生纸

展位号 ：A823

纸机、涂布白纸板纸机、特种纸纸机等系列产品。通

溧阳市江南烘缸制造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钢制烘

过 6 年多的努力，企业已成功从主要从事造纸厂自动

缸、 钢 制 扬 克 烘 缸（ 直 径 1500 ～ 7500 mm， 幅 宽

化产品研发和工程集成的自动控制供应商转型成为造

1000 ～ 12000 mm，车速达 2200 m/min 以上）；高速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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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纸机的各种高速纸辊、冷缸等制造、镀铬及表面处

沁阳市兴华造纸装备有限公司

理 ；专业提供 OEM 加工及制造配套卫生纸纸机通用部

Qinyang Xinghua Paper Machinery Co., Ltd.

件 ；制造各种一、二、三类碳钢、不锈钢压力容器。

展位号 ：A901
沁阳市兴华造纸装备有限公司是集科研攻关、设

杭州杭化哈利玛化工有限公司

计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的大型造纸设备生产企业。

Hangzhou Hanghua Harima Chemical Co., Ltd.

公司的服务包括提供新纸机的关键设备以及完整的生

展位号 ：A831

产线，主要包括各种高强瓦楞 / 牛皮箱纸板机、文化纸

杭州杭化哈利玛化工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并设有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开发中心和研发

纸机、卫生纸纸机，同时还可以根据客户需求定制部
分或完整的生产线设备。

中心，具备技术力量雄厚的开发应用人才队伍及先进
的科研仪器和制造装备。公司通过引进吸收及自主创

浙江锐步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新相结合，拥有多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发明专

Zhejiang Ruibu Flow Control Co., Ltd.

利。目前，产品种类有造纸用干 & 湿强剂、浆内（乳

展位号 ：A903

液松香）施胶剂 & 表面施胶剂、涂布用造纸助剂、造

浙江锐步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是工业自动化流

纸用生物酶制剂以及其他特种造纸助剂等五大系列、

体过程控制阀专业制造商，主要产品为气动、电动控

30 多个品种。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优越的性价比，

制阀，包括 V 型调节球阀、O 型切断球阀、调节阀、

在造纸用化学品领域处于技术领先水平，产品覆盖全

高性能蝶阀、刀闸阀和执行机构等产品，为客户提供

国多家大中型造纸企业。

全方位流体控制解决方案。产品广泛应用于制浆造纸、
化工、生物科技、环保、能源等工业企业自动化控制

杭州纸友科技有限公司

的前端执行部件。

Hangzhou Papermate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A831
杭州纸友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家造纸化学品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杭州市化工研究院的成果产业化基地，

德州市巨星暖通造纸设备厂
Dezhou Juxing Ventilation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 ：B203

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变性淀粉系列产品，应用领域涵

德州市巨星暖通造纸设备厂是一家专业从事纸机

盖造纸、食品、纺织等行业，年生产能力 40 万 t。在

通风干燥设备的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浙江、吉林、山东创建了 4 个生产基地。

的高新企业。主要产品有 ：密闭气罩、余热回收装置、
车间通风系统、扬克式气罩、呼吸式气罩、热交换器、

浙江杭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暖风机、热风风机、排风风机、热风干燥箱、纸幅转向

国家造纸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器、袋区吹风箱、各种纸幅稳定器。

Zhejiang Hanghua New Materials S.&T. Co., Ltd.
National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上海斐卓喷雾系统有限公司

for Paper Chemicals

Shanghai Feizhuo Spray

展位号 ：A831

System Co., Ltd.

国家造纸化学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国唯一的
造纸化学品国家级研究中心，是集研发、转化、产业

展位号 ：B201
上海斐卓喷雾系统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经过

化、人才培养、行业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科创平台，

多年的发展，已形成工业喷嘴、脱硝喷枪、喷雾系统

重点研发特种造纸化学品、淀粉衍生物、生物质基功

三大业务格局，子公司上海斐卓喷雾净化设备有限公

能材料等领域，服务于造纸化学品行业和造纸行业。

司是国内空气过滤器设备的主要供应商。斐卓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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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代表性的喷嘴及喷雾系统制造商之一，凭借先进

苏州鑫锐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的技术、可靠的质量和完善的服务，已成为业内具有

Suzhou XinRuiTian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 Ltd.

竞争力的喷嘴品牌，产品先后出口到日本、韩国、意

展位号 ：B315

大利、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家。公司还可以依据

苏州鑫锐天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营品牌雷茨

客户特殊需求，定制专属喷雾应用方案，为客户解决

（RAETTS）源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高速离心风机和

生产、生活应用中的实际问题。

风刀干燥系统供应商之一。旗下有雷茨超级风机系列、
雷茨探索者系列、雷茨空气悬浮鼓风机系列及雷茨科

山东盛太锆业资源有限公司

恩达风刀等产品，为全球客户提供节能、高效、稳定

Shandong Shengtai Zirconium Resources Co. , Ltd

的高速离心风机和风刀干燥系统。在世界各地被广泛

展位号 ：B205

应用于电子半导体、食品医药、超声波清洗、酒水饮料、

山东盛太锆业资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主要

污水处理、气力输送、表面处理等行业。

产品有氧化锆、锆珠、硅酸锆、锆英砂、锆英粉、陶
瓷结构件等六大品类 40 余种规格。十余年间从事锆

西尔伍德机械有限公司

产品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Cellwood Machinery AB

业，山东省战略新兴产业。

展位号 ：B321
西尔伍德机械有限公司作为专业的热分散系统生

奥斯龙泵业江苏有限公司

产厂家，全部设备为瑞典原装进口，为客户提供稳定

AOSILONG PUMP Industry Jiangsu Co., Ltd.

的质量保证。热分散系统是箱纸板制浆生产线中的关

展位号 ：B211

键设备，一套好的热分散系统，不但可以带来更好的

奥斯龙泵业江苏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泵类产品

纸面质量，还可以允许客户选择更宽范围的原料，降

生产经营企业，对水泵产品设计制造有多年历史，具

低原料成本，在处理过程中更节约能源。除了热分散

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和良好的市场信誉。公司引进先进

系统，公司还可以为客户提供高效节能的碎浆机系统，

的生产理念和工艺，与江苏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合作

白水回用的微滤机系统和厨余垃圾的预处理系统。

先后开发出 APP、WPP、NPP 系列，WS 浆泵系列及
WMF 螺旋浓浆泵和 QMF 螺旋浓浆泵系列等几十种离

滕州市润升辊业有限公司

心泵，适用于污水处理、电厂、浆厂、氧化铝厂、钢

Tengzhou Runsheng Roller Industry Co., Ltd.

厂等行业各种苛刻的工况条件。

展位号 ：B501
滕州市润升辊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中美技术合作的

三宝科学株式会社

现代化大型造纸辊子领域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公司旗

Sam Bo Scientiﬁc Co., Ltd.

下有滕州市永升胶辊厂、润升辊业江西华宇有限公司、

展位号 ：B220

润升辊业沭阳有限公司、青岛福克斯、润升（辽宁）

三宝科学株式会社的 WEPS 湿部终端过程模拟器

科技有限公司等分公司。公司引进世界领先的美国聚

是一种专门用于研究添加剂对纸张质量影响的理想、

氨酯旋转浇注技术及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拥有精深

独特的工具，用于控制和设置新化学品，测试新添加

的技术团队及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能为客户提供直

剂问题和开发新纸制品 ；对悬浮液剪切强度、添加剂

径 2000 mm，长度 12000 mm 的辊子包覆聚氨酯、橡胶、

的反应时间优化和排水条件进行了严格控制。公司还

复合材料、现场喷涂、大修等服务 ；同时还为客户提

生产技术性能与实际机制纸相似的特种纸 ；用户可以

供进口辊轴维修及纸机备品备件等服务。润升业务覆

从 WEPS 测试中得到手抄片、白水和排水曲线信息用

盖造纸、制浆、冶金、矿山、钢铁、薄膜、纺织等行业，

于研究。

产品已为众多知名企业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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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宝罗江苏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能检测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是造纸、瓦楞纸箱

Shangbaoluo Jiangsu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Co., Ltd.

及纸制品智能检测仪器设备专业品牌供应商。品享科

展位号 ：B515

技是国内较先倡导智能检测实验室信息化的纸制品仪

尚宝罗江苏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 SGZ 型

器制造商，公司的 MD17-F 系列检测仪器运用了物联

高效无堵塞无泄漏纸浆泵，STZ、SZP 型无堵塞纸浆泵，

网、网络云及大数据技术。产品技术处于国内领跑位

SZ 节能型离心泵，SJ 系列上浆泵，SWFB 无密封无泄漏

置，达到国际同行先进水平，产品远销国内及东南亚、

自控自吸泵，SPY 热水循环泵等离心泵产品，公司具备

中东、欧洲、非洲及南美洲地区 80 多个国家。品享科

承接造纸、制糖、钢铁、冶金、环保、电力、制药、印染、

技已经为全球近 5000 多家科研院校、造纸包装企业及

化工、市政工程等泵类产品生产配套的能力。

纸制品使用终端客户提供了专业的包装检测设备及品
质管理解决方案。主要业务范围 ：纸制品检测仪器，

杭州北辰轻工机械有限公司

QMS 品质管理系统，实验室规划及培训，仪器计量与

Hangzhou North Star Light Industry Co., Ltd

维护，纸制品产品检测。主要产品有 ：短距压缩仪、

展位号 ：B530

电脑抗张试验机、卧式电脑拉力仪、层间结合强度测

杭州北辰轻工机械有限公司（杭州蓝海永辰科技

定仪、纸板戳穿强度仪、纸板耐破度仪、纸箱抗压试

有限公司，杭州蓝海拓凡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集结

验机、纸管平压强度测定仪、打浆度仪、纸张厚度仪、

了浙江省造纸行业机械制造、机电设备、工艺技术、

圆形定量取样器、白度仪、色度仪、平滑度仪、纸板

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为中外造纸企业提供设

挺度仪、折痕挺度仪、光泽度仪、耐折度仪、撕裂度仪、

计与管理、机械加工、自动化等综合性服务。

柔软度仪、可勃吸水仪等。

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丹东新兴造纸机械有限公司

Shandong Chenzhong Machinery Co., Ltd.

Dandong Xinxing Paper Machinery Co., Ltd.

展位号 ：B626

展位号 ：B701

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造纸制浆备料设

丹东新兴造纸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

备和污泥浓缩设备。公司提供年产 40 万 t 箱纸板、15

一 家 专 业 制 造 各 种 规 格 烘 缸（ 合 金 烘 缸、 扬 克 烘

万 t 脱墨浆、7 万 t 非木材制浆生产线所需的整套制浆

缸、UNO） 和 压 榨 辊 的 独 资 企 业， 烘 缸 直 径 800 ～

备料设备及单机日处理能力为 12 ～ 70 t（绝干）污泥

3680 mm，幅宽最大 11 m，压榨辊直径 350 ～ 1800 mm。

的浓缩设备。

已通过 ISO9001：2008 认证及 TUV 认证，欧盟 CE 认证。
产品通过 SGS 标准检验，销售遍及国内，并出口至欧美、

苏州嘉研橡胶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Suzhou Jiayan Rubber Industrial Technology Co., Ltd.
展位号 ：B642
苏州嘉研橡胶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各种弧
形辊和高速展平辊。为各大纸厂或造纸机械厂提供材
料除皱技术。

浙江双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Zhejiang Shuangyuan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Co., Ltd.
展位号 :B705
浙江双元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造纸行业产品主要有 QCS 系

杭州品享科技有限公司

统、蒸汽冷凝水回收系统、DCS 系统、纸病在线检测

Hangzhou Pnshar Technology Co., Ltd.

系统，智能仪器仪表、卡车废纸水分仪等。公司在中

展位号 ：B643

国国内多个城市设有办事处，在东南亚设有售后服务

杭州品享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各类纸制品物理性

联络站，有近百位技术人员从事现场工作，快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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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客户。产品远销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南亚、

发、工程设计、新技术新设备研制、设备成套、技术服

中东、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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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点设计研究单位 ；是中国唯一同时具备制浆造纸和日用

Shandong Jiefeng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 Ltd.

化工、食品包装设备研究设计开发、工艺技术开发、工

展位号 ：B711

程设计和配套自动控制系统研制能力的专业单位。

山东杰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 D 型连续碎浆
系统由 D 型水力碎浆机、水力清渣机、圆筒筛、绞绳

浙江嘉科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机和剪绳机组成，用于废纸的碎解和排渣，实现连续

Zhejiang JK Fluid Machinery Co., Ltd.

化生产。公司生产粗筛选系统 ：升流式压力筛、轻渣

展位号 ：B913

分离机、转鼓尾渣筛、排渣分离机。

浙江嘉科流体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 年，是
生产机械密封的专业厂家。公司主营污水泵、离心

杭州四鑫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泵等机械密封、大轴径釜用机械密封、高压釜用密

Hangzhou Sixin Industrial Pump Manufacturing Co., Ltd.

封、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等中大型机械密封，以及各

展位号 ：B719

种橡胶波纹管等轻型机械密封。产品符合 GB6556—

杭州四鑫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开发、
生产制造、市场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专

86、DIN24960、ISO3069 等 标 准 和 釜 用 HG5—752、
HG21571—95 标准等。

业生产高速离心风机、纸浆泵、真空泵、离心泵、化
工泵、搅拌器等工业泵及其零配件，着力于造纸、污

青州三得不锈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水处理等多元化行业，产品销往国内各省市并远销海

Qingzhou Sande Stainless Steel Machinery Co., Ltd.

外多个国家。

展位号 ：B915
青州三得不锈钢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开发了多圆盘

枣庄市汉森造纸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过滤机无网袋冲孔板冷弯成型技术、边框冷弯成型技

Zaozhuang Hansen Paper Numerical Control Equipment

术，解决了冲孔板冷弯成型不稳定的难题，达到了目

Co., Ltd.

前世界先进水平。公司研制的多圆盘过滤机无网袋扇

展位号 ：B815

片，现正式投入生产。

枣庄市汉森造纸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主要从事分区可控中高软压光机的研发设计制造，软

杭州多博色彩科技有限公司

压光机、硬压光机、液压光机、液压系统改造以及复

Hangzhou Dobocolor Technology Co., Ltd.

合材料包胶生产销售。公司具有精良的生产设备，雄

展位号 ：B931

厚的技术力量，并拥有强大的科技开发、生产管理、

杭州多博色彩科技有限公司（Dobocolor）是纸张

销售服务机构，以最新的科学与创新技术立足市场，

颜色测量与色差控制技术服务商，成立于 2005 年 ；是

参与竞争，在国内外市场享有较高的知名度。

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科创型企业。主要
产品有 SPC100 在线式颜色测量系统、SPC80 手持式分

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光测色仪、doli 多力 T50 染料加注系统等。Dobocolor

Hmei Machinery & Engineering Co.

多博色彩自成立以来专注于造纸行业的纸张染色工艺

展位号 ：B911

和色差控制技术，能够为造纸企业提供一整套的非接

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制
浆造纸、日用化工、食品包装等轻工相关行业科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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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式在线颜色测量系统以及染料添加系统，帮助造纸
企业实现品质管理和颜色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