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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专心/专业 25载 铸就广东国际压力容器品牌展

2023 第七届广东国际工业锅炉压力容

器及压力管道技术展览会
China(Guangdong) International Pressure Vessel and Pressure

Pipeline Technology Exhibition 2023

时间：2023 年 5 月 29-31 日

地址：广东佛山潭洲国际会展中心（佛山市顺德区工展路 1 号）

指导主办： 承办单位：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广州市禾川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气体行业协会 广州流体展览有限公司

广东省制造业协会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无损检测专业委

员会

协办单位：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节能专业委员会 河源市特种设备协会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气瓶专业委员会 云浮市特种设备协会

广州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佛山市顺德区特种设备协会

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华南绿色工业创新联盟

佛山市特种设备协会 江苏省阀门工业协会

东莞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广东省产业园区协会

惠州市特种设备协会 广东省造纸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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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工业锅炉和压力容器是重要的热能动力设备和能源储存设备，是国民经济各

行各业中必不可少的工业设备。随着国家“制造 2025”和产业转型开放的政策

推进实施，工业锅炉和压力容器提高技术水平，加快清洁燃烧技术开发，节能降

耗成为行业发展关键。未来工业锅炉及压力容器行业，在节能、环保、新能源利

用、信息化融合等领域，通过研发、转化、集成创新等手段，形成一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为我国工业锅炉及压力容器行业持续发

展提供足够技术支撑。促进行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佛山是非常特殊的明星城市，是广东第三大城市，全国制造业中心，中国新

一线城市。佛山制造业基础雄厚，在家电制造、制造装备业、陶瓷建材、金属材

料加工、电子信息产业、塑料制品、精细化工及医药行业、家具灯饰，食品饮料

行业是全国重要生产基地，佛山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制造业基地。“2023 广

东国际工业锅炉压力容器及压力管道技术展览会”将于 2023 年 5 月 29-31 日

在佛山潭洲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将促进工业锅炉和压力容器行业更好发展。

展会以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为主线，将展会办成集展览展示、贸易洽谈、技术交

流，产业投资为一体的行业盛会。

为何参展：
一工业锅炉和压力容器国际贸易平台： 组织单位将组织 40 多个国家 10000 多

名专业观众参观采购。

二、重点邀请：组织单位重点邀请石油化工、电子电器、 交通运输、汽车工业、

造纸印刷、建筑工程、市政工程、能源环保、机械装备等行业人士参观采购。

茂名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

珠海市特种设备协会 广东省涂料行业协会

江门市特种设备协会 广东省流体机械技术学会

肇庆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茂名市石油化工行业协会

清远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浙江省泵阀行业协会

阳江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惠州市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韶关市特种设备协会 广东省电镀行业协会

潮州市特种设备协会 南雄市化工行业协会

广州市化工行业协会 广州市化工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广州市计量行业协会 广州市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协会



3

三、定向邀约国际买家：主办单位办展 25 年，对数据库内 60 多万海外买家定

期发送邮件，反馈展会进展情况，助力参展商开拓海外市场，预计本届展会海外

观众达 500 家以上。

四、强强联手、合作共赢，组织单位与 60 多家相关下游行业商协会和 30 多家

能源化工产业园区合作，邀请专业观众参观采购。

五、全方位宣传：组织单位与 300 多家媒体和 50 多家海外推介平台达成战略合

作，全程推广。

六、同期活动，前瞻行业未来：同期举办 20 多场活动，对话行业大咖，前瞻行

业发展前景，让展会集展览展示、贸易交流、投资洽谈、技术交流为一体全方位

活动。

展会回顾：
展会面积：20700 平方米，其中国内面积 20000 平方米

海外展区面积 700 平方米
展商数量：433 家，其中国内展商 403 家，海外展商 30 家
观众数量：12354 人，其中国内 12322 人，海外 32 人
同期活动：11 场
会议代表：1735 位，其中国内代表 1722 人，海外代表 13 人

同期活动（详细资料备索）：
2023 广东特种设备协会锅炉，压力容器，管道科技成果发布会

2023 广东省特种设备行业协会节能环保技术论坛

2023 广州检验检测与无损检测行业高峰论坛

2023 广东工业气体技术创新发展高峰论坛

2023 一带一路国际能源化工装备与技术创新高峰论坛

2023PE 管道检测技术交流会

2023 广东国际流体机械技术创新高峰论坛

2023 广东省电镀工业技术创新高峰论坛

2023 华南环境产业发展论坛暨水处理技术交流会

2023 技术创新产品评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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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范围：
一、锅炉展区：

 电站锅炉、垃圾焚烧锅炉、超临界锅炉、燃煤锅炉、有机热载体锅炉、循环

流化床锅炉、铸铁锅炉、燃油气锅炉、括冷凝式锅炉等；

 电加热锅炉：电加热锅炉、电加热元件产品及安全控制装置等；

 生物质利用技术与产品：生物质、木屑、秸秆等、锅炉、城市垃圾焚烧锅炉、

生物质收集加工设备等；

 其他供热产品与技术；家用锅炉、挂壁式锅炉、热风炉、太阳能利用设备、

热泵、热电冷联产设备等；

 废热、废气、废弃物利用技术和产品；各种余热锅炉、废弃物焚烧热回收设

备等；

 锅炉辅机及燃烧设备：锅炉水处理设备、除尘脱硫脱硝等烟气净化设备、锅

炉及系统自动控制装置、监测仪器仪表及计量装置、泵与阀门、管道、供热

通风系统设备、燃烧技术与产品、各种燃烧装置、包括燃油气燃烧装置、燃

煤燃烧装置等；

 锅炉生产工艺设备及材料：各种钢铁及特种钢铁、各种焊接技术与设备、下

料及成型技术与设备、无损检测技术与设备、机械加工技术与设备、制造用

检测仪器仪表、各种耐火及耐磨材料、其它相关新材料等。

二、压力容器：

 一、二、三类高、中、低压力容器：用于冶金、石油化工、医药、食品、印

染、环保、航空航天等压力容器;搪玻璃不锈钢压力容器及有色金属压力容器；

 非金属压力容器：石墨、玻璃钢、全塑压力容器；

 气瓶：无缝气瓶、焊接气瓶、液化石油气钢瓶、溶解乙炔气瓶、车用气瓶、

低温绝热气瓶、缠绕气瓶非重复充装气瓶、特种气瓶、气瓶充装计量及安全

保障设备等；

 移动式压力容器：铁路罐车、汽车罐车、长管拖车、罐式集装箱、槽车。

三、压力管道展区：输油管道、输气管道、燃气管道、热力管道、工艺管道、动

力管道、制冷管道、无缝钢管、焊接钢管、有色金属管、铸铁管、非金属材料。

四、安全阀展区：重锤杠杆式安全阀、弹簧微启式安全阀、脉冲式安全阀、全封

闭安全阀、半封闭式安全阀、开放式安全阀、弹簧微启封闭式高压安全阀、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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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启式安全阀、中启式安全阀、直接作用式安全阀、非直接作用式安全阀、常温

安全阀、高温安全阀、固定不可调安全阀、可调安全阀等。

六、第三方检测的仪器、配套生产企业及检测机构：锅炉检测设备、压力容器检

测设备、压力管道检测设备、智能控制、检测仪器仪表、测试及计量装置，特种

设备检测系统、智能计量与控制系统、无损检测仪器、烟气检测设备、质检信息

化系统解决方案、检测认证机构（特种设备许可证、管理体系认证、工业产品认

证、欧盟认证、资质认证、管理咨询项目等）。

六、制造技术：焊接设备、卷板机、管道成型机、数控管机、倒角机、喷砂机、

罐体式电磨装置、无接检测设备等。

参展流程：
一、参展单位收到参展资料

二、主办单位对申请参展企业审核，留参展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存档，审核同意

后确定展位

三、参展企业填参展合同并电邮或传真主办方

四、参展企业按合同规定付款方式付款，并将汇款底单回发主办单位备查

五、款项到账后，主办单位发《展位确认书》至参展单位

六、参展单位凭《展位确认书》报到参展

展位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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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刊广告及其它广告：

广告类型、价格和说明

会刊广告 现场广告、其它广告
◆封面：28000 元 （140×210mm） ◆参展证广告：30000 元/项
◆封底：20000 元 （140×210mm） ◆参观证广告：50000 元/项
◆封二：12000 元 （140×210mm） ◆参观证广告：50000 元/项
◆封三：12000 元 （140×210mm） ◆参观门票广告：5000 元/1 万张（210×90mm）
◆扉页：13000 元 （140×210mm） ◆手提礼品袋广告（单面）：20000 元/1 千个

◆彩色内页：6000 元 （140×210mm） ◆产品推介会：参展企业 8000 元/场 （30 分钟）
非参展企业 16000 元/场（30 分钟）◆黑白内页：3000 元 （140×210mm）

现场广告详细资料备索

组委会联系方式：
组织单位：广州市禾川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流体展览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燕岭路 89 号燕侨大厦 2110 室
公司电话：020-22031351

公司传真：020-22031359

邮 箱：hc@flowexpo.org

公司网址：www.flowexpo.org

http://www.flowexpo.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