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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地下管网是城市的“生命线”，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城市基

础设施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我国一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水平

相对滞后，亟待全力推进城市地下管网高质量建设。针对目前国内外疫情情况较严

峻，为响应国家防疫政策，我方特此推出本次征集活动，推动各相关单位协同发展。

随着技术的发展，非开挖敷设管道技术和管道修复技术在近年得到广泛的应用。

管道非开挖建设及修复是真正的无污染、高效率的施工技术，不仅将市政施工对于

城区交通、噪音、粉尘的危害和影响大大降低，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管道的使用寿命。

当前，根据有关主管部门和行业专家的意见，为进一步提高城市地下管道工程

建设及修复能力，推动产业建设与创新应用，现向行业企业征集了非开挖管道建设

及修复相关优秀技术、设备以及材料。征选和推荐一批非开挖管道建设及修复领域

优秀技术、设备和材料产品。本次征集领域为非开挖管道建设及修复相关单位，请

相关单位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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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Portescap

联系人：孙彦涛 Michael,Sun

电话：13501699846/021-34552330

邮箱：Yantao.sun@portescap.com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滨路 88 号丽宝广场 5 号楼 302 室

Room302,Building5, Lihpao Plaza,88 Shenbin Road,Minhang District,Shanghai

企业简介：

Portescap 于 1931 年成立于瑞士 ,2000 年被世界五百强丹纳赫集团收购 , 成立了

全球领先的”Danaher Motion”事业部 ,2018 年运动控制事业部与 Altra 合并 , 合并后

的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独立上市 , 成为年销售额超过 20 亿美金 , 全球领先的运动控制

集团。

Portescap 有超过 60 年的电机研发生产制造历史 , 致力于不断提升微型运动的精

度与效率 . 是小尺寸 , 大扭力 , 高质量的微型电机行业的领导者 . 产品服务于航天 , 医疗 ,

机器人等多个领域 . 为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Portescap was established in Switzerland in 1931, and was acquired by Danaher 
group, a fortune 500 company, in 2000 to establish the world's leading "Danaher 
Motion" business unit. In 2018, the movement control business unit was merged with 
Altra, and the merged company was listed independently in nasdaq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oming the world's leading movement control group with annual sales of 
more than 2 billion dollars.
Portescap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60 years of motor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and is committed to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micro-motion.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你是否曾经历过以下问题 .

· 爬行器爬行无力 ;

· 续航时间短 ;

· 机器人噪音大 ;

· 驱动器经常损坏 ;

· 进口电机价格太贵 ;

· 电机电刷掉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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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厂维修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成本 ;

Portescap 与很多国内 CCTV 机器人排名靠前的企业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 和

他们一起面对和解决了这些问题 , 如果您对这些问题也感兴趣 , 立即拿起你的手机 , 致

电 Portescap, 提升整机品质 , 赢得竞争力 .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the following problems?
· the crawler is weak;
· short endurance;
· loud robot noise;
· the drive is often damaged;
· imported motors are too expensive;
· motor brushes off carbon;
· a large amount of labor and material cost is wasted in factory maintenance;
Portescap has established extensive partnership with many domestic CCTV robot 
ranking top enterprises, and they face and solve these problem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these problems, immediately pick up your mobile phone, call Portesca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whole machine, to win the competitiveness.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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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安徽金三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朝阳

电话：13605515725

邮箱：546572535@qq.com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 2800 号创新产业园二期 F5 栋 1510 室

企业简介：

安徽金三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坐落于具有”大湖名城创新高地”之称的省会合肥，

是一家专业从事市政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管道修复与疏通、地下病害体检测的高科技

企业，致力于为城市提供智慧排水系统解决方案。

根据当前市政排水管道的现状及特点，公司具有管道 cctv 机器人系列、管道潜望

镜系列、管道声纳探测系列、推杆式内窥镜系列等适用性强、操作便捷、效率高的检测、

养护及修复设备，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专业而有效解决排水管道的顽疾。

公司以专业、引领、诚信、奉献的企业文化，秉承以客户满意为宗旨，用真诚的服

务为每一位客户排忧解难，为每一座城市增添活力，努力将公司打造成具有高科技、标

准化的行业内领军企业。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有专业的施工团队和专业的设备，针对道路病害检测与塌陷灾害防治有专业的解决

方案。

1、安徽安庆潜山县 7 个乡镇管道缺陷检测工程

2、安徽安庆潜山县 7 个乡镇管道缺陷修复工程

3、绩溪县 7 个乡镇污水处理 PPP 项目工程（管道非开挖检测项目）

4、绩溪县 7 个乡镇污水处理 PPP 项目工程（管道非开挖修复项目）

相关图例：

地下排水管道的内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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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线检测

  

排水管道清淤

 

                               便携式光固化修复                         离心浇筑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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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安徽唐兴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Anhui Tangxing Machinery Equipment Co., Ltd

联系人：付珊琳 Fu Shanlin

电话：086 0554-2796608

邮箱：ivy@tangxing.cn

地址：安徽省淮南市大通区上窑工业园

企业简介：

安徽唐兴机械装备公司自 2005 年创建以来，秉承“让管网自由延伸，联通人类美

好生活”的愿景，致力于专业工程机械装备系统价值的创造，专业从事非开挖顶管掘进

成套装备研发设计与制造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业提供非开挖工程技术一体化解决

方案，现已建设成为国内外领先的现代化非开挖装备制造业的核心基地，全球顶管掘进

成套装备的优质供应商。

公司拥有产品科研所、技术转化中心、专用加工基地、工法培训中心、设备租赁中

心、售后服务中心 6 个直属机构，构建集技术构思、研发实现、加工制造、装配调试、

技术指导、施工工法、咨询服务、维修再制造、营销租赁、应用反馈为一体化的顶管掘

进机产业链。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 地质条件高适应性 High adaptability of geological conditions：混合型结构刀盘

及变频电机控制，可有效提高刀盘的启动性能，实现刀盘高转速输出，适应复杂地质条

件下穿越不同地层的变化和要求；

2. 可适用于长距离顶进 : 设计二次破碎功能，可以将岩石有效破碎成颗粒，及时

排出；配置高压喷水系统，及时将刀盘切削下来的粘土分离和破碎，冲洗泥浆通道，有

效提高顶管机在粘土地质条件下的适应性能；

3. 适用于曲线顶管：纠偏系统的设计，有利于形成较小的曲率半径，满足曲线施

工的要求；

4. 智能化系统：触摸屏操作系统，

提升人机交互便利性，提高了机器的操

作性能和可靠性；开发施工数据监测平

台及手机 App，具有数据动态采集、显

示和存储功能，助推项目与设备的信息

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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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安徽英佳菲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国祝

电话：18721350480

邮箱：1905773879@qq.com

地址：安徽省望江县经济开发区新世纪路 8 号

 

企业简介：

安徽英佳菲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生产销售管道封堵气囊，双胀橡胶

圈，快速锁等产品，公司一贯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优质服务，信守合同”的宗旨，

凭借着高质量的产品，良好的信誉，优质的服务，产品畅销全国近二十个省、市、自治区。

竭诚与客户双赢合作，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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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北京华宇航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申

电话：18410379656

邮箱：2472104377@qq.com

地址：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大街 45 号科技楼 ZT134 室

 

企业简介：

北京华宇航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致力于市政工程施工，是集施工承包、劳务分

包于一体的新型企业，注册资金 2000 万，为北京市重点发展的科技企业。主要涉及给

排水、结构修复、防腐防水修复施工、管道非开挖施工技术、工业环保等领域。公司是

集研发、生产、施工和贸易为一体的综合企业，拥有专业技术人才和一线员工百余人，

为北京市市政环境建设提供优质服务，获得北京市各界广泛好评。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胀插管修复管道：1，胀管法是用管道顶进设备将相等或稍大直径的承插连接的管

道顶进雨污水旧管道的更换方法；  2，插管法：是用管道顶进设备将缩小直径的承插

连接的管道顶进雨污水旧管道的更换方法。

铁树脂结构喷涂修复技术：高强度铁树脂喷涂法是利用手持设备对拟修复的管道及

配套设施实行双组分高压热熔喷涂，形成高强结构保护层，达到结构修缮，结构补强的

目的。该工法树脂是专用结构抗力和耐化性配方，具有快速固化及极强的附着性能，不

含任何有机挥发物，能够应用于高温、寒冷、易腐蚀的环境中具有良好的物理、化学性能。

修复后的管线内壁完整光滑，结构性、防渗、耐腐、抗磨损能力大大提高，延长管道使

用寿命（一般设计使用寿命为 50 年）。

相关图例：

（胀）插管修复实例：

   

修复前，管道腐蚀老化极严重 修复后，结构修复效果良好，排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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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北京林通杰涛管道疏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周涛

电话：18701103308

邮箱：278058717@qq.com

地址：北京朝阳区吉庆里地上部分 A201 室

 

企业简介：

北京林通杰涛管道疏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注册资金实资 508 万元，是

一家专业提供北京及全国市政管道疏通、管道高压清洗清淤、河道清淤、化粪池清理、

污水池清理，CCTV 管道检测，各种管道修复，非开挖管道工程及专业有限空间作业等

服务项目，公司从事环卫工作多年，在行业中留下了良好的口啤，我们拥有一支专业的

清洁队伍及管道疏通、河道清淤等专业技术人员，设备齐全包括管道疏通车 . 洒水车、

吸污车、强力吸沙车、吸粪车、高压管道清疏设备、淤泥垃圾抓斗车，管道修复车及专

业清淤设施等全套设备。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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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北京普洛兰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Pro-liner Pipetech Co.,Ltd

联系人：王宏伟 副总经理 Wang Hongwei  Position:Vice-General Manager

电话：13975141915

邮箱：362197300@qq.com

地址：北京市平谷区航宇北街 11 号

No.11 ,Hangyu North street,Pinggu district,Beijing
 

企业简介：

北京普洛兰管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是专业从事 UV-CIPP 内衬软管、

UV 固化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中国第一家工业化生产紫外线

固化管道修复内衬软管的企业。公司拥有德国专家技术团队，专业研发团队，专业生产

团队和售后服务团队，目前国内拥有北京和安徽二家生产基地，提供紫外光固化施工一

站式咨询售后服务。

Beijing Pro-liner Pipetech Co.,Ltd established in January 2015, engaged in UV-CIPP 
Liner,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UV-Curing equi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as 
a high-tech enterprises,also is a China`s first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UV-CIPP Liner 
enterprise. 
Pro-liner has own perfesional teams with German technical expert, R&D,and 
production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t present,Pro-liner has two production base in Beijing and Anhui province.Providing 
one-stop consultancy and after-sales services.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 普洛兰 UV-CIPP 内衬软管四大优势 ]

Pro-Liner 
4 advantage of UV-CIPP Liner

>>> 源自德国工艺，生产国际领先

German Technology,international advanced production
>>> 非标准口径、变径软管，生产技术领先

Non-standard diameter,transition liner,advanc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 大口径或大壁厚的内衬软管的生产能力领先

Advanced production capacity in large diameter or large wall thickness l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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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软管，生产效率高，供货期短

Universal liner,efficiency production, Short delivery time
[ 普洛兰紫外光固化机组的四大优势 ]

Pro-liner
4 advantage of UV-Curing equipment

>>> 产研一体，自主专利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egration,independent patent.
>>> 一流技术团队，一站式售后服务

First-class technical team, One-stop after-sales service
>>> 交货周期短，采购成本低

Short delivery time , low purchase cost
>>> 灵活配置，个性化组装

Flexible configuration, personalized assembly

[ 经典施工案例 ] Classic construction case

项目名称：北京市文教区污水干线改造工程

Project name: Beijing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strict sewage trunk line renovation 
project

项目地址：北京市

Project address: Beijing
施工单位：北京北排建设有限公司

Construction units: Beijing Drainage Construction Co., Ltd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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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沧州远东钻具有限公司

Cangzhou Yuandong Drilling Tools CO.,LDT.

联系人：李蒙 Lemuhu 

电话：15131758158

邮箱：1091080010@qq.com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君子馆 106 国道 167 公里处

Junziguan Village,Xicun Township,Hejian, Cangzhou,Hebei,China
 

企业简介：

专业生产非开挖岩石钻具 : 螺杆马达，牙轮钻头，牙轮扩孔器。

Profuct :Mud motor,Tricone bit,Rock reamer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岩石扩孔器 250mm-2000mm 

螺杆马达 95-172

牙轮导向钻头 152-311mm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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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道雨耐节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DaoYunai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联系人：勇东浩

电话：18217786867

邮箱：yongdh@daoyunai.com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小昆山镇光华路 650 号 15 幢

Building 15, No. 650, Guanghua Road, Xiaokunshan Tow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企业简介：

道雨耐节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012 年成立，位于上海市松江区，是一家专业

提供管道检测、修复设备和材料的高科技制造型企业。公司目前生产四大系列二十多款

产品，包括：管道潜望镜系列（QV）、管道 CCTV 检测机器人系列、翻转和光固化修

复设备系列、翻转和光固化修复材料系列”服务客户超过 1000 家。公司拥有快速反应、

熟悉地下非开挖检测修复施工的硏发、制造、销售和服务团队，有能力高效协同迅速响

应客户需求，并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宿迁生产基地，占地超过 8000 ㎡ , 全面导入和推行

0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拥有丰富的产品硏发设计和生产经验，有经验丰富的

生产、品保队伍。公司以 " 全面创新、一致信任与赞赏。”不断超越客户期望 " 为服务

宗旨，以高可靠、高品质、高效率、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及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

客户的一致赞誉。

Founded in 2012, Daoyu energy saving technology (Shanghai) Co., Ltd. is located i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It is a high-tech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specialized 
in providing pipeline inspection and repai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At present, the 
company produces more than 20 products in four series, including: pipeline periscope 
series (qv), pipeline CCTV detection robot series, overturn and light curing repair 
equipment series, overturn and light curing repair material series "serving more than 
1000 customers. The company has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service team that is quick in response and familiar with the underground 
trenchless detection and repair construction, and has the ability to effectively 
coordinate and quickly respond to customer needs, and provide cost-effec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Suqian production base of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more than 8000 squ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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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ers, fully introduces and implements £ 09001:2000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has rich experience in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and production, and 
has experienced production and quality assurance teams.
The company has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consistent trust and appreciation." 
Continuously surpassing customer expecta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service, with high 
reliability, high quality, high efficiency, highly competitive price and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we have won the unanimous praise of our customers.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水翻转整体修复材料  Water overturning overall repair material

双胀圈  Double expansion ring

ＵＶ紫外光固化一体设备  Integrated UV curing equipment

局部修复树脂  Local repair resin

紫外光固化整体修复软管  UV curing overall repair hose

D16S 新一代Ｑ V 潜望镜  D16s new generation QV periscope

D18 CCTV 高清管道检测机器人  D18 CCTV HD pipeline detection robot

D18S 高清 CCTV 管道检测机器人  

D18s high definition CCTV pipeline inspection robot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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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东营东和管道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位延堂

电话：13963378669

邮箱：13963378669@163.com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登州路 69 号

 

企业简介：

东和管道技术公司是是国内较早进行管道内衬修复技术研发和施工的企业之一。公

司主要从事非开挖内衬（U-HDPE）修复技术、管道内衬不锈钢技术、管道检测清垢

技术施工，并研发了系列成套专用设备，修复的管道涵盖了钢管、铸铁管、砼管、塑料

管等各类管道。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U-HDPE 工艺内衬修复技术

相关图例：

 

 



015

企业名称：东营市康杰化工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Dongying Kangjie Chemic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联系人：邵杰

电话：13515467691

邮箱：1060549879@qq.com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 676 号云鼎大厦 812

812, Yunding Building, No.676 Huanghe Road, Dongying District, Dongyi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企业简介：

公司始创于 1999 年，是一家集科、工、贸于一体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企业 ; 公司依

托油田市场和石油高校的科研力量，主要针对石油钻井、非开挖工程的泥浆技术需求进

行研发、生产、服务。公司先后开发了海水泥浆体系、低密度堵漏防塌泥浆体系、顶管

用泥浆体系；产品有钻井及非开挖专用膨润土泥浆、固体、液体高效润滑剂、CMC 等

产品。公司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大潮中逐步成长为一个品牌卓越的企业，为非开挖及石油

钻采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Founded in 1999, the company is a modern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science, 
industry and trade; relying on the oilfield market and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strength 
of petroleum universities, the company mainly develops Production and service. The 
company has successively developed sea cement slurry system, low-density plugging 
and anti-collapse slurry system, and slurry system for pipe jacking; products include 
drilling and trenchless special bentonite slurry, solid, liquid efficient lubricant, CMC 
and other products. In the ever-changing economic tide, the company has gradually 
grown into an enterprise with excellent brand, and mad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trenchless and oil drilling and production businesses.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定向穿越专用膨润土

聚合物泥浆流型调节剂

高效液体润滑剂

湛北海域定向钻穿越工程

胶州湾跨海大桥

孤岛黄河古道天然气管道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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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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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福建亿钻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萍

电话：18859009801

邮箱：450125097@qq.com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龙州工业园江龙路 1 号

 

企业简介：

福建亿钻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是一家集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

多功能钻机、微型盾构机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型、科技型企业，

是福建省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是龙岩市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福建省

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是“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优秀成员单位”、“中国非开挖技术协

会优秀成员单位”， 是《非开挖技术》杂志编委会编委单位，公司产品通过福建省重

大技术装备首（台）套认定 , 公司 2019 年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 在参加 2019 年

闽粤赣两用技术成果对接会中，技术优势明显，荣获二等奖。2019 年底，公司成功跨

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公司自主研发的福龙钻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已获得国家授权专利 21 项，发明专利

1 项，其中发明专利荣获 2019 年度龙岩市专利奖三等奖。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履带行走底盘的设计

2、调整型钻架的设计    

3、动力头结构设计

4、持卸扣器驱动的设计

5、卸扣扭矩：根据卸扣需要，为了保证钻杆安全卸开，卸扣扭矩一般设计成大于

上扣扭矩的 1.8 倍，即卸扣扭矩安全系数 k ≥ 1.8。

6、钻机配套钻杆：根据钻机最大回拖力及最大回转扭矩，查钻杆样本资料选用合

适的钻杆，

7、夹持卸扣器的夹紧油缸：根据最大卸扣扭矩的要求，选定夹紧油缸直径。夹持

器的夹紧油缸和卸扣器的夹紧油缸完全相同，分别由一对油缸，在互成 180°角方向上

对称安装。

8、钻机液压系统的设计    

9、机械臂的设计

10、连杆装置的设计

11、泥浆泵系统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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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上海复盛埃尔曼机电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明

电话：13681643323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民益路 28 号

企业简介：

复盛埃尔曼公司由创立于 1953 年的复盛集团（在中国、东南亚、美洲、欧洲及非

洲设 29 个生产基地、数百个营运中心，16000 多名员工遍布全球，FS 产品遍及压缩机、

精密机械、运动器材、电子、电脑系统等事业领域），携创立于 1938 年的北越工业

（8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压缩机、发电机、高空平台等产品的不断突破，AIRMAN 产品

遍及世界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享有盛誉！东京证券主板股票代码：6364），

于 2003 年共同组建。

依托两家母公司强大技术力量，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根据中国施工

现场实际环境，设计制造满足需求的高品质移动式空压机、静音型发电机、剪叉式高空

平台，不遗余力为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贡献力量！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市政柴油发电机组：

● 80 多年的历史与沉淀，是技术与品质的保证；

● 发电性能稳定（电压波动率 ±0.5% 以内），可直接作精密设备负载电源；

● 行业顶尖噪音、振动控制技术（7m 噪音值 51~59dB(A)）；

● 超低燃耗（大油箱型 75% 负载时能持续供电 48 小时以上）；

● 超低排放（荣获日本多项排放认证，完全满足最新非道路移动机械 GB Ⅲ排放

标准并取得证书）；

● 日本原装环保引擎、日本原装电球及 AIRMAN 独特控制系统，能够保障满负载

稳定长时运行；

● 即热式系统，保证低温环境下无障碍启动；

● 毫秒级（0.1 秒内）紧急漏电断流安全保护系统；

● 自动抽空装置，杜绝手动排空燃料回路的繁琐作业。

● 钣金采用阳离子电泳及粉体烤漆技术，抗高温抗氧化耐腐蚀良好；特殊外罩结

构防尘防雨雪，适用于多种恶劣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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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例：

   

  

                         道路养护                                           发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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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江苏谷登工程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梁丹

电话：+86 18352028020

邮箱：liangdan@goodeng.com.cn

地址：江苏省盐城地大丰区常州高新区大丰工业园区共建西路北侧

企业简介：

“谷登机械” 成立于 2002 年 5 月，是一家专业从事非开挖机械设备研发，制造，

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产品为 GD/GS 系列水平定向钻机及配套

件。

公司现有员工 500 余人，可年产各种大、中、小型水平定向钻机 2000 台 / 套，产

品遍及全国各地，还远销亚洲，欧洲，澳洲，南美及非洲的近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技术最前沿的水平定向钻机

生产制造基地，并成为国际非开挖钻机的主导品牌。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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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

联系人：刘宗宇

电话：18533629950

邮箱：2431084502@qq.com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爱民东道 158 号

企业简介：  

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主要从事长输管道施工、盾构顶管和水平

定向钻穿越施工业务，具有咨询、设计、采办、施工、投产和运行等全生命周期项目建

设能力。其中盾构顶管和水平定向钻业务的技术水平、设备能力等居于行业前列。   

截止目前，我公司已采用盾构、顶管和直接铺管工法成功穿越各种障碍物 100 余条，

其中穿越长江七次，并多次穿越黄河、珠江、钱塘江等主要河流及高等级公路、铁路。

在包括印度、泰国、缅甸、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斯里兰卡等国内外构建各种口径盾构、

顶管和直接铺管隧道超过 100 千米，完成盾构、顶管隧道内管道安装超过 120 余千米，

创造中国企业新纪录 40 余项。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我公司专注于复杂地层盾构、顶管和直接铺管工程建设的企业，公司拥有国际先进

的泥水平衡式盾构机、顶管机和直接铺管机等装备。掌握各种复杂地层、高水压、大坡度、

复合曲线的盾构顶管、直接铺管以及先顶进后盾构的顶盾一体化施工技术。

1、盾构领域：

2002 年公司首次进入盾构施工领域，在湖北宜昌江底穿越长度 1400m 的长江，完

成“中国石油第一盾”。

2008 年至 2012 年，完成了西气东输二线全部 5 条大型江河的盾构穿越，有力保

障了国家能源通道建设。

2013 年在金陵石化南京长江盾构工程中我们保持了 4m 以下小断面盾构施工领域

0.65MPa 的最高施工水压记录。

2016 年在中俄原油管道工程额木尔河盾构创造了北纬 53 度国内纬度最高、零下

45 度气温最低的盾构施工记录。

2018 年中俄东线黑龙江盾构作为我国首个跨境油气管道隧道项目，盾构机从中国

水下穿越黑龙江到达俄罗斯。

2019 年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市政管道项目中实施曲率半径只有 120m 的 S 型曲线硬

岩盾构隧道施工。

2、顶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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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在印度东气西输管道工程中采用 TBM 顶管施工工法穿越公路、铁路 50 余

条，是国内首个将 TBM 技术应用在顶管领域的企业。

2015 年杭州天然气富春江顶管在国内首次采用“V”字型大坡度纵向曲线顶管技术，

最大施工坡度 15%，隧道落差 29m。穿越各种复杂地质，创造了国内在该领域多项技

术空白。

2016 年在鞍大原油管道青云河顶管采用纵曲线穿越长距离 120MPa 全断面花岗岩，

创造国内硬岩顶管施工记录。

2016 年深圳福田污水管道在国内首次采用先顶进后盾构的顶盾一体化技术，完成

713m 小曲率岩石隧道施工。

2017 年在甬台温输气管道在国内首次穿越全断面长距离大粒径卵石项目，卵石最

大粒径 700mm。

2019 年在斯里兰卡采用顶管工法在军事和使馆的敏感区穿越大型树根，施工长度

超过 2 公里。

3、直接铺管领域

直接铺管为我公司 2013 年引进的一项新的非开挖施工技术，先后应用于西气东输

改线、陕京四线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相关工程中，完成河流和道路穿越。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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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海南乐通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Hainan Letong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Ltd.

联系人：符海贵 Fu Haigui

电话：188 7667 9888 

邮箱：1535903369@qq.com

地址：中国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振发横路富源佳园 3 栋一单元 402 室

#402, Unit 1, Apt 3, Fuyuanjiayuan, Zhenfaheng Rd, Qiongshan District, Haikou, 
Hainan, China

企业简介：

海南乐通环境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地下排水管道技术服务的专业化工

程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引进国际领先检测、疏通、清洗、非开挖修复技术，

为城镇管道检测、维修与养护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Hainan Letong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enterprise specialized in underground sewer pipeline technical services. To provide 
efficient and high quality services for insp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of urban sewer 
pipeline, w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importing international advanced technology 
include pipeline inspection, dredging, flushing technique and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since we were founded.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翻转式原位固化法 Cured-In-Place Pipe (CIPP-inversion method)

拉 入 式 原 位 固 化 法（ 紫 外 光 固 化 法）Cured-In-Place Pipe (CIPP-UV curing 

method)

点状原位固化法 Spot Cured-In-Place Pipe

喷涂法 Spray method

管片内衬法 Splice Segment 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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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例：

    

美舍河财政宿舍小区前污水管道 CIPP 整体翻转非开挖修复项目

    

南海大道（台湾大厦前）污水管道非开挖修复项目

 

海甸五中路与和平大道交叉口处

污水管道非开挖修复项目

滨海西路贵族游艇会西侧

污水支管非开挖修复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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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合肥凯司通非开挖工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Hefei Keystone Trenchles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 

联系人：罗中亮 Luo Zhongliang

电话：13865950558

邮箱：15174123@qq.com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区中侨中心 A 座

Building A,Zhongqiao center,government district,Hefei City,Anhui Province.

企业简介：

合肥凯司通非开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非开挖技术研究和施工的专业

公司之一；公司多名技术人员参与了自八十年代 定向钻铺管技术引入我国应用的全过

程，在非开挖行业施工和定向钻机国产化设计及生产制造方面拥有较高的声誉和权威；

公司经过多年的磨练和不懈努力，在非开挖技术施工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施工地域遍及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安徽等省份；行业涉及通讯、

电力、燃气、供水、排污等管道敷设相关单位；穿越环境有：市区要道、公路、铁路、

河流、建筑物等不可挖地段；合肥凯司通公司坚持“快捷，优质，双赢”的经营宗旨，

竭诚为广大客户服务。

Hefei Keystone Trenchles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is one of the earliest 
professional companies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 China.The company’s technical personnel have participated in China.
The company’s  technical personnel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rectional 
drilling and pipe laying technology in China since 1980’s. The company has high 
reputation and authority in the domestic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I and directional 
drilling machines in non-excavation industry.
After years of hard work and unremitting efforts, the company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non-excavation technology construction,and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Construction 
Area throughout Jiangsu,Zhejiang,Guangdong,Guangxi,Anhui and other provinces;the 
industry involves the laying of relevant units for pipelines such as communications,ele
ctricity,gas,water supply,sewage,etc,Through the environment are:
urban roads,highways,railways,rivers,buildings and other non-cxcavated 
areas;Hefei keystone Company adheres to the”Fast,high quality,win-win”business 
purposes,Dedicated to the majority of customer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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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合肥中创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联系人：叶明毓

电话：15805599230

邮箱：756793746@qq.com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五里山天街 3B 座 1621-1622 室

企业简介：

公司原称合肥中创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3 月，专业从事市政工程；排

水管道养护工程；市政工程潜水作业；河道清淤；管道工程；排水管道检测；排水管道

非开挖修复（以上除专项规定）；从事环境科技、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河道疏浚；河道养护；绿化养护；水环境保洁杨欢；河岸保养；

市政公用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检测；工程测量勘察；地下管线探测；市政管道及各

类民用管道的检测、疏通、修复、养护。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专业从事市政工程；排水管道养护工程；市政工程潜水作业；河道清淤；管道工程；

排水管道检测；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

相关图例：

  

  

                                  疏浚车                      管道 CCTV 检测设备

  

                              QV 检测设备                  管道局部修复气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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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河北斯利德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HEBEI SOLIDKEY PETROLEUM MACHINERY CO.,LTD.

联系人：葛涛 Tony Ge

电话：+8615932726108

邮箱：info@skbit.com

地址：中国河北省河间市诗经路手拉手国际汽配城 F1 区 319-324 

No.319-324, F1, Shoulashou Int'l. Autoparts Center,Shijing  Road, Hejian City, Hebei 
Province, China

企业简介：

我公司致力于钻井钻头的研发和生产，主要产品牙轮钻头、PDC 钻头，非开挖牙

轮扩孔钻头、基桩牙轮掌片。

我公司采用先进的生产设备，专业的技术研发和销售团队，生产严格遵守美国 API

石油协会认证规范（Spec 7-1-1242）和 ISO 9001-2015 标准，确保产品的质量和服务。

我们的目标 -“最大程度的降低每米钻井成本，为钻井承包商带来最大的效益”。

We specialize in researching and production of rock drilling tools, mainly includes 
tricone bits,PDC bits, hole opener,foundation roller cones.
With high-end equipment in the world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ists and sales team, all 
of our activities are strictly complying with API specifications(Certificate No. Spec-7-
1242) and ISO 9001:2015 standards.
We have same ultimate aim with customers-”lower the cost of drilling per meters , 
achieve the most cost effective”.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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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河南华北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Henan North China Foundation Engineering  

联系人：崔朋飞

电话：13333715456

邮箱：769237059@qq.com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桐柏南路凯旋门大厦 B 座 1407 室 

企业简介：

我公司是一个集工程先导性试验、工程测绘、新技术应用及研发、非开挖工程技术

服务；非开挖仪器技术服务；节能降耗产品研发及技术服务的综合性企业。

公司以现有的科研成果为基础，紧密跟踪行业中国内外先进技术，大力发展以自主

知识产权为标志的产业配套技术，将技术中心建设成为国内先进的地磁导向和人工定位

技术研发中心。广泛开展技术交流合作，在交流与合作中提高自己，服务他人，为提高

国内地磁导向技术作出贡献。

技术研发中心以自主创新为本，以服务于公司为生存、发展主旨，求真务实，开拓

创新，为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将技术研发中心建设成国内先进的地磁导向应用中心。

目前公司正在应用的产品有 CDY 有线地磁导向仪和 CDY 无线地磁导向系统，且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和发明专利证书。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CDY 2 代地磁导向仪在一代的基础上增加可以连接客户自有的无线仪器（标准

型号探棒，暂时不包括加长的加强探棒），实现双系统模式，由地磁导向仪器给无线探

棒供电，且不需要单独的仪器仓，如果施工期间信号线出现断电情况，无线探棒自动转

换成电池供电，不会影响施工。人工定位深度根据客户自有无线仪器型号来定。

2、CDY 无线传输地磁导向系统作为一种新型的测量设备其通信部分采用新的无线

电磁通信技术，导向部分仍然采用我公司成熟的地磁导向技术，系统增加了人工磁场定

位、引导功能。系统具有工作持续时间长、传输距离深、轨迹控制精准、出口位置保障

性高等有点，是未来大深度、长位移轨迹控制施工中的必然发展趋势。是施工提速增效

的利器，是减少人力物力成本的有效渠道。无线传输地磁导向系统通过地面布置的人工

磁场发射直流磁场，孔内探棒检测磁场数据并采集，同时采集计算探棒所处钻具的俯仰

角、靶方位角、工具面角、等工程数据，将所有数据打包后进行编码、驱动、依电磁脉

冲的无线方式传输至入口处的地面接收设备，在数据终端进行综合处理后，给出钻头的

物理位置和轨迹控制方案。



029

相关图例：

  

    

  

马来西亚 500 米过海施工现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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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湖南中科恒清环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李游

电话：13574134546

邮箱：zkhqhj@163.com

地址：湖南省长沙经济开发区开阳智能制造产业园

企业简介：

湖南中科恒清环境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科恒清）是一家以技术和市场定位

于环境处理领域，集技术创新、装备研发、系统设计、项目运营管理和第三方服务为一

体的科技型公司。

中科恒清核心技术有自主研发的清淤机器人、高效污泥处置技术、河湖黑臭水体治

理、智慧管网运维系统，业务范围包括清淤机器人及高效污泥处置设备销售、城市排水

管网检测、清淤、修复，污水污泥处置，智慧管网硬件与管理平台搭建、基础数据采集、

管网建模等。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机器人清淤

中科恒清提供城市排水管网水下污泥清理一站式解决方案，该系统工艺能实现管网

作业安全、高效、生态、环保的目标。

2、管网普查·检测·咨询

真实展示管道内部情况，同时反映与管道相连的检查井、排水口的情况，制定科学

合理管网清淤和修复方案。

3、管道非开挖修复

主要选择非开挖手段，例如紫外光原位固化法、管片内衬法、套管法、胀管法等，

对管道、检查井等进行修复。

4、河湖黑臭水体治理

结合自身实践经验，中科恒清提出了“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驱动黑臭水体治理的

崭新理念。黑臭水体外源污染治理的核心在管网，内源污染治理的核心在底泥。凭借水

环境解决方案，以及底泥原位生态修复技术，中科恒清黑臭水体治理已成为极具特色的

环境服务公司。

5、智慧管网运维系统

通过管网安全分析、排水管网及各类设施设备的集中监控、排水运行情况的实时模

拟和预测，以线上管理指挥及时主动服务，以线下主动运维调控在线信息整合，推动实

现智慧排水，最终实现整个生产管理服务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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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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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华东理工大学华昌聚合物有限公司

Sino Polymer Co., Ltd.

联系人：邢铭菲 XING MINGFEI

电话：15900962896

邮箱：able@hchp.com.cn

地址：中国 - 上海目华路 130 号上海化学工业区

No.130 Muhua Road, Shanghai, China

企业简介：

华昌公司依托华东理工大学化工、新材料领域的技术研发优势，主要从事合成树脂、

复合材料基体树脂、耐腐蚀材料、水性导静电功能涂料等领域的研发、生产、销售并提

供管道修复技术咨询整体解决方案。

Sino Polymer relies on the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dvantages in the 
fields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new materials i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 are mainly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synthetic resins, composite matrix resins, corrosion-resistant materials, 
and water-based electrostatic conductive functional coatings. The company provides 
pipeline repair technical consulting and overall solutions.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管道修复产品系统涵盖玻璃纤维短距离修复树脂，热固化，光固化内衬修复树脂，

以及光固化预浸料片材，可以满足管道工程的个性化需求。

The pipeline repair product system covers glass fiber short-distance repair resin, 
thermal curing, light-cured liner repair resin, and UV curing prepreg sheet, which can 
meet the individual needs of pipelin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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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例：

  

MERICAN 9505-50 制作的光固化预浸料片材用于野外石油化工运输管道的防腐包覆修复

  

MERICAN 9505-50 制作的光固化预浸料片材用于污水处理厂的管道防腐包覆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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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江门市众信新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姚文祥

电话：15913259300

邮箱：398139517@qq.com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万达广场 9 栋 2212 室

企业简介：

本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注册资本 500 万元，化工专业的工程人员有 4 人，专业销

售有机过氧化物，主要代理上海硕津（德国优耐德）的产品，在非开挖管道中，我们的

产品主要应用于水翻转和蒸汽翻转的固化体系，产品原包装德国进口。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产品性能优越，质量稳定，是非开挖管道固化系统的首选。在上海、北京、广东、

浙江、湖南、重庆、成都等地均用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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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江西飞龙钻头制造有限公司

Jiangxi Feilong Rock Bit Manufacture Co.,Ltd.

联系人：Michael Sun/ 孙健 15297956283

电话：15297956283

邮箱：feilongbits@163.com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环城南路 518 号

#518 South Circle Road, Yichun City, Jiangxi Province

企业简介：

江西飞龙钻头制造有限公司，前身宜春第一机械厂是成立于 1965 年的军工企业，

1979 年以来一直专注于油用、气用、矿用钻头及牙轮掌片的研发、生产及营销。

公司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精良的设备及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管理经验，拥有各种

先进的精密测量及理化分析仪器。

公司建有完整的 TQM 系统，对关键工序施以高质量控制以确保产品和服务质量稳

定。

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用于油气田开发钻探、采矿、水井，地热井及旋挖等工程项目

的三牙轮钻头、单牙轮钻头、取芯钻头、潜孔钻头、工程钻头等钻探工具和液力变速箱、

分动箱系列产品和服务，并获得 API 证书 NO:7 － 1 － 0170 及 ISO9001:2008 证书。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历史悠久，军工品质，专业制造等

Long History, Military quality, Professional manufacturing, etc 



036

企业名称：骏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Junteng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人：刘磊 Lei Liu

电话：13728023159

邮箱：514606455@qq.com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粤溪南路 55-69 号

55-69 Yuexi South Road,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企业简介：

骏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二零一六年 , 一家经工商注册专业从事市政管道清

淤，管道 CCTV、QV 检测，管道非开挖修复、管道封堵、截流、防水补漏、管道铺设、

市政工程等的综合服务行业公司。

Junteng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 LTD.was established in 2016 as 
an integrated service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municipal pipeline clearing, pipeline 
CCTV, QV inspection, pipe non-excavation, pipe blocking, watertight repair, pipe 
laying, municipal engineering etc. comprehensive service industry companies.

本着一切为客户排优解难为服务宗旨，信誉求发展。 公司现拥有一支经验丰富，

技术实力雄厚的专业队伍，投入大量资金配备管道 CCTV、QV 检测、UA 紫外光固化

设备、高压疏通车，吸污车、排污泵，冲氧换气泵，防毒潜水衣，发电机，潜水服，防

腐服，堵气囊，砌筑封堵墙，有害气体检测仪等现代高科技设备。

In accordance with all the advantages and difficulties for the customers, the service 
aim is to develop creditworthiness. The company now has a professional team with 
rich experience and strong technical ability, and invested a lot of money in modern 
high-tech equipment such as pipeline CCTV, QV testing equipment, high-pressure 
open car, suction truck, sewage pump, oxygen pump, gas-proof submersible suit, 
generator, diving suit, corrosion protection suit, air bag, building wall, harmful gas 
detector etc.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管道 QV 潜望镜检查 Pipeline QV submersible mirror inspection

管道 CCTV 机器人检测 Pipeline CCTV robot detection

紫外光原位固化修复 Restoration of ultraviolet light in situ solidification

螺旋缠绕法修复 Restoration by spiral winding

不锈钢双胀环修复 Restoration of stainless steel double expansion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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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廊坊市金来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建东

电话：13503162532

邮箱：jinlaiyuanhb@163.com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

企业简介：

廊坊市金来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提供固液分离处理和装备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具有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优势，已成为国内主要固

控设备专业制造商。公司拥有强大的研发实力和科研人才体系，根据市场需求，提供整

套专业的系统解决方案；拥有多项专利技术，已研发了固液分离应用的三大系列，二十

余种产品，并且不断的持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来抢占市场先机，公司产品服务遍及全

国及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让有限的资源，进行无限的循环，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泥浆净化设备

射流混浆系统

泥浆混配系统

搅拌器

油建项目现场

广东项目现场

山东项目现场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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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连云港黄海勘探技术有限公司

H.H DRILL.TECH DRILLING MACHINERY CO.,LTD

联系人：白红民  Bai Hong Min

电话：+86-13505135631

邮箱：lygbhm@139.com

地址：中国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开发区秦东门大街 1 号

No.1 Qindongmen street Haizhou Development Zone,Lianyungang, Jiangsu, China

企业简介：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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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南京帝飞化学有限公司

Nanjing Difei Chemical Co., Ltd.

联系人：黄天宇 Huang Tianyu

电话：18551877734

邮箱：hty@njdfresin.com 或 353886684@qq.com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迈化路 18 号

No. 18 Maihua Road, Qixia District, Nanjing

企业简介：

南京帝飞化学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是专业生产不饱和聚酯树脂的供应商。

公司的创立：

公司创立人员源自于世界著名外企，有着深厚树脂合成技术背景，以及数十年的从

业经验。

专业的团队：

公司有着自己的销售和技术团队。无论在市场和销售， 还是生产一线、实验室研发，

都是从业十几年，工作经验丰富的员工，大都毕业于 985、211 院校，有着深厚的专业

背景。生产中，每一个过程都严格管控，保证批次之间的稳定性。一直以来，帝飞化学

的产品的优质和稳定都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研发上，公司每年都会根据市场的变化，

开发全新的产品，保证客户的需要；售后以及技术服务上，公司一直协助客户应用产品，

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

高品质的产品：

公司主要产品有：高性能 SMC/BMC 树脂、低收缩剂、SMC 自动线增稠剂载体树脂、

喷射树脂、阻燃树脂、拉挤树脂，管道树脂、CIPP 树脂，乙烯基酯树脂等，共上百个

牌号的产品。

南京帝飞化学有限公司还作为英国昕特玛有限公司的代理商，提供优质的 PVAC 

粒子。

南京帝飞化学有限公司可以持续提供稳定优质的树脂产品，并协助客户应用好产品，

在帮助客户不断发展的同时，一同进步。

Founded in 2009, Nanjing Difei Chemical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unsaturated polyester resin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The founder of the company used to work for BASF and DSM. The company's 
founding team has a deep background in resin synthesis technology and decad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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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experience.
Professional team
The company has its own sales and technical team，not only in the market and sales, 
but also in the production ,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mployees have been working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in Composite industry. Most of them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ies of Project 985 and 211.
In the production, each process is strictly controlled to ensure stability between 
batches. All along,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 of Difei Chemical's products have been 
unanimously recognized by customers.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new 
products are developed every year according to market changes, to ensure customer 
needs. In the part of after-sal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our company has been 
assisting customers apply products to solve problems in actual production.
High quality product:
The company's main products: high performance SMC / BMC resin, Low profile 
agent, SMC automatic line thickener carrier resin, spray resin, flame retardant resin, 
pultrusion resin, pipe resin, CIPP resin, vinyl ester resin, etc. Nanjing Difei Chemical 
Co., Ltd. also providing high quality PVAC particles.
Nanjing Difei Chemical Co., Ltd. continue to provide stable and high-quality resin   
products and assist customers to apply it. We hope to grow with our customers.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热水固化用 CIPP 树脂 R0594 CIPP resin R0594：R0594 是低粘度、触变

的不饱和聚酯树脂：主要用于管道的再修复，具有优良的耐水性和优异的耐化学腐蚀

性。在室温下有较长的存放期，在升温状态下能快速固化。R0594 is a low viscous, 

thixotropic, pre-accelerated, unsaturated polyester resin R0594 has been especially 

developed for the pipe rehabilitation process.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R0594 is 

responsible for good hydrolysis and chemical resistance performance. The resin has a 

long initiated pot life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a rapid cure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2、紫外光固化树脂 U0592: U0592 是一种光固化型不饱和聚酯，溶解于苯乙烯中。

U0592 拥有高反应活性和中等粘度。U0592 在低能量的紫外光照射下可以迅速固化。

U0592 适合玻纤增强部件，有着优异的机械性能，尤其对于那些需要较高耐化学性的

产品和电性能的产品（如：罐，容器，管道，水利工程，船只，防腐保护，电器行业等）。

U0592 可用于生产玻璃纤维增强预浸料，非常适合污水处理系统的修理。通过添加氧

化镁可以增稠 U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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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592 is a UV-cured UP resin，dissolved in styrene.U0592 can be cured rapidly 

in UV light.U0592 is designed for FRP with extraordinary Mechanical property，

especially for products which requires high chemical resistance(e.g.  vessels,tank，

boats and so on)

3、广州花都区花东镇污水处理系统修复项目

4、广东佛山大沥镇佛山一环至北环路段截污管网修复项目等众多项目。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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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青岛新宇田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凯

电话：18366266290

邮箱：jordon2002@126.com

地址：青岛市李沧区十梅庵路 33 号

企业简介：

青岛宇田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销售聚氨酯类产品为主，集科、工、

贸于一体的大型化工集团公司。集团公司设有青岛新宇田化工、青岛宇田化工、青岛宇

田新材料、青岛宇田电子、广州南沙宇田、广州中山宇富、成都宇田等分公司。公司始

创于 1998 年，注册资本 507.5022 万美元，产品涵盖聚酯多元醇、聚醚多元醇、聚氨

酯鞋底原液、合成革用聚氨酯树脂、热塑性聚氨酯弹性体、水性聚氨酯、胶黏剂、矿用

化学品、软硬泡等众多领域，产品均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公司现已成长为年产能达 20 万吨，产值近 40 亿元人民币的国内领先的聚氨酯制造商。

公司现已跻身中国化工企业 500 强、山东省十大科技创新企业、青岛企业 100 强等行列，

并被评为中国聚氨酯树脂产业十大著名品牌。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非开挖修复，高聚物注浆技术基本原理：按照一定配比，向病害位置区域注射双组

份高聚物液体材料 - 固安特 CM-61 树脂，材料迅速发生化学反应，体积快速膨胀并形

成泡沫状固体，达到快速填充脱空、加固结构、防渗堵漏、抬升下沉区域等目的。高聚

物注浆技术采用的固安特 CM61 树脂为非水反应类高聚物材料，其主要特点在于材料

不需要现场水参与化学反应，而是双组份材料混合后即自身发生反应并膨胀发泡固化，

既适用于有水环境，也适用于无水环境。

相关图例：

     

   

白云区金洲北路污水管破裂，采用不锈钢双胀环，+ 高注浆物注浆技术修复管道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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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清渠智能工程（阜新）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迪

电话：13050721111

邮箱：13050721111@189.cn

地址：辽宁省阜新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盛瑞路 122 号

企业简介：

使用开发遥控机器人，代替人员在暗渠内完成清淤作业。

暗区是城市排水的主动脉，现在有暗区疏通方式有人员疏通和卷扬机绞车两种方式：

1. 人为疏通的最大弊端危险高效率低在封闭空间内作业进出口比较狭窄，疏通环境

复杂，容易发生缺氧、窒息、中毒、燃爆、溺水等事故发生，事故救援难度大。2015

年至 2019 年共发生 41 起事故，导致死亡 147 人。

2. 卷扬绞车式清扫最大的问题是灵活度不足，一般需要 50 米一个作业口，对场地

要求高很难满足现在城市需求。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每天可完成 500 延长米的清淤任务，实现人不下井、水不截流、路不开挖、泥不落地、

不影响交通、不破坏植物及建筑物，同时相比传统作业大大节约资金。                   

清淤机器人结构简单、灵活可靠，可在有限空间内涉水、防氨气、远距离操作，让

人员远离危险。

1. 阜 新 二 号 沟 清 淤 项 目 全 长 4800 米， 断 面 为 2.4m×2.4m   2.6m×204m  

3m×2.4m  3.2m×2.5m 上游淤泥深度 0.3m，中游淤泥深度 0.6m，下游淤泥深度 1.5m，

共用 25 天完成清淤，清除淤泥 6500 立方。              

2. 辽 宁 阜 新 八 一 路 暗 渠 全 场 5500m， 断 面 尺 寸 1.5m×1.5m   1.5m×1.7m  

2m×1.7m 上游淤泥深度 1.2m，中游淤泥深度 0.8m，下游淤泥深度 0.5m。30 天完成

清淤工作，清除淤泥 9000 立方。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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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三淼（天津）水务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人：范志彬

电话：15902258486

邮箱：fanzhibin@yorde.cn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泰源路 19 号

企业简介：

三淼（天津）水务服务有限公司位于武清区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内，主要从事城市市

政管网的运营维护，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换技术的应用、推广及相关设备产品的销售。

公司的经营宗旨是，通过不断的研发与创新，不断完善我们的产品及方案，为客户提供

最优质的技术与服务。

我公司通过不断的自主研发，总结出一整套管道非开挖修复方案，点修复技术

（AMEX 修复技术、玻璃纤维树脂修复技术）、非开挖整管修复技术（浆膜内衬修复技术）

和管道非开挖更换技术（静态破拆更换技术），通过多年的实践应用，已成功应用于天津、

太原、南京等各大城市，得到了业主和相关部门的一致好评。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局部修复 – 树脂、玻纤维修复技术

浆膜内衬修复技术

管道整体更换 – 静态破拆更换技术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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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厦门安越非开挖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XIAMEN ANYUE TRENCHLESS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

联系人：吴桂萍  Jessica Wu

电话：0592-5062268

邮箱：wgp@xmanyue.com

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666 号海翼大厦 A 栋 2801 室

Room 2801 of Haiyi Building A, No.666 Xiahe Road,Siming District,Xiamen,China 

企业简介：

厦门安越非开挖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从事非开挖修复事业的科技型高

新企业，主要业务包括地下管涵清淤、检测、评估；地下管涵、检查井、隧道非开挖修复；

非开挖材料、设备的研发、生产、测试、销售。公司集“产、学、研”一体，拥有 20

多项发明专利、创新工法，并参编多项国家行业标准及大学本科教材，是国内非开挖修

复行业的领军企业，在业内享有“非开挖修复专家”的美誉。

Founded in 2011, Anyue started as a contractor focusing on rehabilitating 
underground pipelines with a variety of Trenchless methods. Growing up with the 
Chinese market, Anyue has developed into one of the largest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contractors, who owns more than 25 crews with the footprint all over mainland China 
and South-Eastern Asia. In the meantime, Anyue has invested significantly in R&D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With a state-of-art manufacturing facility , Anyue offers 
several self-developed products to the Trenchless market: 
1. Eco Pipeliner, an unique formulated thermoforming pipeliner offers high-quality and 
cost-effective rehabilitation solutions for aging gravity and pressure pipe; 
2. ConLining, an ultra-high strength, high build, corrosion resistant mortar,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the manholes, pipes, box culverts, tunnels rehabilitation and 
reinforcement.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依科莱热塑成型管道衬管：依科莱热塑成型管道衬管是厦门安越自主研发，适

用于 DN150-1200 管径，雨水、污水、压力（给水、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的内衬管材。

已实现全产业链，包括原料、生产、施工技术完全自主化，产品技术性能达到并超过国

际标准，出口北美国家。 

2、砼盾非开挖修复砂浆 H-70：砼盾非开挖修复砂浆 H-70 是根据原位喷筑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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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内衬修复要求，自主研制的高性能水泥基复合材料，具有超高强度、耐磨及耐腐蚀

等特点；广泛用于市政检查井、排水管道及各类箱涵、隧道等修复和加固。

ECO PIPELINER An unique formulated thermoforming pipeliner offers high-quality 
and cost-effective rehabilitation solutions for aging gravity and pressure pipe.
 ConLining An ultra-high strength, high build, corrosion resistant mortar, base on 
silica modified portland cement and other special additives, It’s widely used in the 
manholes, pipes, box culverts, tunnels rehabilitation and reinforcement.

3、原位热塑成型管应用案例

4、砼盾应用案例

相关图例：

  

  

    

圆形井的内衬修复（含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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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山东柯林瑞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Shandong Kelinruier Pipeline Engineering Co., Ltd.

联系人：马聪 Ma Cong

电话：13589448860

邮箱：924531602@qq.com

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凤凰山路 26 号

Fenghuangshan RD No.26, Dongying District, Dongying City, Shandong Province, 
P.R.China

企业简介：

山东柯林瑞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国家建设部防水防腐

保温专业承包壹级、市政工程总承包叁级资质，公司注册资本金 6000 万元；目前共有

员工 151 人，其中本科以上的员工占公司员工总数的 38%，研发人员占 30% 以上。公

司以石油大学为技术依托，公司自主开发了多种先进的管道清洗、防腐修复技术及配套

专用设备，其中“等径压缩高密度聚乙烯管穿插修复在线管道技术 (O- 型 )”属国家科

技攻关计划成果，通过省级科技成果鉴定（[2002] 第 518 号）。

Shandong Kelinruier Pipeline Engineering Co., Ltd， is China high-tech enterprise 
with the grade A qualification of anticorrosion thermal insul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and grade C qualification of municipal public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ith a registered capital of RMB 60 million and total assets of RMB 72 
million, the company is staffed with 151 employees, 38% of them have bachelor's 
degree or above, and over 30% are research personnel. Taking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s technical support, the company independently develops various 
advanced pipeline cleaning & lining technologies and special supporting equipment, 
and owns three invention patents and 17 utility model patents, among which, the 
“Online Pipeline Technology of Constant Diameter Compression 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HDPE) Pipe Insertion Repairing (The Technology for short)”, as an 
achievement of 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Tackling Key Problem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ssed the provincial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identification (No. 518 
[2002]).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等径压缩高密度聚乙烯管穿插修复在线管道技术”, 是在主管道内插入一条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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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聚乙烯管（HDPE）的方法。HDPE 衬里的原始外径大于待修复管道的内径，经过多

级径向均匀压缩装置暂时减小 HDPE 管的外径，然后拖入主管道。HDPE 衬里一经内

衬进入主管道，将恢复原来的尺寸，并与主管道的内表面紧密配合。在此基础上，建立

了一种满足防腐和保压要求的钢塑复合结构。该技术具有以下优点：

1、能够有效抵抗酸、碱等腐蚀；

2、可以延长管道寿命超过 30 年；

3、一次内衬修复距离最长可达 1000 米；

4、可节约 40% 以上的资本投资；

5、钢塑接头可承受的压力最大可达 35Mpa。

Concentric Diameter Reduction HDPE Lining Pipeline Anti-Corrosion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The HDPE liner has an original external diameter bigger than the 
internal diameter of pipeline to be lined, the liner diameter is then reduced with the 
help of diameter reduction equipment and then dragged into host pipeline. Once 
lined into host pipeline, HDPE liner will restore to its original size and fit closely to the 
internal surface of host pipeline. A steel-plastic composite structure is then created 
which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nti-corrosion and holding operational pressure.
The technology has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1.It can effectively resist acid, alkali and other corrosion；

2.Lengthen pipeline operational life over 30 years.
3.One-time distance over 1,000 meters;
4.Save capital investments over 40%;
5.The pressure that steel-plastic joint connection can take is up to 35 Mpa.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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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陕西新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Shaanxi XinHo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Ltd.

联系人：李雪成  Xuecheng Li

电话：15991613642

邮箱：lixuecheng@sxxinhong.com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西部大道 117 号 2 单元 4 楼

4th Floor, Unit 2, No. 117, West Avenue, Chang'an District, Xi'an, Shaanxi Province
 

企业简介：

陕西新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新鸿实业）是一家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技术

服务为核心、为智慧水务提供全产业链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于管网及水环境治理，

业务涵盖：管道生产、销售及安装工程、管网智能检测及修复、机器人清淤、管网信息

化服务等模块。新鸿实业在传统管网项目及水环境治理业务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结合

公司强大的科技和研发能力，在智慧管道、智慧水务、工业机器人、新型非开挖修复技

术等高科技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加卓越的产品及服务。

Shaanxi XinHo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 Ltd. （Abbreviation: XinHong 
Industry）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wi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engine, 
technical service as the core, and a full industrial chain for smart water services. The 
company focuses on the management of pipeline network and water environment. 
Its business covers: pipeline production, sales and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Pipeline 
intelligent detection and repair, robot dredging, pipe network information service and 
other modules. XinHong Industry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raditional pipe 
network projects and water environment governance business.  Combined with the 
company's strong technology and R & D capabilities, it has made many breakthroughs 
in the high-tech fields such as smart pipelines, smart water services, industrial robots 
and new trenchless repair technologies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more excelle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 原位固化修复技术 Cured in Place Piping(CIPP)

2. 离心喷筑修复技术 Centrifugally-cast concrete pipe (CCCP)

3. 紫外光固化技术 Ultra violet cured-in-place piping

4. 不锈钢快速锁 Stainless steel quick 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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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例：

  

陕西省富县县城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非开挖修复项目

陕西省黄龙县污水处理厂管网非开挖修复项目

  

陕西省宁强县城排水管网检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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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陕西中科非开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喜超

电话：029-86523208

邮箱：zkpipe.163.com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凤城一路 8 号御道华城 A 座 5 层 

企业简介：

陕 中 科 成 立 于 2001 年， 注 册 资 本 5400 万， 资 产 规 模 1.8 亿， 证 券 代 码：

831553。公司是西北地区最早、规模最大的非开挖技术服务企业，也是全国最早进入

非开挖技术服务领域的企业之一，是省级创新研发中心，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致力于打造非开挖管道技术一站式服务平台，提供管网排查、管道敷设、管道

检测、管道修复、管网运维等非开挖技术服务，建立地下管道 GIS 数据库，提供从管

道新建到管道运维全生命周期一体化服务。

经过多年的市场和业务拓展，陕中科已由传统的管道施工企业转型发展成为集施工

设计、工程总承包、管网运维、专业技术服务、投资运营于一体的非开挖管道综合服务

公司。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2 项 , 实用新型专利 11 项     

                  

“一种多管片拼接修复工艺及管道修复结构”      “ 水平定向钻孔内射吸排屑扩孔方法”

2、超深距离大型穿越对穿技术案例分析——沅江穿越工程解决方案

沅江穿越工程，管径 Ф355mm，长度 1188 米。穿越地层主要为人工填土、粉土、

细砂、砾砂、卵石、强风化及中风化泥质粉砂岩。采用两边夯套管及对穿技术完成。该

工程难点主要有两点：其一，卵石层厚度大、埋深大，夯管难度大；其二，管道穿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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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水域下对穿难度大。施工中，采取相应的技术应对措施，改变传统的对穿方式，

注重细节，加强管控，确保工程顺利完工。

相关图例：

  

常德市天然气次高压管道沅江穿越工程，水平长度 1188 米，管径 Ф355mm

            

                出钻坑放坡钢板桩支护                          入钻坑放坡

              

夯管施工

   

                       人工磁场布设                                对穿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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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上海达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殷成权

电话：021-58200546/13671752580

邮箱：service@dq-guandao.com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协新路 700 号 

企业简介：

上海达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经营

新科技领域及行业内的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的科技型企业。研发团队先于 2009 年

12 月研发出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翻转法地下管道非开挖修复用内衬软管，相继于 2011

年 6 月配套研发出国内首条内衬软管生产线并试车成功。可满足不同克重、厚度及管

径从 DN40mm~DN1800mm 的内衬软管生产。

公司凭借先进的生产设备和资深的生产技术及研发团队，本着“科技达权、创新达权、

达权品质、达权服务”的企业核心理念，与国内外客户携手，打造优质的管道修复材料。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新产品 DN40~DN200 超弹力聚酯内衬，主要应用于房屋管道、排水管线支流、大

型船体内管路任意角度的内衬翻转修复，可多次 180 度回路翻转，转角内壁无折皱。

本公司所有产品防水层均采用新型环保可降解热塑性聚氨酯。

相关图例：

 

2020 年 1 月份瑞典（AB）DN70~DN150 气压翻转法施工，工程采购量 2000 米。

 

2020 年 4~6 月份辽宁地区 DN500 气压翻转法施工，工程量 36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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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上海华贻电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Shanghai HuaYi Electric Power Municipal Project Engineering Co.,Ltd

联系人：王雪廷 Wang Xueting

电话：13818801334

邮箱：wang.xueting@gyrotec.com.cn

地址：上海市泗陈公路 5018 号

企业简介：

上海华贻电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是经 1998 年 4 月改制后组建的股份制电力市

政施工企业。

公司具有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机电设备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管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送变电工程专业承包贰级、电力设施承装

（修）类四级、承试无极和测绘丙级资质，可承担大中型地下管线非开挖敷设和电缆排管、

电缆隧道、电缆桥梁、电缆加固、电缆敷设和接头。城市道路、桥梁和 35kv 及以下电

力设施安装、维修、土建工程、住宅小区及厂房工程，可进行市政工程测量、建筑工程

测量、线路工程测量和地下管线测量。

十九年来，公司坚持“品质铸造金牌、承诺重于泰山”的质量方针和“质量第一、

信誉至上、诚信服务”的宗旨，在内部全面推进现代化管理，致力于全方位提高企业的

综合素质，高起点控制，高标准要求，以“安全，优质，文明，高效”的项目管理八字

方针创建优质工。

Shanghai Huayi is a joint-stock power municipal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It was 
established in April 1998.
The company possesses the following qualifications: Municipal public works 
construction general contracting Grade II, housing construction general contracting 
Grade III,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quipment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ntracting Grade III, pipeline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ntracting Grade II, powe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 contracting Grade II, and 
power facilties undertaking installation (repair) Grad IV,undertaking test Grade V 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Grade IV. The company is competent to undertake large-/
medium-sized trenchless underground pipeline laying, power duct bank, cable tunnel, 
cable bridge, cable reinforcement and cable laying and connection projects, urban 
road, bridge and 35kv and below power facilities installation, maintenance and civil 
engineering projects, residential quarter and pla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as well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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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icipal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easurement,line 
engineering measurement and underground pipeline measurement.
After nearly 19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has grown to a power municipal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featuring complete construction machinery, strong technical 
force, scientific management methods, sound safety and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and adequate supporting funds.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测绘产品 – PTMS 陀螺仪管线定位系统。PMS4.0 陀螺仪管线定位系统在管道

入口点行进到出口点时，首先由数据同步采集子系统在同步时钟的控制下采集三轴

MEMS 加速度计、三轴 MEMS 陀螺实时数据，测量采样频率为 200 赫兹，即每秒 200

个采样点，并对它们进行低通滤波和抗干扰滤波；然后通过数据存储及通信子系统将采

集的实时数据存储在存储器内。

轨迹实时测量：系统可事实测量非开挖施工后的管线轨迹信息，可采用三维直角坐

标或当地地理坐标系显示轨迹图。

数据保存功能 : 可以实现非开挖施工后的管线轨迹显示、标会并保存，为以后的管

线管理或施工提供准确的管线轨迹图。

数据回访功能：可以实现以往保存管线轨迹数据的重新标会、显示、为事后的分析

提供依据。

1. 东莞新奥燃气埋地管道定位检测项目

2.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穿越分公司 -- 管线定位仪采购项目

3.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供电局 -- 地下管线定位仪采购项目

4.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佛山供电局 -- 新型电缆顶管三维惯导探测技术开发项目

相关图例：

 

测绘产品 -PTMS 陀螺仪管线定位系统                   轨迹实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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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上海宇联给水工程有限公司

Shanghai Yulian Water-Supply Engineering Co. Ltd.

联系人：陈威任 /Jerrid Chen

电话：+86 15821230335

邮箱：jerridchen@163.com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望月路 890 号 -8

 No. 890-8,WangYue Rd,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City, CHINA 

企业简介：

上海宇联给水工程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1 年 1 月，是上海市城投水务 ( 集团 ) 有限

公司的入网企业，具有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批准的“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资质”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专业提供从给水方案咨询、设计顾问、

配套办理、非开挖管道修复、设备供应、技术开发、工程管理和施工、用户培训到维护

保养的总体解决方案的全面服务。

Shanghai Yulian Water-Supply Engineering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1 and 
is one of the nominated construction unit of Shanghai Municipal Investment Water 
Group.  Shanghai Yulian obtain the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Installation General 
Contractor Grade B (EPC)”and “Municipal Public Construction General Contractor 
Grade C (EPC)”qualifi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from Shanghai Municipal Constru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Shanghai Yulian provide all round service for water supply engineering, maintenance, 
trenchless technology and pipeline construction .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 starline® HPL-W 非开挖修复技术是一种修复作业压力最大达 40bar 的自来水

供水管道，一次性修复最长长度可达 600 米。

The starline® HPL-W method is used for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of drinking water 
transport pipelines with operating pressure of up to 40 bar depending on selected 
fabric material strength and with section length of up to 600 meters. 

2、CIPP 技术采用气压翻转内衬的方式将内衬翻转至待修复的管道之中，经填入

压缩空气膨胀将内衬材料紧密贴附在管壁上，完全与母管表面 100% 黏合，达成内衬

与母管一体化，其优势在于与一般日常管网的养护无缝对接，无需使用特殊配件即可适

应原有的养护需求。并且内衬密封性十分良好，可以防止管道渗漏与内部腐蚀的情况。



057

This CIPP technology use inversion method by compressor air to insert the fabric 
hose to the host pipe. The installed hose liner is 100% fully bounding to the surface 
of host pipe. The pros of starline® HPL-W is suitable for normal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water supply pipe-networks. There is no need for special spare parts 
and equipment to be stored for maintenance purpose and emergency cases. The 
tightness of fabric hose can prevent the water leaking and internal corrosion.  

3、该技术通过欧美技术认证体系认证，其内衬材料与树脂黏合剂均符合德国 KTW

饮用水行业认证建议的卫生标准。同时也符合德国用水及天然气专业协会 DVGW 的 W 

270 规范，其产品均需通过严格的测试标准以证实是否合乎规范。经修复后的管道经长

达一万小时的测试证实可延长 50 年以上的使用寿命。

Both the fabric hose and adhesive of course comply with all hygienic requirements 
pursuant to KTW Recommendation/UBA 
Directive for application in the area of drinking water. Also the DVGW Worksheet 
W270 is complied with.  This compliance is confirmed by valid test certificates. The 
minimal service life of rehabilitated pipes is 50 years.  This service life has been 
proven by long-term 10,000 hours test.

相关图例：

  

修复设备 - 压力股 Pressure Drum

 

上海松江 DN300 球墨铸铁管实验段修复 12m( 包含模拟管内开 DN100 支管实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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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100 不断水开梯实验 )Experimental Section DN300 Cast Iron Pipe with 12 meters 

(including open inside with DN100 hole and reopen outside with DN100) i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上海松江 DN500 实验段 23m 带一个 45°弯头 Experimental Section DN500 Cast 

Iron Pipe with 23 meters (with 1*45° bends) in SongJiang District,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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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深圳市博铭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戴聪

电话：13510220903

邮箱：teddydc@163.com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清祥路宝能科技园 9 栋 A 座 10 楼

企业简介：

博铭维智能科技成立于 2014 年，是由留美海归、孔雀计划专家、机器人行业资深

研发人员联合成立的一家专注于实现“城市管网数据信息化 + 特种机器人 + 专业服务”

的公司，并与中科院联合成立了博铭维 - 中科院 AI 联合实验室。公司已获得国家及深

圳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公司共有专利及商标各类知识产权 120 余项，并荣登“2019 年

度深圳高科技高成长企业 20 强”第 5 强、“德勤中国 50 强”及亚太 500 强项目榜单。

公司已于 2019 年 10 月完成 5000 万 B 轮融资。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现已研发制造出多个型号管网检测机器人、高清无线潜望镜、全地形检测机器人、

惯性导航测绘机器人和城市排水管网物联网智能管理平台等行业前沿产品。

1. Dolphin-L1 管网检测机器人：DOLPHIN-L1 大型管网机器人是由 CCTV 管道机

器人、线缆车和智能控制终端三部分组成，是国内目前技术领先的管网检测产品。主要

功能是检测管道内部结构破损与变形、管网堵塞以及地下管网乱排放情况 , 可探测管网

内有害气体浓度、管道内温湿度环境、管道内淤积情况、管网内障碍物大小。

2. DOLPHIN-M2 管网检测机器人：DOLPHIN-M2 是由 CCTV 管道机器人、线缆

车和智能控制终端三部分组成，是国内技术领先的管网检测产品。可检测管道内部结构

破损与变形、管网堵塞以及地下管网乱排放情况；探测管道内淤积情况、管网内障碍物

大小。DOLPHIN-M2 适用管径为 150-3000mm 的中大型管道，可满足主干管道的检

测需求。

3. Pipe-NS01 惯性导航测绘机器人：惯导测绘机器人 Pipe-NS01 是一款无动力独

立惯导测绘设备，通过收线器将设备在管道内进行拖拽测绘，惯导测绘设备可在管道内

无 GPS 定位系统的情况下能够准确测绘出地下管线的轨迹，生成三维图。

4. Peek 2s 高清无线潜望镜：Peek 2s 管道潜望镜由防爆潜望镜机体、高强度碳纤

维升缩杆、激光测距仪、 智能控制终端组成。主要应用于市政管网或工业容器快速成

像检测，在检测过程中，通过操作智能控制终端可实时录制并保存被检测对象的内部影

像，使用者据此可清晰地了解到检测对象目前状况，并做出正确的决策。

5. Gator-s1 管网检测全地形机器人：动力检测船采用螺旋式推进结构，极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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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适用环境，除适用于水体外，还适用于浅水泥沙滩和沙地。

6. SharkRaft-S 管道声纳漂浮阀：SHARKRAFT-S 管道声呐漂浮船是由声呐船体、

线缆车、控制终端三部分组成。

7. 城市排水管网综合管理智能平台：管网云平台结合 GIS 技术、管网检测设备在

线技术、管网数据智能分析技术、数据库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在线监测技术，能够对

排水管网（污水、雨水）运行情况实时监控、管网检测设备在线查看、管网检测视频在

线访问、防汛应急指挥调度为一体的智慧化管理平台，实现对排水管网（污水、雨水）

数据的统一管理，实现对日常巡查、养护、防汛应急指挥的全流程精细化管理；为管网

新建、升级、改建规划方案提供数据基础；对于提高排水管网（污水、雨水）系统管理

水平，解决目前问题和未来风险，保障居民日常生产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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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深圳市安信矿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会娟

电话：18695988713

邮箱：2467881910@qq.com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一巷 5 号

企业简介：

深圳市安信矿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现代化民营企业，是主要从事膨润土等非金属矿采

掘、加工、生产、销售、科研开发为一体的专业性企业。公司拥有国内规模最大的储量

达 6000 万吨的膨润土矿山三座，采矿权面积 7 平方公里以上。主要产品有泥浆膨润土、

冶金球团土、铸造专用膨润土等系列产品。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及 CSC 中国环保产品认证。现有非开挖泥浆土生产线两条，生产规模 3 万吨。

冶金球团土生产线两条，生产规模 3.5 万吨 ; 公司准备凭借强大的资源优势和良好的质

量，力争成为国内膨润土产品齐全、规模最大、产品应用领域最广的膨润土深加工基地。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云南澜沧江穿越工程

2、丰都长江穿越回拖成功 ! 本次导向孔全长 2054 米，穿越深度 90 米，采用国产

p2 导向系统，穿越地质为中风化沙岩，强透水层，卵石

3、中石化江苏石油勘探局油田建设处胶南公地 

4、江汉油田建设工程公司穿越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乍浦成品油穿越工程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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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深圳市巍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VICQUICK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Ltd.

联系人：王亚新   Wang Yaxin   吴泽仁 Wu Zeren

电话：13500060786  18566238696

邮箱：svet003@126.com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中海信创新产业城 12 栋 404

404, Building 12, Zhonghaixin Innovation Industrial City,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企业简介：

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总部位于深圳。公司专业从事管网运营服务。包括：管网普查、

管网检测、管网更新、管网运维管理等，为城市地下管网提供全寿命周期管理服务。

 公司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注重研发创新，获国家

专利 50 多项，参与过国家 948 计划、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研究，自主研发的管道零开

挖技术入选《非开挖修复用塑料管道总则》国家标准；参与多项行业标准和教材的编制。        

Shenzhen VICQUICK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3, 
headquartered in shenzhen. Th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pipe network operation 
services, including: pipe network survey, pipe network inspection, pipe network 
renovate, pipe network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etc., to provide full 
life cycle management services for urban underground pipe network.
It is a national, municipal High-tech Enterprises. It pays attention t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has won more than 50 national pat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national 948 plan, a number of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research projects, the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renchless pipeline technology into the " 
Plastic pipes used for pipeline rehabilitation- General " national standard; Participate 
in the preparation of a number of industry standards and teaching materials.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速格垫为高分子材料，拉伸性能好，可适应结构变形；且耐腐性优良，可满足

地下管道及苛刻的工程环境要求；速格垫背面附有锚固键，可与建筑结构采用灌浆，浇

筑等形式牢固连接，表面光滑，有利于排水及输水建筑的过流功能。

垫衬法，一种利用速格垫修复管道的应用技术，非开挖修复，施工速度快，可有效

修复管道的破裂，脱节，腐蚀等多种缺陷。成功应用于多地的排水管道修复工程中。

2、垫衬法于 2015 年开始应用于管道工程修复，在深圳市南山区一雨水管，经检

测发现存在较严重的破损现象，因地处交通要道，而采用垫衬法进行修复，取得了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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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

随后垫衬法在江西，湖北，安徽，湖南，甘肃等地均得到成功应用。

2019 年龙岗区龙岗河流域、观澜河流域消除黑臭及河流水质保障工程中的坂田工

区，一段箱涵截面 4m*5m，施工难度较大，导水工作也不易。将垫衬法修复技术应用

于本大型箱涵工程中，此法具有节能环保、材料轻便、施工速度快等优点，最终在汛期

来临前完成并验收。（工程见附图 3-4）

相关图例：

 

附图 1 速格垫产品图

Attached drawing 1  Anchored plastic sheet

 

附图 2 垫衬法模型图

Attached drawing 2  Grouting anchor lining model

 

附图 3  垫衬法修复管道图

Attached drawing 3   Repair the pipeline with Grouting anchor l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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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Saint-Gobain Pipeline Co., Ltd.

联系人：许清安 Andy Xu

电话：18116375332

邮箱：Andy.xu@saint-gobain.com

地址：安徽省马鞍山市慈湖化工路 1 号圣戈班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Ma An’shan City, An Hui Province, Cihu Hua Gong Road 1#

企业简介：

圣戈班穆松桥（PAM）于 1856 年在法国成立，隶属于世界 500 强圣戈班集团。

Saint-Gobain Pont-à-Mouson（PAM）founded in 1856 in France，belongs to 

the Saint-Gobain Group of the world's top 500.

1997 年，圣戈班穆松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设立工厂，并成立了圣戈班管道系统

有限公司。公司致力于打造完整的球墨铸铁管网系统，生产和销售包括 K 等级、C 等

级供水管道、高律 ® 污水管道、岩盾 ArialHDD 非开挖专用管道系统、管件、阀门、

Elixair 浅层地热新风系统等产品。

In 1997, Saint-Gobain PAM set up a factory in Ma'anshan City, Anhui Province, and 
established Saint-Gobain Pipeline System Co., Ltd.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up a complete ductile iron pipeline system, producing and selling K-level and 
C-level water supply pipes, INTEGRAL® sewage pipes, HDD® trenchless special 
pipeline systems, fittings, valves, and Elixair fresh air ventilation system and other 
products.

公司拥有国家级实验室，并在上海建有研发中心。圣戈班穆松桥技术专家，深度参

与了国际、国内行业标准的制定和修改，主编了多项 ISO 国际标准及国家标准，并将

喷锌技术、非开挖技术、C 等级管道等先进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带入中国，推动了行业标

准化工作的发展及技术进步。

The company has a national level laboratory and has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in Shanghai. Saint-Gobain PAM technical experts a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formulation and m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industry standards. They 
edited a number of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national standards and brought 
the products and solutions such as zinc spray technology, trenchless technology and 
C-class pipes into China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standard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公司参与了 WCM（世界级工厂）项目，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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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1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 国际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

证。产品质量均符合国家标准 GB/T 13295、GB/T 26081，以及国际和欧洲标准 ISO 

2531，ISO 7186，EN 545，EN 598。圣戈班制定并践行了质量宪章、EHS 宪章工艺

的控制、实施了智能制造流程，最大限度的减少浪费，提高效率，提高质量和安全性有

系统。

The company participated in the WCM (World Class Factory) project and passed 
ISO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ISO14001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OHSAS18001 international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The product 
quality is in line with national standards GB/T 13295, GB/T 26081, and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standards ISO 2531, ISO 7186, EN 545, EN 598. Saint-Gobain 
has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the quality charter, EHS charter process control, 
and implemente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to minimize waste, improve 
efficiency, and improve quality and safety systematically.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水平定向钻进法（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是我国目前广泛采用的一种非开

挖拉管技术，具有施工安全、占地少、施工速度快等特点。

HDD（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is a trenchless dragging pipe technology widely 
used in China at present,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fe construction, less land 
occupation and fast construction speed.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圣戈班穆松桥就已经规模化生产并销售非开挖专用的球

墨铸铁管道系统。岩盾 Arial 水平定向钻进非开挖球墨铸铁管道系统，是圣戈班穆松桥

针对水平定向钻进非开挖施工技术，研发的球墨铸铁管道解决方案。

Since the early 1990s, Saint-Gobain PAM has produced and sold large-scale 
trenchless ductile iron pipeline system. HDD® Trenchless Ductile Iron Pipeline 
System, is a ductile iron pipeline solution developed by Saint-Gobain PAM for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trenchless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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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例：

   

                       平遥非开挖                        六安非开挖 /Liu’an Trenchless

         

      涟水非开挖 /Lianshui Trechless        桐乡非开挖 /Tongxiang Trenchless

      

       日照非开挖 /Rizhao Trenchless       安徽省六安市皋陶大桥过河挂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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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四川中成煤炭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Sichuan Zhongcheng Coal Construction(Group) Co., Ltd.,

联系人：唐佳 Tang Jia

电话：18280172759

邮箱：2452578183@qq.com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青华路 38 号

38 Qinghua Road, Qingyang District, Chengdu

企业简介：

四川中成煤炭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成集团”，是四川省煤田地质局

直属的大型国有建筑企业，拥有矿山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桥梁工程、隧道

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水防腐保温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环保

工程一级资质，以及工程测绘勘察、地灾和固矿勘察甲级资质，水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

甲级、固体废物处置乙级资质。

近年来，中成集团按照“拓展环保环评、延伸环境工程、建立大环保业务链”的要

求，确立了“坚持转型升级，走多元化发展”思路，争取了省财政资金支持，组建了非

开挖项目实施团队，引进了非开挖修复全套专业设备，成为四川省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

家拥有非开挖地下管道探测和修复技术的国有企业。

相关图例：

   

                   成都市金牛区清洗作业         成都市金牛区固化前下料

    

                成都市太升南路固化后效果        德阳市排水管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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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绥化市龙水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党大伟

电话：15946109333

邮箱：63641586@qq.com

地址：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中直北路 69 号

企业简介：

绥化市龙水市政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拥有专业市政工程施工资质，有多年市政管线施

工经验，公司引进的国际领先的水平定向钻机及其附属设备，可施工直径 1m 以下的铁

管或塑料管采取非开挖技术穿越公路、铁路、建筑物、河流等障碍，一次性施工长度近

千米。非开挖管线铺设技术是指在不破坏地表的情况下铺设各种下管线技术方法，它是

当前正在蓬勃发展方兴未艾的一项新兴产业和技术，是地下管线铺设的一次重大技术革

命。目前，最先进的是非开挖技术是依托先进的水平定向钻进技术。它具有较强五大优

势，一是适用范围广，煤气、天燃气、电路、闹市区、建筑物；二是施工进度快，省时

省力节省了开挖路面、运走土方、回填沉降、回复路面等过程；三是绿色环保，开挖方

式施工，施工现场尘土飞扬、泥泞不堪，非开挖则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四是不影响城市

交通，传统的地下管线施工需要开挖路面施工期间必然造成交通中断、堵塞、拥挤、非

开挖采用地下钻进方法，不影响地面的正常交通秩序；五是减少对以建基础设施的破坏，

不需要破坏路面和地上附着物水平定向钻机在路面下钻孔铺管，使已建街道免遭开膛破

肚之苦。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绥化市二次供水改造项目 2016

绥化市城市给水管网建设项目（东部新城）

绥化市城区给水管网建设项目（南花园街中直路至黄河路）2018 年

绥化市城区 2018 年（花园街中直路至绥巴路）给水管网建设项目

绥化市城区给水管网建设项目（康庄路二水厂至新和成）

绥化市城区给水管网改造建设项目（9# 井至新和成）

绥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再生路给水管线改线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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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唐山永恒钻具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工

电话：18231560202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企业简介：

沙层、硬土、软风化钻具 : 鹰爪钻头，高强耐磨导向板，高强耐磨流道扩孔器，高

强耐磨合金头，化学泥浆万用王。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主要针对硬土沙层，短距离软风化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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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特瑞堡管道密封有限公司

Trelleborg Pipe Seals

联系人：Jacky Han  大中华地区销售总经理 

电话：+86 18362372313

邮箱：Jacky.han@trelleborg.com

地址：生产工厂位于德国杜伊斯堡

Dr.-Alfred-Herrhausen-Allee 36 D-47228 Duisburg | Germany

企业简介：

特瑞堡（Trelleborg）特瑞堡集团成立于 1905 年，总部位于瑞典特雷勒堡，年销

售额 30 亿欧元（约 200 多亿人民币），在全球 40 有 2 万名员工。特瑞堡是减振解决

方案、密封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导者。特瑞堡管道密封有限公司属于特瑞堡集团旗下工业

部门，在给排水和污水的混凝土和塑料管道、入孔、连接装置、新型密封和修复密封等

领域是全球领先的企业。卓越的密封效果赢得了全球客户对特瑞堡管道密封系统质量的

认可。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特瑞堡管道修复材料全部在德国生产，质量体系符合最严格的欧洲标准。近些年特

瑞堡点修和 CIPP 整段修复材料在中国得到很好的应用并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点修材料：盐酸树脂、气囊、纤维布等；

整段修复：软管、树脂及多种工具。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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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天津市天力通液压千斤顶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四和

电话：13802181141  13012205353

邮箱：gcqjd@163.com

地址：天津市海河科技园兴园路 9 号

企业简介：

天津市天力通液压千斤顶有限公司是大吨位千斤顶专业生产企业，生产大吨位千斤

顶、高压油泵已有十几年历史，近年来又开发研制出新型顶管掘进机系列。

我公司生产的液压双作用千斤顶系列，推力 20-1200 吨，共 56 种标准规格。广泛

应用于铁路、公路、隧道（涵洞）工程。用于地下顶管，铁路箱涵顶进、建筑物平移顶

升施工及其他顶推工程。在国防工程中也已被成功采用。此外，我公司还生产 50-800

吨通用型单作用千斤顶，架设桥梁用带液压锁千斤顶，顶管中继间、顶管机纠偏以及舰

船配套用 10-30 吨千斤顶、螺旋千斤顶等产品。同时还生产系列电动高压泵站及超高

压泵站，专供与大吨位千斤顶配套使用，也可作为预应力张拉、铁路、冶金、造船、石

油化工等建设工程的液压动力源。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我公司秉承在顶管掘进机设计领域的核心技术和丰富的施工经验，设计制造出适用

于各种地质条件的机械驱动、液压驱动、变频电机驱动等各种驱动方式的新型顶管机。

我公司生产的顶管机主要零部件均由意大利、日本等世界知名企业生产，大大提高了产

品质量。我们不仅设计制造非开挖顶管设备，还积极参与顶管施工、技术培训、施工方

案论证等工作。

我公司生产设备精良，测试手段齐全，能可靠的保证产品质量。产品性能稳定，价

格合理，深受广大用户的信赖和好评。

我公司位于环境优美的东丽湖畔，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方便，我们服务周到，信守

合同，交货及时，愿为您的工程提供精良的顶推设备及液压系统。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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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天津威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Vermeer Tianjin Manufacturing Co., Ltd.

联系人：庄琳玲 Lily Zhuang

邮箱：lily.zhuang@vermeer.com

地址：vermeerchina.com

企业简介：

天津威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天津武清京滨工业园区，拥有厂房面积 12,000 平

米，是在威猛公司在中国的总部。公司集研发、设备制造、质检、仓储物流、销售及零

配件服务等综合能力于一体，致力为本地客户提供更专注的产品及服务。公司拥有现代

化的生产设备及检测手段，于 2009 年通过 ISO9000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并建立了完

备的质量保障体系和质量管理团队。威猛中国已获得 40 多项专利，是中国工程机械行

业 - 国产钻机行业中获得专利最多的厂家。威猛公司连续保持全球范围内非开挖产品

销量领先。公司生产的威猛品牌的非开挖定向钻机，产品系列从 2 吨导 800 吨，包括

C 系列，D 系列在同业中维持着质量过硬，高效率、省油等良好口碑。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威猛 C430 小身材，大能力“

济南燃气工程：轻松挑战管径 800mm ST pipe 钢管 260 米穿越，单纯油耗 3600 元，

威猛高效率、真实省油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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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武汉中仪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谭慧

电话：17720488186

邮箱：2851720115@qq.com

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大科技园武大园一路 9-2 号

企业简介：

武汉中仪物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排水管网检测、评估、养护、修复相关技术、

设备及材料研发制造为核心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为城市提供智慧排水管网运维

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公司集“产、学、研”于一体，经过多年的累积和沉淀，中仪股

份已经成为国内管道检测与修复行业的标杆企业，在业内享有“管道检测与修复专家”

的美誉。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X120-D 可控点位修复系统是一款主要用于排水管道缺陷点修复的修复设备，可以

根据不同的排水管径选择不同规格的气囊来针对破损点进行精确的修补。X120-D 可控

点位修复系统可控光固化点位修复系统主要由主控系统和气囊两部分组成，其主要的特

点是高效、精准、可控。

X120-D 可控点位修复系统配合 CCTV 检测机器人使用，在完成管道预处理过程

之后，通过机器人将绑有修复材料的气囊拖到待修复位置，再将气囊充气到指定压力，

使修复材料紧贴管壁。然后开启气囊内的紫外灯，8 ～ 10 分钟后固化完成，再将气囊

放气，线缆盘收线，拖出气囊即修复完成。 X120-UV 紫外光固化修复车是一款用于市

政排水管道修复的车辆，其内部集成了发电机、鼓风机、电源系统、控制系统、电缆盘、

修复灯架、摄像镜头、修复扎头、气管等设备。紫外光固化技术是将玻璃纤维编制成软

管浸渍光固化树脂，然后将其拉入原有管道内充气扩张紧贴原有管道，以原有管道为外

模，软管内膜为内模，然后紫外光的作用下使树脂固化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复合内衬管

的原位固化法。待管道清理完毕，且管道破裂塌陷预处理完后，采用紫外光固化内衬修

复技术进行修复。非开挖修复具有不需封闭道路、施工工期短、有利环境卫生、修复后

管道过水断面损失小；综合造价低、拆迁少（无）；免（少）掘路；特别是穿越河流、

重要交通干线、重要建筑物，少保护、少监测；环境影响小、占地少、工期短，对交通

影响小；少（无）土方、少扬尘、少噪音，对周边环境影响小；工期短、少审批、少协调；

施工辅助少，施工准备时间短。

典型案例：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排水管道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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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例：

  

  

管道概况：待修复管道为管道编号 14，DN600 的污水波纹管 , 埋深约 1.8 米，井

距为 30 米；

缺陷情况：A 处靠近检查井 Y13 管口波纹管严重破裂且轻微变形，管道内还有多

处存在管道破裂情况，随时可能产生渗漏。

  

修复方案：对破裂处塑料用铣刀机器人进行切割，然后进行点位修复，最后对整个

过程进行紫外光固化全内衬加固。

  

修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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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穿越分公司

XINDI ENERGY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O.,LTD.CROSSING BRANCH

联系人：王振波 Wang Zhenbo

电话：17733681209

邮箱：wangzhenbo@enn.cn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金源道清华科技园

Tsinghu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 Jinyuan Road, Langfang Development Zone, 
Hebei Province

企业简介：

公司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机电工

程施工总承包壹级。

Grade I general contracting for municipal public works construction；Grade I 

general contracting for petrochem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Grade I general 

contracting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公司主要从事非开挖管道铺设、在役管线探测、陀螺仪定位等工程，拥有专业工程

施工人员 400 余人，项目经理 66 人，专业技术人才 150 人，目前拥有徐工 660T、500 吨、

360 吨、220 吨、德威土行孙 300T、120T、80T 等大中型设备 8 台；25T-55T 设备 28 台，

致力于市政及长输管道的穿越施工。公司还拥有陀螺仪 12 套，服务于穿越管道的精确

定位，5 套声波探测仪、探地雷达等设备服务于老旧管网的检测。

我公司将以对非开挖管道铺设和地下管线探测行业的深刻理解为平台，不断开拓新

的施工工艺，不遗余力地为非开挖市场、管线检测行业提供系统的技术支持和个性化的

优质服务。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renchless pipeline laying, in-service pipeline 
detection, gyroscope positioning and other projects, with more than 400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ersonnel, 66 project managers, and 150 professional 
technical personnel, which has 8 sets of large and medium-sized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 XCMG 660T, 500T, 360T, 220T, DWTXS 300T, 120T, 80T etc.; 28 sets 
of 25t-55t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rigs, dedicated to municipal and long-distance 
pipeline crossing construction. The company also has 12 sets of gyroscopes, which 
are used for the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the crossing pipeline, and 5 sets of acoustic 
wave detectors, ground-penetrating radar and other equipment, which are used for 
the detection of the old pip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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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ompany will take the deep understanding of trenchless pipeline laying and 
underground pipeline detection industry as the platform, explore new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pare no effort to provide systematic technical support and 
personalized quality services for trenchless market and pipeline inspection industry.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水平定向钻设备及检测设备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equipment and Testing equipment
穿越工程 Crossing projects

长沙市北二环湘江穿越工程 1.5km，Φ610mm

Xiangjiang River HDD crossing project, Changsha North second ring, 1.5km, 
Φ610mm.

2、广东四会 S260 省道次高压穿越工程 1.85km，Φ323.9mm

Guangdong Sihui S260 provincial road sub-high pressure HDD crossing project, 
1.85km, Φ323.9mm.

3、万通石化输油管道黄河穿越工程单钻 2.6 km，三条并行 Φ711、Φ406、Φ114

Yellow River HDD crossing project for Wantong petrochemical pipeline, single drill 
2.6km, three parallel, Φ711、Φ406、Φ114.

4、廊坊环城高压管线一期项目及其附属支线工程穿越工程 30km，Φ610mm

HDD crossing project, for the 1st project of Langfang high pressure line and its 
affiliated branch, 30km，Φ610mm.

5、定远至凤阳高压天然气管道穿越工程 10km，Φ508mm

Dingyuan to Fengyang high-pressure natural gas pipeline HDD crossing project, 10 
km, Φ 508 mm.

6、浙江舟山液化天然气（LNG）接收及加注站连接管道项目穿越工程共 9.8km，

Φ1016mm

Zhejiang Zhoushan 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 receiving and filling station connection 
pipeline HDD crossing project, 9.8 km, Φ 1016 mm.

7、廊坊城中村气代煤穿越工程 260km

Village in Langfang city gas replacement coal HDD crossing project 260km.
检测工程 Testing projects

容城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陀螺仪检测 70km

Rongcheng Xinao Gas Co., Ltd. Tested 70km with gyroscope.
开封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陀螺仪检测 3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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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feng Xinao Gas Engineering Co., Ltd. Tested 35km with gyroscope.
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陀螺仪检测 98km

Bengbu Xinao Gas Co., Ltd. Tested 98km with gyroscope.
在役管线检测累计 1156km

The cumulative detection of pipeline in service is 1156km.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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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宣化燕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安云翔

电话：0313-5087388  13831306623

邮箱：ybgs2008@sohu.com

地址：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崞村镇辛家庄村

企业简介：

宣化燕北公司注册资金：1200 万元。年产能 6.5 万吨。宣化燕北公司是专业研发

（泥浆用）膨润土系列产品的生产厂家，是中石油集团中标入围单位，中国石油管道

非开挖穿越技术专业委员会会员单位，宣化燕北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号：

GR201813001045；是“河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证书号：KZX201801130062；产

品具有中石油产品质量认可证书；企业通过，ISO ： 9001、14001、18001 体系认证。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产品分两类：1、淡水泥浆产品：钻井用膨润土（Ⅰ级、Ⅱ级）穿越工程泥浆土、

高效膨润土、淡水泥浆增粘剂、

1、 海（盐）水泥浆产品：海水钻井复合土、海水泥浆增粘降滤失复合剂。

相关案例：

1、2020 年中石油中标通知书

2、2020 年中石油管道局尼日利亚项目合同中的“物资明细单”

3、2018 中石油管道局孟加拉项目海水钻井复合土“物资明细单”

4、2019 中石油管道局蒙西项目“物资明细单”

相关图例：

       

尼日利亚 OB3 管道 HDD 穿越工程合同         2020 年中石油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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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扬州地龙机械有限公司

Yangzhou Dilong Machinery Co.,Ltd.

联系人：杨春富 Yang Chunfu

电话：13852589366

邮箱：2547647426@qq.com

地址：扬州市江都区武坚工业园区

Wujian lndustrial Park，Jiangdu District，Yangzhou CITY

企业简介： 

本公司专业设计制造非开挖顶管掘进机 (NPD 泥水平衡顶管机、土压平衡顶管机、

岩石顶管机、砂卵石顶管机，适用于普通土层的顶管掘进机)、中继间、顶管盾构配套设备、

液压油缸、液压系统及非标成套设备。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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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宜春启源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联系人：秦和平

电话：18007950087，13755842888
邮箱：952221109@qq.com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官园花园小区综合楼

企业简介：

本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市政管网排查，

机器人检测，清疏养护，开挖及非开挖修复，公司现有各类工作人员 86 人。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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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宇泰丰（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舒扬

电话：021-62582585 13581685577

邮箱：fengshuyang@cipp.vip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 317 号远东国际 B 座 2516

企业简介：

宇泰丰（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为台湾宇泰丰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大陆控股子公司，

公司经营领域为自来水，燃气，排水，热力，化工管道的非开挖修复施工与技术服务。

公司自 1995 年成立以来，专注于地下管道非开挖修复领域，拥有 CIPP 水翻转，气翻转，

光固化；螺旋缠绕；HDPE-U 型内衬等多种主流非开挖施工技术，是世界上少数掌握

自来水、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相关材料及施工技术的公司之一。截止 2020 年，公司采

用 CIPP 技术累计修复自来水及燃气管道达到 300 公里以上。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自来水管道、燃气管道的 CIPP 修复技术

自来水管道、燃气管道的 HDPE-U 型内衬技术

螺旋缠绕修复技术

螺旋缠绕技术

气翻 CIPP 技术

水翻 CIPP 技术

预制成型 HDPE-U 内衬管

CIPP 自来水修复用食品级玻璃纤维增强内衬管及树脂

相关图例：

   

                    气翻 CIPP 技术                                水翻 CIPP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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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青岛裕盛广源船舶用品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兆贵

电话：13792837222

邮箱：liuzhaogui@yushengguangyuan.com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通济工业园新源一路北端

企业简介：

公司拥有 20 余年的生产经验，引进先进的工艺设备，用最先进的整体缠绕工艺

来增加安全气囊的承载能力和耐力，气密性好，强度大，生产严格按照 ISO14409：

2011，已通过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中国船级社 CCS 以及法国

船级社 BV 的认证，是“中国市政工程协会管道检测与修复委员会”委员单位，“中国

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会员，产品由“中国 PICC

中国人保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以保证客户放心使用。公司坚信质量是重中之

重，坚持诚信交易，客户至上，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到包装发货严格要求，以优质的产

品质量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国内外广大客户的认可。产品已出口到东南亚各国，北

美，欧洲，非洲等国家，与许多船厂，船东，贸易公司建立了长久的合作关系。

欢迎广大客户们来厂参观指导，期待和您共同发展！

我司研发的充气式高低压管道堵漏气囊主要用于地下管道及排污管道的安装及维

修。经过我们多年的潜心研究、改良，成功研制出了新一代的管道堵漏气囊。改良过的

管道堵漏气囊，材质柔软，多层折叠捆绑方便，在使用过程中具有更好的密封性，易于

批量规范化生产，对管道的封堵性强，使用简单，可多次重复使用，抗老化。具有经济、

节能、轻便、安全、耐用、环保、无污染，使用寿命长等特点。

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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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长兴合成树脂（常熟）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帅

电话：18625029856

邮箱：shuai_li@eternal-group.com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沿江开发区兴港路 15 号

企业简介：

长兴合成树脂 ( 常熟 ) 有限公司属于外国法人独资企业，成立于 2006 年，投资总

额为 6800 万美元。

公司主要生产不饱和聚酯树脂，是热固性树脂的主要品种之一，它广泛应用于工业、

农业、交通以及运输等领域。不饱和聚酯树脂主要有增强和非增强两大系列。增强制品

主要应用于冷却塔、船艇、化工防腐设备、车辆部件、门窗、活动房、卫生设备、食品

设备、娱乐设备及运动器材等；非增强制品主要应用于家具涂料、宝丽扳、纽扣、仿象牙、

仿玉工艺品、人造大理石、人造玛瑙和人造花岗岩等。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热固化管道修复专用树脂 2858T

玻纤浸润性速度快

高摇变度，防止树脂垂流

制作的内衬管机械强度高，耐污性优良，并通过日本高分子试验所耐蠕变试验，耐

久性达 50 年以上（JIS K7116）

UV 光固化管道修复专用树脂 2855-VC

可稳定增稠

可通过紫外光固化

制作的内衬管机械强度高，耐污性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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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浙江优为新材料有限公司

ZHEJIANG  YOUWEI  NEW  MATERIALS  CO. LTD

联系人：李红阳 LIHONHYANG  经理

电话：13801732382 

邮箱：lihongyang@zj-youwei.com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苕溪东街 888 号

No.888, tiaoxi east street, qianyuan town, deqing city, hu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企业简介：

浙江优为新材料有限公司筹建于 2017 年，正式于 2018 年 7 月注册成立，注册资

金 2000 万。联合创始人均为资深的给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行业施工及材料专家，一起

致力于非开挖修复紫外光固化软管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特别专注于排水管道修

复应用领域。

浙江优为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团队基于十多年积累的、一线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经验，

引进吸收欧洲的专业技术，着眼国内工程现场真实需求，以最优品质、最快速灵活的服

务、最合理价格带给客户全新体验，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

浙江优为新材料有限公司追求：品质更优，服务更优，双赢同优的经营理念。 

Zhejiang youwei new material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July 2018. Its co-founders 
are senior engineers and composite material experts in the CIPP industry, and they 
are committed to the R&D, manufacture, sales and service of UV CIPP liner.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UV CIPP liner: UVLINERTM, which technology comes from the 
mainstream European experts, take seamless process to make a certain amount of 
extension performance, and adapt to sewage changing conditions, and increase the 
multichannel digital quality monitoring process for better quality control. UVLINERTM 
specifications are from DN280 to DN1500, one-time the length could be 300 meters, 
and has three months shelf life. UVLINERTM is one of the best choices for CIPP 
customers. 
Zhejiang youwei new materials co., LTD pursues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Better 
quality, Better service and Win-win situation”.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 第一代 UV CIPP 预浸软管产品：UVLINER® 软管，其技术来源于欧洲主流专家，

主要原材料均来自工程实际验证过的供应商，采用无缝合工艺使软管具有一定量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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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适应变化工况。

2.浙江优为不仅在专业第三方实验室验证过，生产工艺合理优化整体真空灌胶流程，

增加特殊耐磨层，增加多道数字化品质监控流程，而且优为软管交付后三个月内无需冷

藏随时可以使用。

3. 浙江优为提供的是工厂高端品质化订制，施工操作简单安全，成品率高，最终

制品性能卓越的软管。

4.UVLINER® 软管规格从 DN280~DN1500，一次性可生产长度达 300 米。

相关图例：

   

        

UVLINER® 软管的应用案例介绍一：项目地点：杭州市林溪里 / 萧山区 / 复兴路 / 等

                   

UVLINER® 软管的应用案例介绍二：项目地点：深圳市光明区 / 龙岗区 / 宝安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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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深圳市钻通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无锡市钻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Drillto Trenchless Co., Ltd

联系人：靳超

电话：18306189501

邮箱：18306189501@139.com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锦龙大道 9 号 / 无锡市胡埭工业区北区天竹路 12 号

企业简介：

钻通（Drillto）品牌创立于 2000 年，公司由国内最早从事非开挖研究的一批专家

组成，专注研发和生产水平定向钻机及配套钻杆钻具，为客户提供施工培训、技术指导、

保养维修等一站式服务。公司创立至今，以优质的产品和售后服务在行业内树立了口碑，

面向市场研发生产了 114 款机型，累积拥有 155 项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相关技术专利，

其中包括 29 项发明专利。 深圳钻通和无锡钻通公司均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先后

被评为广东省深圳市领军企业；江苏省非开挖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无锡市企业技

术中心；荣获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

ISO14001 环境管理双体系认证，安全生产执行标准化并获得环保认证和 CE 认证 , 在

企业业务流程和质量管理上得到了权威机构认可。

Founded in 2000, Drillto Trenchless Co., Ltd is composed of a group of experts 
engaged in trenchless field research in very early stage in China, focusing on R & 
D and production of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HDD) rigs, related drilling rods 
and tools, to provide customers one-stop solution with not only machine packages, 
but also construction training, technical guidance, machine maintenance and so 
on.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a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with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nd has developed 114 models 
for the market, with accumulate 155 HDD related technology patents including 29 
invention patents. Shenzhen and Wuxi Drillto companies both are national high-
tech enterprises, and have been named Guangdong Province Shenzhen Leading 
Enterprise and Jiangsu Province Trenchless Equipment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respectively. Won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Land 
and Resou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rst Prize ", passed the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ISO14001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ual system certification, safety 
production implementation standard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ertification and CE 
certification, Drillto has been recognized by authoritative institutions in the enterprise 
business process and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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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钻通技术和产品亮点 Drillto Tech and Products Features：钻通核心价值：设计取

值保守，产品使用寿命长，每个单元都保留 10%-20% 的功率余量，设备经久耐用，

主元件多年不坏，产品保值力高。作为中国非开挖业内最早开始研发水平定向钻进设备

的企业，累积掌握了 155 项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相关技术专利，包括 29 项发明专利，

在结构上紧凑灵活，在使用上精准安全。

The core value of drillto: Conservative design principle, the product service life is long, 
each unit retains 10%-20% power allowance, so that the equipment is durable, the 
main components are stable for many years, the product has a high residual value 
in second-hand market. As the early enterprise in China's HDD industry to start the 
development of HDD equipment production, Drillto has accumulated 155 trenchless 
HDD rig related technology patents, including 29 invention patents, our productsa are 
compact and flexible in structure, accurate and safe in operation.

相关图例：

  

  

香港跨海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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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北京创安亚非开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CHUANGANYA TRENCHLESS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CO. LTD

hr@cyce.com；

联系人：杨晓燕 YANG XIAO YAN 

电话：010-82330399

邮箱：786346289@qq.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 号 904B 室                            

RM904B, NO.1 Zhichu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企业简介：

北京创安亚非开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从事非开挖管道修复、维

护、技术开发及服务于一体的创新型、科技型企业。公司是国内第一个将德国胀（扩）

管管道替换设备及工艺引进到国内，用于排水管道的更新尝试，并获得成功并在排水领

域得到推广。

多年来，公司一直依托自身在管道修复领域中的技术优势，自行研发的获得了具有

子母口倒榫联接口短管的实用新型专利、非开挖内置套管管道修复设备及方法的发明专

利。

在推动城市环境官网施工品质提高的同时，完成城市管理大格局，确保城市环境品

质保持一流水准，实现建成最美城市、推动城市管理工作，是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是

努力奋斗的目标。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非开挖液压扩管修复技术

Repair technology of trenchless hydraulic expansion pipe

2、非开挖内置套管工艺

Trenchless built-in casing technology

3、非开挖胀插置换工艺

Technology of trenchless expansion and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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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凯诺斯（中国）铝酸盐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文平

电话：13693671616

邮箱：Wenping.li@imerys.com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睦宁路 86 号

企业简介：

诺斯（中国）铝酸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诺斯）前身是拉法基铝酸盐公司，

于 1908 年推出全球第一款商业化铝酸盐水泥产品 - Ciment Fondu。凯诺斯公司作为

铝酸盐水泥行业的先锋，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创新，逐步成为了铝酸盐水泥行业的领导者

和行业专家。目前，凯诺斯公司业务网络遍布全球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11 家分

布全球的工厂，其中 3 家工厂位于中国。

凯诺斯公司 20 世纪初期就开始了污水防腐业务的实践活动，公司主要产品无机防

腐砂浆被逐步应用于污水基础结构的防腐，比如各种污水池、泵站、窨井及管道等，其

良好的防腐性能、对施工环境的良好适应性和能快速恢复通水等特点被广泛认可。业务

活动范围也从欧洲逐步拓展到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并于 2010 年进入中国市场，并

很快得到了业界的肯定和积极采用。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卫盾 ® 无机防腐砂浆是基于特种胶凝材料的预干混、高耐久性砂浆。其独特的化

学成分和矿物相成份使它可以为市政污水系统结构提供独一无二的保护功能，抵御硫化

氢带来的腐蚀。

卫盾 ® 无机防腐砂浆无机防腐砂浆具有良好的粘结性能，用其所做的保护薄层具

有良好的粘结强度、早期和长期强度以及耐磨性。

卫盾 ® 无机防腐砂浆无机防腐砂浆是专门为低压湿法喷涂施工设计，现场只需加

水搅拌即可施工。该喷涂工艺可以避免粉尘和材料回弹损失。 

卫盾 ® 无机防腐砂浆无机防腐砂浆适用于修复现有基础设施和新建下水道基础设

施（比如各类检查井、泵站、管道、箱涵、污水处理厂结构等）的防腐保护。

卫盾 ® 无机防腐砂浆对海水、盐水、纯水、硫酸化土壤及多种弱酸也具有良好的

防腐蚀性能。 无机防腐砂浆不含可挥发性物质、无毒、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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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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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上海拓洪管道材料有限公司

联系人：翁烨

电话：18516605173

邮箱：cipp@shtohon.cn

地址：上海普陀区长寿路 433 弄 3 号 15D

企业简介：

上海拓洪管道材料有限公司（简称 TOHON 拓洪）是国内较早致力于非开挖管道

修复材料、设备和技术咨询服务的产销一体化公司。 

公司拥有在化学材料行业服务了 20 多年，技术和市场经验丰富的团队，同时在非

开挖管道修复工程行业有着 10 多年经验，是国内非开挖管道修复行业最专业、最全面 

的、最优化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我们奉行“诚信、敬业、务实、创新”的商业理念，以高品质的管道非开挖修复产

品、设备和服务，与业内的专家、业主和广大施工单位共同促进 CIPP 非开挖管道内 

衬工艺在国内管道修复行业的推广和兴盛！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tohon® CIPP 翻转内衬管：将高性能聚酯纤维淋涂高分子聚烯烃材料后，再经缝

编和热胶粘合成的管状材料，是 CIPP 非开挖管道修复中最常用的基础性材料。

Tohon® 聚酯纤维翻转预浸软管：TP-liner 是上海拓洪管道材料有限公司依据

CIPP 翻转内衬修复技术生产的一种专用聚酯纤维预浸软管，凭借其优越的机械强度、

耐腐蚀性能以及安全、环保、高效的施工工艺，是城市管道非开挖修复中最主要的基础

材料。

CIPP 紫外光固化软管：UVLINER® 软管是引进德国技术和部分进口材料，ECR

玻璃纤维和高性能树脂，采用无缝合工艺连续制作而成，使软管具有一定量的扩展性能，

适应复杂多变的工况。我们不仅在专业第三方实验室验证过，生产工艺合理优化整体真

空灌胶流程，增加特殊耐磨层，增加多道数字化品质监控流程，而且 UVLINER® 软管

交付后三个月内无需冷藏随时可以使用。

局部修复树脂系统：上海拓洪管道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局部修复树脂系统是一款可

应用于非开挖点修复排水管道的方法可以远距离精准点修复排水或地下管道。能短时间

或者稍长时间修复至无渗漏，维持管道性能。可以非常良好的修复裂纹（例如：射线状

裂纹，或者纵向裂纹，或者混合型裂纹）和管接头渗漏，无论什么材质的管道，都可以

维持管道性能稳定。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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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曲阳路（保德路 - 汾西路）排水管道预防性修复工程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靖西大道污水改造工程

无锡太湖新城第三批污水管网修复工程

南通高新区污水管网疏通及维修检测工程

佛山桂畔海水系综合整治管道修复工程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大街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陶利西街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管道非开挖修复工程

重庆市永川区红旗河截污干管非开挖修复工程

广州市飞来湖周边污水主干管修复工程

广州市增城区高滩污水系统管网修复工程

重庆渝中区临江路 DN300-600 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相关图例：

 

重庆渝北区龙华大道 DN500 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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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五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Elem Hi-Tech Corporation

联系人：滕晓娴 Amy Teng

电话：+86 13818685341

邮箱：Amyteng@5elem.com

地址：姜堰工厂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姜溱路 16 号

上海办公室 上海办公室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481 号 15 幢 1 楼 Plant China • Jiangyan

16 Jiangqin Rd., Jiangyan District, Taizhou,Jingsu Province, China.
Branch • Shanghai
F1, Building 15, No.481 Guiping Rd.,Xuhui District, Shanghai, China.

企业简介：

五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83 年，是一家以先进纤维复合技术为核心的高端

原料及制品研发制造的集团企业，是世界上大口径高端扁平软管最大的生产供应商之

一，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高端软管产品；产品广泛应用于页岩气压裂液输送、市政管

道、石油输送、消防、工业液体传输等领域。高端扁平软管拥有世界最强的生产基地，

日产能近 100 千米的配套基础设施，先进的排单切换系统，为客户提供多品种、小批量、

短交期的定制服务。

五行科技致力成为市政、油田管道修复专家，专注为客户提供原油、天然气、污水、

热能、饮用水等管道非开挖修复解决方案和产品个性化定制服务。

5ELEM Hi-Tech Corporation, a master of Advanced Fibre Composites Technology, a 
group enterprise of developing and manufacturing high-end materials and products, 
has devoted in high-tech industry for over 35 years since 1983, and nowadays 5elem 
is building the entire businesses through innovation on high-end layflat hose, High-
pressure continuous layflat hose，composite materials, fire-proof paint and carbon 
fiber products.
Proudly to be one of the largest worldwide supplier of high-end large calibre layflat 
hoses, 5ELEM has contributed to providing solutions to global customers with various 
layflat hoses in the fields of shale gas fracking fluid transferring, municipal pipelines, 
oil-transferring, fire-fighting, and industrial fluid delivery. 
For high-end layflat hose, 5ELEM has the world’s top manufacturing base with 
improved facilities for daily production capacity up to 100 kilometers, and supporting 
by advanced production scheduling and switching system, 5elem provides custo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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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featuring multi-variety, small batch, and short lead time.
5ELEM is committed to becoming an expert of municipal and oilfield  pipelines 
rehabilitation, to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solutions and 
product customization service for pipelines in fields of crude oil, natural gas, sewage, 
thermal energy, and potable water.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IH 技术 - 承压复合内衬解决方案

复合软管内衬非开挖修复技术，也称为 IH 非开挖修复技术，(IH 意为 Inserted 

Hoses)。 非开挖修复技术是在原金属管道内衬入一条高压连续复合软管，形成“管中管”

复合结构。

IH 技术非开挖修复解决方案优特点

IH 非开挖修复技术可以避免全管线开挖施工，努力保护了优美的环境、减轻施工

影响。长距离穿插式工艺，工期可以显著缩短，极大节省施工费用。

耐腐蚀——非金属耐蚀性，寿命 20 年以上；

自承压——可以通过自身承受外部压力的修复技术；

口径宽——最大口径可达 DN1200；

抗扰动——内衬管道柔软、自承压，能够正常消除基体的扰动影响。管道轴向受力

大，防范相邻作业损坏。  

距离长——根据工程需要，一次施工直线最大距离 5.0km；

施工快——施工速度 1km/3hr

过弯头——一次可通过多个 R ≧ 5D 的 120°以下弯头

 

相关图例：

 

五行科技承压复合内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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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供水 DN800 修复工程——全世界最大口径自承压内衬修复记录

Worldwide largest DN800 installed in Tangshan

 

中石化西北油田集输管线修复工程——国内首例油田集输管线自承压修复工程

1st oil gathering pipeline renovation cas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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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熊三平  阙小平

电话：13602052988  13540878127

邮箱：gtgfxsp@xjgt.com  gtgfqxp@xjgt.com

地址：天津市宝坻区潮阳工业园区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军屯工业园区

企业简介：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控股上市公司（简

称：国统股份，股票代码：SZ002205）, 资产总额为 20 多亿元。是国内 PCCP 行业首

家上市公司，也是目前为止混凝土制品行业唯一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授予企业。公司

是国家标准《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GB/T19685-2017）、《PCCP 工艺技术规程》

的制定单位之一，行业标准《内衬 PVC 片材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排水管》的主要编制

单位；成功研发了“免振自密实混凝土 PCCP 管芯成型工艺”、“小口径 PCCP 管立

式生产工艺”等技术；先后有一百多项技术创新获得国家专利。

公司主营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各种输水管道及其异型管配件和城市地

下综合管廊、盾构管片、高精密轨道板、混凝土风力塔筒等高端水泥制品的设计、生产、

运输、安装以及相关技术开发和咨询服务，并致力于水资源及水务一体化的投资、建设、

运营。

公司除新疆总部之外，在华南、西南、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区均设立了独立运营

的分子公司和生产基地，并在区域市场均拥有一定影响力。多年的专营和合理的市场布

局，使新疆国统参与了近 20 年来多项国家重点输水工程，包括哈尔滨磨盘山引水工程、

南水北调总干渠及配套干渠系列项目输水工程、辽宁大伙房输水工程、广东东江引水工

程、广东西江引水工程、辽西北供水工程等，获得了社会和行业的高度认可。

2014 年七月，公司成立全资子公司中材天河（北京）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具有发

行公司债券实力，商业信誉优，银行授信 80 亿元等上市公司融资优势；具有多个战略

合作伙伴，全产业链服务商，国内重大项目建设经验，多个 PPP 项目融资、建设经验

等建设运营优势。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restressed Concrete 

Cylinder Pipe 简称：PCCP），是在带有钢筒的高强度混凝土管芯外表面缠绕预应力钢

丝并制作水泥砂浆保护层而制成的混凝土复合管道。PCCP 管采用钢制承插式柔性接口。

根据钢筒在管芯中位置的不同，可分为两种：内衬式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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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1-1 所示；埋置式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PCCPE），如图 1.1-2 所示。

顶进施工法用钢筒混凝土管（JCCP）：顶进施工法用钢筒混凝土管（简称：

JCCP），是在钢筒内外布置 2 层或多层钢筋网，并将此带钢筋网的钢筒采用立式浇筑

工艺进行混凝土成型而成的钢筋混凝土复合管道。JCCP 管采用钢制承插式柔性接口，

如图 2.1-1 所示。

顶进施工法用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JPCCP）：顶进施工法用预应力钢筒混凝土

管（简称：JPCCP），是对 PCCP 管材进行针对顶进施工的专门结构优化后研发的适

用于顶进施工的 PCCP 管材。

预 制 混 凝 土 箱 涵（RCBC/DRCBC）： 预 制 混 凝 土 箱 涵（ 简 称：RCBC/

DRCBC），是采用混凝土、钢筋预制而成的钢筋混凝土箱形构件。按施工安装工法可

分开槽施工工艺（RCBC）和顶进施工工艺（DRCBC）。目前我公司生产的箱涵均采

用柔性密封接口。

相关图例：

  

                       辽西北供水工程                              JCCP 外荷载性能试验

 

LXB 供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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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英普瑞格管道修复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iMPREG (Suzhou) Co., Ltd.

联系人：顾梦蝶  Lincy Gu

电话：+86 512 33060814     +86 15850299425

邮箱：lgu@impreg.com

地址：中国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北京东路 198 号 1 栋

Bldg. 1, 198 Beijing East Road, Taicang, Jiangsu Province, China

企业简介：

德国 iMPREG 英普瑞格集团，是增强型玻璃纤维 Glass Fiber Reinforced Plastics 

(GRP) 应用于原位固化法 Cured-in-Place Pipe (CIPP) 的材料生产先驱，核心产品为

UV 紫外光固化软管，应用于市政排水管道的非开挖修复。集团于 1999 年成立，目前

坐落于德国阿默布赫。随后，集团投资方为扩展亚太市场，经过考察，选址德企之乡

著称的中国百强县——江苏太仓，作为子公司，并入驻了拥有近 400 家德国企业的德

国工业园区作为生产基地。2015 年 4 月 3 日，英普瑞格管道修复技术（苏州）有限公

司在中国江苏省太仓市注册成立，并于 2017 年 9 月 7 日正式运营投产。德国 iMPREG

英普瑞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按照 ISO9001 的国际标准；环境管理体系严格按照

ISO14001 的国际标准。产品定位以客户需求及环境保护为导向，具有 50 年以上的使

用寿命。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iMPREGLiner GL16

- 新一代紫外光固化内衬软管

- 应用于市政排水管道的非开挖修复

- 集所有优势于一身         

iMPREG 英普瑞格紫外光固化内衬软管 GL16 为管径 DN150 至 DN1829 的所有常

规管道而研发。GL16 有着优质的材料特性和全新的玻璃纤维设计，可以在管壁厚度上

做出更细微的刻度划分。这不仅可以给客户带来经济上的效益，同时也带来技术效益。

山东临沂老城区青龙河水体治理项目

时间：2017.10 月至 2018.6 月

管径：DN1200

长度：8-10 公里

针对临沂市老城区青龙河的黑臭水体治理问题，一直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青龙河

是贯穿临沂市主城区的母亲河，却长期因为污水直排、管道渗漏等原因没有得到彻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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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现场是沿着河道的长达 8 公里多的污水主干道（DN1200 管径）因年久失修一直

存在污水渗漏至青龙河的情况，但现场却十分复杂。原管道埋在河道底部，没有标准的

检查井，管道旁边 5 米处既是居民住宅，完全不具备开挖重新更换的条件。在此情况下，

当地政府英明决策引进了德国 iMPREG 公司的紫外线光固化工艺，完全意义上的非开

挖修复原有管道。最终整体项目在 10 个月内顺利完成，在不需要开挖原有管道、不扰民、

不拆迁的情况下，用最小的综合成本和社会成本完成了对原有破损管道的修复工作，将

原有管道的使用寿命再延长 50 年。

成都市中心城区排水管道修复项目

时间：2016-2019

管径：DN400-DN1500

长度：每年 5-10 公里

成都市的排水管道修复工作，在成都市排水处的领导下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16

年初当其他地方还不甚了解修复工艺的情况下，成都市率先引入了 iMPREG 公司的紫

外线光固化工艺。 随后又在普通修复的水平上提出了半结构性修复、全结构性修复以

及预防性修复要求。iMPREG 公司很荣幸从 2016 年开始每年都参与到成都市的排水

管道修复工程， 积极与排水处的相关领导、技术部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等开展了

良好的互动， 贡献了自己的微薄力量。并在 2017 年在成都安装了当时国内最大管径

DN1500 的内衬材料施工。

舟山市中心城区排水管道修复项目

时间：2016.10-2017.12

管径：DN400-DN1000

长度：总共约 15 公里

舟山市的排水管道，因为当地的海鲜加工业的发达以及沿海城市地下水位高的特点，

长期处于满负荷运行以及腐蚀老化速度远超普通城市。因此舟山市排水处英明决策采用

UV 紫外线工艺修复排水管道， 力争在不开挖不扰民不停产的情况下用最小的时间成本

和经济成本将原有管道使用寿命延长 50 年。 德国 iMPREG 公司很荣幸一直参与到该

项目，为项目提供了德国的高品质内衬材料以及德国现场技术工程师的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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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例：

  

利用紫外光固化内衬软管修复管道是市场上高效且经济的修复方法。与其他过程相

比，iMPREG 英普瑞格紫外光固化内衬软管在这方面十分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是其快

速的施工安装过程。使用 iMPREG 英普瑞格紫外光固化内衬软管，每天可修复管道平

均多达三条，这些管道修复后几乎都能立即重新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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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任丰

电话：13142084286

邮箱：1518436315@qq.com

地址：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七路 88 号

企业简介：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隶属于世界 500 强企业中国铁建

股份有限公司，是集隧道施工智能装备、高端轨道设备装备的研究、设计、制造、服务

于一体的专业化大型企业。集团总部位于湖南长沙，是国家认定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级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

铁建重工专注于非标、特种、个性化、定制化的高端装备制造与服务，从零起步打

造了轨道系统、掘进机、隧道装备等三大成熟产业板块，积极布局新型交通装备、高端

农机、绿色建材装备、煤矿装备、新型工程材料等多个新兴产业板块 。

铁建重工是全球唯一同时具备盾构和矿山法隧道装备研制能力的专业企业，拥有国

内生产能力最大、设备最全、工艺最先进的盾构 /TBM 专业生产线 ，自主研制的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盾构 /TBM 广泛应用于国内 30 多个省市的地铁、铁路、煤矿

和水利等重点工程。

 

技术、产品特点 / 相关案例：

1、硬岩顶管机工法原理：在工作井内设置顶推装置，在主顶油缸推力的作用下将

管节和顶管机主机一起向前顶进，渣土以泥浆管道输送的方式排出。

硬岩顶管机：采用高性能主轴承，配备复合刀盘及破碎锥，对岩石进行两次破碎，

实现 100MPa 岩层顶进。

 硬岩顶管机案例 1

工程名称：深圳排污隧道项目

设备特点：配置气垫舱及可加压的人舱，可实现富水地层带压进舱

可应用领域：城市电缆、排污、引水隧道、自来水管道等

硬岩顶管机案例 2

工程名称：卡塔尔多哈南部城市污水隧道管网工程

地质：石灰岩、石英岩、粘土以及富水地层，岩石强度为 30-120MPa

硬岩顶管机案例 3

地质条件：石英岩、灰岩，岩石强度约 80Mpa，埋深 10m；

断面尺寸：开挖直径为 1130mm，管片外径 1090mm，内径 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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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快速铺顶机其原理是利用与顶管施工类似的隧道掘进机进行隧道开挖，掘进机

尾部与管道焊接连接，管道不断被后方的推管机24小时持续推入地层，当隧道开挖完成，

管道安装同步完成。

技术特点：快速铺顶机性能全面升级，成功解决了小直径掘进机长距离施工、狭小

空间液压传动系统散热、长距离动力输送、精准导向和快速顶进等关键技术。推管机采

用安全的抱管推进技术，配合斜角入射始发，能最大程度利用地面空间，后部可一次预

铺设超千米管道、铺设开挖一次成型。动力升级、保障升级，“因地制宜”、开创性地

采用了泥浆散热系统，节能环保，能够实现 24 小时持续顶推作业。

适应领域：适用于下穿河流、公路、铁路等工况复杂的场合，特别适合于长距离快

速掘进，可用于石油管道、城市管廊、水利、电力隧道等领域。

相关图例：

    

                 硬岩顶管机                                                 快速铺顶机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长岭-永清）十标段龙河快速铺顶机项目，天津市武清区，

穿越龙河，穿越长度约 600m，入土角为 6°，出土角为 8°。采用防腐层钢管，管径

1219mm。穿越地质为粉质黏土、粉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