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17. 全国机械工业用户满意产品名录

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一一、、内燃机制造内燃机制造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10

制造商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河南省中原内配股份有

限公司限公司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浙江奥加汽车零部件制浙江奥加汽车零部件制

造有限公司造有限公司

扬州五亭桥缸套有限公扬州五亭桥缸套有限公

司司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内燃天津一汽夏利汽车内燃

机制造公司机制造公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无锡柴油机厂无锡柴油机厂

安徽博一流体传动股份安徽博一流体传动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产品商标/名称/型号

潍柴动力牌潍柴动力牌

柴油发动机柴油发动机 WPWP44--1313
WPWP77系列发动机系列发动机

柴油机柴油机WPWP1212GG250250EE302302
玉柴牌玉柴牌

YCYC44FAFA柴油发电机柴油发电机9090--120120马力马力

YCYC66LL柴油发电机柴油发电机240240--350350马力马力

YCYC66MKMK柴油发电机柴油发电机340340--420420马力马力

中原内配牌中原内配牌

气缸套气缸套RWRW110110/RBA/RBA108108//44VV
气缸套气缸套MM13001300--10021061002106
天牌天牌

曲轴曲轴WDWPWDWP系列系列 44--3333
连杆机加部件上柴连杆机加部件上柴

AA、、CC、、DD、、EE、、GG系列系列

BHBH牌牌

铝合金铝合金、、锻钢锻钢

活塞活塞ΦΦ105105--200200活塞活塞102008103001102008103001

奥加牌奥加牌

柴油机高压油管欧柴油机高压油管欧ⅡⅡ～欧～欧ⅥⅥ
柴油机高压油管柴油机高压油管 欧欧ⅢⅢ--欧欧ⅤⅤ

五亭桥牌五亭桥牌

柴油机气缸套柴油机气缸套612630010015612630010015
天内牌天内牌

汽油发动机汽油发动机CACA 44GAGA
汽油发动机汽油发动机CACA33GAGA
无锡牌无锡牌

柴油发动机柴油发动机CACA66DMDM
博一牌博一牌

液压多路换向阀液压多路换向阀BDFBDF11--220220
液压多路换向阀液压多路换向阀BDFBDF22--240240RR

推荐单位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厦门金龙旅行车有限公司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动力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中国重汽集团杭州发动机有限公司

一拖一拖（（洛阳洛阳））柴油机有限公司柴油机有限公司

无锡动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动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DOOSANINFRACORECO.,LTDDOOSANINFRACORECO.,LTD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一汽夏利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集团有限公司一汽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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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1212

1313

二二、、工程机械及农机制造工程机械及农机制造

1414

1515

1616

1717

1818

1919

2020

2121

天津雷沃发动机有限公天津雷沃发动机有限公

司司

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河南省西峡汽车水泵股

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

平原滤清器有限公司平原滤清器有限公司

江西液压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徐州徐工液压件有限公

司司

河北省清河县工程机械河北省清河县工程机械

配件厂配件厂

河北冀工胶管有限公司河北冀工胶管有限公司

浙江高宇液压机电有限浙江高宇液压机电有限

公司公司

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北京华德液压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佩特来电器有限公北京佩特来电器有限公

司司

重庆汇浦液压动力制造重庆汇浦液压动力制造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雷沃发动机牌雷沃发动机牌

发动机发动机10001000系列发电产品系列发电产品

10001000//11001100发动机发动机10041004C-PC-P44
飞龙牌飞龙牌

发动机冷却水泵发动机冷却水泵

EAEA211211
涡轮增压排气歧管涡轮增压排气歧管

5303100964553031009645
平原牌平原牌

三元催化器三元催化器

YHQ-YHQ-22
微粒捕集器系统微粒捕集器系统

JDPF-JDPF-66、、JDPFJDPF－－1414LL、、
JDPF-JDPF-1616EE、、JBPF-JBPF-1818CC

金石牌金石牌

变速操纵阀变速操纵阀

LGLG0303-BSF-BSF、、LGLG0303-BSF-A-BSF-A
变速泵变速泵

LGLG0303-BSB-BSB、、LGLG0303-BSB-A-BSB-A
徐工牌徐工牌

液压油缸液压油缸ΦΦ2525--10001000
冀兴牌冀兴牌

工程机械用推拉式软轴工程机械用推拉式软轴 JXJX083083
冀工牌冀工牌

工程机械增压器连接胶管工程机械增压器连接胶管--硅胶硅胶

胶管胶管--高温低压橡胶软管高温低压橡胶软管

高宇牌高宇牌

整体式多路换向阀整体式多路换向阀CDFCDF2525//3232
先导阀先导阀CRV-CRV-0000
中位卸荷型流量放大阀中位卸荷型流量放大阀ZLFZLF2525
华德牌华德牌

液压泵液压泵//马达马达AA22F-AF-A66V/AV/A77VV
佩特来牌佩特来牌

起动机起动机MM105105RR30593059SE-BSE-B
大汇浦牌大汇浦牌

装载机制动系统加力泵装载机制动系统加力泵

HPHP33..55--9090

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天发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天津天发发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雷沃阿波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雷沃阿波

斯潍坊农业装备分公司斯潍坊农业装备分公司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冷却水泵机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冷却水泵机

油泵分会油泵分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冷却水泵机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冷却水泵机

油泵分会油泵分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卡哥特科工业卡哥特科工业（（中国中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标准技术协会中国机械工业标准技术协会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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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2323

2424

2525

2626

2727

2828

2929

3030

3131

3232

3333

3434

三三、、仪器仪表制造仪器仪表制造

3535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临沂金利液压科技有限临沂金利液压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

临沂晋安机械有限公司临沂晋安机械有限公司

临沂业隆通用机械厂有临沂业隆通用机械厂有

限公司限公司

福建省三明齿轮箱有限福建省三明齿轮箱有限

责任公司责任公司

山东华星工程机械有限山东华星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公司

青岛力克川液压机械有青岛力克川液压机械有

限公司限公司

山东华伟液压科技有限山东华伟液压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

山东山工钢圈有限公司山东山工钢圈有限公司

黄石赛福摩擦材料有限黄石赛福摩擦材料有限

公司公司

常州市东海橡胶厂有限常州市东海橡胶厂有限

公司公司

扬州市高升机械有限公司扬州市高升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申亿五金标准件有湖南申亿五金标准件有

限公司限公司

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哈尔滨量具刃具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限责任公司

浙江银轮牌浙江银轮牌

冷却模块冷却模块391697391697--0101
机油冷却器机油冷却器380066380066--0101--0101
金利牌金利牌

工程机械液压油缸工程机械液压油缸

ΦΦ4040--500500
晋安牌晋安牌

回转支撑回转支撑

滚道中心直径滚道中心直径200200～～25002500
业隆牌业隆牌

销轴销轴

明齿牌明齿牌

装载机齿轮装载机齿轮 ZLZL3030--5050
华星牌华星牌

LGLG953953NN加高铲斗加高铲斗29170066662917006666
955955NN装载机动臂装载机动臂2915001773129150017731
62106210EE挖掘机挖斗挖掘机挖斗1440590214405902
力克川液压牌力克川液压牌

履带驱动装置履带驱动装置

华伟液压牌华伟液压牌

齿轮泵齿轮泵HSPHSP31663166
多路阀多路阀HVHV3232..22
蒙达牌蒙达牌

轮辋轮辋LGLG1919..5050//22..55--2525
轮辋轮辋LGLG1414..0000//11..55--2525
黄摩牌黄摩牌

摩擦片摩擦片ZLZL5050..33..55..22
摩擦片摩擦片ZLZL5050..33..55--55
CZDHCZDH牌牌

发动机各类胶管发动机各类胶管

减震器减震器、、地板垫各类橡胶管地板垫各类橡胶管

高升牌高升牌

悬浮座椅悬浮座椅XFZY-XFZY-22
申亿牌申亿牌

SYISYI紧固件紧固件、、连接件连接件

连环牌连环牌

齿轮测量中心齿轮测量中心39033903AA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张家口维克特机械有限公司张家口维克特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机床重庆机床（（集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刃量具厂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刃量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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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6

3737

3838

3939

4040

4141

4242

四四、、石化通用机械制造石化通用机械制造

4343

4444

4545

4646

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北京时代之峰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

济南时代试金试验机有济南时代试金试验机有

限公司限公司

山东山森数控技术有限山东山森数控技术有限

公司公司

上海兰宝传感器科技股上海兰宝传感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

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上海辰竹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老港申菱电子电缆上海老港申菱电子电缆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上海申菱钢结构有限公上海申菱钢结构有限公

司司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太重集团榆次液压工业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江南阀门有限公司江南阀门有限公司

重庆通用工业重庆通用工业（（集团集团））有有

限责任公司限责任公司

时代时代TIMETIME牌牌

粗糙度仪粗糙度仪TIMETIME32003200
试金牌试金牌

可组装式多功能盾构管力学性能可组装式多功能盾构管力学性能

试验机试验机 TIME / TTIME / T11421142DD
山森牌山森牌

机床操作面板机床操作面板

YZLJKBYZLJKB0101FF
LANBAOLANBAO牌牌

LRXLRX型电感式传感器型电感式传感器

辰竹牌辰竹牌

GSGS85008500-EX-EX
GSGS85478547-EX-EX
功能安全型隔离式安全栅功能安全型隔离式安全栅

老港申菱牌老港申菱牌

电梯操纵箱电梯操纵箱 DCDC470470
电梯显示器电梯显示器 DXDX470470
申菱牌申菱牌

自动扶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自动人行道））桁架桁架

HE.K.CHE.K.C

陕鼓牌陕鼓牌
4040万吨醋酸装置空分压缩机万吨醋酸装置空分压缩机
6060万吨甲醇装置空分压缩机万吨甲醇装置空分压缩机
煤气透平机与电动机同轴驱动的煤气透平机与电动机同轴驱动的
高楼鼓风机组高楼鼓风机组
（（BPRTBPRT））AVAV4545--1212+MPG+MPG33..1818

TZTZ牌牌

柱销式叶片泵柱销式叶片泵

PFED-PFED-41310294131029//1616
多路换向阀多路换向阀DF-DF-2020

江一牌江一牌

百万千瓦核电站汽轮发电机组百万千瓦核电站汽轮发电机组

再热阀组再热阀组

重通牌重通牌
离心式通风机离心式通风机 WW66--22××2929-F-F
单级高速离心鼓风机单级高速离心鼓风机
BCDBCD230230--11..9595//11..0303
离心式鼓风机组离心式鼓风机组
BCDBCD180180--11..9292//11..0202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

上海上海ABBABB动力传动有限公司动力传动有限公司

四川美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美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川仪控制系统有限公司重庆川仪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上海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上海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上海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

河南龙宇煤化工有限公司河南龙宇煤化工有限公司

久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久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恒联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吉林恒联精密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清流液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杭州清流液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柔肯液压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柔肯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省机械电子工业联合会山西省机械电子工业联合会
南阳二机石油装备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中石化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省机械电子工业联合会山西省机械电子工业联合会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

山东华能德州电厂山东华能德州电厂

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阳山项目分公司首阳山项目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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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7

五五、、铸造制造铸造制造

4848

4949

六六、、重型矿山机械制造重型矿山机械制造

5050

5151

5252

七七、、机床工具制造机床工具制造

5353

5454

5555

5656

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湖北双剑鼓风机股份有

限公司限公司

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沈阳机床银丰铸造有限

公司公司

山东大王金泰集团有限山东大王金泰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

太重煤机有限公司太重煤机有限公司

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

抚顺永茂建筑机械有限抚顺永茂建筑机械有限

公司公司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公司

济南市新光机床配件厂济南市新光机床配件厂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数控刀架公司数控刀架公司

襄阳东捷精密机器有限襄阳东捷精密机器有限

公司公司

双剑牌双剑牌

BGBG系列单级高速离心鼓风机系列单级高速离心鼓风机

BGBG460460--22..1313//00..9898
SS系列三元流风机离心鼓风机系列三元流风机离心鼓风机

SS33503350--11..44024402//00..9191

银丰牌银丰牌

机床主体铸件机床主体铸件VMC/IVMC/I55MM
DWDW牌牌

机床铸件机床铸件GMCGMC5016050160MDRMDR33

太重牌太重牌

输送机用减速机输送机用减速机 JSJS110110--375375
输送机用减速机输送机用减速机 JSJS400400
TRTR牌牌

水冷式中风压气腿式水冷式中风压气腿式

凿岩机凿岩机 YTYT2828KK
液压破碎锤液压破碎锤TRBTRB680680--18501850
永茂牌永茂牌

防台风变径节防台风变径节STTSTT753753--3232TT
YMDYMD回转机构回转机构

艺工牌艺工牌

机床滚珠丝杠机床滚珠丝杠DKFDKF
机床滚动导轨机床滚动导轨GGBGGB3535--4545
滚动直线导轨副滚动直线导轨副GZBGZB
新光牌新光牌

XGJZXGJZ系列隔振器系列隔振器 6565--45004500KNKN
XZY/XZXZY/XZ 系列液压系列液压、、润滑综泵站润滑综泵站

RR11..55--2525MPaMPa
XGPDXGPD系列电气控制柜系列电气控制柜（（定制定制））

SMTCLSMTCL牌牌

超快速卧式液压伺服刀塔超快速卧式液压伺服刀塔

HSTHST16081608NN
超快速卧式液压伺服刀塔超快速卧式液压伺服刀塔

HSTHST20082008NN
JZJZ牌牌

数控镗铣床主轴总成数控镗铣床主轴总成

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风机分会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风机分会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沈机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沈机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甘肃容和集团煤矿机械有限公司甘肃容和集团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山西省机械电子工业联合会山西省机械电子工业联合会

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三一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骏大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骏大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分公中建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司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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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7

5858

5959

6060

6161

6262

八八、、电工电器制造电工电器制造

6363

6464

6565

沈阳中之杰流体控制系沈阳中之杰流体控制系

统有限公司统有限公司

三河市同飞制冷设备有三河市同飞制冷设备有

限公司限公司

唐山唐齿传动机械有限唐山唐齿传动机械有限

公司公司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区博森科技发烟台开发区博森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展有限公司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

司司

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安徽皖南电机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飞球牌飞球牌

HEROHERO牌牌

龙门镗铣加工中心静音泵站龙门镗铣加工中心静音泵站

EGCEGC20402040--5000350003
龙 门 镗 铣 加 工 中 心 液 压 油 缸龙 门 镗 铣 加 工 中 心 液 压 油 缸

GMBGMB16301630--3430134301AA
同飞制冷牌同飞制冷牌

油冷却机油冷却机MCOMCO系列系列

电气箱温湿度调解机电气箱温湿度调解机MCAMCA系列系列

唐齿牌唐齿牌

机床主轴箱齿轮机床主轴箱齿轮

FBCFBC160160--200200
GSKGSK牌牌

GSKGSK980980TDTD系列车床数控系统系列车床数控系统

GSKGSK218218MM系列铣床数控系统系列铣床数控系统

HTPMHTPM牌牌

LGRLGR4545 精密滚柱直线导轨副精密滚柱直线导轨副

LGRLGR2525 精密滚柱直线导轨副精密滚柱直线导轨副

博森牌博森牌

板链式排屑装置板链式排屑装置PP435001435001
磁辊纸带过滤机磁辊纸带过滤机YY823001823001

冶金及起重用变频调速三相异步冶金及起重用变频调速三相异步

电动机电动机YZPYZP
起重及冶金用起重及冶金用（（绕线转子绕线转子））三相异三相异

步电动机步电动机YZRYZR
皖南电机牌皖南电机牌

超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超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

YEYE33／Ｈ／Ｈ8080--355355
高压三相异步电动机高压三相异步电动机

66KVKV～～1010KVKV
XEMCXEMC牌牌

双馈异步发电机双馈异步发电机

SKYFKKSKYFKK15001500--20002000
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异步电动机

YXKKYXKK560560//10001000//69006900
交流异步牵引电机交流异步牵引电机YQYQ180180--55

沈机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沈机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沈机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沈机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沈机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沈机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

沈机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沈机集团中捷机床有限公司

太原重工股份公司太原重工股份公司

上海凯泉泵业上海凯泉泵业（（集团集团））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卧龙泵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卧龙泵阀股份有限公司

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国电联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

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上海凯士比泵有限公司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北京地铁车辆装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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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

6767

6868

6969

7070

7171

7272

7373

7474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变压器厂新疆变压器厂

明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明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浙江海得新能源有限公

司司

天津市百利开关设备有天津市百利开关设备有

限公司限公司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

责任公司责任公司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操动

机构有限责任公司机构有限责任公司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青岛青整电子设备有限青岛青整电子设备有限

公司公司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

TBEATBEA牌牌

电力变压器电力变压器

SFSZSFSZ1111--180000180000..240000240000//220220
干式配电变压器干式配电变压器

SCBSCB1111--630630..16001600..25002500//1010//00..44
SSZSSZ1111-- 180000180000//220220.SFP-.SFP- 780000780000//
500500

明珠电气牌明珠电气牌

干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

SCBSCB1111--3030～～25002500//1010
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

SBHSBH1515-M--M-3030～～16001600//1010

海得牌海得牌

风力发电机组全功率变流器风力发电机组全功率变流器 22..00MWMW
BENEFOBENEFO牌牌

高压开关柜高压开关柜KYNKYN2828
户内金属铠装移开式开关设备户内金属铠装移开式开关设备

KYNKYN2828A-A-1212
西电牌西电牌

330330KVKV隔离开关隔离开关GWGW77B-B-363363
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高压六氟化硫断路器

LCOLCO2424--252252
西电牌西电牌

液压弹簧操动机构液压弹簧操动机构CYCY系列系列

电动弹簧操动机构电动弹簧操动机构CTCT系列系列

电动机构电动机构CJCJ系列系列

万能式断路器万能式断路器CW-CW-200200～～74007400
塑料外壳断路器塑料外壳断路器CM-CM-66～～16001600

青整电子牌青整电子牌

铁路客车电气综合控制柜铁路客车电气综合控制柜

TKDG-TKDG-11TT22--2929
单相逆变电源单相逆变电源11NN350048350048
电源摸块电源摸块11DD1202412024AA
上上牌上上牌

3535kvkv 及以下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以下挤包绝缘电力电缆

11..55--10001000mmmm22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

新疆机械电子工业行办新疆机械电子工业行办

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伊泰伊犁能源有限公司

新疆伊能电力实业新疆伊能电力实业（（集团集团））有限公有限公

司国投哈密发电有限公司司国投哈密发电有限公司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广东省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广东省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

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工程管理部中国三峡新能源公司工程管理部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电风能有限公司湖南省湘电风能有限公司

天津市百利电气有限公司天津市百利电气有限公司

天津百利高压超导设备有限公司天津百利高压超导设备有限公司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国网通辽供电公司国网通辽供电公司

国网内蒙电力有限公司国网内蒙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

特变电工中发上海高压开关有限特变电工中发上海高压开关有限

公司公司

广西西电高压电气制造有限公司广西西电高压电气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江苏华鹏变压器有限公司

南京灵致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南京灵致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

青岛振青整流器有限公司青岛振青整流器有限公司

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

青岛市机械工业协会青岛市机械工业协会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江苏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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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5

7676

7777

7878

7979

8080

8181

8282

8383

8484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冀东普天线缆有限公司冀东普天线缆有限公司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

公司公司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上海红光锅炉有限公司上海红光锅炉有限公司

西安西变中特电气有限西安西变中特电气有限

责任公司责任公司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珠海凯邦电机制造有限珠海凯邦电机制造有限

公司公司

中利牌中利牌

聚氯乙烯聚氯乙烯、、交联聚乙烯电力电缆交联聚乙烯电力电缆

11kv-kv-33kvkv
铜芯聚烯烃绝缘铝合护套室铜芯聚烯烃绝缘铝合护套室

内通信电缆内通信电缆

冀东牌冀东牌

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聚氯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3535KVKV 00..66//11--2626
铜芯聚烯烃铝塑通讯电缆铜芯聚烯烃铝塑通讯电缆

55--24002400mmmm22
永通牌永通牌

110110KVKV及以上及以上

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220220KVKV400400--25002500mmmm22
亨通光电牌亨通光电牌

挤包绝缘电力电缆挤包绝缘电力电缆

66--3535KVKV 1010--800800mmmm22
光纤复合电力光纤复合电力（（架空架空））电缆电缆

88..77//1010KVKV 11..55--400400mmmm22
挤包绝缘电力电缆挤包绝缘电力电缆66--3535KVKV
正泰牌正泰牌

万能式断路器万能式断路器

NANA11--20002000～～63006300
塑料外壳式断路器塑料外壳式断路器

NMNM11--6363～～12501250
交流接触器交流接触器NCNC11--0909～～9595
自动转换开关自动转换开关NZNZ77--6363～～800800
红光牌红光牌

超超临界超超临界10001000MWMW机组油箱模块机组油箱模块

超超临界超超临界10001000MWMW机组机组

西电西电““XDXD””牌牌

电力变压器电力变压器SZSZ1111--5000050000//110110
电力变压器电力变压器SZSZ1111--3150031500//110110
万马牌万马牌

220220KVKV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太阳牌太阳牌

450450//750750VV单芯硬导体无护套电缆单芯硬导体无护套电缆

珠海凯邦牌珠海凯邦牌

房间空气调节器用风扇异步电机房间空气调节器用风扇异步电机

YDKYDK3535--66KK77
房间空气调节器用风扇异步电机房间空气调节器用风扇异步电机

FNFN1010A-PGA-PG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江苏江苏））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江苏江苏））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江苏江苏））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江苏江苏））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兴康讯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汽轮机厂

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市地下铁道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江苏江苏））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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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5

8686

8787

8888

8989

9090

9191

9292

9393

九九、、轴承制造轴承制造

9494

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珠海凌达压缩机有限公

司司

珠海格力电工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工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新元电子有限珠海格力新元电子有限

公司公司

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山东山博电机集团有限山东山博电机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

山东颜山泵业有限公司山东颜山泵业有限公司

上海龙甑液压设备制造上海龙甑液压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山东柳杭减速机有限公山东柳杭减速机有限公

司司

洛阳洛阳LYCLYC轴承有限公司轴承有限公司

大松大松、、格力牌格力牌

空调用压缩机空调用压缩机（（定频定频））

QXFS-FQXFS-F265265
空调用压缩机空调用压缩机（（变频变频））

QXAS-DQXAS-D2323ZZ
格力牌格力牌

200200级聚氨酰胺酰亚胺复合聚酯级聚氨酰胺酰亚胺复合聚酯

亚胺自润滑漆包铜圆线亚胺自润滑漆包铜圆线11..00
格力新元牌格力新元牌

焊接式铝电解电容器焊接式铝电解电容器

CDCD294294 450450VV 680680μμFF
交流电动机电容器交流电动机电容器

CBBCBB65306530μμF-F-6060μμF/F/450450VV
远东牌远东牌

铝芯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铝芯交联聚乙烯绝缘架空电缆 JKJK⁃⁃
LYJ-LYJ-1010KVKV
3535KVKV及以下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及以下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

电力电缆电力电缆

三箭牌三箭牌

复合绝缘子复合绝缘子FXBW-FXBW-220220//120120--22
复合绝缘子复合绝缘子FXBW-FXBW-220220//120120--33

山博电机山博电机 牌牌

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异步电动机YEYE22、、YEYE33系列系列

直流永磁控制微电机直流永磁控制微电机

SYSY、、SXSX、、ZYTZYT系列系列

颜山牌颜山牌

井用潜水泵井用潜水泵200200QJQJ
井用潜水电机井用潜水电机200200YQSYQS
上海龙甑牌上海龙甑牌

LFLF炉精炼装置液压系统炉精炼装置液压系统350350tt
柳杭牌柳杭牌

墙材行业专用减速机墙材行业专用减速机JZDJZD、、JZLJZL、、JZSJZS

LYCLYC牌牌

圆锥滚子轴承圆锥滚子轴承3200532005--3222032220
角接触球轴承角接触球轴承73127312ACMACM
深沟球轴承深沟球轴承60106010--60226022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江苏江苏））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

河南省电力公司河南省电力公司

山西省电力公司山西省电力公司（（国网山西送变国网山西送变

电工程公司电工程公司））

山东省电力公司山东省电力公司（（山东送变电工山东送变电工

程公司程公司））

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普利森集团有限公司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龙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工程咨询公司江工程咨询公司

上海临港新兴产业企业服务有限上海临港新兴产业企业服务有限

公司公司

功力机器有限公司功力机器有限公司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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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95

9696

十十、、自动化装置制造自动化装置制造

9797

9898

9999

100100

十一十一、、汽车工业制造汽车工业制造

101101

102102

103103

104104

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任公司

瓦房店轴承集团风电轴瓦房店轴承集团风电轴

承有限责任公司承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巍中兴电气有限北京华巍中兴电气有限

公司公司

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上海马陆日用友捷汽车上海马陆日用友捷汽车

电气有限公司电气有限公司

北京佩特来电器有限公北京佩特来电器有限公

司司

长春富维长春富维--江森汽车饰件江森汽车饰件

系统有限公司系统有限公司

迈隆迈隆（（西安西安））电子技术有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限公司

ZWZZWZ牌牌

双列圆锥轴承双列圆锥轴承

AUTO-AUTO-350211350211XX22/C/C99
22WMWM偏航轴承偏航轴承

FL-HSNFL-HSN29802980KK

ZWZZWZ牌牌

铁路大轴重轴承铁路大轴重轴承

353132353132BB
高速线材轧机角接触球轴承高速线材轧机角接触球轴承

73107310AQAQ11-GX-GX

新松牌新松牌

机器人自动化线机器人自动化线SR-SR-1010--500500
智能机床上下料总控系统智能机床上下料总控系统

北京华巍牌北京华巍牌

焊接机器人成套设备焊接机器人成套设备

NB-NB-500500
中控牌中控牌

自动化控制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

WebField ECS-WebField ECS-700700
禹衡牌禹衡牌

光栅旋转编码器光栅旋转编码器ZWD-ZWD-3232系列系列

顺达牌顺达牌

轿轿（（汽汽））车用车用QFQF系列散热器系列散热器

风扇总成风扇总成

佩特来牌佩特来牌

AVIAVI168168SS系列车用发电机系列车用发电机

2828VV150150AA
车用仪表板总成车用仪表板总成

55CACA00--5510055100
迈隆牌迈隆牌

网关控制单元总成网关控制单元总成

55GAO-GAO-67576757
网关控制单元总成网关控制单元总成

55DAO-DAO-67576757XBXB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北京二七车辆有限公司中车北京二七车辆有限公司

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吉凯恩吉凯恩（（中国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投资有限公司

哈尔滨广旺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哈尔滨广旺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司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公司广东明阳风电产业集团公司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工程大学武汉工程大学

石家庄精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石家庄精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杭州吉华江东化工有限公司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中捷立加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中捷立加

分公司分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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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5

106106

107107

108108

109109

110110

十二十二、、环保机械制造环保机械制造

111111

112112

113113

114114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发传中心发传中心

杭州世宝汽车方向机有杭州世宝汽车方向机有

限公司限公司

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

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

公司公司

淄博名泰电器科技有限淄博名泰电器科技有限

公司公司

北京双悦时代水处理设北京双悦时代水处理设

备有限公司备有限公司

江苏可兰素汽车环保科江苏可兰素汽车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技有限公司

溢通环保科技溢通环保科技（（莆田莆田））有有

限公司限公司

安徽元通水处理设备有安徽元通水处理设备有

限公司限公司

CACA44GDGD系列发动机系列发动机

世宝牌世宝牌

齿轮齿条转向机齿轮齿条转向机PE-PE-33ABAB
循环球转向机循环球转向机1179011790
登云牌登云牌

CATCAT铂金系列进排气门铂金系列进排气门

31423142HH071071
8181DD进排气门进排气门

10070111007011--8181DHDH
万安牌万安牌

气压盘式制动器总成气压盘式制动器总成

35010103501010-D-D818818A-A-11
ABSABS控制器控制器

35504103550410-Q-Q429429GSGS
万安牌万安牌

前盘式制动器前盘式制动器BMBM33
名泰牌名泰牌

蓄电池蓄电池（（牵引性牵引性））D-D-400400
电动道路车辆用铅酸蓄电池电动道路车辆用铅酸蓄电池

33-EV--EV-160160、、66-EVF--EVF-100100

照光光牌照光光牌

紫外线饮用水消毒器紫外线饮用水消毒器

SYSY22WW3030--1010

可兰素牌可兰素牌

可兰素车用尿素加注设备可兰素车用尿素加注设备

溢通牌溢通牌

车用尿素溶液加注设备车用尿素溶液加注设备

元通牌元通牌

管网叠压管网叠压（（无负压无负压））变频供水设备变频供水设备

YTWDYTWD11 型型、、YTWDYTWD22 型型、、YTWDYTWD33
型型、、YTWDYTWD44型型

一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广东省机械工业质量管理协会

一汽车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一汽车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

淄博舜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淄博舜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淄博市机械行业协会淄博市机械行业协会

济南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济南普传科技有限公司

中以环能中以环能（（北京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迪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迪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荣事达水工业设备有限责任合肥荣事达水工业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公司

青岛金达莱水科技有限公司青岛金达莱水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

厦门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鼎元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安徽省鼎元置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司

淮北矿工总医院集团淮北矿工总医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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