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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 专注仪表阀门及流体系统产品，持续投入在研发设计，尤其

是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及关键测试技术上，在产品、市场销售、生

产及运营上高度聚焦。 

世界品质：以世界一流品牌作为赶超目标，关键工艺及关键测试技

术上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增值方案及服务：以客户为中心，了解客户行业及应用，根植中国

市场，提供增值的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快速专业的本土服务。

品牌战略

品牌定位
赛恩洛克品牌定位为“中国洛克，世界品质”。

中国洛克： 

�定位于中国客户和市场，做中国最好的流体系统品牌； 

�以显著区别于国外竞争品牌； 

�专注于中国市场和目标客户，进行产品和服务聚焦； 

�及时响应，提供更好更专业的服务。 

世界品质： 

�材质控制上，尤其是关键部件材质及标准采用进口材质，

   如阀芯及填料； 

�加工工艺及加工设备上，保证对连接螺纹等的高精度控制达到世界品质； 

�外观及结构设计上达到世界品质； 

�性能测试及质量体系保证上，采用世界顶级Maximator超高压水压

测试机及氮气测试机进行可靠性耐压测试，以及采用专用耐高低温、

寿命测试等测试装置，确保满足客户不同应用场合的苛刻要求。

关于CNLOK
赛恩洛克公司为世界范围内的各个行业开发、制造并提供高性价比的

流体系统产品及现场过程流体测量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其中包括

石油、化工、天然气、制药、食品、电力等行业。赛恩洛克具有完整

的制造、设计开发及技术支持等增值体系。

CNLOK工厂功能齐全、设备先进，能够满足CNLOK产品生产、设计

开发及为客户提供增值解决方案对场地和设备的要求。CNLOK工厂

总面积1840m ，其中加工区域面积1100m ，办公面积220m , 具有

独立的仓储区、焊接、检测区，组装及包装区。工厂拥有高精度数控

车床及加工中心，专用螺纹加工设备，金属光谱分析仪，光学影像测

量仪，流量测试标定装置，自动压力测试设备，进口发泡包装设备，

激光打标及机械打标机器，自动焊接设备，数控锯床等专用生产加工

和测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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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LOK 品牌历史

2006

2010

2012

2013

2014

英文注册商标CNLOK，中文注册商标“赛恩洛克”；

2006年成立于上海浦东，开始生产仪表阀门及流体连接用接头；专注于仪表阀门及流体系统产品设计开发； 

2006年上海工厂通过赛瑞 UKAS-Sira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

 

从成立至今一直为美国Emerson旗下现场仪表品牌Rosemount提供仪表阀门，差压流量及接头等产品和服务, 

积累了丰富和专业的仪表阀门及流体系统解决方案；

2012年通过Atlas Copco供应商准入，成为配套Rosemount，ABB，EJA， Siemens, Wika等仪表的仪表阀及

接头的框架协议供应商； 

持续为Praxair, Linde, John Crane, CEPSA, SLIC等外资公司提供CNLOK产品及服务； 

中石化长岭炼油，中石化新疆，东方电气核电，深圳能源东部电厂，防城港电厂等项目使用CNLOK 仪表阀组、

多级限流孔板及接头等产品 ;

2010-2013年设计开发仪表球阀、止回阀，多孔调整型孔板，多级限流孔板等新产品并得到众多客户认可 ; 

2013年工厂增资后抬头改为“江苏赛恩洛克流体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并过劳氏（LRQA） ISO 9001：2008

质量体系认证 ;

2014年成立CNLOK上海销售及支持中心，架构完整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团队，进一步拓展CNLOK产品及服务范

围 ;

2014年赢得苏威（SOLVAY）龙项目差压流量及仪表阀，并为烟台杰瑞成套提供天然气高级孔板阀流量计量装置 ;

持续设计开发世界品质的仪表阀组、紧凑型孔板流量计等高性价比产品；

在石油及天然气行业涉外项目，中石化伊朗雅达、中石油苏丹及中石油Halfaya油田项目使用CNLOK仪表阀

及其他流体系统产品； 

2010年生产转移到江苏盐城，成立独资工厂“盐城赛恩洛克流体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升级生产和加工设

备，提高了产能，并持续改进产品品质； 

品牌定位
赛恩洛克品牌定位为“中国洛克，世界品质”。

中国洛克： 

�定位于中国客户和市场，做中国最好的流体系统品牌； 

�以显著区别于国外竞争品牌； 

�专注于中国市场和目标客户，进行产品和服务聚焦； 

�及时响应，提供更好更专业的服务。 

世界品质： 

�材质控制上，尤其是关键部件材质及标准采用进口材质，

   如阀芯及填料； 

�加工工艺及加工设备上，保证对连接螺纹等的高精度控制达到世界品质； 

�外观及结构设计上达到世界品质； 

�性能测试及质量体系保证上，采用世界顶级Maximator超高压水压

测试机及氮气测试机进行可靠性耐压测试，以及采用专用耐高低温、

寿命测试等测试装置，确保满足客户不同应用场合的苛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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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品质中国洛克

China-Lok World-Class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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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第一：我们的一切工作均是以客户为中心，我们设计开发高性

价比的产品满足客户更高要求。此外，我们非常关注提高我们的响

应速度，增加库存产品种类及数量，提高生产及服务的弹性以更好

满足客户变化的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 

正直诚信：任何时候都坚持正确的原则，诚实信用地对待客户，员

工及合作伙伴。确保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与我们申明的一致，且要充

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言必信，行必果。

尊重关怀：我们努力了解我们的客户，员工及合作伙伴的利益需

求，并尊重他们的立场及感受，倾听他们的声音，以建立长期的信

任关系，实践公平和谐的公司文化。

质量至上：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及服务是我们永远的目标，我们严格

按照标准设计及制造产品，确保没有任何缺陷产品。我们严格实施

CNLOK质量体系，确保我们的最终客户或者分销商得到标准统一的

产品或者服务。

积极创新：我们坚信只有创新才能使我们发展更快，才能为客户创

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我们持续地投入更多资源以开发设计更多的新

产品。此外，我们也积极地进行服务创新，使我们的产品及服务能

够更方便和快捷。

持续改进：所有CNLOK员工秉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及更好的服

务，我们努力完善我们的运营，改善产品质量，提供为客户创造更

多价值的解决方案。

CNLOK愿景

致力于卓越运营为社会和股东创造价值，赢得客户及合作伙伴的尊

重，铸就员工实现梦想的最佳平台，成为中国流体系统产品及服务

的顶级品牌。

CNLOK使命

为工业客户提供流体系统相关的产品及解决方案，通过产品及模式

创新，对质量的不懈追求，以及基于客户需求的增值服务，使

CNLOK成为流体系统产品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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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支持和快速响应

无论您是最终用户或者设备的原始制造商，需要每天维护、维修及操

作设备并进行相关流程优化，您都可以依赖CNLOK为您提供的专业

支持和快速响应服务，包括产品应用的技术信息，产品选择以及流体

系统设计。

根据客户要求，CNLOK可以提供以下资源和资料支持：

  CAD模板

销售图纸

中英文的产品资料和目录

最佳应用实践

产品安装和使用要求

现场安装服务

产品和最新流体系统技术和测量技术培训

集成和成套服务

CNLOK可以为您提供包括流体系统集成，测量仪表与测量元件一体

化组装及压力测试，仪表成套、阀门及过程连接等集成服务。 这些

不同层次的灵活集成和成套方案不仅能满足客户的具体定制要求，还

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您的设计、组装、采购成本、现场安装及工程施

工成本。

 

产品开发

CNLOK设计开发团队由金属材料、塑料及橡胶弹性体、化学及物

理、自动化及仪表等专业人才组成，并在各自专业领域具有丰富的

流体系统及测量仪表应用经验和专长。确保赛恩洛克提供的产品达

到世界级品质、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为满足客户需求的最合适方案以

实现客户价值，获得客户的长期信赖。

我们聚焦于深入了解客户所面对的挑战，通过与客户深入沟通及配

合来开发新的产品，并持续更新和改进现有产品和升级技术来满足

客户的需求。除常规产品外，配备专业的团队来满足客户对定制产

品，特殊需求及成套服务等增值要求。

质量控制

赛恩洛克在产品制造过程中采用全面质量控制及预防式质量管理，

工厂严格按照ISO9001质量体系标准进行质量控制，在加工生产、

组装及测试等流程严格进行质量检查和控制，确保CNLOK交付的流

体系统产品及流量温度测量产品零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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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套管接头
�可以提供尺寸为1/16in.至2in. 和2至50mm的卡套接头

�卡套经特殊表面硬化处理，增加了与卡套管的机械密封性能和使用寿命

�初始安装锁紧位置固定，稳定的位置可检测性

�具有多种材料和配置可供选择

出色的气体密封性和卡套管抓紧功能，很容易就可以实现正确安装，稳定

的可重复装卸性能及出色的抗振动性能，可通过卡套管支撑件如管夹等来

加强对卡套管及接头的固定

世界品质中国洛克

通用工业接头
�尺寸范围为 1/16 in. 至 2 in. （2- 50 mm ）

�具有多种材料和结构形式可供选择

�压力范围从真空至 60000 psi (4134 bar)

�包括NPT, ISO/BSP 和 SAE等多种螺纹形式

类型：公称管接头，焊接接头，真空接头，法兰接头，中压接头

赛恩洛克专注于流体系统产品及测

量产品的研发设计，持续推出新产

品，集成产品及增加服务范围，提

供更好的解决方案，以解决您所面

临的流体系统和测量问题，为您提

供更多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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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阀组
  可以和多种压力差压变送器及差压表直接安装，安装方便可靠，

   泄露点更少

�阀座阀体硬密封设计，最高耐压达10000psig (689 barg) @25  C

�PTFE，柔性石墨，PEEK等多种填料可选，满足不同温度应用要求

�过程及仪表连接可选多种螺纹形式、卡套、承插焊或对焊形式

�不锈钢、碳钢或者特殊合金材质可选

�一体式阀座或者软阀座密封可选，分体形式可选

�国际标准设计，优异的可操作性

具体产品种类包括：

二阀组、三阀组、五阀组、天然气五阀组、多口压力表阀及

Rosemount专用共面阀组

仪表球阀
�具有包括卡套管接头、各种螺纹、承插焊、对焊等

   多种接口连接形式

   包括TFM1600等多种填料及密封形式可选，适合多种流体及

   使用温度要求

�多种规格尺寸，不锈钢、铜及特殊合金等多种材质可选

�国际标准设计以符合各种流体应用性能要求，良好的可操作性

具体产品种类包括：

一片式球阀、面板式球阀、固定式中压球阀、多用途球阀、高压球

阀及三片式球阀

卡套管、工具和附件
�英制外径尺寸1/16至1 in. 公制尺寸3至25mm不锈钢卡套管

  提供进口Schoeller-Bleckmann卡套管及国产CNLOK卡套管，  

   满足客户不同需求

�特材如Monel, Hastelloy等可选

�标准仪器仪表和超高纯度卡套管

�卡套管弯管机和卡套管整理工具

�用于卡套管的管夹等支撑系统，尺寸1/16至1 in. 或3至25mm

类型：清洁和钝化卡套管、超高纯不锈钢卡套管、中压壁厚退火卡

套管、隔热管和护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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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表针阀
�直通或者角式

  多种螺纹或者卡套、承插焊或对焊形式连接可选

�不锈钢、碳钢或者特殊合金材质可选

�阀座阀体硬密封设计，最高耐压达10000psig (689 barg) @25 C

�PTFE，柔性石墨，PEEK等多种填料可选

�一体式阀座或者软阀座密封可选

具体产品种类包括：

直通式、直通泄放式、90度角式和调压式针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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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阀和工艺阀组
�卡套接头式球阀尺寸范围为 1/16 in. 至 2 in. （2- 50 mm ）

�法兰工艺阀门尺寸可达3in.(DN80)

�满足不同应用场合及结构形式的阀门可选

�不同材质、填料、接口及耐压可选

类型：球阀、针阀、切断阀、切断及泄放阀、双切断及泄放阀、

工艺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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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压阀
�仪器仪表级和超高纯度类型

�独特的设计特性，如金属对金属密封至大气

�可以选择自排放和捕获排放

类型：隔膜传感型、活塞传感型，减压型、背压型，蒸汽型、

超高纯度型、模块化型

过滤器
�适用于液体和气体过滤应用

�焊接，在线（Online）以及三通型型式

�多种过滤材质可选

类型：凝聚、颗粒、高纯、卫生过滤器和滤网

单向阀
 多种接口形式，包括卡套接头及各种螺纹

�工作压力可达6000psig (413bar)

�不锈钢及黄铜等多种材质可选

具体产品种类包括：

固定开启压力单向阀、可调开启压力单向阀



软管和挠性管
�可以提供定制长度软管和其它端部连接方式组合

�多种形式及材料可选

�能满足不同范围的操作压力和温度应用要求

�可以提供尺寸范围为1/8至2in.和3至50mm，端部连接形式英制

    和公制可选

类型：内管材料为金属、PTFE, PFA, 乙烯基，尼龙，聚乙烯和橡胶；

通用，高纯，真空软管及挠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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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管阀
�多种型式满足通用或者高纯应用要求

�阀体材质316SST，铜，Alloy 400可选

�阀芯材质316SS，PCTFE等可选

类型：通用型波纹管阀、计量波纹管阀、切换用波纹管阀、高纯波

纹管阀

超高压阀及管件
�多种超高压力范围及型式可选，满足不同应用场合要求

�高压针阀采用提升式阀杆设计，阀芯采用硬密封设计确保零泄露, 

    重复性和使用寿命

�高压针阀非旋转阀芯防止密封咬死，独特的设计确保螺纹使用寿命

   和低操作扭力

�超高压针阀耐压可达65000psi(4500bar)

�高压球阀耐压可达21000psi(1500bar)

类型：中高压针阀及管件、高压针阀及管件、超高压针阀及管件、高

压球阀、酸性气体应用超高压阀门

泄放、冲洗、计量及卸荷阀
   包括卡套接头在内的多种连接形式

�温度和耐压使用范围广，满足不同要求

�多种尺寸和材料规格可选

类型：泄放阀、冲洗阀、计量阀及卸荷阀



快速接头
�快速接头的设计将溢出和夹气现象减到最少

�推入式连接设计使操作变得迅速简单。无需弯曲，旋转或拧紧

�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配置，端接，管径和管体连接

类型：仪表用快速接头，单端关断快速接头，双端关断快速接头，

全流量快速接头，微型快速接头，PTFE 密封快速接头

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
�压力表可提供卡套管接头及VCR接口方便实现各种连接

�各种安装方式可选

�满足ASME、EN和JIS标准

压力表类型 : 工业、工艺、安全、小型、低压

高压传感器类型：工业，防爆，超高纯

取样钢瓶
�尺寸从10至3785cm   (1 gal)可选

�304L, 316/316L及合金400

�工作压力高达5000psig (344bar)

�提供多种选购件包括整体式阀门，预留容积管，颜色标记和

   特殊涂层

   多种端部接口可选，单端或者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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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格兰头及电气转换接头
�满足仪表接线用各种规格格兰头及附件

�多种仪表连接螺纹NPT, M及PG等规格可选

�包括塑料、黄铜及黄铜镀镍及不锈钢等材质可选

�铠装及非铠装，各种防爆及防护等级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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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孔板流量计
�种类多样满足多种应用场合

�符合ISO5167, AGA报告书No.3/API 14.3.2和

   ASMSMFC-3M，满足贸易交接场合应用

�法兰取压和角接取压可选,多孔调整型可选

�适用于大多数气体、液体和蒸汽场合

�尺寸2至24 in. (DN50-DN600)

�材质316/316L，304/304L，Monel, Hastelloy等材质可选

类型：孔板元件包括标准直角边缘开孔、圆锥形入口开孔、偏心圆
开孔、圆缺开孔、1/4圆直角边缘开孔、多孔调整型孔板
孔板取压法兰ANSIB16.36 或DIN 19214 Part 1 , RF或RTJ密封面
可选；孔板流量计管段 对焊式或法兰式，温度探头接口可选

限流孔板及多级限流孔板
�尺寸从1/2至25 in. (DN15-DN500)可选

�设计及开孔计算标准ISO5167

�单孔及多孔可选

�多级限流孔板提供技术咨询、无损探伤报告及压力测试报告

�材质304/304L, 316/316L及合金Hastelloy Monel可选

类型：单孔限流孔板、多孔限流孔板、多级限流孔板

   尺寸从1/2至20 in. (DN15-DN500)

�材质304/304L, 316/316L及合金Hastelloy

�紧凑型一体化设计，安装方便，更少泄露点

�调整型多孔孔板安装直管段要求少至前2D/后2D

�整体式三阀组平台方便与差压变送器直接安装

类型：单孔紧凑型，多孔调整型，高温分体式及本体测温式

调整型多孔及单孔紧凑型孔板流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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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藏孔板流量计
�适用于小尺寸1/2至1.5 in. (DN15-DN40)管道尺寸

�材质304/304L, 316/316L及Hastelloy Monel可选

�内部精密加工的前后直管段保证测量精度

�一体化取压法兰及三阀组方便与差压变送器直接安装

�更少的泄露点及更低的安装成本和工程成本

类型：带直管段法兰连接、带直管段焊接式、不带直管段

承插焊式、不带直管段螺纹式、带一体式测温元件式



流量喷嘴
�制造标准ASME MFC-3M, BS-1042, ISO-5167及GB/T 2624

�适用于高温高压及超高流速流体测量

�尺寸从1至36 in. ( DN25-DN900)

�304/304L, 316/316L及高温合金可选

�多种过程连接方式及取压方式可选

类型：支撑环式、法兰夹持式、焊接嵌入式、法兰夹持喉部取压式

整流器
�根据ISO 5167及API 14.3 (AGA 3 part 2)设计制造，减少差压

   流量计所需直管段长度

�技术成熟并适合管道尺寸2至48 in.(DN50-DN1200)

�316/316L, 304/304L, Monel及Hastelloy等多种材质可选

类型：板式整流器、插入式19管束整流器及法兰连接19管束整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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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丘里管
�制造标准ASME MFC-3M, BS-1042, ISO-5167及GB/T 2624

�可应用于浆状流体及固液混合流体

�永久压损小，安装成本低，无活动部件不需维护

�尺寸从2至48 in. ( DN50-DN1200)

�304/304L, 316/316L及特殊合金可选

�多种过程连接方式及取压方式可选

类型：板材加工文丘里、棒材整体加工文丘里、夹套式、文丘里喷

嘴、偏心文丘里、方形管文丘里、插入式安装文丘里

高级孔板阀组件及计量系统
�用于在不切断管线带压操作情况下快速安全地更换孔板元件，典
   型应用为天然气管道流量测量
�满足AGA 14.3及GB/T 21446标准要求
�减少了传统孔板所需的支路，阀及接头管件等附件
�尺寸2至48in (DN50-DN1200)，压力可达2500# 法兰或者    
   10000 psi (68958kPa)
�孔板元件316/316L, Hastelloy, Inconel等多种特材可选，内壁
    特殊抗硫处理可选

可选配前后直管段、整流器、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差压变送
器及流量计算机等组成高级孔板阀计量系统

类型：高级孔板阀 : 法兰-法兰过程连接，RTJ法兰过程连接、对焊
过程连接、以及法兰-对焊式过程连接
高级孔板阀计量系统 : 含直管段、整流器、稳压补偿及差压传感器
和流量计算机



仪表防护及安装附件
�仪表防护产品 : 用于仪表的遮阳及需要伴热等场合，包括塑料或 

   者金属遮阳罩及防护箱

    仪表安装附件：各种温度、压力、流量及液位等现场仪表用安装

    附件，多种材质及形式可选满足不同仪表安装需求，包括各种安 

    装支架、腰型法兰、泄放堵头、配对法兰、安装螺栓及其他定制

    附件等

测温元件、温度计及温度变送器
�高可靠性及高精度，多种过程安装形式可选

   提供单点和多点集成温度测量方案

�螺纹、焊接及法兰连接等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304/304L、316/316L, Inconel, Hastelloy等多种材质可选

类型：热电阻式温度传感器及变送器、热电偶式温度传感器及变送

器、温度套管、温度接线盒及接线端子块、卫生型传感器、多点温

度传感器及变送器、一体化安装式及分体安装式

温度套管
 形式多样满足多种场合需要，美标或DIN43722可选

  整体钻孔，管加工式等多种形式可选

�316/316L, 304/304L, 316Ti, Hastelly以及Monel等多种材质可选

�螺纹、焊接及法兰连接等多种安装方式可选

类型：Barstock锥度及直型温度套管，DIN43722标准温度套管

冲洗环、冷凝器及缓冲器
�冲洗环 : 用于压力测量法兰膜片冲洗，各种材质及连接形式，可 

   配堵头及冲洗阀,RF及RTJ密封形式可选

�冷凝弯、冷凝塔、冷凝罐 : 用于蒸汽及低温场合，降低或升高至 

   仪表测量所要求的合适温度，过程连接有螺纹、法兰或焊接式

   缓冲器：用于介质压力变化过频过大的压力测量场合，以保护压

   力测量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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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测试机及增压单元
�气体增压系统 : 采用增压泵对空气和工业气体，如氩气、氦气、

    氢气和氮气进行无油压缩，工作压力可达2400bar

�液压动力系统 : 充水、油或特殊介质，最大工作压力可达7000bar ,

    可配套超高压管阀件、超高压压力表

用于石油钻采、压力容器、管道软管压力测试、特殊气体灌装等领域

无线测量仪表及无线解决方案
�自组织网络技术自动优化网络连接

�设备可靠，数据传输及通信安全

�大幅度减少现场测量接线成本、硬件配置和人力成本

�适用于安全站监控、安全阀监控及液体储罐等资产监控、过程监控等

�基于Emerson 可靠的无线测量产品平台，整合CNLOK产品和服务提 

   供更多增值

配套用现场测量仪表
�压力及差压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

�流量变送器及流量计算机

�液位变送器，包括雷达、音叉及差压液位等

   配套CNLOK差压流量及系统集成

   测量仪表品牌包括Emerson、Yokogawa,  E+H、Krohne以及ABB等

流体系统及测量系统集成
�根据客户要求进行集成设计和咨询

�可以单独提供组装，或成套采购及组装测试等增值服务

�包括流体系统控制，温度、流量、压力、液位、密度、分析等测

   量系统及控制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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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恩洛克ISO证书

采用赛恩洛克产品和服务的知名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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