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屋玛管道系统是屋玛集团的成员之一，屋玛集团在各种工业领域汇集了十个成员
企业，拥有超过4500个员工，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

屋玛管道系统和屋玛集团从属于蒙德拉贡集
团，该集团在世界范围拥有超过250个合作集团
成员，全球超过85000个工作人员。

蒙德拉贡集团是世界最主要的商业集团之一，
拥有许多行业的业务，分销及财务服务，年营
业额超过140亿欧元（210亿美元）

蒙德拉贡集团旨在支持所有相关业务，通过全
资蒙德拉贡集团的服务网络为分公司提供范围
广泛的共享服务

·	研发中心
	 超过12个研发中心
	 超过750名研发人员

·	银行
	 CAJA	LABORAL
·	私人健康保险体系
	 LAGUN	ARO
·	大学
	 蒙德拉贡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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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屋玛管道系统

我们不仅是制造商，
我们是合作伙伴

处理您的订单
我们对我们良好的通讯结构和完整的文档支持及您期望的对细节的关注引以为
傲。您很容易就可以进行订单跟踪，并且整个流程直接，透明的沟通。

不仅仅是锻造
对我们来说，仅仅生产一个世界级的产品是不够的，作为您的合作伙伴，我们
了解我们的工作需呀加倍努力以实现帮助您的项目获得成功。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我们通过多年的专业经验建立起有效的系统为您提供世界上最物有所值的提议。
我们通过制定正确的方案把节约下来的成本回馈给您。

您需要的证书和批准
我们致力于满足所有的主要国际公认的规范和标准，满足您的工作要求

技术和过程的领导者
我们专业的设施和流程让我们减少交货周期，无论大批量还是小批量生产都保
证高质量锻件，并且依照您的要求时间交货。

自1962年我们公司成立以来,有一件事已经明确的:与我
们的客户合作,无论大或小,是我们的第一件事。它是我
们存在的原因。客户对我们至关重要。

法国

西班牙

毕尔巴鄂

巴塞罗纳
马德里

比亚里茨
圣塞瓦斯蒂安

奥尼亚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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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立于1962年，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
区的奥尼亚蒂镇，该地区有着根深蒂固的工业
传统

我们配备最现代化的设施和高素质的劳动力，
我们能够提供最广泛的管道产品。我们的生产
线体现了最高标准的质量，生产力和可信赖
性。这些，结合我们的专业技术，经验和卓越
的传统，铸就了无以伦比的质量和服务。管理
系统基于最严格的质量标准以实现屋玛去发展
最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简介

屋玛管道系统是有着高效和卓越的长期传统的世界级制造商，我们为管道工业生产
和提供锻钢法兰， 管线插板，特殊锻件，锻钢接头，堆焊和装配服务

01 屋玛管道系统

企业员工

屋玛为员工感到自豪。我们有着专业，经验丰
富，训练有素和与积极性的员工。我们的奉献精
神及全面了解客户的工作流程使我们能够提供最
高质量的产品和专业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
案是灵活的，定制的并且即使在最极端的条件下
也能完美执行。

自1970年屋玛积极参与全球数以百计的重大项
目，总是提供最高质量的产品和灵活的服务。这
些年我们实现和超越客户的期望，获得非常有价
值的技术，使我们现在甚至能够操作最复杂和苛
刻的国际项目。

Ainara Astigarraga
工艺工程师

Javier Conde
设计工程师

屋玛管道系统

我们不止是制造商，我们是合作伙伴联系我们/查询
•  通过电子邮件：
 选择适合您需要的电子邮件地址：
  EPC/EPF 承包商/工程公司：epc@ulmapiping.com
 零售商/分销商/分包商：stock@ulmapiping.com

•  网站查询
 www.ulmapiping.com

•  通过邮寄 
 请写明你想接触的部门
 库存生业务或者EPC 项目业务

 工厂和公司总部：
 ULMA FORJA S.COOP
 Barrio Zubillaga Nº3 - 20560 - Oñati - Gipuzkoa - Spain
 Phone: + 34 94 378 0552
 Fax: + 34 94 378 1724

 Ulma Piping China
 Unit 2008 Guoyi Tower , No. 103 Chaoyang North Rd.  
 Chaoyang Dist.   Beijing(P.R.C) – 
 Tel. +86 10 6462 2139/6590 0993 
 Mobile. +86 158 1135 6989 
 Fax. +86 10 6462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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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钢低温碳钢高温碳钢（高屈服强度碳钢）

合金钢

不锈钢

03 屋玛管道系统 04 屋玛管道系统

锻造材料综述

工程服务

产品和服务

双相合金超级双相合金

镍合金

蒙乃尔合金

屋玛管道系统第一关注的就是它的锻造产品的质量

自我们公司1962年开业以来，很明确的一点：与客户合作，无论大小，是我们第一要务。

我们的产品因其质量与可靠性在世界范围被众所周知。配备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及非
常合格的劳动力，我们结合了高标准的技术，质量和生产力，传统，经验和可靠
性。。。在质量和服务方面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声誉

屋玛给予HSE管理系统最高的优先权。
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
(QHSE-MS)已经被开发出来,自1992年
以来我们的操作设备依照ISO	 9001的
要求，自2010年以来OHSAS	 18001，
并且自2002以来ISO	 14002，为了提
高信誉，我们的HSE管理系统由第三方
劳埃德记录质量保证并且进行彻底的
年度审计

屋玛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三重认证的法兰制造商

· ISO 9001
· ISO 14001
· OHSAS 18001

由劳埃德记录质量保证

类型认证 主要认证

优质的质量
屋玛管道系统满足破坏性和非破坏性测试的要
求。
我们有四种等级II-III的管道无损检测（NDT）：
超声波，磁粉，液体渗透和X射线，这些测试不
伤害锻件，能够在最终的毛坯件上进行

Eneritz Urizar
实验员

David Cuesta
质量检验员

我们的系统，流程和操作满足ISO	9001	
认证，有劳埃德船级社颁发的质量保
证。

Rafael Elorza
质量技术员

	 （全部范围1/2”	to	102”）

•	对焊
•	盲板
•	松套连接
•平面连接
•螺纹法兰
•	承插焊接
•	变颈法兰

1. 锻钢法兰 4. 锻钢配件
（整体范围1/2”	to	102”）

•	（8字盲板）RF/FF/RJ
•	（垫环）RF	/	FF	/	RJ				
•	（垫环）RF	/	FF	/	RJ				
•	（垫环）RF	/	FF	/	RJ				
•	（泄放环）RF	/	FF	/	RJ			
	
制造是由锻造或板材料（各种材料等级），具有内
部设计和计算非标项目的能力

2. 管道隔离件 3. 锻造工艺

虽然我们的核心业务是制造和供应各种锻钢法兰，
但我们的产品系列和服务是非常完整的

（碳钢只有1/8”	to	4”有唯一库存）

•	（90°弯头）
•	（45°弯头）
•	（变径弯头）
•	（三通）
•	（变径三通）
•	（管箍）
•	（半管箍）

•	（变径管箍）
•	（管帽）
•	（补心）
•	（接头）
•	（六角头丝堵）
•	（圆头丝堵）

视野从Aizkorri山
靠近屋玛

屋玛管道系统是许多不同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我们的尖端技术和多年的经验带领我们参与以
下行业

油气行业

石化和化工

发电-风能

矿业

造船业

铁路

军事

航空航天

行业 健康，安全与环境

铜

铝

钛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材料生产锻件以满足客户在许多行业的不同需求。我们的客户知道他们能信赖屋玛管道系统当他们需要锻件和其它
优质的材料及有竞争力的价格。屋玛管道系统生产制造的产品包括以下材料；

设计是根据相关的标准，ASME,	API,	NORSOK,	BS,	CSA,	BF,	AFNOR计算程序根据ASME	BPVC	SECTION	VIII,	DIVISION	1以实现快速
和准确的设计

生产能力
关于我们的业务我们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内部生产能力，我们每年生产超过5.000.000
件，并且年生产能力超过100.000吨

根据客户图纸，设计和计算依照客户的设
计标准

•	（悬挂）
•	（旋转）
•	（球型法兰）
•	（紧凑型）
•	（卡箍式）
•	（管口式）
•	（环式）

5. （耐腐蚀合金）	法兰/配件/管件/线轴	

•	长焊颈
•	加强
	 长焊颈
•	复合/焊接
	 堆焊法兰
•	孔法兰

屋玛管道系统为油气，化工，矿业，核发电和造船-
近海-海底等行业提供专业的完整的焊缝覆盖和制造服
务，我们能够焊接各种类型的管道材料：法兰，配件，
管道，完整的焊接线管，特殊锻件，管板等
单一来源-一个工厂制造的基本材料/锻件（法兰-管线
插板）和堆焊，以确保最好的质量和服务及最好的部
门管理者。我们的焊接操作拥有一些最权威的认证和钢
印：ASME	U,	U2和NPT原子能，尤其（2012年沙特阿拉
伯石油公司的认证）。关于对焊和堆焊工艺，我们拥有
超过200种认证，客户规范由质量检测员依照检测标准
进行无损测试来保证。

...

认证和测试

设计的结果由最先进的有限元素分析技
术（2D-3D）去复核，遵循ASME	 VIII,	
DIVISION	 2。我们不仅复核并且优化设
计，致力于在技术和商务方面获得最好
最有竞争里的解决方案。我们还可对完
整的法兰连接（法兰，垫片，螺栓/螺
母）进行水压测试，去测试法兰的强度
和泄漏。

生产设备

我们拥有卓越的
锻造生产线
机械液压机器人压力机，对击锤，环形滚轴
热处理
电脑处理和自动化生产线
机加工
完整地机械加工线
焊接/装配车间
最先进的机器人焊接设备
测试设备
各种NDT和DT应用于我们内部设备，我们对
尺寸过大和压力过大的非标产品采用水压测
试，全自动化的机械仓库，拥有超过8000吨
的存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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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钢低温碳钢高温碳钢（高屈服强度碳钢）

合金钢

不锈钢

03 屋玛管道系统 04 屋玛管道系统

锻造材料综述

工程服务

产品和服务

双相合金超级双相合金

镍合金

蒙乃尔合金

屋玛管道系统第一关注的就是它的锻造产品的质量

自我们公司1962年开业以来，很明确的一点：与客户合作，无论大小，是我们第一要务。

我们的产品因其质量与可靠性在世界范围被众所周知。配备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及非
常合格的劳动力，我们结合了高标准的技术，质量和生产力，传统，经验和可靠
性。。。在质量和服务方面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声誉

屋玛给予HSE管理系统最高的优先权。
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
(QHSE-MS)已经被开发出来,自1992年
以来我们的操作设备依照ISO	 9001的
要求，自2010年以来OHSAS	 18001，
并且自2002以来ISO	 14002，为了提
高信誉，我们的HSE管理系统由第三方
劳埃德记录质量保证并且进行彻底的
年度审计

屋玛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三重认证的法兰制造商

· ISO 9001
· ISO 14001
· OHSAS 18001

由劳埃德记录质量保证

类型认证 主要认证

优质的质量
屋玛管道系统满足破坏性和非破坏性测试的要
求。
我们有四种等级II-III的管道无损检测（NDT）：
超声波，磁粉，液体渗透和X射线，这些测试不
伤害锻件，能够在最终的毛坯件上进行

Eneritz Urizar
实验员

David Cuesta
质量检验员

我们的系统，流程和操作满足ISO	9001	
认证，有劳埃德船级社颁发的质量保
证。

Rafael Elorza
质量技术员

	 （全部范围1/2”	to	102”）

•	对焊
•	盲板
•	松套连接
•平面连接
•螺纹法兰
•	承插焊接
•	变颈法兰

1. 锻钢法兰 4. 锻钢配件
（整体范围1/2”	to	102”）

•	（8字盲板）RF/FF/RJ
•	（垫环）RF	/	FF	/	RJ				
•	（垫环）RF	/	FF	/	RJ				
•	（垫环）RF	/	FF	/	RJ				
•	（泄放环）RF	/	FF	/	RJ			
	
制造是由锻造或板材料（各种材料等级），具有内
部设计和计算非标项目的能力

2. 管道隔离件 3. 锻造工艺

虽然我们的核心业务是制造和供应各种锻钢法兰，
但我们的产品系列和服务是非常完整的

（碳钢只有1/8”	to	4”有唯一库存）

•	（90°弯头）
•	（45°弯头）
•	（变径弯头）
•	（三通）
•	（变径三通）
•	（管箍）
•	（半管箍）

•	（变径管箍）
•	（管帽）
•	（补心）
•	（接头）
•	（六角头丝堵）
•	（圆头丝堵）

视野从Aizkorri山
靠近屋玛

屋玛管道系统是许多不同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我们的尖端技术和多年的经验带领我们参与以
下行业

油气行业

石化和化工

发电-风能

矿业

造船业

铁路

军事

航空航天

行业 健康，安全与环境

铜

铝

钛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材料生产锻件以满足客户在许多行业的不同需求。我们的客户知道他们能信赖屋玛管道系统当他们需要锻件和其它
优质的材料及有竞争力的价格。屋玛管道系统生产制造的产品包括以下材料；

设计是根据相关的标准，ASME,	API,	NORSOK,	BS,	CSA,	BF,	AFNOR计算程序根据ASME	BPVC	SECTION	VIII,	DIVISION	1以实现快速
和准确的设计

生产能力
关于我们的业务我们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内部生产能力，我们每年生产超过5.000.000
件，并且年生产能力超过100.000吨

根据客户图纸，设计和计算依照客户的设
计标准

•	（悬挂）
•	（旋转）
•	（球型法兰）
•	（紧凑型）
•	（卡箍式）
•	（管口式）
•	（环式）

5. （耐腐蚀合金）	法兰/配件/管件/线轴	

•	长焊颈
•	加强
	 长焊颈
•	复合/焊接
	 堆焊法兰
•	孔法兰

屋玛管道系统为油气，化工，矿业，核发电和造船-
近海-海底等行业提供专业的完整的焊缝覆盖和制造服
务，我们能够焊接各种类型的管道材料：法兰，配件，
管道，完整的焊接线管，特殊锻件，管板等
单一来源-一个工厂制造的基本材料/锻件（法兰-管线
插板）和堆焊，以确保最好的质量和服务及最好的部
门管理者。我们的焊接操作拥有一些最权威的认证和钢
印：ASME	U,	U2和NPT原子能，尤其（2012年沙特阿拉
伯石油公司的认证）。关于对焊和堆焊工艺，我们拥有
超过200种认证，客户规范由质量检测员依照检测标准
进行无损测试来保证。

...

认证和测试

设计的结果由最先进的有限元素分析技
术（2D-3D）去复核，遵循ASME	 VIII,	
DIVISION	 2。我们不仅复核并且优化设
计，致力于在技术和商务方面获得最好
最有竞争里的解决方案。我们还可对完
整的法兰连接（法兰，垫片，螺栓/螺
母）进行水压测试，去测试法兰的强度
和泄漏。

生产设备

我们拥有卓越的
锻造生产线
机械液压机器人压力机，对击锤，环形滚轴
热处理
电脑处理和自动化生产线
机加工
完整地机械加工线
焊接/装配车间
最先进的机器人焊接设备
测试设备
各种NDT和DT应用于我们内部设备，我们对
尺寸过大和压力过大的非标产品采用水压测
试，全自动化的机械仓库，拥有超过8000吨
的存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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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钢低温碳钢高温碳钢（高屈服强度碳钢）

合金钢

不锈钢

03 屋玛管道系统 04 屋玛管道系统

锻造材料综述

工程服务

产品和服务

双相合金超级双相合金

镍合金

蒙乃尔合金

屋玛管道系统第一关注的就是它的锻造产品的质量

自我们公司1962年开业以来，很明确的一点：与客户合作，无论大小，是我们第一要务。

我们的产品因其质量与可靠性在世界范围被众所周知。配备最现代化的实验室及非
常合格的劳动力，我们结合了高标准的技术，质量和生产力，传统，经验和可靠
性。。。在质量和服务方面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声誉

屋玛给予HSE管理系统最高的优先权。
质量、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管理体系
(QHSE-MS)已经被开发出来,自1992年
以来我们的操作设备依照ISO	 9001的
要求，自2010年以来OHSAS	 18001，
并且自2002以来ISO	 14002，为了提
高信誉，我们的HSE管理系统由第三方
劳埃德记录质量保证并且进行彻底的
年度审计

屋玛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三重认证的法兰制造商

· ISO 9001
· ISO 14001
· OHSAS 18001

由劳埃德记录质量保证

类型认证 主要认证

优质的质量
屋玛管道系统满足破坏性和非破坏性测试的要
求。
我们有四种等级II-III的管道无损检测（NDT）：
超声波，磁粉，液体渗透和X射线，这些测试不
伤害锻件，能够在最终的毛坯件上进行

Eneritz Urizar
实验员

David Cuesta
质量检验员

我们的系统，流程和操作满足ISO	9001	
认证，有劳埃德船级社颁发的质量保
证。

Rafael Elorza
质量技术员

	 （全部范围1/2”	to	102”）

•	对焊
•	盲板
•	松套连接
•平面连接
•螺纹法兰
•	承插焊接
•	变颈法兰

1. 锻钢法兰 4. 锻钢配件
（整体范围1/2”	to	102”）

•	（8字盲板）RF/FF/RJ
•	（垫环）RF	/	FF	/	RJ				
•	（垫环）RF	/	FF	/	RJ				
•	（垫环）RF	/	FF	/	RJ				
•	（泄放环）RF	/	FF	/	RJ			
	
制造是由锻造或板材料（各种材料等级），具有内
部设计和计算非标项目的能力

2. 管道隔离件 3. 锻造工艺

虽然我们的核心业务是制造和供应各种锻钢法兰，
但我们的产品系列和服务是非常完整的

（碳钢只有1/8”	to	4”有唯一库存）

•	（90°弯头）
•	（45°弯头）
•	（变径弯头）
•	（三通）
•	（变径三通）
•	（管箍）
•	（半管箍）

•	（变径管箍）
•	（管帽）
•	（补心）
•	（接头）
•	（六角头丝堵）
•	（圆头丝堵）

视野从Aizkorri山
靠近屋玛

屋玛管道系统是许多不同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我们的尖端技术和多年的经验带领我们参与以
下行业

油气行业

石化和化工

发电-风能

矿业

造船业

铁路

军事

航空航天

行业 健康，安全与环境

铜

铝

钛

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材料生产锻件以满足客户在许多行业的不同需求。我们的客户知道他们能信赖屋玛管道系统当他们需要锻件和其它
优质的材料及有竞争力的价格。屋玛管道系统生产制造的产品包括以下材料；

设计是根据相关的标准，ASME,	API,	NORSOK,	BS,	CSA,	BF,	AFNOR计算程序根据ASME	BPVC	SECTION	VIII,	DIVISION	1以实现快速
和准确的设计

生产能力
关于我们的业务我们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内部生产能力，我们每年生产超过5.000.000
件，并且年生产能力超过100.000吨

根据客户图纸，设计和计算依照客户的设
计标准

•	（悬挂）
•	（旋转）
•	（球型法兰）
•	（紧凑型）
•	（卡箍式）
•	（管口式）
•	（环式）

5. （耐腐蚀合金）	法兰/配件/管件/线轴	

•	长焊颈
•	加强
	 长焊颈
•	复合/焊接
	 堆焊法兰
•	孔法兰

屋玛管道系统为油气，化工，矿业，核发电和造船-
近海-海底等行业提供专业的完整的焊缝覆盖和制造服
务，我们能够焊接各种类型的管道材料：法兰，配件，
管道，完整的焊接线管，特殊锻件，管板等
单一来源-一个工厂制造的基本材料/锻件（法兰-管线
插板）和堆焊，以确保最好的质量和服务及最好的部
门管理者。我们的焊接操作拥有一些最权威的认证和钢
印：ASME	U,	U2和NPT原子能，尤其（2012年沙特阿拉
伯石油公司的认证）。关于对焊和堆焊工艺，我们拥有
超过200种认证，客户规范由质量检测员依照检测标准
进行无损测试来保证。

...

认证和测试

设计的结果由最先进的有限元素分析技
术（2D-3D）去复核，遵循ASME	 VIII,	
DIVISION	 2。我们不仅复核并且优化设
计，致力于在技术和商务方面获得最好
最有竞争里的解决方案。我们还可对完
整的法兰连接（法兰，垫片，螺栓/螺
母）进行水压测试，去测试法兰的强度
和泄漏。

生产设备

我们拥有卓越的
锻造生产线
机械液压机器人压力机，对击锤，环形滚轴
热处理
电脑处理和自动化生产线
机加工
完整地机械加工线
焊接/装配车间
最先进的机器人焊接设备
测试设备
各种NDT和DT应用于我们内部设备，我们对
尺寸过大和压力过大的非标产品采用水压测
试，全自动化的机械仓库，拥有超过8000吨
的存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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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玛管道系统是屋玛集团的成员之一，屋玛集团在各种工业领域汇集了十个成员
企业，拥有超过4500个员工，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

屋玛管道系统和屋玛集团从属于蒙德拉贡集
团，该集团在世界范围拥有超过250个合作集团
成员，全球超过85000个工作人员。

蒙德拉贡集团是世界最主要的商业集团之一，
拥有许多行业的业务，分销及财务服务，年营
业额超过140亿欧元（210亿美元）

蒙德拉贡集团旨在支持所有相关业务，通过全
资蒙德拉贡集团的服务网络为分公司提供范围
广泛的共享服务

·	研发中心
	 超过12个研发中心
	 超过750名研发人员

·	银行
	 CAJA	LABORAL
·	私人健康保险体系
	 LAGUN	ARO
·	大学
	 蒙德拉贡大学

蒙德拉贡集团>屋玛集团>屋玛管道系统

02 屋玛管道系统

我们不仅是制造商，
我们是合作伙伴

处理您的订单
我们对我们良好的通讯结构和完整的文档支持及您期望的对细节的关注引以为
傲。您很容易就可以进行订单跟踪，并且整个流程直接，透明的沟通。

不仅仅是锻造
对我们来说，仅仅生产一个世界级的产品是不够的，作为您的合作伙伴，我们
了解我们的工作需呀加倍努力以实现帮助您的项目获得成功。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我们通过多年的专业经验建立起有效的系统为您提供世界上最物有所值的提议。
我们通过制定正确的方案把节约下来的成本回馈给您。

您需要的证书和批准
我们致力于满足所有的主要国际公认的规范和标准，满足您的工作要求

技术和过程的领导者
我们专业的设施和流程让我们减少交货周期，无论大批量还是小批量生产都保
证高质量锻件，并且依照您的要求时间交货。

自1962年我们公司成立以来,有一件事已经明确的:与我
们的客户合作,无论大或小,是我们的第一件事。它是我
们存在的原因。客户对我们至关重要。

法国

西班牙

毕尔巴鄂

巴塞罗纳
马德里

比亚里茨
圣塞瓦斯蒂安

奥尼亚蒂

07 屋玛管道系统

公司成立于1962年，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
区的奥尼亚蒂镇，该地区有着根深蒂固的工业
传统

我们配备最现代化的设施和高素质的劳动力，
我们能够提供最广泛的管道产品。我们的生产
线体现了最高标准的质量，生产力和可信赖
性。这些，结合我们的专业技术，经验和卓越
的传统，铸就了无以伦比的质量和服务。管理
系统基于最严格的质量标准以实现屋玛去发展
最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简介

屋玛管道系统是有着高效和卓越的长期传统的世界级制造商，我们为管道工业生产
和提供锻钢法兰， 管线插板，特殊锻件，锻钢接头，堆焊和装配服务

01 屋玛管道系统

企业员工

屋玛为员工感到自豪。我们有着专业，经验丰
富，训练有素和与积极性的员工。我们的奉献精
神及全面了解客户的工作流程使我们能够提供最
高质量的产品和专业的解决方案。我们的解决方
案是灵活的，定制的并且即使在最极端的条件下
也能完美执行。

自1970年屋玛积极参与全球数以百计的重大项
目，总是提供最高质量的产品和灵活的服务。这
些年我们实现和超越客户的期望，获得非常有价
值的技术，使我们现在甚至能够操作最复杂和苛
刻的国际项目。

Ainara Astigarraga
工艺工程师

Javier Conde
设计工程师

屋玛管道系统

我们不止是制造商，我们是合作伙伴联系我们/查询
•  通过电子邮件：
 选择适合您需要的电子邮件地址：
  EPC/EPF 承包商/工程公司：epc@ulmapiping.com
 零售商/分销商/分包商：stock@ulmapiping.com

•  网站查询
 www.ulmapiping.com

•  通过邮寄 
 请写明你想接触的部门
 库存生业务或者EPC 项目业务

 工厂和公司总部：
 ULMA FORJA S.COOP
 Barrio Zubillaga Nº3 - 20560 - Oñati - Gipuzkoa - Spain
 Phone: + 34 94 378 0552
 Fax: + 34 94 378 1724

 Ulma Piping China
 Unit 2008 Guoyi Tower , No. 103 Chaoyang North Rd.  
 Chaoyang Dist.   Beijing(P.R.C) – 
 Tel. +86 10 6462 2139/6590 0993 
 Mobile. +86 158 1135 6989 
 Fax. +86 10 6462 2140

组织 销售网络遍布全球

为什么和屋玛管道系统合作？

中国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