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出版内容安排

3月
■	 英国 MACH 展会刊 
■	 油气事业用管件、阀门
■	 法兰和连接件，输气管路产品

5月
■	 德国杜塞多夫管道展 – 展会刊
■	 意大利 Lamiera 展会刊
■	 加拿大 FABTECH Canada 展会刊
■	 铜管和铝管
■	 塑料管道产品

7月
■	 管道处理和运送
■	 管件、阀门、法兰和连接件

9月
■	 中国管道展 – 展会刊
■	 东南亚管道展 – 展会刊 
■	 美国 FABTECH 展会刊 
■	 德国 EuroBLECH 展会刊
■	 巴西 TUBOTECH 展会刊
■	 管道检验和测试技术
■	 油气事业和输气管路产品

11月
■	 印度管道展 – 展会刊
■	 德国 Valveworld 展会刊
■	 不锈钢管道
■	 管件、阀门、法兰和连接件

注：专辑有可能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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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pipes 
BUTTING is one of the leading processors of stainless 

steels. Our core competences are in forming and 

welding techniques and in materials engineering.  

Take advantage of our know-how and contact us. 

www.but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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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need for time-consuming and risky welding and soldering  

Viega’s cold pressing technology is safer, faster, more efficient, and produces more durable results 

than conventional processing methods. Even extreme sizes can be pressed in a matter of seconds 

and remain permanently tight and friction-locked against longitudinal forces. Whether in the  

automotive, shipbuilding or chemical industry: Viega always fulfills all applicabl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quirements. Viega. Connected in quality.

viega.com/Industry

Viega Industry

Installations for industrial  

manufacturing and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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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专业刊物
《国际管道产品》专注报道所有的管道和管件行业的最新信息、采访、案
例分析和专业技术文章。合并在它的姊妹杂志《管道技术》中，占据一个
大的专辑篇幅，有它自己的封面和封底，每年出版和发行6期，TPI有它自己
的新网站、在线电子版杂志和新闻通信。读者包括采购商和国际管道行业
的决策者。 

发行
除了国定的发行范围，《国际管道产品》每2月一期，还通过在国际著名管
道展上向访问者免费发放杂志，更加扩大了发行量。《国际管道产品》读
者包括世界各地的管道管件生产商、制造商、供应商和用户。

全球发行量: 每期  21,600

欧洲 – 56%   亚洲(包括中国)  – 32%   
 
美国 – 11%   世界其它国家 – 1%   * 通常的发行分布

包括印刷版和电子版，不包括在国际展会和学术会议上的额外发行量，也不包括传阅读者数量

网站统计数据 
网站根据12个月统计(2020年8月1日到2021年7月31日): 

总流量(绝对唯一访问者) 119,216   总点击量 507,916

数据分析由Matrix Stats提供 

http://www.read-tp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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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广告

方案 3:  电子版

方案 4:  电子通讯 方案 5:  TPi ‘Out NOw’

方案 1:  网站 方案 2:  网站广告

• 每2个月一期
• 尺寸: 

728px (宽) x 90px (高),  
300px (宽)  x 250px (高) 

• JPEG, PNG 或 GIF

• 每2个月一期
• 尺寸: 

300px (宽) x 600px (高)
• JPEG, PNG 或 GIF

• 文本格式加LOGO
• 每2个月一期
• 图片: 600px (宽) x 400px (高)
• 文字: 2-3 行
• 链接
• 案例: 点击这里

• 新一期杂志发布群发邮件 
Banner广告

• 每2个月一期
• 600px (宽) x 100px (高)
• 链接
• 案例: 点击这里

• 电子版广告位置
 封面左侧页面 
• 格式: A4 (72dpi) JPEG, PNG 或者 GIF
• 链接
• 案例: 点击这里

Join us on LinkedIn, Facebook & Twitter

cover option 2 + inner cover

Tex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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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日期在付印时均正确无误，2022年1月

4月4-8日 
英国伯明翰

5月18-21日 
意大利米兰

6月14-16  
加拿大多伦多 

6月20-24日 
德国杜塞多夫

9月26-29日 
中国上海

10月5-7日 
泰国曼谷

10月25-27日 
巴西圣保罗

10月25-28日 
德国汉诺威

11月23-25日 
印度孟买

11月8-10 
美国亚特兰大

11月29日-12月1日 
德国杜塞多夫

11月30日-12月1日 
意大利米兰

广告规格和尺寸

所有广告材料必须以电子文档形式提供，同时发送一份印刷版的广告样稿，以便校对和确认
设计好的广告材料应以下面一种文档形式提交:
TIFF格式 / JPEG格式：至少300dpi, CMYK
PDF格式：所有字体需要内嵌在文件中，所有图片也应包含在内；请使用高精度的格式，至少300dpi
象素以上。
PDF文件中色彩必须齐全(不接受分色设计)。

请不要用MS Word、MS PowerPoint、Publisher 程序来制作广告设计。

重要提示： 如果广告客户不能提供以上格式的广告版面，请致电我们咨询相关的广告设计服务

整版跨页

扩散型尺寸
303mm 高 x 426mm 宽

装订后尺寸
297mm 高 x 420mm 宽

图文范围
277mm 高 x 400mm 宽
所有图文需距边至少 13mm

水平半页

尺寸
125mm 高 x
180mm 宽

垂直半页

尺寸
260mm  
高
x 
87mm  
宽

岛型半页

尺寸
190m 高 x 
118mm 宽

垂直1/3页

尺寸
260mm 高 
x 
55mm 宽

方形1/3页

尺寸
125mm 高 x 
115mm 宽

水平1/3页

尺寸
86mm 高 x 
180mm 宽

垂直1/4页

尺寸
125mm 高 x 
87mm 宽

水平1/4 页

尺寸
60mm 高 x 
180mm 宽

整页扩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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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订后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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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mm 高 x 
190mm 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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