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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特肯机械有限公司                                   E2-A32 
地址：四川省德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图们江路 5 号 

联系人：王盼龙 

电话：0838-2302391 

传真：0838-2302390 

网址：www.tkt.net.cn 

德阳特肯机械有限公司位于中国重型装备制造基地—德阳。公司占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标准厂房 6000 平方米，办公面积 3000 平方米，厂区环境

优美，绿草茵茵。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的金属切削刀具设计、制造企业，提供通用刀具、重型

刀具和产品解决方案，拥有独立自主的刀具品牌。公司产品在重型加工行

业处于领先地位，致力打造中国重型刀具知名品牌。 

公司一直秉承 “以技术为先导，为用户创造价值”的理念，与国内外众

多知名数控刀片生产厂家有深入的技术合作交流。我们快捷、优质、高效

的服务赢得了众多企业的信赖和好评,在用户中逐渐树立起良好品牌形

象。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一定能够实现与更多合作伙伴的互利共赢！我

们重点开拓东北市场面向东三省诚招代理商，期待你的加入！ 

德阳特肯刀具三大板业务:          

第一自主品牌通用数控刀具全国批发          

第二自主品牌重型切削刀具(车刀，面铣刀，玉米铣刀，三面刃铣刀等相

关重切刀具）全国批发。           

第三进口刀具系列批发。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全国批发，批发，批发！！！ 

 
 
沈阳金钻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E2-A36 
电话：13904269372 

沈阳金钻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是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在辽宁地

区的总代理，株钻产品销售金额在东北三省已遥遥领先。 

公司主营：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数控刀片、数控刀具、整体

刀具、传统刀片）、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采掘工具、硬质材料、

钨钼制品、钽铌制品、粉末制品等）、株洲长江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利美特金属加工技术（中国）有限公司、成都成林数控刀具有限公司等公 

http://www.scstz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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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产品。 

沈阳金钻同时为湖南行知聚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节电机、数聚盒、氢

气站等）在东北三省的总代理，致力于研发与改进全球最先进的节能与新

能源技术，为客户提供最可靠的设备和最完备的数据支持服务。 

 
 
深圳迪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E2-A68  
电话：400-888-7008 

邮箱：6867@vip.163.com 

网址：http://www.dne-china.com/ 

深圳迪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光纤激光切割机的研发、生产、销售，

经过多年发展，在中国激光切割机领域拥有巨大的市场影响力、占有率以

及独特的服务魅力。公司于 2016 年与瑞士百超激光集团合资，品牌更名

为：百超迪能。 

百超迪能始终致力于激光切割技术的创新。公司拥有三万多平米的生产基

地、专业的激光技术人才和专家队伍，融合国际前沿激光技术，并与德国、

美国、英国等世界知名器件厂商紧密合作，研制生产出一系列电光转换率

高、光束光学质量独特、性能稳定的激光切割设备。 

 
 
常州珀瓦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2-A91 
电话：13961218629 

邮箱：471387780@qq.com 

本公司为您提供最佳高效的切削工具：整体硬质合金麻花钻、直槽钻，高

硬强力钻，高精度铰刀，非标复杂成型刀，立铣刀，高硬模具铣刀，镍基

合金、高温合金铣刀。并且提供修磨服务，欢迎来电咨询! 

 

 
 
 
 
 
 

mailto:6867@vip.163.com
http://www.dne-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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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2-A96 
Huhhot  Zhonghuan  (Group)  Co., Ltd. 
地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海西路 35 号 

邮编：010000 

电话：0471-6623642  

传真：0471-4935969 

网址：www.c-chuck.com 

邮箱：huhhotchuck@sina.com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呼和浩特机床附件总厂）具有卡

盘研发和生产的丰富经验，拥有“众环”和“环球”两个著名品牌，并以

此为基础，延伸了产品知识产权的保护手臂，注册了九个图文商标，保护

了几代人在品牌创建上付出的艰辛。公司技术力量雄厚，设备精良，工艺

先进，检测完善，是国内最大的卡盘研发中心，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了

最好的产品及优质的服务。 

 
 
成都新成量工具有限公司                                 E2-A99 
成都成量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4009900820    

成都新成量工具有限公司（成都成量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56年，

是国家工量具重点生产企业和出口基地,占地248亩、总资产近10亿，职工

1500余名，专业的技术及管理人员350余名，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级大型骨干企业。在国内工量具行业中，企业销售规模长期居行业前列。 

公司主要产品：通用量具、通用刃具、数控刀具、硬质合金刀片、数控专

用机床、仪器以及汽摩检具的研发和制造，产品涵盖5大类、600多个品种、

数万个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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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京鹿工具有限公司                                   E2-A102 
地址：浙江温岭温西工量刃具交易中心 C0818 

电话：0576-86970500 

浙江京鹿工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生产及研发硬质合金数控刀片的

高端科技大型企业，坐落于浙江省温岭市温峤镇。具备先进的全套数控刀

片加工工艺：粉末配料，模具，压制，烧结，磨削，涂层，公司来控产品

质量把关，力争达到国内外一流水平。 

 
 
沈阳乐贝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E2-A106 
沈阳总部 

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太平洋工业城 

电话：024-25359076   13889113269 

传真：024-25359077 

网址：www.vleadvac.com www.lebuyvac.com 

邮箱：vleadvac@126.com 

苏州办事处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雪莲花园 A6栋 

电话：0512-62745639   13504041063 

传真：0512-62806426 

宁波办事处 

地址：宁波市余姚市中山北路 2201 号 

电话：13504041063  13889113269 

深圳办事处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佳领域工贸大厦 

电话：0755-36939993   13889113269 

传真：0755-23059884 

沈阳乐贝真空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 PVD 系列真

空镀膜设备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的技术型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

专注于真空镀膜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已开发出数款用于工具涂层、装饰涂

层及其他功能涂层的全自动真空镀膜设备，所生产的设备各项指标均已达

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可为顾客提供镀前、镀后处理及镀膜工艺，实现

交钥匙工程。公司内设有技术中心、研发实验室及机加、铆焊、装配、电 

http://www.vleadv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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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等车间，具备极强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能力及相应的镀膜工艺经验。 

 
 
常州优德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E2-A165    
电话：0519-83462367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浦河南街 118 号 

常州优德精密工具有限公司是集研究、开发、生产于一信的高新科技型企

业。企业生产基地位于江苏常州西夏墅镇工业园区.北临长江、南靠京杭

大运河、距沪宁高速公路 3 公里，离常州机场 4 公里，交通十分便利。 

本企业拥有多台德国产的舒特、瓦尔特五轴联动刀具磨床，美国、瑞先进 

的测量仪器，有一批专业的管理团队，技术精湛的刀具工程师，熟练技术

工人先进的服务理念。专业生产整体硬质合金钻头、球头铣刀、键槽铣刀、

直柄铁刀镗刀、复合铣铰刀、焊接刀具、数控刀具、可转位刀具、非标成

型刀具制作，立品主要配套加工中心，数控机床等高精度机床的使用。本

公司除了为您提供代压的产品外，还将在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特殊产品

设计定货方面为您提供专业的服务。 

我们以团结、勤奋、开拓的企业精神，艰苦创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涉及

到各加工领域，并以满意的质量更优化的服务赢得了同行们和客户的尊敬

与信赖!并使我们的企业不断地茁壮成长，步入新的世纪里，机会与挑战

并存。 

我们始终以坚持:  “开拓创新，优质高效、遵信守约、敬业求精、与时

俱进”的企业理念。 

相信您只要一个电话，剩下的事全部有我们帮你完成，欢迎洽谈合作，诚

邀您的加盟! 

 

 

沈阳同旺蜂窝纸制品有限公司                             E2-A166 
联系方式：李思岐 18840078830 

同旺蜂窝纸，中国蜂窝纸领军者 500 强企业都在用！以 14 年的技术创新

书写蜂窝纸行业的指导标准，奠定蜂窝纸产品的老大地位，致力于成为保

护环境，造福社会，世界担当，的企业公民。现有大连，青岛，沈阳，上

海四家公司。 

同旺蜂窝纸主营产品有蜂窝纸箱，蜂窝纸板，福斯玛门蜂窝纸板，蜂窝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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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蜂窝纸芯。纸护角等。现拥有多条蜂窝纸芯生产线，蜂窝纸板生产

线，纸护角生产线，分切机线等先进设备。公司全部实施 ERP 程序管理，

先进的软件管理，专业的生产设备，高效的生产团队，确保产品品质的行

业老大。展望未来，同旺将至继续响应国家产业和经济政策，发挥自身的

品牌规模，研发人才等优势，持续不断地为客户提供更棒的蜂窝纸产品。

以实业报国，为推动中国蜂窝纸行业的发展做贡献。 

 

 
大连顽石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E2-A187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馨家园 2-9号公建 

电话：15842647136 

大连顽石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主要代理品牌：“株洲顽石”品牌、“厦门金

鹭”品牌，于 2018年成立自主品牌“凯尔刀具”。 

公司秉承“顾客至上、诚信践诺、薄利多销、承担责任、使命必达”的经

营理念，以“顾问式销售、网络化服务”的销售模式为您服务。并配备有

专业销售工程师，在选牌号、选型号、加工工艺方面有独特的专业优势。

公司追求成为“为用户追求高效率提供完整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诚信

为本、产品过硬、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企业精神使我公司自成立以来，

成为东北、华北、华南等地区机加工企业及各大销售企业的优秀供货商。 

我们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原则，积极向用户介绍和推荐国内先

进的加工工艺和切削刀具，公司以优质的产品、可靠的质量、良好的信誉、

周到的服务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信赖和好评。以“客户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坚持创造共有价值，实现互惠互利、共赢共荣，全力满足您的需求，与您

共同发展。 

 

 

辽宁乐金建设有限公司                                   E2-A188 
联系人：13029230066 吴俊东 

公司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天光会所 601室 

辽宁乐金建设有限公司，是专业的净化工程公司，主要从事大型乳品、食

品、药业、GMP 生产企业、生物实验室等净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并承揽其

设备的调试与维修；医院洁净手术部、ICU、CCU 病房、血液病房、隔离病

房、消毒供应中心、配液室等净化工程的设计施工，并承揽其后期的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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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维修、维护、保养、检测整体服务；以及医院中心供氧、医气管道、呼

叫对讲系统的安装。 

公司始建于 2005 年，注册资金 3000 万元，资质证照齐全。具有机电设备

安装专业承包壹级、建筑装饰装修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智能化工程承

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等资质的专业工程公司，通过了通过了

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通过了 ISO14001 国际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通过了 OHSAS1800I 国际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多次派员

参加国内、国际专门的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掌握了最新的全套洁净工程 

技术，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先水平。 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实践，公司培养了

一支经验丰富、敬业进取的专业技术人员和高素质技术工人队伍。 

辽宁乐金建设有限公司始终坚持科技为本，不断开发学习新材料、新技术，

以建造更加令用户满意的工程为己任。公司拥有齐全及专业的检测仪器及

技术团队，确保每一个工程的质量，并拥有完备的售后力量，为用户解决

后顾之忧。公司秉诚信、创新、超越、共赢的企业精神，愿与海内外广大

客户朋友精诚合作，携手前进，共创美好未来！ 

 
 
上海润旺仓储设备有限公司                               E2-A190 
厂址(Add)：上海曹安路十八号桥联星路 69 号 

邮编(Zip)：201804 

电话(Tel)：021-39596313 021-39596245 021-39596309 

传真：021-39596243 

邮箱(Email)：info@rwcch.com 

上海润旺仓储设备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3 年，公司工厂位于上海市嘉定区 

312 国道联星路 69 号。公司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拥有 5000 平方米的生 

产车间， 主要从事物流仓储设备、 商用设备和异性非标三大系列产品的 

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有限企业，主要产品可分为四大类：位器具、 

仓储设备、搬运设备、办公家具。公司已为来自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客户提供服务，并已通过 IS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及先进的生产设备，同时拥有一批专业的技术人 

员和高素质的市场营销团队，能满足客户的要求，提供从咨询、设计、规 

划、生产、安装及售后维护等一系列服务。 

公司热忱欢迎海内外朋友前来参观、指导、洽谈，我们将用高品质、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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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美观大方的产品为您的企业营造整洁优美的工作环境，相信我们的产 

品和服务将是您最终的选择。 

公司文化： 

公司着力培养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企业文化，公司始终遵循“一切为了 

客户，让客户更满意，用专业服务树立品牌企业。” 

 

 

常州市耐瑞克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E2-A229 
公司地址：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翠屏湖路 19号 

电话：0519-81190638 

传真：0519-81297758 

QQ：460275466 

邮箱：cznrkdaoju@163.com 

网址：www.nrktools.com 

主要展品：整体合金铣刀、铰刀、钻头、中心钻、螺旋立铣刀、T 型刀、

阶梯钻、复合钻、可转位刀具、数控刀具等 

常州市耐瑞克数控刀具有限公司地处美丽富饶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

——常州市，是国家工具名镇——西夏墅镇所在地。周围海陆空交通齐全，

非常便利，本公司是生产整体硬质合金刀具、数控刀具及焊接、成型、非

标刀具的专业厂家。 

公司主要产品有整体合金铣刀、铰刀、钻头、中心钻、螺旋立铣刀、T 型

刀、阶梯钻、复合钻、可转位刀具、数控刀具等；并为用户设计各种奇难

刀具。产品适用于合金钢、不锈钢、调质淬火钢、有色金属等；我公司为

生产汽车、摩托车发动机、空调压缩机、柴油机、缝纫机、模具行业等厂

家提供各种成形刀具。产品主要配套加工中心，数控机床专机等高精度机

床使用.澳大利亚安卡五轴连动数控加工中心及美国帕莱克对刀仪，选用

了国内外，优质合金棒材，精制而成，赢得了众多客户一致好评。 

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促发展；公司本着“质量过硬、信誉为先、交货及

时”诚实、诚信、优质服务、精益求精的精神，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来

电来涵洽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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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住野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E2-B26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东坑村第三工业区 105号 

联系人：赵华平 

手机：13926828217 

电话：0769-81912199 

传真：0769-81912290 

网址：www.zhuyejixie.cn 

东莞市住野五金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专业设计、制造、销售伺 

服多轴攻牙机，齿轮式多轴攻牙机、伺服多轴钻孔机、液压多轴钻孔机、

转盘式钻孔、攻牙一体机。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摩托车，家电，手机，

灯饰，医疗器械等行业。公司拥有哈斯加工中心机，协鸿数控机床等进口

加工设备，专业的设计团队、精密的检测设备、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品质

交期得到良好保证。 

 

 

济南金威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E2-B32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银荷大厦 C 座 5层 

电话：400-8061-521 

传真：0531-88912386 

邮箱：sales@wklaser.com 

济南金威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7月，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

生产、销售光、机、电一体化高新技术设备的现代化企业，是中国北方大

的激光设备生产厂商之一公司员 300 多人 

济南市高新区孙村生产基地 20000平方米，济南高新区研发及销售中心共

计 700 平方米的现代化办公场所。 

公司从成立 13 年以来，累计销售量 30000 台以上，随着公司生产规模的

不断扩大，目前年销售量已达到 2500 多台。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欧洲、东南亚、非洲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为十多个厂家提

供 OEM 服务。价值观：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求发展，以创新求进步，以

服务求市场。 

济南金威刻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技术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有良

好的研发工程师，技术专家等。公司的每个产品都有企业标准，都经过质

检部门的严格检测，完全符合生产标准。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 认证和欧 

http://www.zhuyejixie.cn/
mailto:sale@wk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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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CE 和美国 FDA 认证，产品远销八十多个国家。产品使用的材料大部分

都为进口配件，真材实料，物超所值。公司员工严谨的工作态度，认真负

责的工作使命，产品从设计到生产，每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再加上出厂的

严格检验，保证了产品的优良品质，把机器出现故障的几率降到低。 

公司经过了十年的发展，获得了诸多的荣誉：公司拥有实用新型 11项； 

外观设计 7 项；科技成果鉴定 3 项；2012年公司顺利通过 ISO9001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 2012 年公司荣获“CSA 中国广告设备器材价值榜?行业 

新锐奖”荣誉称号。2013 年公司荣获“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员” 

荣誉称号。2014 年 4月公司被评为市级“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同年 

公司的产品被评为济南市自主创新产品；2014年 7 月成立了济南金威刻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协会； 2014 年 8月公司被评为济南市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 

 

 

常州红富士工具有限公司                                 E2-B61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双亭村委城南大道 161 号  

电话：0519-85089992  

传真：0519-83811990  

本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及销售钨钢刀具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单位，引进

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精密生产设备，生产钻头、铣刀、铰刀及非标刀

具。应用于各类 CNC 机械加工领域、医疗、IT、钛合金和不锈钢行业，

并承接各种非标刀具的设计与制造，特别在航空航天、军工和汽车等行业

上有独特优势。诚挚欢迎您洽谈订购，携手共进。 

 
 
台州裕田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E2-B62 
联系人：田秋霞 

联系电话：13007689611 

邮箱：3411912913@qq.com 

台州裕田数控刀具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年 11月，位于浙江省台州市温岭

市温西工量具市场，是一家以批发数控刀片、整体钨钢合金铣刀、铣刀盘、

铣刀杆、锁牙式刀头、钨钢抗震刀杆为主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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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市天正清洗剂制造有限公司                           E2-B64 
地址：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边杖子乡 

电话：13842187998  15142179200 

邮箱：455235154@qq.com 

网址：http://www.tianzhengqx.com 

朝阳市天正清洗剂制造有限公司，致力于金属加工液与金属清洗剂的研发

与生产，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生产商，公司与多家科学

研究院合作，并结合公司强有力的自主研发团队，依托国家级科研成果研

制开发了多个系列品种的产品产品质量及安全性检测通过了辽宁省产品 

质量监督检查院和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认证。 

我公司宗旨是竭诚为顾客服务，奉行“质量第一、顾客第一、信誉第一”，

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并将不断开发新产品，欢迎您光临指导，

竭诚为您服务。 

 
 
维德纳机电（上海）有限公司                             E2-B65  
联系方式：021-53391246 

联系人：张先生 

邮箱：james.zhang@vidaner.com 

维德纳机电（上海）公司成立于 2013 年，致力于工业产品的开发和贸易。 

公司以管理 MRO(产线辅料、备件、刀具、量具和工具等)产品价值流、优

化流程为主要目标，提供 NRO 产品和管理服务，专注于为各类客户提供多

类别、针对性的 MRO 解决方案，持续给客户带来可以量化的价值。 

公司研制了 Inte-Stock 产品，旨在物料使用过程数据化，透明化，客户

成本大幅下降。 

通过整合上下游厂家，满足客户定制化需求，实现客户便捷化采购、满足

货期，确保正品，降低采购成本，保证服务质量。 

 
 
 
 
 
 

mailto:45523515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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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丘永达高频设备有限公司                               E2-B66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洪湖街 8号 

联系电话 024-31012456，13940002129纪经理 

创建于 1996 年，属于河南省高新技术企业，自创立以来专业致力于感应

加 热设备的研发、制造，秉承不断创新的精神，同时加强与国内知名的

院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在感应加热设备领域内位于国内先进的行列，并

与 2004 年 8月通过了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产品有高频感应加热设备、超音频感应加热设备、超高频感应加热设

备、中频感应透热设备、中 频熔炼设备、感应焊接设备、电磁感应加热

设备、淬火机床、全封闭冷却设备等。广泛应用于透热、淬火 、焊接、

退火、熔炼、热配合、热复合、塑机螺杆料筒加热等领域。目前公司共有

83 个办事处，遍布全国各地，产品销量全国第一，并出口到欧、美及东南

亚地区。 

 

 
邢台市邢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2-B107 
电话：0319-7586706 

传真：0319-7586706 

河北省邢台市邢诺公司位于邢台市邢东工业开发区，主产多功能冲剪机，

立式升降台铣床。 

本公司以人为本，汇聚八方人才使企业始终保持着连续创新能力和发展实

力，我们一直追求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售后服务，严格的品质管理系统

使产品“零缺陷”出库，良好的技术支持是我们坚实的后盾。高素质的销

售团队使我们能够和客户在一起，并成为客户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行于心，重于诺，邢诺机械，做事出乎于心，经营信守于诺，力求双方合

力共赢！ 

 

 

济南巴克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                             E2-B123 
济南巴克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清洗设备的研发、制

造、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济南市临港开发区，总注册资

本金 800万元人民币，标准化厂房面积 13000 余平方米。员工人数 150 人，

拥有工程技术人员 30 余人，本科以上学历 15人；新设备研发人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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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售后人员：5人。  

主要生产半自动、全自动超声波清洗线、全自动气相、碳氢清洗干燥设备、

公司精心研制的连续通过式、回转通过式、悬挂通过式、往复式、升降式、

抬起步进输送式等类型的中高压喷淋清洗及去毛刺设备具有结构新颖、功

能齐全、可靠性强、操作维修方便的特点，已完全取代进口设备。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汽车、机车、工程机械、内燃机、飞机、航空、航天、

医疗、电镀、制药、新材料、精密电子、光学镜片、气动液压元件、太阳

能光伏、手机部件等行业。  

公司于2008年全面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欧盟CE标准认证。

目前在国内先后成立了济南、成都、沈阳、上海四家分公司，并在青岛、

北京、大连、长春、哈尔滨、西安、郑州、南京、武汉、重庆、武汉等地

设有办事处和服务中心。公司部分产品远销欧洲、澳洲、南北美洲、非洲

等海外市场，15%出口，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盐山县奥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E2-B128 
地址：河北省盐山县新霞路小丰段南侧 

网址：www.azjszp.com 

联系电话：0317-6349679 18631777504 

河北奥展机床附件有限公司是国内机床附件行业的领先者。主营产品：铠

甲式防护罩，柔性风琴式防护罩（皮老虎），钢板防护罩，不锈钢板防护

罩，丝杠防护罩（丝杆防护罩），卷帘防护罩，铝型材防护帘，风琴式防

尘折布，各种数控机床防护罩；拖链，工程塑料拖链，钢制拖链（钢铝拖

链，金属拖链），机床工作灯，LED 机床工作灯，机床垫铁、JR-2 型矩形

金属软管、DGT 导管防护套、可调塑料冷却管、吸尘管、行程槽板、撞板、

排屑机等产品 

广泛适用于机床、医疗检测设备、航空、港口等各行业中，我们将以优质

的产品、合理的价格、灵活的方式、周到的服务、热忱欢迎惠顾。 

 

 

 
 
 

http://www.azjsz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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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比优特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E2-B165 
公司地址：常州市戚墅堰经济开发区富民路 88号 

销售热线：86-519-88402881    86-519-88403111 

节假日联系电话：13813650691  13775060058 

售后服务：86-519-88411119 

传真：86-519-88406915 

邮箱：butcz1688@126.com 

网址：www.czbut.com 

邮编：213025 

比优特公司创立于 2007 年，以自主品牌“xiaologo.jpg”的气动卡盘畅

销全国，并专注于各类特殊夹具的设计与制造。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检测设备完善。现有员工 100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 30

余名。公司通过自主创新研发出了各种加工领域的夹具，如：气动卡盘、

液压卡盘、加工中心组合夹具、前置式通孔卡盘、激光切割设备专用主轴

夹座、汽车轮毂夹具、差速器减速器壳夹具、电机壳夹具、发动机边盖夹

具、曲轴车磨夹具、车桥夹具、胀紧式夹具、压板夹具、偏心夹具等。广

泛适用于车床、磨床、加工中心、钻铣床、焊割设备、管螺纹机床、激光

切割设备、机械手以及自动化生产线等设备的改良。 

公司将一如既往秉承“科技创新、制造精品”的经营理念，全面落实质量

管理，严把产品质量关，不断完善服务体系和产品系列，继续努力保持国

内更专业、影响力更大的夹具制造商、服务商。 

 
 
上海本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E2-B167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漳翔路 1285号 

电话：4000-335-228 

网址：www.shbenxi.com  www.shbenxi.cn  www.shbxjd.com 

上海本希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希”）创立于 2010 年，是一

家专注以等离子堆焊应用技术为核心，配套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的高科技

技术企业。现有上海、昆山 2 块基地，上海基地以研发营销运营体验服务

为中心，下属基地昆山智创优品以配套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及等离子堆焊

加工业务为发展方向，拥有丰富的等离子应用技术及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

实战经验。 

http://www.shbenxi.com/
http://www.shbenx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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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快十年的发展，本希目前已形成集设计、研发、工艺技术、成套装备、 

自动化产线以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并成为等离子堆焊自动化

领域在技术、人才、服务、质量控制、项目经验及承担机器人自动化科技

开发项目等方面的企业。 

本希着眼产业链核心环节，专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技术创新作为企业

发展的推动力。本希拥有一支资深工程师为核心的研发团队，严格保证了

技术的创新性及实用性。同时本希以开发能力和完善的品质管理为支撑，

保障产品交期和品质，本希致力于创造等离子自动化应用技术自主品牌。 

 

 

大连盛源工贸有限公司                                   E2-B186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辛寨子街道天虹开发区 

联系人：邓经理 15242642191 

电话：0411-66998621 

传真：0411-66998638 

大连盛源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精密油压虎钳专业生产企业。公司引进德国

先进技术及工艺方法，以诚信、品质、服务、创新为经营理念。其依托自

身门类齐全加工控制水平高的数控机床而生产出的精密油压虎钳系列产 

品，不仅价格合理，而且性能优良，其各项指标目前均可与国外同类产品

相媲美。 

我公司郑重承诺：用户发现油压虎钳产品质量有问题，性能指标不达标，

我公司无条件退货或换货。我们坚信：我们的产品一定会为用户带来生产

效率的提高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主要展品：NHV 系列虎钳、DS 系列虎钳、WYQ 系列虎钳、YQ 系列虎钳。 

 
 
大连天佐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E2-B187 
地址：大连开发区港顺大街 68 号 

电话：0411-87512568 

传真：0411-87512569 

邮箱：tz-china@163.com 

网址：http://www.dltianzuo.com 

主要展品：工业清洗剂、工业用清洁工具 



List and Profile of Exhibitors 

参展厂商名录 简介 

 101 

E2 
展位BOOTH 

 

 

 

 

大连天佐清洁用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集研发和制造为一体的专

业清洁用品和清洗剂生产企业。现拥有“天佐”品牌五大系列：工业清洗

剂系列、清洁工具系列、纸制品系列、商用清洗剂系列、洗衣房系列等产

品百余种。广泛适应于工厂、物业保洁、宾馆、商场、家庭等各行各业。

公司成立以来，凭借天佐人的真诚和过硬的产品质量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

一致好评与信赖。“天佐”牌清洁工具一直是寻求高质量，低消耗企业的

首选。近年来，在工业清洗领域本公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如“钢铁常温

发黑液”、“除锈防锈剂”、“环保除油剂”、“不锈钢清洗钝化液”等产品符

合国家节能环保的要求，是工业企业首先产品。 

 
 
青岛邦芒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E2-B188 
电话：0532-66721462  

手机号：18653230748  13792881748 

主要展品：毛刺机、拉丝机、打磨机、抛光机 

我司主要生产去毛刺机,拉丝机,打磨机抛光机,打毛机,覆膜机等金属板

面处理设备，可提供单机或整线表面拉丝及打磨抛光设备解决方案，已成

功向逾千家国内外客户提供设备及相关技术服务，并出口德国、意大利、 

美国、韩国等多个国家及地区；我司设备适用范围包括：铝、钢、镁、铜、

合金及复合材料等板件，加工尺寸范围包括：板件宽 400-3000mm,板厚

0.2-100mm；根据不同表面处理要求等，有多种型号设备可供选择。 

 
 
沈阳斯拓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2-B230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湖北街 90-1号 

电话：024-31013578 

传真：024-25834658 

手机：13322443088 

网址：http://www.stddl.com 

沈阳斯拓达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专业致力于工业带轮、皮 

带等传动零部件的研发及生产，是中国高精度工业传动产品的优势制造商

之一，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具备年产 300 万件的生产规模。 

公司位于东北中心城市-沈阳，拥有国际领先的精密制造设备和检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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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生产高精度同步带轮、V 带轮、多楔带轮、齿轮、齿条、链轮、齿棒、

齿板、胀紧套、联轴器、橡胶同步带、V带、联组带、多楔带、PU 开口同

步带、PU 接驳同步带、PU 同步带加胶/加挡块/加海绵/去齿/打孔及特殊

加工等系列产品和服务，同时销售进口同步带产品。 

产品广泛应用于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3D 打印、纺织、烟草、包装、食

品、喷绘、医疗设备、雕刻等行业。现主要合作客户有国机集团、一汽集

团、新松机器人、红塔集团、远大集团、沈阳机床等 100余家国内外知名

企业。 

公司以“专业制造、诚信经营、专注品质、知行合一”的经营理念，坚持

实行“品质第一”的质量方针。以专业的视角，专注高端制造，专心提供

优质产品；以诚信为根本，竭诚为客户服务；我们积极进取，致力于品质

保证；我们凭着智慧与梦想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站在时代的前沿，以科技

演绎品质，厚积薄发铸民族品牌。 

斯拓达产品展示 

STD Product show 

先进的生产和检测设备 

Advanced production and testing equipment 

Founded in 2010, Shenyang STD machinery manufacturing co.LTD  

specializes in developing and producting transmission parts 

including industrial belt wheel and belt drive products.It is one 

of the advantageous supppliers of high precision industrial 

transmission products in China.Our products achieve at domestic 

advanced level ,with a certain scale of 3 million productions per 

year.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cities in Northeast region 

-- Shenyang city,Liaoning province,China.It owns the 

internationally leading manufacture devices and testing 

facilities .The company prefessionally manufactures various drive 

products and service such as high precision synchronous belt 

pulley ,v-pulley,mulil-wedge belt pulley,wheel gear,gear  

rack,chain wheel,rack,toothed plate,locking assembiles,coupling 

shaft coupling,rubber synchronous belt,v-belt,transmitte 

belt,mulil-wedge belt,PU open synchronous belt,PU connec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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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ous belt,PU synchronous belt with glue/check 

block/sponge/punch series etc.Meanwhile,it sales of imported  

synchronous belt products. 

The products are widely applicable for the numerically-controlled 

machinetool,industrialrobot,3Dprinter,textile,tabacco,packing, 

food,paint-jet,armarium,engraving industries etc.At present, the 

cooperative customers more than 100 domestic and foreign well-known 

enterprises,for example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Industury 

Corporation;China FAW Group Corporation;SIASUN Robot;Hongta 

tabacco Group;China Grand Enterprises;Shenyang Machine Tool and so 

on. 

The company emphasizes the management concept of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integrity management ,attention to quality,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persists in “Quality Priority”quality 

policy.With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 delicating to provide more  

levels of manufactures,concentarting on offering satisfied 

products;Basis on integrity and genuinely service.We will try our 

best efforts to make progress ,contributing to quality  

assurance.Depend on the wisdom,the dream,and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By the science and technonogy 

deduce quality,build an natural brand accumulate steadily. 

 
 
长春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E2-B233 
地址：长春市高新区锦湖大路 888号 

邮编：130013 

联系人：曹锐 

联系电话：18514339675 

总机：0431-87025669 

传真：0431-87025669 

邮箱：714230430@qq.com 

网站：www.laserfocus.cn 

长春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CNI）成立于 1996年，注册资本 2600 万 

http://www.laserfoc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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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是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激光器

与激光系统、光谱分析仪、教学与实验设备、激光测量设备、激光加工设

备、机器视觉与光电检测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精密机械、

光学元件与光学镀膜产品的设计和加工。公司产品具有体积小、寿命长、

环境适应性强、性能卓越、方便实用等特点，在科学研究、教学实验、仪

器制造、生物医疗、精密测量、娱乐显示、雷达通讯、材料加工、过程控

制、在线检测、侦查装备、国防军事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长春新产业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 1996 年依托中科院长春光机所设立的高

科技企业，主要从事半导体激光器、全固态激光器和激光加工成套设备的

科研、开发与生产。目前公司的主要激光加工成套设备有端泵风冷激光打

标机，侧泵水冷激光打标机，绿激光打标机，光纤激光打标机，CO2 激光

打标机，激光深雕机，钻石微雕机，水晶内雕机等。  

 
 
沈阳昊吉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E2-B238 
电话:024-22731808、024-22735808 

传真：024-86610666  

邮箱：hitsy@163.com  

网址:www.krf.cn  

沈阳昊吉精工机械有限公司设立于—沈阳市于洪区洪润路 120－5号 3门，

我公司是专业从事高精度行星减速机、LAPPING 直线导轨、J.T 精密齿轮

齿条、滚珠丝杠、线性模组、丝杠支撑、联轴器、直线轴及轴承等直线传

动产品的研发、加工、代理销售、仓储、物流、采购、售后为一体的全面

综合型服务企业。 

昊吉精工秉承：“高品质、高精度、高效能、保证一流质量，保持一级信

誉”的产品服务理念，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最理想的产品。我们

始终坚持用户至上，用心服务于客户，坚持用自己的服务去打动客户。我

们热忱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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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浩严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E2-B229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五爱街 19 号-9 门（事业部） 

电话：024-83979267 

手机：13940518799  

传真：024-83979432 

邮箱：lnwjjd@163.com 

QQ：1060130183 

微信号：13940518799 

微信公众号：浩严磁力钻 

沈阳浩严五金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五金机电设备产品销售服务为一体

的经销商。公司配备专业技术团队，采用科学管理体系，秉承“品种齐全、

质量可靠、价格优惠、服务周到”的销售理念服务社会，连续多年被评为

全国五金机电“诚信经销商”，赢得了广大客户和供应商的支持与信赖。 

公司曾多次与德国、日本、韩国、美国等生产商在上海、沈阳、长春联合

举办产品展示会及技术研讨会，为客户提供了相互沟通、交流的机会，并

为推动东北五金机械行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认真倾听客户的心声，为客户提出合理和得力的解决方案，始终是浩严团 

队不变的服务理念，这个理念得以实施的基础，是浩严公司高品质的产品

质量。当你打算拥有一台磁座钻钻孔机产品的时候，浩严就开始提供相关

服务了，我们会帮助您选择产品和型号，提供最适合您的解决方案，及时

的发货和送货完善的零件和配件支持。24 小时开通的电话，使您随时可以

和浩严保持联系，经济、高效地解决您遇到的产品问题和技术问题。感谢

您选择浩严来为您服务。 

 
 
浙江锯力煌锯床股份有限公司                             E2-C25 
地址：浙江省缙云县壶镇东山工业园 1 号 

联系人：赵经理 

电话：0578-3559088 

传真：0578-3556338 

邮箱：info@julihuang.com 

浙江锯力煌锯床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为浙江缙云县锯床制造总厂，始创于

1983 年，2007 年 12 月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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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制造、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以带锯床生产为主的综合型制造企业。  

2015年 2 月在新三板挂牌上市，股票代码：831911 

公司位于浙江省 27 个小城市培育试点之一的缙云壶镇，总占地面积 15.6

万平方米，资产总值近 3 亿元，员工 400 余人，拥有现代化的厂房，专业

的生产检测设备，一个具有创新意识的管理团队和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

伍。 

锯力煌全新致力于机械锯切加工技术与解决方案的创新，以此推动中国机

械加工整体水平的提升。短短二十余年，锯力煌就成为了中国数控带锯床、

高端带锯床的优良供应商，成为国内锯床行业的龙头企业，并相继被认定 

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 146家工业行业

龙头骨干企业、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浙江省创新型试点企业和 AAA级资

信企业。“锯力煌”商标被认定为行业内首个“中国驰名商标”、“浙江省

著名商标”，“锯力煌”牌带锯床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产品”、“浙江省名

牌产品”，目前全球最大带锯床（锯切直径 5 米）是由我公司研发制造，

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锯力煌在全国设有 80 多个销售服务中心，与宝钢、首钢、太钢、武钢等

多家国家大型钢铁企业和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西飞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等国家重点军工、航空航天企业以及中国一重、上海电气等大型国有装

备企业都有密切合作，同时产品还出口到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西

班牙、印度等 19 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内外用户好评！ 

“敬业、团队、人才”是锯力煌人的文化精神，“创中国名牌，建知名企

业”是锯力煌人不懈追求的目标。 

 
 
淄博纳仕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E2-C29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北山路 22 号院内 

热线：18560888111 

电话：0533-4889966 

http://www.zibonashifu.com 

主要展品：伺服步进电机减速器、行星减速机  

淄博纳仕福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来样定做各尺寸规格山东行星减速机，公司

引进德国技术设备，专业生产伺服步进电机减速器，精密行星减速机，使

用寿命长，性能稳定,欢迎新老客户。还有 P 大功率行星齿轮减速机,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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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功率齿轮减速机,S 系列斜齿轮蜗杆 减速机,F 系列平行轴斜齿轮减速

机,RV 蜗轮减速机,WP 系列蜗轮减速机 MB 系列行星摩擦式无级变速机等;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使产品质量得到保证,深受广大用户的信赖。 

 
 
沈阳市荣锋特种压缩机厂                                 E2-C42 
地址：沈阳市新民市胡台镇 

电话：024-87729755 

传真：024-87729766 

沈阳市荣锋特种压缩机厂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空压机设

备制造商，属于创新型企业，公司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专业生产研发活

塞式、螺杆式空压机。 

我公司产品依照东北特殊环境研发，采用欧洲生产工艺、科学的优化设计

和高标准的零部件，产品耐高温、低噪音、低耗油量、高效率等特点，日

常维护保养简单方便，真正的做到安全耐用。 

我公司拥有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售前、 售中、售后全方位

专业服务。 

领先的技术，过硬的品质，优质的服务，合理的价格，是公司产品生产和

服务的宗旨，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打造出让客户真正满意的产品，是公

司全体员工不懈追求的目标。 

沈阳市荣锋特种压缩机厂诚挚欢迎广大新老顾客来公司参观指导，洽谈业 

务，共创辉煌！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2-C45 
电话： 020-38289780   

传真：020-38288676  

网址：www.zwcad.com  

邮箱： market@zwcad.com 

世界主流的 CAD/CAM 软件与服务提供商，国内唯一同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二维中望 CAD、高端三维 CAD/CAM 软件中望 3D 的国际化软件企业，拥

有中国广州、武汉、上海、北京及美国佛罗里达五大研发中心，多年的行

业应用经验及强大的研发实力，可为全球各行业用户的不同业务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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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高性价比的 CAD/CAM 解决方案。 

截止目前，中望系列软件产品已经畅销全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赢得

了宝钢股份、海马汽车、保利地产、中国移动等中国乃至世界知名企业的

认可，全球正版授权用户数突破 90 万。 

遍布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260 家的紧密合作伙伴，覆盖美国、巴西、

波兰、法国、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中望 CAD/CAM 产

品世界主流品牌。  

 
 
北京楚天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E2-C46 
Beijing Chutian Laser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隆庆街 18 号 B座  邮编：100176 

电话：010-67871855/67871655  

传真：010-67871855-8015 

网址：www.bjctlaser.com 

邮箱：hy0811@163.com 

北京楚天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公司坐落在北京国家级开发 

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紧邻京津塘高速路，环境优美，交通

方便快捷。公司总部位于武汉东湖开发区，是武汉“中国光谷”的核心企

业，武汉市明星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企业，是湖北省著名商标，

主要科研项目被认定为优秀火炬计划项目。 

北京楚天激光在亦庄设有生产基地，主要针对华北、东北、西北三北市场

生产、研制、销售各种激光打标机、激光焊接机、激光切割机等激光加工

设备以及全套解决方案、并提供快捷、优质的技术服务。 

 
 
青岛德威鸿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2-C48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后东葛村村委南 100米 

电话：15820021310 

邮箱：774055669@qq.com 

主要展品：抛光机 

青岛德威鸿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即发工业园，集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销售和出口贸易于一体，具有规模实力的多元 

mailto:hy08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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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公司，也是中国木工机械知名企业之一。拥有一批集机械设计和装备生

产经验的专业技术团队。 

通过 10 多年的科技开发、市场运营，是青岛木工机械协会会员单位，现

已发展成为一个集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制造、市场营销、技术服务为一体

的综合性木工机械公司。可制造各种类型的砂光机、去毛刺机、水磨抛光

机，平面涂装线、金属、建材等表面处理设备。企业以“诚信，求实，创

新”为精神，坚持“依科技先导，靠质量兴企业”为质量方针，坚持：以

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追求全方位、高品质“的经营与服务理念。 

公司始终秉持“质量为本，信誉第一”的企业宗旨，努力用科技和服务打 

造一流的产品，一流的品牌。经过不断专业化与责任化经营和不断创新的

经营理念，公司已成为中国木工机械行业高端砂光机的知名企业,公司产

品并已通过 ISO9001:2009 国际体系认证，欧盟 CE认证，产品远销世界各

地。建立和实施了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以实现我们的质量方针和目

标，使企业的全面管理与智能体系逐步与国际接轨！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与挑战，公司将以严格的质量管理，高水平的技术指

导同客户及社会共同进步，共同发展。愿我们真诚合作，共创未来！ 

 

 

济南新德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E2-C49 
地址：济南市机场路南首 

电话：0531-81203371 

传真：0531-81203372 

济南新德激光设备有限公司，座落于山东省济南市机场路南首，公司主要

产品有激光打标机，气动打标机，激光切割机喷码机等一系列光电一体化

标记产品，主要应用范围为集成电路，IT 电子产品，仪表仪器，汽车配件，

精密器械，医疗仪器，医药行业，航天航空，军工电子，五金金属，建筑

建材，食品饮料药品包装，服装皮革，工艺礼品等行业。 

本着先进的理念，优秀的产品，脚踏实地的服务，加上公司强大的科研，

生产能力和广泛的社会合作以及我们每一位员工的努力—做中国最具国

际竞争力的标记类，激光类设备制造商！------这就是新德激光永远的追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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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秀尔特清洗剂有限公司                             E2-C62 
地址:石家庄元氏县马村工业区元栾路 1 号 

电话：0311-83826054 0311-86015292 

网址：www.xiuerte.com 

邮箱：xiuerte01@126.com 

石家庄秀尔特清洗剂有限公司始建于一九九三年，是研究开发各种碱性、

中性、酸性油污清洗剂、除锈剂、防锈剂和高中档金属加工水基防锈切削

液的专业生产厂家。为用户降低成本、环保节能，是秀尔特人永恒的价值 

观；深刻解读用户需求，是秀尔特人不懈的追求。 

 
 
任丘市顶奥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E2-C65 
地址：河北省任丘市五金工具城北门 191 号   

联系人：杨朝斌  15076809886 

主要展品：数控刀具、数控刀片  

 
 
浙江西依依电气有限公司                                 E2-C104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园区华山路 1号 

电话:0577-62968788 

传真:0577-62994888 

网址:http://www.chinacee.com   

邮箱:cee@cncee.com cee@chinacee.com 

浙江西依依电气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1 年，自创建以来一直专业生产工业 

插头、插座、耦合器和组合式配电箱、交流接触器、热过载继电器，等高

低压电器产品。公司始终秉持以质量求生存，以科技求发展，以管理求效

益，以服务求信誉的经营理念，积极融合当今世界电气行业前沿技术。为

客户提供系统化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精心打造高低压电气领域受人欢迎的

CEE 品牌。产品远销到世界各地，中东、东南亚、俄罗斯、澳大利亚、非

洲、欧美等其他国家和地区市场。深受国内外广大客户的好评，连续几年

被评为市先进单位。 

公司全面贯彻实施 ISO 9001: 2015 管理体系认证,产品通过欧洲电气产品

国际认证机构 Intertek&Tuv Rheinland 的认证，证书包括 TUV、SEMKO、 

mailto:cee@chinac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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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CB、EAC、CCC ，并符合 RoHS和 Reach等适用法规。公司引进先进生

产设备和精密检测试验仪器、不断引入高科技工艺流程和高级技术人才，

为公司的产品研发、质量升级、管理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公司将持

续以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赢得客户的最大满意为宗旨，发扬“创新、服

务、沟通”的企业精神，力促 CEE品牌从中国走向世界。我们牢牢把握时

代赋予的使命和机遇，与海内外合作伙伴共同开创事业的新高度。 

 
 
沈阳皮斯顿科技限公司                                   E2-C105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红椿路望塔街 11 号 

手机：13304051696 

联系人：张海波 

QQ：254042534 

邮箱：piston01@163.com 

沈阳皮斯顿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辽宁省沈阳市，地理位置优越，环境优美，

交通便利。是一家专门致力于液压传动设备及其相关附件的研发、生产与

销售的企业。 

公司主营业务：液压接头、胶管总成、液压附件、液压设备的加工、销售；

液压气动元件、矿山设备及配件、液压系统的设计研发和销售。 

可为客户提供产品选型、设计、制造、安装、调试、技术咨询等服务。公

司拥有一支优秀的销售团队，较为雄厚的技术力量。我公司产品广泛应用

于冶金、机床、矿山、汽车工业、工程机械、电力设备、矿山设备、石油

设备等行业。公司自成立以来与知名大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并拥有与军工厂之间有着紧密的合作，如北京空军一所，沈阳北方重工集

团，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长春航发科技等。 

我们会一直秉承“诚信为本、质量第一、服务至上”的管理理念，不断进

行产品升级和创新；我们信守我们的承诺，以客户满意为最终目标来努力。 

本公司经销如下品牌，欢迎来电垂询。 

美国（GATES）接头胶管   美国伊顿（EATON）接头胶管 

日本（CKD）气动产品     西班牙（INTEVA）快速接头球阀 

美国百纳（BANNA）传感器流量计    德国威卡（WIKA ）压力表传感器 

美国（BUTZ）钢管加工设备  德国（UNIFLEX）软管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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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万重金工轴承有限公司                               E2-C105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滑翔五金机电精品城 2楼 75 号 

电话：13898822658 

网址：www.sywzjg.com.cn 

沈阳万重金工轴承有限公司是多年从事销售（ZWZ瓦房店轴承）（HRB哈尔

滨轴承）福建原厂带座外球面轴承、矿山机械轴承、机床高精密轴承及重

型轴承的公司。公司座落在中国轴承的发祥地，辽宁省沈阳市。雄厚的老 

工业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网络为公司提供了极为广阔的发

展空间，卓越的产品品质；完美的服务体系；创新的经营理念，使公司成

为了轴承行业的耀眼明星。 

沈阳万重金工轴承有限公司其产品主要广泛用于矿山设备、机床、高速电

机、起重设备、石油钻井等各个领域。公司坚持“服务客户、诚信经营”

的理念，为所有客户提供高品质轴承产品。 

 
 
青岛沃顿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E2-C107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环秀街道小韩村工业园 

电话：0532-88565568 

传真：0532-88565578 

邮箱：husong@wotonyeya.com 

青岛沃顿液压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主要从事油压

自动进刀多轴钻孔、攻丝机床、钻攻组合专机、多轴器、动力头等系列产 

品的生产及销售。本公司具备强大的设计开发能力，可按客户要求设计量

身定做各种钻攻机床及多轴器。为广大客户减少劳动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使企业的效益更大化。公司秉承精品理念，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采用全

新的生产设备和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品质为引航，以名牌

为追求，以一切为客户的企业理念，建立严格的品质监控体系。公司质量

方针：精美耐用，客户满意。在生产过程中，我们积极的改善，不断的提

升产品质量。经过多年的不断更新、完善、产品质量、结构、性能不断的

提高创新。公司目前在国内设有 30 多个销售网点，产品出口外销十几个

国家。“沃顿 WOTON”系列产品是广大用户普遍认可的品牌，在国内外市场

享有较高的声誉。 

主要展品：桌式液压自动多轴钻床、桌式导螺杆自动多轴攻牙机。 

http://www.sywzj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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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皮县程迈五金制造有限公司                             E2-C109 
地址：河北省南皮县乌马营镇西五拨工业区 

传真：0317-8621490 

邮箱：chengmai888@126.com 

南皮县程迈五金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金属冲压制品生产的私营 

企业。多年来我公司不断引进各种生产设备,扩大生产规模,现已发展成为 

拥有各种设备几十台,员工百余人,有产品开发、产品设计、模具制造产品 

生产的能力,加上我们优越的地理位置,因此保证了客户对产品生产短周 

期、高质量、供货及时的要求。公司在加强硬硬件投入的同时也不断引法 

先进的技术和招纳高素质的管理人才,使公司的管理科学化,度化,为公司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始终坚持“科学创新、诚信为本”的发展理念以科技为依托,以质量 

为生命,以信誉求发展,以满足客户需求为目标。做一流的产品,争创一流 

的企业。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我们全体员工真诚希望与您携手合作, 

共创辉煌! 

 

 

南皮县翔宇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E2-C109 
地址：河北省南皮县乌马营镇西五拨工业区 

南皮县翔宇机电制造有限公司，建于 1999 年，位于南皮县乌马营镇西五 

拨工业区，现有固定资产 800 万元。2008 年成立公司，现有职工 30 人， 

高技 2 名，中技 4 名，并有新产品开发布，市场营销部，财务部，生产

制造部，等多个部，是一个集产品开发，研制 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

业，专业设计制造专业金属部件，及高级钣金件。 

主要生产：石油滤壳，汽车配件，机箱，电子配件等各种五金冲压件，产 

品远销全国各地。 

我司以“质量求生存，靠信誉求发展”，有着多年设计与生产经验具有成 

熟的优化设计和制造工艺。求实创新，开拓进取，是我们每一位员工的誓 

言，总经理史振庆，热忱欢迎各界新老客户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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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鑫丰机床附件制造有限公司                           E2-C116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王信工业园 385号  

李伟伟 女士 （经理）  

手机：13613178607   

联系人：王智川 先生（沧州鑫丰机床附件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    

销售经理）  

手机：18621260567   13816233272   

电话号码：0317-6344191 

传真 0317-6344178  0317-5121191 

沧州鑫丰机床附件制造有限公司是集机床附件开发、应用、研究为一体的

专业性 企业。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公司全体员工凝聚心智，齐心协

力，经过不懈探索和不断创新，使公司从创业伊始单纯的机床防护罩产品

发展到今天涵盖导轨防护、电缆、油管防护、丝杠、光杠防护等四个领域

几十种机床配件系列产品。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有：钢制拖链、机床导轨防护罩、钢铝拖链、工程塑料 

拖链、软管、软管接头、工作灯、冷却管、机床把手、手轮、链钣式、刮

钣式除屑输送机。在每一个产品的背后又有上百种型号供您选择！其产品

性能和市场占有率已经遥遥领先于国内外同类产品。用户遍及全国三十个

省市自治区，并且继续以极快的速度在机械行业内扩展。今天公司人才济

济，拥有一批学历高，经验丰富，创新意识强的员工。他们长期从事机床 

附件开发和专业设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力求为您的机床增光添彩。 

 
 
山东晨灿机械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2-C121  
联系人：王经理  15066583118 

邮箱：info@chencancnc.com   

网址：www.sdchencan.com 

晨灿机械是集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维护于一体的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有 30 多项发明及新型专利，配备 60 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公司在定制 

机器领域深耕二十余年，研发生产各类五轴联动数控加工中心、数控龙门 

铣床、复合板材锯铣加工中心、三维五轴激光切割机、八轴焊接机器人、 

3D 打印切削混合加工中心等高端数控设备，远销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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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科尔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                             E2-C128 
联系人：丁佳男  18663767791 

传真：0531-84560081 

邮箱：jnkergs@163.com 

网址：www.sinokohl.com 

济南科尔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为一家专业生产工业用清洗设备的高新技

术企业，凭借日益精进的技术与强大的研制能力，现已发展成为集研发、

设计、制造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超声波清洗设备生产企业。在行业率先执

行 ISO9001 ： 2000 质量管理体系， “ 科尔”系列产品，采用现代国

内外先进技术和进口名牌电子原器件、原材料生产制造，目前有十几个系

列，一百多种规格品种齐全的标准系列产品，及运用 PLC 、触摸屏及工

控电脑控制屏幕显示的全自动大型非标超声波清洗机，各项技术指标为国 

内行业领先，济南科尔超声波设备有限公司为数千家客户提供过成功清洗

方案，是国内目前清洗行业客户群最多的生产厂家，产品畅销国内外。 

 

 

沈阳新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E2-C129 
联系人：赵永瑞、陈军 

电话：024-81275588 

手机：18940047021、18698870588 、15802412611 

邮箱：15802412611@139.com 、77115295@qq.com 

网址：www.syxycx.com 

沈阳新域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非标钣金生产及自助服务设备、专用 

显示产品制造商及解决方案提供商，注册资金 1000 万元，员工 50 余人， 

具有 3000 平加工车间及装配车间，有多年的设计、生产加工经验和计算 

机系统集成能力，公司致力于提供各种适合于轨道交通、金融行业、票务 

行业、政府单位、医疗卫生、金融服务、电信企业、商业企业等行业的 

最新产品。秉承求真务、开拓创新的经营理念，沈阳新域创新已经发展 

为了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企业。 

 
 
 
 

http://www.sinokoh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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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宏源塑料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E2-C167   
地址：沈阳市苏家屯区林盛堡镇四方台村 

电话: 024-66559806   13840455811 

我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EPE 聚乙烯泡沫(俗称珍珠棉)的企业，已在国内市

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和众多知名的国内企业、外资企业建立了长期友

好的合作关系。 

我公司引进先进的 EPE 发泡生产技术及 EPE包装制品的专业加工设备，企

业技术力量雄厚，拥有多年从事包装专业的技术人员。可以根据客户的要

求生产加工或独立为企业的技术产品包装。 

我公司对产品的质量严格把关，售后服务真城周到，用户的满意是我们企

业生产和发展的动力。 

公司产品有：各种型号的 EPE 珍珠棉卷材、片材，板材；EPE 包装护角，

EPE珍珠棉成型模垫；EPE珍珠棉抗震材料、EPE 珍珠棉保护模垫、棒材、

EPE异型材；气泡膜，气泡袋，保温袋等。产品广泛适用于 IT、电子、电

器、五金机电、精密仪器、高档家私等产品的包装。 

 
 
昆山涌艺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2-C170 
联系方式：15050218874 

联系人：白先生 

昆山涌艺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致力于产业界的「提高生产性」

「提高附加价值」为目标，产业机械用的标准机械部件、标准夹具、铝型

材等大量的机械要素部件，不仅提供本公司的产品，还广泛提供海外合作

厂家的产品。在当今社会，作为机械要素部件的一流厂家，广受产业界的

人士的信赖。近几年，随着制造业自动化的普及，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缩

小设备停机时间的考虑，开发了多款快换夹具系统。对于想要提高设备稼

动率，少批量多品种的制造业的客户，我们从硬件(夹具)、软件两方面入

手，给客户提供最适合的夹具，并帮忙解答生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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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畅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E2-C171 
地址：上海闵行区北翟路 3318 弄 85 号 3 楼 

电话：021-54295891 

传真：021-34093023 

邮箱：zxfyyw@163.com 

主要展品：冷焊机 

上海畅公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专业从事冷焊机产品研

发、生产、销售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针对国内市场需求和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效益而大力推出的高品质高

科技产品。通过多年的发展与努力，现已在安徽成立分公司，能够更好的

服务客户。 

冷焊机系列主要用于各种模具、精密模具、铝合金/铸铝，铸件缺陷、金

属五金类产品、工件及家具的修补修复、产品遍布全国各地，涉及广泛，

应用于模具业、不锈钢行业、橱柜业、门业、铸造业、电器制造业、医疗

器械、汽车、造船、锅炉、建筑、钢构桥梁建设等行业中。 

我公司的主要产品有:冷焊机,精密补焊机（不锈钢冷焊机）、超声波金属

焊接机、工模具铸造缺陷冷焊机,铝合金修补冷焊机,模具冷焊机,铸造缺

陷修补冷焊机,压铸件缺陷修补冷焊机,精密模具修补冷焊机,合金修补冷

焊修补机,铜铝修补冷焊机等一系列冷焊设备。 

 
 
石家庄欧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E2-C189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西仰陵工业园师大路 

电话：0311-85311356 

网址：www.oujinghuanbao.cn 

石家庄欧净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从事工厂车间烟尘净化设备、粉尘净化

设备、工业油雾净化设备、污水净化设备及其他环保产品的研发、设计、

制造、加工、销售及安装服务。 

公司生产的每一件产品均采用韩国和瑞典技术，先进的加工设备为您提供

精密的工业产品、专业的环境工程师团队为您提供科学严谨的除尘方案及

其完善的施工安装服务。根据现场情况设计除尘产品及除尘方案。依靠严

谨科学的风量计算和管道设计，保证核心部件的质量，系统规范的施工管

理，能够有效降低工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为您创造安全清洁的工作环境。 

http://www.oujinghuanb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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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立以来，以独特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严谨的态度和不断创新的理念，

坚持深入客户现场，了解客户不断变化的工况和需求，认真听取客户反馈

的情况，积极完善产品。经多年努力在化工、铁路机车、汽车、工程机械、

煤矿机械、机床加工、电气、造船、军工、造纸、印刷、塑胶、烟草、技

工培训、食品、石油、矿山、玻璃制造、钢铁、冶金、电厂等领域已成功

完成近千家企业环境污染治理并积累了大量施工经验。得到客户广泛好评

和认可，成为多家企业配套合作供应商。 

欧净环保专业除尘期待与您合作！ 

 

 

大连成鑫胶辊厂                                         E2-C192 
地址:大连市庄河市黄海大街三段 207 号 

电话：0411-89854533 

传真：0411-89857088 

大连成鑫胶辊厂是生产橡胶辊的专业厂家，主要产品包括四大系列：钢铁

冶金系列，塑料流延、彩印系列，矿山码头输送系列，木工机械、纺织化

纤系列等 500 多个品种。其中：冷轧板挤干辊海帕隆是目前国内自主研发

的产品，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固态、液态硅胶成为多家流延薄膜等知名公

司首选。 

公司研发力量雄厚，检、试验及生产设备先进、完备，可开展现有产品全

项橡胶理化测试。公司通过 ISO9001、2008国际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 

2004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公司破认定为“辽宁省著名商标”和“大连市著

名商标”等荣誉称号。 

公司现已发展成为生产、内外贸为一体的橡胶胶辊公司，秉承“诚实守信、

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通过不断观念更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市场

创新成为各行业的优秀供应商。 

 

 

江苏国源激光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E2-C216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城经济开发区西片区激光产业园二期 C5 幢厂房 

电话：0527-82868232 

全国服务热线：400-718-7080 

邮箱：support@guoyuanlaser.com 

mailto:support@guoyuan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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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guoyuanlaser.com 

国源激光是一家专业从事激光清洗、激光焊接装备研发、生产、销售与服

务的高科技企业，位于江苏省宿迁市激光产业园二期 C5 幢，注册资本 1

亿元，拥有生产及办公面积 4800平米，是国内专业从事激光清洗、手持

激光焊接设备研发制造最具规模的企业之一。 

公司已掌握激光加工方面多项核心技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拥有激

光清洗、激光焊接领域的软件著作权 11项，实用新型及发明专利 50余项，

并且已形成了完整的工业激光清洗设备系列供应平台。 

作为手持式激光加工设备行业的领军者，公司秉承“让激光成为随处可见

的工具”的核心使命，给客户提供优质可靠的产品/方案/服务，与客户互

利共赢，一起开创美好明天。 

 

 

天津亚盛工贸有限公司                                   E2-C225 
地址：天津市北辰区北辰科技园 2号路南侧 

联系人：王翔 13132063859 

电话/TEL：0086-22-84338533  

邮箱：wangxiang@ascend.com.cn 

天津亚盛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市河东区，交通便捷。是由一批专业技术

人员组成的优秀团队，致力于车削、铣削及整体刀具的研制、开发和销售

一体化经营。公司始终追求用更先进的机械工具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 

效率；始终将替客户分忧，为客户降耗，使效率提升作为自身存在价值的

标准。 

正是这种以客户为中心的信念，使我们不断地与诸多领域的优秀企业共同

进步，多年来我们为客户不断研发寻求更具性价比的产品，与世界知名的

品牌合作，组合各品牌优势产品，为客户提供技术更精，效率更高，交期

更快的组合产品。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汽轮机、模具、

医疗、石油机械、工程机械制造等行业。 

展望未来，亚盛工贸将一如既往，怀揣着为客户分忧的心，高效地做好每

个细节。诚信在先，盈利为次。希望亚盛工贸团队能为更多的朋友提供服

务，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 

 

 

http://www.guoyuan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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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华蓝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E2-C228 
联系人：付吉磊 13252832222     

传真：024-29351950 

邮箱：414208202@qq.com 

网址：www.lnpentu.com 

沈阳华蓝环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是专业研发生产环保喷

漆房，高温烤漆房，移动伸缩喷漆房，焊烟除尘设备，静电喷涂设备，及

VOCs 废气治理环保设备。 

 

 

洛阳鸿元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E2-C232 
地址：河南省洛阳市空港产业集聚区浙商工业园创业大道（孟津县麻屯镇）  

电话：0379-63086166  

传真：0379-63086177  

邮箱：bearing@hyzcgroup.com  

洛阳鸿元轴承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12月，现有职工 300 余人。专

业研发、制造精密转台轴承、交叉滚子轴承、机器人减速器专用轴承三大

系列产品，目前已占据国内 80%的 YRT转台轴承市场和精密交叉滚子轴承

市场，40%的产品出口至欧洲、韩国等国家。 

我们的产品主要适用于高精度数控转台、机床主轴、工业机器人、航空航 

天等领域，产品服务的两类细分市场是： 

1）高端装备行业：高档数控机床关键部位——精密数控转台、机床主轴、

分度头、丝杠部位用的高精度轴承。战略合作客户有世界最大的机床公司，

国内各大机床公司及军工企业等等。 

2）工业自动化行业：工业机器人关节轴承、机器人专用谐波和 RV减速器 

轴承、直驱电机轴承。 

我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洛阳市小巨人培育企业”、“河南省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洛阳市制造业重点培育企业”、“洛阳市隐形冠军”等，

公司拥有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共计 30 余项，组建了省级科技创新平

台“河南省精密转台轴承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我公司工业机器人减速器

轴承项目于 2018年 12月入选工信部“工业强基一条龙”国家级示范项目，

承担过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项目，目前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和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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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瑞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E2-C258 
电话：0632-5811778 

网址：www.chinacangchushebei.com 

邮箱：1013537216@qq.com 

山东瑞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集仓储设备的开发、研究、设计、生产、销

售和安装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厂家。公司拥有多台大型激光切割设备、数

控冲压设备、数控折弯设备以及焊接设备。经过公司艰苦卓绝的努力公司

已具备了完善的设计研发体系、生产体系、售后服务体系。 

山东瑞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主要产品： 

工具类：工具柜、工具车、组装工作台、电子工作台、置物柜、物料架等； 

刀具类：刀具车、刀具柜、刀具架等； 

周转搬运类：平板车、手推车、金属周转箱、物流台车等； 

其他定制：钣金箱体加工、支持产品定制、铝型材产品加工； 

山东瑞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产品的人性化设计能提高员工的生产效率，产

品的模块化设计能使企业、学校大量节约成本，6S 规范现场放置。 

合理 6S 管理规划现场可使现场： 

1、提高专业的外观和高品质的形象； 

2、减少损坏率和工具、组件污损； 

3、合理放置就能更快检索存取，节省时间； 

4、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计规划，可以让员工舒心工作； 

5、整洁、安全工作区，让员工更加安心工作； 

6、大限度地提高工作效率，并帮助您的业务增长和成功； 

公司始终坚信：诚信是合作的前提、质量是共赢的保障、服务是友谊的纽 

带。我们以真挚的热情对待每一位客户！ 

山东瑞采与你一路同行！ 

山东瑞采助您事业鼎盛！ 

 
 
辽宁斯麦尔科技有限公司                                 E2-D32 
地址:沈阳市苏家屯区十里河街道（沈营公路十里河桥南行 1000 米） 

邮编:111316 

电话:400-024-5558 (全国免费电话）  

传真:400-024-5558-按“2”转 

http://www.chinacangchusheb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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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china-smile.net  

邮箱:LYL.88@163.com 

公司于 2005年成立，占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8000 平方米，员

工总人数 200 多人，专业设计人员 20 多人，10 年以上钣金技师占 30%，

年产值 1亿元，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各种机柜、机箱等产品

的专业精密钣金生产厂商，公司以先进的技术，一流的的品质，优质的服

务致力于钣金加工行业。 

产品范围涉及到 6 大系列 

仿威图机箱机柜及附件系列（AE 箱系列、AK 箱系列和 PS柜系列） 

1. 不锈钢机箱机柜系列 

2. 户外机箱机柜系列 

3. 服务器柜、网络柜系列 

4. 操作台系列 

5. 非标钣金定制系列 

 

 

沈阳赛普贝司科技有限公司                               E2-D65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洪泊路 19 号 

电话：024-25673812      传真： 024-25672839 

http://www.sepbase.com  Email：sepbase@hotmail.com 

赛普公司（SEPBASE）目前主要生产销售的产品：有光纤激光打标机、半 

导体激光打标机、二氧化碳激光打标机、电脑气动打标机、手持喷码机、

高解析喷码机、小字符喷码机等一些专业领域的非标准标识打印设备。赛

普公司（SEPBASE）总公司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已在长春、天津、郑州、

合肥、西安、广州、上海、太原、长沙设立了分公司并在多个地区设立办

事处及维修站 

赛普公司（SEPBASE）长期以来，注重研发投入，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理

念，凭借现代化的管理制度、可靠的质量、雄厚的技术力量、合理的价格、

优质的服务，加上客户的信赖支持，使本公司迈上了新的台阶，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敢于争先，奋勇向前。公司产品在国内打标机行业中已取得了

主导地位，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非洲、中东等世界各地，在日本、韩 

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也到了广泛的应用。 

 

http://www.sepba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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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庆云金龙数控机床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E2 -D109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开元大街北首鲁翼烟花北 100米 

电话：0534-3426668  15863890555 

传真：0534-3426008 

山东庆云金龙数控机床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始建于一九七八年，是华北地

区最大的机床部件制造基地，二 00 五年被评为中国三大机床防护生产厂

家之一，同时被中国机械协会明名为：“机床部件专业生产厂家”，并成为

“机床总公司会员”单位。  金龙公司集三十年的生产历史与经验，并与

北京、武汉等数十家科研院校长长期合作，现所开发、生产的“机床防护

罩”、“穿线软管”、“拖链”、“排屑器”等近百个品种的产品，以与国内外

数十家大型机床厂形成了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公司以“智慧、勤奋、发

展”为宗旨，本着"让利于客户"的原则，真诚的相邀国内外同仁长期合作，

共同发展。 

山东庆云金龙数控机床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是集机床附件生产、销售为一体

的 企业。在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公司全体员工凝聚心智，齐心协力，

经过不懈探索和不断创新，使公司从创业伊始单纯的机床防护罩产品发展

到今天涵盖导轨防护、电缆、油管防护、丝杠、光杠防护等四个领域几十

种机床配件系列产品。 

目前公司产品主要有：钢板防护罩，风琴防护罩，机床防护套，钢铝拖链，

机床外防护，排屑机，伸缩式防护罩，金属软管防护套，塑料拖链。在每

一个产品的背后又有上百种型号供您选择！ 

 

 

台州伟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E2-D130 
联系人：金经理 13957676832 

台州伟立智能设备有限公司创建于 2012 年，是一家集研发、制造、服务

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一直致力于全自动外圆磨床、数控曲轴磨床、

工业机器人应用等高端智能装备的前沿技术研发和制造。我们的产品被广

泛应用于军工、汽车、摩托车、工程机械、发动机、齿轮、切削刀具等行

业。 

公司秉持“尊重、诚信、责任、创新”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始终贯彻“创

新是根本，质量是生命，服务是宗旨，效益是目标”的质量方针，成为世

界一流的智能制造服务商而努力。公司热忱欢迎国内外新老客户前来洽谈

业务，合作开发，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智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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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犇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E2-D172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华科三路华鼎智地 1 号楼 1901 

联系人：杨涛   

手机：18221803984 

网址：www.honben.com 

宏犇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特种冷焊焊接焊补设备研发、

生产及销售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在冷焊技术方面有着雄厚的研发实力和革新技术能力，是国内较早接

触冷焊技术的企业之一。公司产品主要有两大系列：冷焊机（包括精密补

焊机、钣金冷焊机、电火花堆焊修复机）和电火花便携式取断丝锥机。近

年来产品广泛应用于模具行业、铸造行业、机械行业、电力行业、维修行

业、汽车行业、造船锅炉行业等，成为金属行业及其附带行业不可或缺的

帮手。  

今天的宏犇人将以更加创新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更低的成本优势，努

力打造出国内冷焊行业最高性价比产品。公司一直秉承“专业、诚信”的

宗旨，解客户之所急，予客户之所需，力求做到让客户省心、省时、省力。 

 

 

沈阳鑫镧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E2-D176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体西路 76 号 1-2-3 

邮编:110001 

电话:024-23925160  

传真:024-23925160 

网址:www.ckaot.com 

邮箱:147903972@qq.com 

沈阳鑫镧液压设备有限公司位于中国沈阳，长期以优质服务，产品质量，

合理价格赢得广大客户的信赖与支持。本公司专营围绕，机床、重型、矿

山、冶金、橡胶、交通设备、环卫设备等，部件配套企业，公司重守信用，

保证产品质量，以多种经营特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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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铭鹭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E2-D193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西夏墅镇镇南西路 132号 

销售总部联系人：袁部长 18068789722  姜经理 18015050922 

总部门市联系人：石主任 18113318972 

东莞长安门市联系人：张经理 18002868592 

涂层厂联系人：史经理 18151286093 

铭鹭一价到底 

我们铭鹭总公司是直接的生产厂家 

我们是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 

我们是常州市刀具十强企业 

铭鹭有自己的钨矿山，铭鹭有自己的刀具生产基地 

铭鹭有进口的瓦尔特和安卡及国产磨床 50 台以上，有进口的卓勒等刀具

检测仪器 10余台 

铭鹭专业生产标准铣刀和非标刀具定制，我们的每一支产品都经过严格的

质量检测 

铭鹭有自己的纳米涂层厂 

我们是一条龙的服务，和我们合作没有后顾之忧 

选择铭鹭就等于选择了安心，铭鹭就是您强大的后盾 

我们有稳定的质量，充足的库存，超低的价格，优质的服务，有完善的售

后，过硬的技术指导 

铭鹭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制，有严格的成本核算，铭鹭努力做到物美价廉，

做到别人做不到的，目的是更好的和讲质量的优质客户合作 

让您不再去纠结价格，不用去担心质量稳定，不再东奔西走找货源 

尊敬的新老客户，老总们@铭鹭让您一站式购买到理想的刀具和各种牌号 

的合金圆棒，我们的质量 价格 服务 一定会让您满意。 

欢迎到店咨询  一价到底！！！ 领取价格表 

 
 
江苏方正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E2-D241 
地址: 江苏泰州市海陵工业园区纵四路东侧 

电话: (0523)86278068 

服务热线: (0523)86083555 

传真: (0523)8627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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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 225300 

网址: Http//www.fangzhengsk.com 

邮箱：Sales@fangzhengsk.com    

manger@fangzhengsk.com   office@fangzhengsk.com 

江苏方正数控机床有限公司是生产数控机床的专业厂家,工厂占地面积

30000 平方米,厂房面积 20000 平方米,固定资产 4500 多万元,拥有大批工

程技术人员和各种先进生产检测设备,大型龙门导轨磨床 ,龙门刨床,

大型坐标镗床,英国雷尼绍干涉仪,万能工具显微镜,动平衡效验仪等先进

设备就有 100 多套。公司资信等级 AAA级，是江苏省质量信誉先进单位。

本单位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认证.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国防军工,

航天航空轨道交通等重点行业核心制造领域.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世

界各地，被评为江苏省优质产品。公司在全国设立了 30 多个销售服务处,

质量服务得到了客户的肯定和赞赏。 

 
 
江苏昌宏重型机床有限公司                               E2-D248   
联系人：缪宇涛  18302486883 

传真：024-25291881 

邮箱：314346673@qq.com 

网址：www.jschzx.com 

江苏昌宏重型机床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南通海安，公司专业生产“苏锻” 

牌数控卷板机、剪板机、折弯机。本公司产品结构紧凑，精度高，操作方

便，工作稳定，安全可靠，广泛应用于冶金、飞机、汽车、船舶、容器、

仪表、包装、不锈钢制品及装潢等行业。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先进的加工设备，生产检测设备齐全，产品采

用国家标准生产。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锻压机床的研究及创新，多种特大

型产品在此诞生，处于同行前列。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东南亚、欧美及中

东地区，长期以来深爱中外客商的一致好评。 

我们对服务更是不遗余力，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集售前、售中、

售后服务于一体的服务机构，竭尽所能满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我们将坚

持“ 质量第一、用户至上 ”的宗旨，本着“ 锐意进取、敢为人先 ”的

企业精神与国内外各界朋友，真诚合作，共创美好未来！ 

 

mailto:Sales@fangzhengsk.com
mailto:manger@fangzheng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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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质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E2-D248    
联系人：缪栋 

电话：13812020193 

传真：0510-83201697 

邮箱：sales@wxzhijin.net 

网址：www.wxzhijin.net 

无锡市质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金属板材加工机床专业制造商，我公司制

造的“质谨”牌不锈钢薄板开槽机在同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其产品广泛应

用于不锈钢加工，建筑装饰、厨具、门业、电梯制造等行业。本公司集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近年来通过设备更新、技术引进、人员培

训、强化管理等措施，公司业绩迅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同行中的

佼佼者。 

本公司将继续遵循“质量第一，持续改进，客户满意，质谨品牌”的宗旨，

为新老客户提供优质廉价的产品和满意周全的服务。 

 

 

沈阳日佳高频感应加热设备                               E2-D256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沈胡路中港机床成北 2门 

孟平新：13898117965 

电话：024-31566780 

邮箱：2754060736@qq.com 

网址：http://www.syrjgpjr.com/index.php 

沈阳日佳是一家在国内同行业中起步早、起点高、发展快、开发高科技电

子产品的生产型企业。自 99 年成立以来，专业研究生产感应加热一种产

品，国内首推数字控制系统，并掌握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5套控制系统。最

近推出恒功率，定频率，多频段加热是国内目前唯一生产厂家。曾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现分为开发、生产、营销、售后四大网络。公司

生产、营销、售后服务人员全部大专以上学历，上岗前经过严格的专业技

术培训。 

深刻理解视用户为上帝的服务理念，售出的每台机器编码唯一，电脑存档。

可提供永久快捷的服务。 

公司具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拥有完善的质量保证和一流的售后

服务体系。现有高频系列、中频系列、超高频系列、双频系列等多个系列 

mailto:2754060736@qq.com
http://www.syrjgpjr.com/index.php


List and Profile of Exhibitors 

参展厂商名录 简介 

 128 

E2 
展位BOOTH 

 

 

 

 

产品。近年来，沈阳日佳稳中前进，狠抓产品的质量，不断吸取国内外先

进技术，使产品的款式更新颖；使用更方便；可靠性更高、更节能、更环

保。并可根据用户提供的技术要求进行非标准产品的设计、制作、安装、

调试及人员培训服务。依靠先进的技术，精密的加工工艺，完善的售后服

务，保证用户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产品遍布全国 29 个省事自治区，远销俄罗斯、美国、日本、越南、乌兹

别克斯坦、朝鲜、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韩国、新加坡、印度、缅甸、柬

埔寨等。 

质量是我们同客户沟通的桥梁，诚信是我们对客户保证的根基。本着为客

户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为原则，我们将力求不断创

新，与您共创辉煌！！ 

 

 

苏州参展团 
张家港展区                                             E2-SZ1 
苏州萌菲过滤技术有限公司 
固话：0512-58620931 

传真：0512-58617890 

邮箱：sale@mfiltration.cn 

网址：www.mfiltration.cn 

苏州萌菲过滤技术有限公司是滤芯、过滤器、环保设备滤芯制造等产品专

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萌菲过滤技术，互

联网智能过滤创业者。 

 

张家港市格雷斯机械有限公司 
固话：0512-58992901 

邮箱：taoli@gracepm.com 

网址：www.gracepm.com 

格雷斯是专业研发生产塑料挤出和回收设备的供应商，运用科学、技术以

及“人元素”的力量不断改进推动产品进步，为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客户提供种类繁多的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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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卓然机械有限公司 
固话：0512-58618779 

传真：0512-58618779 

邮箱：2597837627@qq.com 

网址：www.zjgzhuoranjx.com 

张家港市卓然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管材加工设备生产的企业，坐

落在工业经济发达的张家港市，濒临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交通

十分便利。 

公司在数年的创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具备了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丰富独特的

企业管理经验，主要产品有：数控液压弯管机、全自动弯管机、双头液压

弯管机、管端成型机、金属圆据机、全自动切管机、冲弧机、滚圆机、倒

角机、磨齿机等自动化管材加工机械。为汽车、摩托车、体育健身器材、

钢管家具、旅游休闲用品、水暖卫浴、电力行业、造船行业等行业的金属

管类制品的加工提供了适用的机械设备。 

 
 
苏州参展团 
常熟展区                                               E2-SZ2 
常熟长城轴承有限公司 
固话：0512-52898449 

传真：0512-52892956 

邮箱：syl@cscbearing.cn 

网址：www.cscbearing.cn 

常熟长城轴承是一家高品质轴承的全球制造商，拥有超过 50 年的成功企

业历史。近 1000名员工根据欧洲标准生产最高质量的轴承。 “德国制造”

工程和最先进的生产设施保证了几乎所有工业领域的高性能轴承。 

CSC 已成为可靠的生产商和供应商，为世界知名的驱动器，变速箱，机床

主轴，电梯和建筑机械制造商提供高度先进的轴承。在中国和德国拥有自

己的办事处和仓库，可确保立即反应，快速支持和快速交货。 

 

 
 
 

http://www.zjgzhuoran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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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传真：0512-52841606 

网址：www.riyue.com.cn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是国有资产参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占地 300亩，

注册资本 3.8 亿元，现有员工 1700 多人，主要生产中低压配电电器、工

业控制电器、中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光伏发电应用产品及智能配电系统等

产品。 

公司建有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江苏省智

能电网配用电关键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江苏省电器控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创新平台，检测中心获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公司

拥有近 400 人的创新团队，各类创新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其中

“低压保护电器关键技术的研究应用”项目和“开关电器大容量开断关键

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苏州伟扬精机有限公司 
固话：0512-82355999 

传真：0512-82355966 

邮箱：szsales@chevalier.com.tw 

网址：www.sz-chevalier.com 

苏州伟扬精机有限公司为福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福裕集团自西元 1987

年开始年年均名列于台湾 1000 大企业之中，为台湾十大机床厂之一。福

裕集团是台湾横跨磨床、CNC 磨床、铣床、CNC 铣床、CNC 综合加工机及

CNC 车床之专业全系列工具机制造大厂，并以此独特的全方位产品系列，

为用户提供了福裕特有的工具机整 合行销服务。为求与客户密切整合，

我们提供完整之售前工艺分析与评估规划，售中之调机与教导训练课程，

及售后之技术支援与快速维修。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固话：051252341129 

传真：051252341096 

邮箱：lisha@tongrunjacks.com 

网址：www.tongrunjacks.com.cn 

常熟通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54年，是集研发、制造、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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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各类液压千斤顶的专业企业，具有 50 多年的千斤顶生产经验，是全球

大型的千斤顶生产基地。累计千斤顶总数超 2 亿台，年生产能力达 1800

万台，产品覆盖全世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  

 

 

苏州参展团 
太仓展区                                               E2-SZ3 
苏州施米特机械有限公司 
传真：0512-53105101 

邮箱：simitch@simitch.cn 

网址：www.simitch.cn 

20 年以来，施米特秉承国际最先进的气液增力技术、板件连接技术，不断

创新、突破、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一家集标准压装、铆接、冲压、拧

紧单元，工业 4.0 客户非标化定制、工业软件、系统集成研发、制造、销

售服务为一体的、一流的工业产品装配行业综合服务商。 

作为中国工业装配与系统集成领导者著名品牌，已荣获多项国家专利。产

品涵盖：板件连接技术、冲铆技术、精密压装设备、伺服拧紧生产线、智

能化装备及软件系统。 

 

苏州晓宇宙齿条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12-53591996 

传真：0512-53307811 

邮箱：165343503@qq.com 

网址：www.global-rack.com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齿条的企业，公司拥有先进的制造齿条的德国进口铣齿

设备和磨齿设备和产品的优秀的制造技术，从事齿条加工有悠久历史，在

长期的齿条加工中获取了众多的齿条加工经验，生产的齿条质量能达到很

高的精度要求，并且有优良的齿条加工工艺，使齿条有相当的耐用度和精

准度，从而可以替代国外进口的高精度齿条，现在是中国国内生产齿条工

艺最优良、齿条精度能达到国际先进设备，与世界高精度齿条相比不逊色。

俱有相当竞争力。我公司具有先进的检测手段来确保齿条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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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优捷特机械有限公司 
传真：0512-33067990 

邮箱：yojet@yojet.com.cn 

网址：www.yojet.com.cn 

太仓优捷特机械有限公司系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制造气动、液压领域相

关产品的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气液增力缸、增压器、气液增力缸式冲压 

设备、无铆钉连接手钳、各类工装夹治具及专用设备等，在气液增力系列

产品及相关气动冲压设备上，有着多年研发制造经验，产品具有寿命长、

精度高、输出力大、体积小、能耗低、无泄露等特性，产品形成系列化、

多元化能满足客户不同需求，同时能为客户设计制造非标专用设备。 

 

太仓贝斯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512-53189886          传真：0512-53189891 

邮箱：xyg53189886@126.com    网址：best9886.com 

太仓贝斯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

科技企业“并连续被评为设备类“中国铝行业十佳厂商”。公司拥有 40 多

项国家专利，四项产品荣获江苏省“二新产品”称号，其中：合金棒剥皮

机入选江苏省重点新产品推广目录。公司拥有中高级技术人员十多人，并 

与国内多所知名大学校企合作。公司主营生产制造合金棒剥皮机、铜棒焊

丝剪剥一体机、装卸模机、组模机、三轴连动修模台钳、无缝棒料穿孔机、 

前进水过水装置、整体式风冷设备等铝挤压配套辅助产品，并提供大型液

压设备大修、改造等多种服务。 

我公司自主研发的合金棒剥皮机包含我公司多项专利技术，荣获江苏省 

“高新技术产品”，是国内效早建立合金棒剥皮机制造《本企业合金棒剥

皮机制造标准》生产。 

 

铁王数控机床（苏州）有限公司 
联系人：欧阳国辉 

电话：0512-53377681 

传真：0512-53377818 

邮箱：gh.ouyang@kimachinery.com 

网址：www.kimachinery.com 铁王集团公司是台湾独资企业，创立于 1973

年，下设 6 家子公司及 38个办事处，业务涉及精密  铸造、精密加工、 

mailto:xyg53189886@126.com


List and Profile of Exhibitors 

参展厂商名录 简介 

 133 

E2 
展位BOOTH 

 

 

 

 

数控设备等多个领域。产品营销欧美、东南亚等世界五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铁王数控机床（苏州）有限公司投资总额 4990万美元，注册资本 1800 万

美元，公司座落在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镇北工业区沪太新路 115 号。公司 

以拥有四十年以上销售维护世界知名数控机床品牌的技术服务优势，成立

技术研发中心，生产出高刚性、高精度、高效率性能表现的机床及自动化

成套设备等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生产有数控铣床、钻孔攻牙机、车床、磨床、龙门加工中心机及

自动上下料成套设备等系列产品，同时提供自动化整体解决方案，并有代

理德国库卡 KUKA 多功能工业机器人、日本大隈 OKUMA 数控机床品牌系列

产品及台湾一流的数控精机品牌。 

公司目前已通过英国 BSI-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通过德

国 TUV-CE 认证。公司一直坚持走自创新，打造一流品牌之路。公司近几

年先后通过了苏州市企业技术中心、苏州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苏州市名

牌产品等认定，同时也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目前，公司已拥有 3

个自主商标，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 50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4 件，拥

有 4 个高新技术产品。同时，公司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项目，积极与总公

司及科研院校的专家教授进行合作开发，开展高刚性、高精度、高效率数

控机床的创新研发，实现优势资源互补，提升全工序链生产技术和配套水

平。 

 
 
苏州参展团 
昆山展区                                               E2-SZ4 
昆山奥玛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512-55127340    

传真：0512-57661676 

邮箱：omatei@omatei.com 

网址：www.omatei.com 

奥玛泰公司成立于 2007 年，专注于精密夹具制造业，目前拥有 OMATEI 及

NTH等自主品牌。产品受到国内外广大客户的认可！在夹具配件领域，生 

产有各种公制、英制软爪、硬爪、T 型块、修爪器、连接盘、筒夹等；在

精密夹具方面，我司生产销售液压卡盘及回转油缸、手动卡盘、精密回转 

顶针、精密虎钳，以及专用卡盘。专业设计及定制各种非标夹具、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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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持检测装置、OEM/ODM/JDM 加工服务。公司宗旨：为您提供夹具解决方

案，让您完全满意是我们的责任和动力。 

 

昆山京元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传真：0512-57932148 

邮箱：2770288595@qq.com 

网址：www.jingyuancnc.com 

 “细节成就完美”，说明任何一件伟大作品，无论是绘画、工艺、建筑，

在细微处必定藴藏过人优点，绝非粗糙行事可以一蹴可及。对我们而言，

创造每一台工具机也是如此，过程中所有零件和细节都必须精雕细琢，因

为即使小至一支螺丝钉，都是决定工具机能否创作出最大产值的重要环

节，自<京元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创立以来，始终秉持这样的精神，专注

在每件出厂面世的产品上。随着技术日新月异，为有效因应全球客户对机

械加工机日益超高的标准与需求，坚持追求完美的企业精神，并固守务实

不失创新的原则，持续投入研发新产品的技术创新，期能创造出尽善尽美

的作品！而<京元精机>也深知最完美的作品，绝不会凭空出现，我们将以

最严苛的标准为砥砺前进的动力，继续保持勇于挑战的企业精神，写下全

新记录，满足所有客户的期待，以细节成就品质，以品质铸造价值！ 

 

昆山台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专注航空航天  技术改变未来 

昆山台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集研发、设计、制造为一体的精密数控机床 

的专业制造公司。公司自行研发设计小型立式加工中心机床、大型三轴以

上联动&齿轮转动主轴箱结构立式加工中心和龙门式铣削中心机床、立加、

卧加、龙门、CNC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 5G、航天航空、军工、风力、

自动化、汽车零部件等众多专业领域。各种机型以稳定精良的品质、专业

优质的服务获得广大用户的认可。 

 

苏州奥德机械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512-55198537 

传真：50393586 

邮箱：PL@ZAAOTC.COM 

网址：WWW.ZGAODEKJ.COM 



List and Profile of Exhibitors 

参展厂商名录 简介 

 135 

E2 
展位BOOTH 

 

 

 

 

奥德机械成立于 2004 年，一直专注工业温度控制领域，是集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温度控制设备制造企业。公司分别在苏州、天津、深圳建有

四个生产基地。先后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苏州市高精度智能温度控制 

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昆山市科技研发中心、标准化创新示范单位、中华

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企业（B 级锅炉）、江苏省科技企业；连续两

年获得压铸行业“模温机杰出品牌冠军”，2019 年获得知识产权贯标、苏

州市瞪羚企业、昆山市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领域企业入库等多个荣誉称

号。 

 

昆山森力玛电机有限公司 
传真：021-69223002 

邮箱：snma@snma.cn 

网址：www.snma.cn 

森力玛电机是一家致力并根植于“交流电机产品”之创新、开发、制造的

专业化电机生产企业，公司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变频驱动电源专用电

机”、“专用专配电机”、“直驱电机”、“高效节能电机”、“伺服电机”等电

机的研发、设计、生产及应用，公司以专业的技术，精湛的制造，优异的

品质向工业的各领域用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工控源动力。 

 

昆山开信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512-36865627 

传真：0512-36823782 

邮箱：qianjin.sun@shcarthing.com 

网址：http://www.shcarthing.com 

昆山开信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838241）成立于 2020 年，注

册资本金 5168.32 万元整，是专业从事喷丸强化/喷丸成形及表面处理工

艺开发、机床研发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

船舶、汽轮机、机车、汽车、柴油机、风电、冶金等各个领域。目前建设 

有 6 栋现代化厂房和综合办公大楼，是国内先进的现代化、园林化喷丸强

化/喷丸成形及表面处理机床生产基地。 多年来，开信精工一直秉承和坚

持“诚信、务实、创新、尊重”的企业文化，“智能”与“绿色”的发展

理念，产品畅销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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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贝纳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邮箱：3001625368@qq.com 

网址：http://www.bennett.cn 

昆山市贝纳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目前拥有昆山和南通两

大生产基地（南通基地为江苏百汰清洁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

占地两万多平方米，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专业清洁设备生

产企业。 

百汰主营产品有洗地机、扫地机、抛光机等系列清洁设备，销售服务网点

涵盖国内各大中城市。作为拥有“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百汰产品远销

欧洲、美洲、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取得越来越大的影响

力。 

 
 
苏州参展团 
吴江展区                                               E2-SZ5 
程泰机械（吴江）有限公司 
电话：0512-82868680 

传真：0512-82868620 

邮箱：goodway@goodwaycnc.com 

网址：www.goodwaycnc.com 

程泰机械创立于 1975 年，45 年来程泰机械始终专注于 CNC 车床的研发与

生产，并以自有品牌 GOODWAY 行销全球 55 个国家或地区，产品线涵盖多

轴、立式、卧式、走心式各型车床。近年来，高精密外圆磨床及中心孔磨

床加入产品阵容，全方位实现车、铣、磨加工对策。 2001 年，集团积极

向外拓张版图，于苏州成立厂区，始于大陆立足，而后配合集团布局规划

与当地发展需求，2014 年正式启用苏州吴江厂，后续 2020 年底吴江厂二

期工程加入运营阵容,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最优质、最及时的服务,实践国际

品牌在地化服务之理念！ 

 

江苏创源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12-63469552 

邮箱：zhangheng@cyai.com 

网址：www.cy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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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创源电子有限公司以“智慧创源、智能工厂”为愿景，致力于打造全

球领先的智能化工厂，为客户提供多元化智能产品和数字化工厂解决方

案。公司成立于 2006 年，具备治具产品线、设备与系统产品线以及工业

软件产品线（智能车间、工业视觉、云制造等）。为企业提供自动化设备

改造的同时，融入数字化、网络化解决方案，推动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江苏亨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21-63957879 

邮箱：Jinjl@hengtonggroup.com.cn 

网址：www.hengtongzhineng.com 

亨通智能，成立于 2017 年，隶属于亨通集团，是服务于自动化装备、仓

储物流、软件系统及洁净管道工程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公司拥有一流的技

术和制造团队，为客户提供智能化工厂整体解决方案。 

 

苏州艾诺杰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0）512 63205118 

传真：+86（0）512 63205118 

邮箱：ANJ88888@163.com 

网址：www.energy-js.com 

艾诺杰作为集节能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和专业数字智能控制于一

体现代化服务公司。公司的节能技术已获得国家多项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由技术转化的产品为低压智能节电设备，主要有：电机节电设备、风机水

泵、空压机、中央空调、路灯节电设备、高精度微电脑稳压设备、油田抽

油机专用设备、综合稳压节电设备等系列节能设备。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工

业、商业、军队、学校、酒店、银行、邮政、油田、船泊等有电力供应的

行业。节电效果显著，达到了 10%―35%。 

 

苏州布赫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512-63221299 

传真：0512-63221033 

邮箱：info.cn@bucherhydraulics.com 

网址：www.bucherhydraulics.com 

布赫液压是 BUCHER集团五大事业部之一，布赫液压产品谱系众多，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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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液压泵、液压马达以及阀类，油缸，液压动力站，控制系统等。主要应

用于工程机械、农业机械，市政车辆，电力系统，液压电梯等领域。我的

使命是为客户量身定制液压系统解决方案。 

 

苏州登丰泵业有限公司 
网址：www.dengfeng-pump.cn 

苏州登丰泵业有限公司,主导产品 CDL 系列不锈钢立式多级离心泵、CDLK

系列不锈钢浸入式多级离心泵、CHL(F)系列不锈钢多级卧式离心泵、TD

管道循环泵、WQ 潜污泵等，主要适用于工矿企业，工业水处理，纯净水过

滤，城市供水等领域 

 

苏州路易威森电梯有限公司 
电话：+86（0）512 63277762 

邮箱：2502691643@qq.com 

网址：www.louisvales.com 

苏州路易威森电梯有限公司创建于 2014 年（以下简称公司），位于苏州市

吴江汾湖高新区，业务包括了电梯物联网、人脸识别产品、通用型物联网

接入设备、智能监控摄像头差分通讯设备、及触摸式电梯操纵箱产品销售

和服务等。 

 

苏州稳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0）512 63000111 

传真：+86（0）512 63000111 

邮箱：2880589124@qq.com 

网址：www.vensin.cn 

稳信智能 2007 年成立于上海，2018 年建立苏州制造中心，拥有完整的研

发,制造, 市场和技术服务体系。产品包括：工控机、工业平板电脑、工 

业显示器和一站式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边缘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计

算平台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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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信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电话：+86（0）512 -63392098 

传真：+86（0）512-63397905 

邮箱：szlugong@163.com 

网址：www.szlugong.com 

苏州信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珩磨机(HM2000,MB4250 系列,HMT

系列)珩磨工具的厂家，是目前国内最大从事珩磨技术与研究开发的厂家。

"鲈工"牌系列珩磨产品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汽车、摩托车、液压气动，

油泵油嘴、工业缝纫机、精密模具行业等加工领域。 

 

苏州益耕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0）512 82862888 

传真：+86（0）512 82862888 

邮箱：Johnzhang79@163.com 

网址：www.y-geng.com.cn 

益耕科技是一家设备物联网解决方案服务商，综合运用物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技术，为广大设备制造厂家及设备用户，尤其机加工领域，提供设

备联网，MDC 数采，ELM 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DNC程序管理，设备远程运

维等软硬件解决方案，快速实现设备管理信息化改造升级，为企业提高管

理水品和产品附加值，降本增效。 

 

标准缝纫机菀坪机械有限公司 
电话：+86（0）512 63391627 

传真：+86（0）512 63393601 

邮箱：sales@typicalwp.com 

网址：www.typicalwpchina.com 

标准缝纫机菀坪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准菀坪）位于江苏苏州吴江太

湖新城菀坪社区，北依太湖，东临京杭大运河，南接沪苏浙高速，地处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 

公司创建于 1982 年，前身为中国标准缝纫机公司菀坪缝纫机厂。2000 年 

成为国有企业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302）的上市分公

司，是“标准牌”（TYPICAL）中厚料机的专业生产基地。公司占地面积 8.5

万平方米、拥有现代化厂房 3.3 万平方米，配备有先进的加工中心（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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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涂装、装配流水线，各类技术装备和工艺水平均领先于国内同行业同等

规模企业。是国内唯一具有三十七年历史的中厚料工业缝纫机专业制造厂

商，中厚料机年产、销量达十万架左右。公司一直致力于以创新驱动发展， 

始终坚持守法诚信经营，曾先后获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江苏省重合同守

信用企业、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 

 

 

苏州参展团 
吴中展区                                               E2-SZ6 
江苏科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512-65139053 

邮箱：koyoesales@szzcph.com 

网址：http://www.koyoe.com/ 

江苏科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苏州中储普华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全资 

子公司，主要研发、生产及销售各类新能源产品与能源应用系统，是一家

集研发、制造、销售及提供智能微电网解决方案于一体的供应商。公司生

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太阳能光伏、电力储能、电力智能监控及智

能微电网领域。公司 35 年的电力行业经营历史为新能源产品开发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传真：0512-66362325 

邮箱：misaki@leaderdrive.com 

网址：www.leaderdrive.com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精密传动装置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产品包括谐波减速器、机电一体化执行器及精密零部件。公司产品广

泛应用于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数控机床、航空航天、医疗器械、半

导体生产设备、新能源装备等高端制造领域。经过多年持续研发投入，公

司在国内率先实现了谐波减速器的工业化生产和规模化应用，打破了国际

品牌在国内机器人谐波减速器领域的垄断。公司多年以来深耕精密传动领 

域，凭借先进的技术水平、持续的研发投入、高精密制造的能力、严格的

质量管控以及完善的产品体系，在行业内已建立较强的品牌知名度，成长

为国内领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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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托玛斯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 
传真：0512-65975598 

邮箱：fd@sz-yaskawa.con 

网址：http://www.world-robot.com.cn 

苏州托玛斯机器人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品牌 EREFAT 艾尔发特，是德国著名

的减速机品牌，专注研发高精密齿轮传动装置。多年来以其先进技术和独

特的产品系列、资深的行业经验以及广泛的服务网络成为了行业先锋。今

天，全球数以万计的机械专业设计者在使用 EREFAT 公司的产品，极大地

提高了各类工业设备和传动控制系统的生产、设计效率。    

EREFAT 的 KAB、KTS、KVB 等系列产品,以其一如继往的强大功能和庞大的

用户基础成为全球精密传动领域的标准。EREFAT 创新的集成式智能化传动

解决方案，实现了一系列强大而新颖的传动设计智能化功能，开创了智能

制造设计的新纪元。 

我们积极开拓全球市场，为全球智能制造贡献 EREFAT 智造的力量，真诚

期待与全世界的朋友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苏州讯思维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传真：0512-66209993 

邮箱：18118158333@163.com 

苏州讯思维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苏州吴中太湖之滨，是一家

集自主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一切从用户

角度出发，以经济实用性为主，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宗旨。专注研发生产

全自动铝型材切割线、半自动铝材切割机及非标定制切铝机以及铝合金专

用切削油、微量润滑喷油装置等。广泛适用于铝型材深加工、太阳能光伏

行业、建筑铝模板行业、门窗型材行业、铝铸造、新能源行业、汽车、摩

托车配件制造业、电子等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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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参展团 
相城展区                                               E2-SZ7 
朗道供应链（苏州）有限公司 
电话：13818851072 

邮箱：ivy@5imfg.com 

网址：WWW.5imfg.com 

朗道供应链(苏州)有限公司是“快加工”平台的运营主体，专门面向客户

提供快速高效的机械零部件制造服务。依托位于相城区渭塘镇 10 万平方

米线下产业园，接入 7000+台的数控加工设备及 200 多名专业工程师，能

向客户提供快速报价、订购原材料、生产、交付的全流程服务，并能实时

监控生产的状态、完成进度、物流状态、产品合格率等。 

 

苏州博睿测控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512-69392886、4006085565 

传真：0512-65790295 

邮箱：bonrayxs@szbonray.com 

网址：www.szbonray.com 

苏州博睿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智能型执行器和工业自动化测控产品的 

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电力、石化、 

冶金、煤炭、市政、环保、水处理等多种行业，凭借稳定可靠的质量和技

术的先进性，获得广大客户的普遍认可和信赖。 

公司生产具有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的智能型执行器，公司目前拥有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21 项，软件著作权 3 项，外观专利 180 多项，公司是

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  

苏州博睿在全国各主要省会城市设立有办事处和售后服务网点，主要客户

群以国内外大型能源企业为主。 

 

苏州珈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512-65902388 

传真：0512-65904888 

邮箱：gamma@alfarobot.com 

网址：www.gamma-cnc.com 

珈玛数控机床源自于台湾，秉持着“永远与您站在一起”的经营，从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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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制造、销售、到服务，珈玛以先进的技术、严谨的制程控管为客户

提供精密高效、耐久使用的高端数控加工中心。产销一体的直营服务，提

供给您终身的保修、最实时的服务。所生产的机型包括：直结式高速立式

加工中心、龙门型模具加工中心、钻铣加工中心、卧式综合加工中心、龙

门式大型加工中心等高精度数控机床。 

 

苏州群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13913530518   传真：0512-67513801 

邮箱：postmaster@kanstill.com 

网址：www.kanstill.com 

群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苏州市相城区望亭智能制造产业园，自有厂

房实用面积 21800 平方米，是一家专业从事数控机床、智能装备的研发、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智能制造企业。公司拥有多年丰富的数

控机床生产经验，专业制造生产：钻攻中心机、立式高速加工中心机、卧

式加工中心机、龙门高速加工中心机、高速雕铣机等系列精密数控设备，

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模具制造、精密电子零部件加工、精密阀门制 

造、航空航天工业、船舶工业以及通讯行业等领域，产品市场遍布全国及

世界多个国家。 

 

 

苏州参展团 
高新区展区                                             E2-SZ8 
苏州汉奇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0512-67214582 

传真：0512-66183403 

邮箱：qulinlin@hanqicnc.cn 

网址：www.szhqsk.com 

苏州汉奇不仅在制造数控设备的生产工艺、制造技术等方面得到了提升，

更是把瑞士机床制造企业的产品研发理念、生产过程控制以及客户服务等

经验引入到了汉奇。 

引进、吸收、创新再加上多年制造行业的技术沉淀，加工性能、长期精度

保持性等都赢得了客户的好评。现旗下有：交流伺服中走丝线切割机床、 

镜面电火花成型机、加工中心机床、数控雕铣机等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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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二十多项”实用性专利，荣获“高新技术

企业”、“省民营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产品”等荣誉。 

已全面响应“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计划，把打造“高端智能装备制造”

作为长期奋斗的愿景和目标，将不断地为您提供高品质的数控设备。 

 

中科万勋 
邮箱：zhaoyongting@casvthink.com 

网址：www.casvthink.com 

中科万勋于 2018 年由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和苏州市高新

区等优质资本共同出资 1.0 亿组建而成，总部位于苏州，重庆设立研发中

心。 

中科万勋秉承创新为魂、产业为本的企业灵魂，坚持一个根本，两个基础，

四个布局的企业发展路线。逐步引领中科万勋利用后发优势，以技术引领

发展步入行业领导者行列。 

一个根本：以坚持中科院技术高地为根本 

二个基础：智能化、数值化两大技术板块为基础 

四个布局：电子行业、汽摩行业、危化行业、能源行业等四大行业布局为

企业发展落脚点。 

 

 

沈阳模具协会 
沈阳莱克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                             E2-B38 
联系人：王佳凯 

电话：13604062746 

传真：024-25608366 

邮箱：1824567714@qq.com 

网址：www.lkjgsgj.com 

沈阳莱克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位于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联东 U 谷产业

园 19-B 楼，于 2017 年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现有数十台专用

加工设备及检测设备，用于生产制造超硬数控工具、刀片、非标刀具等系

列 PCD～PCBN 产品。 

PCBN： 针对钛合金（titanium alloy）、球墨铸铁（Nodular cast iron）、 

灰口铸铁（Gray cast iron）、粉末冶金（Powder metallurgy）、淬火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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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dened steel）等难加工的材料研发的系列产品有弱续、中等断续、

强断续等车、铣刀具。 

PCD：针对铝（Aluminium）、铜（Copper）镁（Magnesium）、塑件复合材

料（Plastic composite）、硬质合金（Cemented Carbide）、硅铝合金

（Silicon Aluminum Alloy）、陶瓷（Ceramics）、石墨（Graphite）、非

金属硬脆材料（hard brittle material）等的刀具及刀片。 

公司秉承用户至上，质量第一的原则，为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沈阳中金模具钢有限公司                                 E2-B38 
联系方式：17696652556 

联系人：王亮亮 

电话：024-86629996 

传真：024-86629997 

邮箱：zjmjg@126.com 

网址：www.zjmjg.com 

沈阳中金模具钢有限公司，是东北地区模具钢精料、特种模具、特殊钢制

件和真空热处理的专业公司。19 年的打拼，在全国模具行业具有一定的影

响力。东北业内知名度较高。服务于装备制造业、汽车、航空、铁路、医

疗器械、自动化设备等诸多行业。为沈阳市 2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中 

国航发黎明发动机、新松机器人等企业提供模具钢制品和真空热处理服

务。总部在沈阳，大连、沈阳设有子公司。 

设计选材、机械加工、真空热处理一站式完成。金属检测，国外钢种国产

钢代用。创新特殊钢供应链模式，质量保证，快速交货。在近几年经济增

长减缓的情况下，我公司新用户稳定增加，企业发展势头良好。 

本企业已经通过 IO9001:2008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现任中国模具工业

协会理事、沈阳市工装模具协会副理事长，辽宁省、沈阳市热处理学会副 

理事长，沈阳市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单位。 

公司奉行“品质、服务、共赢”的服务宗旨，为用户提供质优的产品和良

好的服务，追求与用户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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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金源精密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E2-B38 
联系人：赖丽军 

电话：15948758758 

邮箱：juyimoju888@163.com 

网址：www.mpytik:www.ccxjmj.com.com 

长春市金源精密模具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在长春及沈阳有两个

工厂，为大中型企业提供注塑模具制造，维修等加工及服务，注塑件及检

具业务也逐步开展，并在多年来积累了非常强的技术力量,汇聚了各方面

的优秀人才。数控设备及专用机加设备齐全，及精密检测设备（三坐标），

我们的宗旨是严格控制尺寸公差，使加工更加精密完美。 

 

 

沈阳嘉晟模具有限公司                                   E2-B55 
联系人：王洪伟 

电话：13804210498 

传真：024-25166378 

邮箱：158088277@qq.com 

我公司主要生产各种注塑模具、锌铝压铸模具等。企业拥有全新压铸机、

注塑机、数控加工中心、沙迪克慢走丝机床、三坐标设备等。 

主要服务范围：开发加工承揽各种模具、五金模、塑料膜、 压铸模、冲

模、汽车模具、航空零件、锌铝合金零配件、压铸件及机械加工。尤其在 

航空、高铁、医疗、新能源等精密零件的设计和制作上有着尤为显著的成

绩。 

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模具及更优质的服务。我公

司全体员工热忱欢迎新老客户莅临指导洽谈业务！ 

 

 

沈阳中航迈瑞特工业有限公司                             E2-B97 
联系人：罗楠 

电话：13352462949 

传真：024-89248081 

邮箱：23570166@qq.com 

网址：http://www.sycami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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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中航迈瑞特工业有限公司创立于 2013 年，是专业的工装模具用树脂

材料、树脂模具及复合材料制件生产企业，2016 年正式成为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生产面积 4000 平方米，厂址坐落在沈阳市皇姑区北部经济技术

开发区。 

公司主营产品：MRT 系列高分子树脂材料  

●  是现代工业用轻量化、高强度新型树脂材料；产品达到国际同类产品

的先进水平，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  在航空、航天、航海、汽车等诸多领域应用前景广阔； 

●  新型材料的应用可实现快速交付模具，从而大幅度缩短客户的研发周

期。 

 

 

宁夏长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2-C35 
联系人：原军   王奇 

电话：13709514101  13322488096 

邮箱：13709514101@163.com 

网址：www.nxcxpm.cn 

宁夏长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地处“塞上江南”的“湖城”银川市，是“宁

夏专门化数控车床技术中心”，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

企业”。主导产品是以“专、精、特、新”为特征的，专门用于轴类零件

加工的双端面数控车床，和用于盘类零件加工的对置双主轴数控车床，均 

为自主研发制造，模块化设计，获得国家多项专利，多项技术国内领先，

是中国专门化数控车床的专业生产厂家。 

 

 

山东卓益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E2-C35 
联系人：张宏艳  王奇 

电话：18265613986 13322488096 

传真：0536-6210786 

邮箱：zczhuoyi@163.com 

网址：：www.zhuoyicnc.com 

山东卓益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有着“中国龙城舜帝故里” 之称的山

东省诸城市。诸城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股份制企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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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最早的试点城市，位于胶东半岛，轻工业，机械制造业特别发达。 

山东卓益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机床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于一

体的综合性公司。公司拥有国际先进的加工及检测设备，技术先进，实力

雄厚，拥有一大批高素质技术人才及一支训练有素的售前、售后服务队伍。 

主要生产：立式加工中心，卧式加工中心，龙门加工中心等。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坚持以“创新为主，科技领先”的

发展道路，不断吸取国际领先的技术和加工工艺，创新研制，推陈出新。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重视产品结构调整，不断更新和开发新产品，产品与

技术水平达到国际标准，是用户最理想的选择。前景辉煌，任重而道远，

我们卓益人将一如既往的奉行“和谐发展诚信共赢”经营理念，与全球有

识之士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开原池成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E2-D160 
联系人：胡庆鹏 13920741605 

电话：18041030986 

传真：024-73727247 

邮箱：geesung-abrasive@tom.com 

网址：http://www.geesung.cn 

开原池成研磨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生产型企业，专业从事研磨产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凭借在自动化领域的专业水平和成熟技术经 

验以及深厚的底蕴，完善的服务体系，使企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研磨

领域迅速崛起。 

 

 

辽宁远宇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E2-D160 
联系方式：024-79682022 

联系人：吴雪莲/徐冬冬 

电话：15804120899/13998240441 

传真：024-79682022 

邮箱：yuanyu@yuandacompression.com 

xuelian.wu@yuandacompression.com 

dongdong.xu@yuandacompression.com 

mailto:yuanyu@yuandacompression.com
mailto:dongdong.xu@yuandacompres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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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lnyuanyu.com 

远宇重工位于辽宁省开原市，占地面积 10 万平米，生产厂房面积 4.5 万

平方米。公司生产的产品材质涵盖球墨铸铁和灰铸铁，能够满足各个行业

对铸铁件的需求。 

公司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了多项专利。其集团公司的

理化检测中心于 2014 年 8月通过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认可，检测数据可得到全世界 60多个检测和认可机构的互认。 

公司最初以压缩机配件生产为主，为了适应市场发展，开发风力发电机系

列产品、机床系列产品、大型矿山机械系列产品、大型柴油机系列产品等

几大系列产品。 

远宇重工必将与您携手，共创未来！ 

 

 

沈阳创新合金有限公司                                   E2-D160 
联系人：修继 

电话：13889237575 

传真：02423818659 

邮箱：chuangxin@sycxhj.com 

网址：www.sycxhj.com 

沈阳创新合金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7 年，现位于沈阳老工业基地——于洪 

五金工业园，占地面积 45 亩，建有标准化厂房 18000 平方米，注册资本

988万元，公司现有员工 127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7人，固定资产 5000

万，2019 年实现产值 5000 多万元。缴纳税费 360 万多元，研发投入 428

余万元，是以铝合金铸造、机械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公司 2005 年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2010 年通过 ISO9001-2008

质量体系认证，并成立了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多次获得优秀供应商的称号，

先后取得了省、市文明诚信私营企业及辽宁省著名商标。2014 年通过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主要生产高强度、高精度的 GIS 壳体、导体、油枕、法兰等电力设备零部

件产品。 

 

 

http://www.lnyuany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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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安铸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2-D160 
联系人：赵刚 18502414818 

传真：024-89801889 

邮箱：glzx_jinan@sina.cn 

网址：www.jinanzhucai.com 

沈阳金安铸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注册，坐落于沈阳近海经济区

中央路 8号。企业注册资金 1000万元人民币，固定资产 3000 万元。企业

于 2016 年 6 月被沈阳市铸造协会、沈阳市铸造学会联合授予“沈阳经济

区优质铸造材料基地”荣誉称号。目前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辽宁省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理事单位，

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理事单位，已通过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体系

认证。2018 年在辽宁股权交易中心标准板创新层挂牌。 

沈阳金安铸造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科研、生产、贸易于一体的现代化、 

科技化、制度化的知名企业。目前，企业是中国铸造协会理事单位，中国

铸造协会铸造材料分会常务理事单位，全国铸造学会会员单位，辽宁省铸

造协会理事单位，辽宁省铸造行业三十强企业，沈阳市铸造协会副理事长

单位，南非铬铁矿砂直销商，全国铸造材料辅助材料排头兵企业，并多次

获得中铸协铸造材料“金鼎奖”。 

企业现下设：覆膜砂工厂、耐火材料工厂、铸造涂料工厂、辅助材料工厂、

进出口业务部、铸造材料经营公司。是目前国内北方地区品种最全、规模

较大的首家前店后厂铸造材料超市。 

 

 

沈阳普越实业有限公司                                   E2-D160 
联系方式：024-22872211-820 

联系人：杜亚芳  张琦 

电话：13555850163  13889215462 

传真：024-22862211 

邮箱：avondu@puyuegroup.com    peter@puyuegroup.com 

网址：www.puyuegroup.com 

沈阳普越实业有限公司始建于 2007 年，主要从事阀门及配件、机电设备

及配件、模具、金属材料销售，产品出口欧洲、北美洲等全球十余个国家。 

我公司以辽宁普越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辽宁普越模具科技有限公司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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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提供各种金属铸件，机械加工，模具设计及其加工服务，为国内外

客户提供“一站式”OEM 采购服务。我公司先后获得了劳氏 ISO9001、PED、

AD2000 W0、 ISO14001、ISO18001等证书，拥有三坐标、光谱仪、金相分

析仪、涂层测厚仪、拉伸试验机、低温冲击试验机等各种实验室分析检测

设备。 

2018 年在沈阳市铸造协会倡议下，于辽宁普越模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沈阳

铸造模具中心，该中心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家专业性铸造模具中心，可设

计并制造复杂的铸造模具。采用先机的 CAD、CAM 技术进行成套模具的设

计和加工，模具模拟实验后出厂，达到零返修。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拖

拉机、电机、机床、船舶、纺织机械、印刷机械、水泵、阀门、风机、重

型机械等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