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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高新区                                             W1-A01 
沈阳高新区基本情况 

沈阳高新区始建于 1988 年,1991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首批国家级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区域总面积 170.3 平方公里(含沈阳自贸区 22.6 平方公

里)，总人口 65万。位于沈阳市东南部，地处沈阳经济区核心，是联接沈

阳与辽宁中部城市群的重要交通枢纽，域内拥有东北最大的航空港—沈阳

桃仙国际机场、东北最大的高铁站—沈阳南站、正建“沈阳-营口-大连”

陆海联运“沈阳港”；沈大、沈抚、沈丹等 6条高速公路贯穿全域；地铁、

公交、现代有轨电车实现无缝对接，形成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体系。区内

建成国内规模最大、全国领先的地下综合管廊，基础设施配套完备。 

沈阳高新区作为国家级高新区，是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沈阳片区

核心区、沈大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东北首批国家级区域双创示范

基地。重点发展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医疗、体育休闲

产业四大主导产业，建成机器人、数字医疗设备、IC装备制造、新能源汽

车、智能网联、生物医药、互联网+医疗健康等一批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和创新型产业集群，培育出东软集团、新松机器人、芯源微电

子、拓荆科技、成大生物、美行科技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在众多领域创

造多个全国第一，企业品牌度、技术首创性居全国前列。工业机器人产业

创新能力和产业规模居全国之首，IC 装备产业综合实力位列全国三甲，电

子商务基地在全国百家基地综合实力评比中位列第二位。 

沈阳高新区立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势，叠加中国（辽宁）自贸区沈阳片

区的窗口开放优势，紧紧围绕“做大做强高新技术企业、加快推进产城融

合发展、全力打造沈阳开放创新主阵地”任务目标，着力构建高质量的智

能制造产业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创新创业体系、产城融合体系、协同开

放体系、政务生态体系，努力建设东北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和新兴产业发展

引领区。 

 

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琪 

手机号： 15840553520 

固定电话：024-23826803 

传真：024-23826801 

邮箱：yangq@sky.ac.cn 

网址：www.sky.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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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真空仪器装置研发、生

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其前身是中科院直属事业

单位，创建于 1958年，2001年整体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11 年整体变

更为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公司股票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沈阳科仪公司借助于高真空、超高真空、超洁净真空技术的技术优势，攻

克了一系列产业共性、关键技术难题，主要研制开发先进真空仪器设备和

真空干泵产品，产品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内同类产品

空白。 

 

沈阳拓荆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徐波 13998230113 

传真：024-24188000-9 

邮箱：xub@sypiotech.cn 

网址： www.sypiotech.cn/ 

沈阳拓荆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 2010 年 4 月，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

主要从事高端半导体薄膜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公司拥有

PECVD、ALD、SACVD 三个薄膜设备产品系列，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前道和

后道、TSV 封装、光波导、LED、3D-NAND 闪存、OLED显示等高端技术领域。 

 
沈阳万洁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金龙 

电话：13614055083 

传真：024-31886855 

邮箱：zhoujinlong@wanjiechina.com 

网址：www.wanjiekeji.cn 

万洁（WANJIE）公司始创于 1998 年，集团总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是集

智慧清洁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物业管理于一体的清洁系统

供应商。万洁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AAA级信用单位”，产品涵盖

智能洗地机、扫地机、工业吸尘器、升降平台、高压清洗机等系列清洁设

备，能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清洁系统解决方案。历经 20 余年的发展，企

业销售及服务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在业务高速发展的同时，万洁始终致力

于创建一个更环保、更健康、更安全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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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高智能科技（沈阳）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郁 

手机号：13840243455 

固话：024-24754672 

传真：024-24754672 

邮箱：316615560@qq.com 

网址：http://www.techlego.com/ 

来高智能科技（沈阳）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3D 机器视觉检测解决方案

研发与生产的高科技公司，经过多年的研发累积，推出 TECHLEGO 系列产

品：来高蓝光三维扫描仪、来高白光三维扫描仪、来高工业级混合式 3D

扫描系统、来高工业级机器人智能 3D 检测引导系统、来高全局三维摄影

测量系统、来高彩色三维扫描系统、来高精密型三维扫描系统、来高智能

制造实训教学系统等。 

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研发力量，并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相关科研机构保持密切合作。来高公司专

注于 3D 机器视觉检测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主要定位于工业领域的高精度、

高速度、便携性、智能性的三维数据检测需求。 

 

辽宁达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延羽 

电话：13998814332 

座机：024-31127216 

邮箱：service@danengos.com 

网址：http://www.danengos.com 

辽宁达能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2107）是国内领先的电力物联

网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施工于一体的高技术型企业。公司拥有辽宁

省光电测控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沈阳市电力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公司专注于提供智能变电站综合系统解决方案、公共设施（综合管廊）智

能安全预警系统解决方案、电力数据云平台解决方案及相关产品，是国内

领先的光纤传感安全监测设备制造商。公司业务涵盖电力、石油石化、城

市安防、通信、公路隧道、煤炭矿山、智能楼宇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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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德智天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福妹 

电话：15998889580 

传真：024-23814782 

邮箱：wangfumei@dezhi.com 

网址：www.dezhi.com 

我司创建于 2015 年，位于辽宁省沈阳市，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荣

誉，是业界公认资源最权威、产品最完整、服务最专业的教育资源运营服

务商。致力于为教育信息化提供各类应用服务，目前主营初高中线上辅导、

志愿填报及学业生涯规划、教师培训、职业教育四大板块业务。 

我司基于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进行融合

创新，最新研发出少儿编程、创客产品-模科及互联网+等产品，将在本展

会上展出，期待合作。 

 

辽宁骐迹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白翠平  

电话：18202405930 

邮箱：lnqj2019@163.com 

网址：www.lnqiji.cn  

辽宁骐迹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究新技术和开发新产品为主要业务的

工业设计公司，为航空、航天、汽车、船舶、装备制造、轨道交通、提供

专业自动化设计和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在企业智能改造升级方向上，主要针对机器人喷涂车间、自动化检测工作

站、搬运码垛机器人系统、智慧物流及仓储系统等相关技术服务。 

公司拥有一支多年从事工业非标自动化设备的技术研发队伍，确保给客户

提供最适用的技术方案，并为方案的实施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洋 

电话：024-31692130 

传真：024-31692131 

邮箱：songyang@syamt.com 

网址：http://www.syfortun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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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富创精密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面向半导体产业，专业从事

半导体核心装备零部件研发与制造的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站式垂直整合的

加工能力，集精密加工、表面处理、等离子喷涂、超洁净清洗、激光焊接、

电子束焊接、超洁净气体管路焊接，气源柜组装于一体的供应商，成为离

散型智能制造创新模式先进企业。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02

专项承担单位、国家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项目承担单位、国家两化融合管

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拥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辽宁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院士工作站等。 

 

沈阳衡慧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7344433853 

联系人：王硕 

电话：17344433853 

邮箱：17344433853@163.com 

沈阳衡慧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衡慧科技”或“公司”）自成立以来，始

终专注于 3D数字技术领域。公司的主要经营范围涵盖 3D 扫描、3D 打印设

备和材料、3D 打印服务、逆向工程与三维检测服务、自动化扫描、VR 虚

拟现实等领域，并且为制造业，医疗业，教育业、定制消费等领域用户提

供“3D 数字化——智能设计——增材制造——虚拟 VR 展示”系统解决方

案。 

衡慧科技总部设立于沈阳，立足东北，服务全国。衡慧科技专注于 3D 数

字化技术领域，拥有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专业的实施团队，从而保证为客

户所提供科学性、安全性、持续性的解决方案。公司已为全国超过 80 所

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众多知名企业提供相关技术解决方案与项目实施。 

服务项目内容： 

3D 打印服务、三维扫描服务、检测测量服务、逆向设计服务、软件培训服

务、VR场景渲染建模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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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鸿宇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胡海清 

电话：13889858231 

传真：024-23769825-8024 

邮箱：huhq@hongyuapp.com 

网址：http://www.hy-im.cn 

沈阳鸿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服务于工业制造领域的双软及高新认证企

业，始终致力于智能制造行业软件和系统平台的研发与应用，挖掘工业大

数据价值，为企业提供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系统解决方案。我们在智能

制造系统解决方案（MES 生产制造执行、WMS 智能仓储、AGV 智能调度、TPM

设备管理、ANDON 安灯管理、MTS 生产追溯管理、MDA 数据采集、QMS 质

量管理系统等）、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 APP 以及工业大数据等领域为客

户提供有竞争力、安全可信赖的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 

 

沈阳金冉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024-23413133 

联系人：张宇硕 

电话：17543801110 

邮箱：120814077@qq.com 

网址：www.jr-vr.com 

沈阳金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01 月 05 日，专注于虚拟现实(VR)

软硬件产品的开发与建设，服务宗旨是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为客户制定贴合

自身的行业解决方案，覆盖“教育、工业、展览、旅游、军警”等多个领

域。 

公司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的团队，我们运用尖端的三维动画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游戏动漫设计、移动互联技术、精准数据推介、图像识别

技术等解决客户需求为客户制定更好的行业解决方案。 

公司成立至今拥有软件著作权 13项，2018 年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认证”、

“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具备多学科技术的融合开发能力、实用性行业应

用方案的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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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金万码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联系人：山旭 

电话：15002400012 

传真：024-83782780 

邮箱：15002400012@139.com 

网址：www.wmkj.com.cn  

公司于 2001 年成立,专业从事巡更、巡检、GPS、巡检电子锁产品的研发

与生产，已有 20 年的历史；是中国首家巡更产品的生产厂家，全球著名

的巡检巡更产品研发制造商；公司坐落在有东北第一硅谷之称的国际软件

园； 

产品已经销往 116 个国家，国外市场占有率第一名，全球市场占有率

32.75%，国内外拥有 7500家合作伙伴；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医院、消防、铁路、石油、化工、移动、电力、公安、

林业等 20 几个行业，每天为 30 万用户提供安全保障。 

 

沈阳科晶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孙鹏 

电话：18624331697 

传真：024-23826165 

邮箱：kejing@sykejing.com 

网址：www.sykejing.com 

沈阳科晶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由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江晓平博

士于 2000 年 5 月创建。自首台 SYJ-150 低速金刚石切割机诞生以来，沈

阳科晶便开始了以赶超国外同行、引领材料分析设备潮流为目标的发展历

程。时至今日，已经拥有涵盖材料切割、研磨、抛光、涂膜、镀膜、混合、

压轧、烧结、分析等领域以及相关耗材的上百种产品，可以满足晶体、陶

瓷、玻璃、岩相、矿样、金属材料、耐火材料、复合材料、生物材料等制

备分析的全套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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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无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洪银 

电话：18504017535 

传真：024-31262288 

邮箱：zhy0234@woozoom.net 

网址：www.woozoom.net 

沈阳无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12月，是一家集无人机飞行控制器、

无人机整机及无人机大数据监管云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现有技术研发人员 100 余人，平均年龄 32 岁，核心

团队人员曾被国际顶级学术期刊《Journal of Field Robotics》评为“世

界十大无人机应用团队”，拥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 4 人，核心自主知识产

权 220 余项。荣获第三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辽宁赛区一等奖、中

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一等奖、中国科技创业人才投融资集训营“最

具投资价值项目”奖、德国 IF工业设计奖等荣誉 50 余项，2019 年入选辽

宁省“兴辽英才”计划、辽宁省潜在独角兽企业。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兴 

电话：18640165758 

邮箱：zhangxing@kingsemi.com 

网址：www.kingsemi.com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由中科院沈阳自动

化研究所发起创建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半导体生产设备的研

发、生产、销售与服务，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半导体装备与工艺整体解决方

案。芯源微作为国内领先的高端半导体装备制造企业，所开发的涂胶显影

设备产品成功打破国外厂商垄断并填补国内空白，综合实力位居中国半导

体设备行业十强。2019 年 12 月 16日，芯源微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成为

辽宁省科创板第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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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W1-B01 
BORUNTE ROBOT CO., LTD. 
地址：东莞市大朗镇沙步村沙富路 83 号 

邮编：523770 

电话： 0769-89208288                                            

Http：//www.borunte.com 

E-mail：info@borunte.com 

伯朗特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注册资本 2.25亿，研发、生

产、销售机器人、机械手及其零部件，伯朗特的核心竞争力是在“完成伯

朗特 2049 就是造福全人类”的“伯朗特的千年文化”引领下通过伯朗特

应用商模式和伯朗特供应链规则“重新定义”机器人。 

BORUNTE ROBOT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8. The registered capital 

is 225 million RMB. BORUNTE is also a enterprises of R&D, production, 

sales of industrial robots, IMM robot and its parts. The core 

competence of BORUNTE is to “redefine” robot through the BORUNTE 

integrator style and the BORUTNE supply chain rul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BORUNTE millennium culture”, which to achieve annual 

sell 40,000,000 robots to supply 40,000,000 global labor and break 

the revenue of trillions by 2049. The completion of produce 40 

million robots and break the revenue of trillions will benefit the 

whole mankind. 

 

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                               W1-B21 
联系人：杨舒涵 

电话：18640080128 

网址：www.agt.com.cn 

中国航发燃气轮机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燃气轮机研发制

造企业，隶属于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秉承“为客户开发提供优质高效的

能源、动力装备和服务”的企业使命，专注于燃气轮机自主研发与清洁能

源综合利用。 

公司下设市场营销、产品研发、制造装试、工程保障、供应链管理五个中

心，拥有主营产品成套、维修、工业余能利用等业务的三家子公司，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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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发动机完整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形成了自主高效的燃气轮机技术创

新、质量控制、客户服务、运营管理等体系，具备行业领先的能源综合方

案解决能力。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W1-B36 
联系人：王鹤 

电话：024-3116-7307 

传真：86-24-3168-0024 

邮箱：market@siasun.com 

网址：http://www.siasun.com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作为中国机器人领军企 

业及国家机器人产业化基地，新松拥有完整的机器人产品线及工业 4.0整 

体解决方案。新松本部位于沈阳，在上海设有国际总部，在国内多地建有 

产业园区。同时，新松积极布局国际市场，在韩国、新加坡、泰国、香港 

等地设立多家控股子公司，现拥有 4000 余人的研发创新团队，形成以自 

主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核心产品及行业系统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全产业 

价值链。 

 
 

深圳市艾而特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1-B62 
电话：0755-88350033 

艾而特是一家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设备研发、经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

企业。是日本多摩川精机(TAMAGAWA SEKI CO.,LTD)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地

区的总代理，主要负责日本多摩川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业务销售和市场推

广。日本多摩川精机作为亚洲最大的编码器产商，其生产的多摩川编码器

在电梯行业、数控机床行业有着广泛应用，另外旋转变压器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除此之外，多摩川伺服电机也凭借其优异的性能

被各大知名机器人产商所采用。除了编码器、旋转变压器、伺服电机外，

多摩川还生产步进电机、电子凸轮、速度传感器等产品，欢迎广大客户前

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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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悦盛工业滤布厂                                   W1-B63 
地址: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会元乡马金村 

联系人：刘经理 

电话：17741312555 

网址：www.yslbgs.com 

抚顺市悦盛工业滤布厂专业生产针刺过滤毡和机织滤布两大系产品，年生

产针刺过滤毡 100 万平方米，机织过滤布 100 余万米，本厂已引进多台进 

口织布机及高温针刺毡生产线，同时引进多台超声波焊接设备，还配备多

台大型激光切割机，国内外多台三针六线，三针五线等工业缝纫机。可根

据客户需要制作无缝滤袋。缝纫和加工各种形状，各种规格和尺寸的除尘

袋，液体滤袋，板框滤布和离心机滤袋等。 

我厂拥有专业的生产研发团队，与东北大学滤料检测中长年合作。并已申

请获得多项专利。我厂生产技术先进，专业性强，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化

工，金属冶炼，选煤选矿，制糖制药，建材陶瓷，淀粉，油脂化工，生物

制剂，污水处理等行业的过滤分离领域，受到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企业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在 2017 年获得 AAA 级企业信

用等级证书。是滤布、除尘袋、复合滤袋、污水处理用布、单丝滤布等产

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 

抚顺市悦盛工业滤布厂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

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台州瑞晶机电有限公司                                   W1-B64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上马工业园 

电话：高鹏程 13937805325 

邮箱：461301514@qq.com 

台州瑞晶机电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上马工业园。公司始于 1995

年，致力于成为全球最大的高压风机漩涡气泵生产基地。公司产品先后通

过 CCC，CE，UL 等认证，是国内高压风机最专业的生产厂家。2016 年与德

国研发团队合作推出全球首款智能高压风机，开启了高压风机 2.0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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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浦电器有限公司                                       W1-B65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南路玫瑰御园 39-16 号 

电话：010-88144778 88151416 

传真：010-88111543 

网址：www.weipu.cn/ 

威浦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多年专注于工业连接器的研发与制造，

是“全国电器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机构成员之一，是国标

GB/T11918-2014 的起草单位之一。 WEIPU根据市场的需要，适时调整产 

品的研发战略重点与国际标准接轨，并获得多项产品的国家专利，产品有：

1000V 以下、10-125A 工业用插头、插座和电缆连接器、组合插座箱等。

M23 、SF、SA、WL52、SP、ST、WP、WT、WA、WS、WF、WY、RJ45、WAC3、

WB、WD、十六大系列航空插头、插座、连接器，耐压由 1000V~3000V，电

流由 5A~200A；防水等级有 IP55、IP65、IP67、IP68。 

产品广泛用于各种机械设备、仪器、自动化系统、医疗器械、工厂电源配

置，机械设备，建筑工地、电子、港口、码头、矿场，给排水及污水处理

等工程。  

在中国，我们已获得多项专利产品，生产的插头、插座系列产品均已通过

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CCC认证及 UL、CE 认证，标志着威浦接插技术

的新领域，必将传送无限动力和信心……  

欢迎您使用我们的产品。 

 
 
彰武兴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W1-B68   
联系人：连亮 

电话：18931280836 

传真：0418-7931888 

邮箱：sales@xwcasting.com 

网址：www.xwcasting.com 

我司创建于 2017 年，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主营碳钢、合金钢、不锈等

各种材质的水玻璃和硅溶胶精密铸件，并有配套机加工能力，广泛应用于汽车

高铁、铁路轨道、农用机械、工程机械等各领域。 

我司有 4 套制壳自动生产线，8 套先进的可控硅中频炉，自动压蜡机 16 台，4

台淬火炉,4台井式回火炉, 6台退火炉。质量检测仪器包括光谱分析仪、液压 

http://www.xwcas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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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能试验机、磁粉探伤机、冲击试验机、三坐标测量仪等检测设备。机加工车

间设有数控车床、数控加工中心、铣床、车床、磨床等。 

 

 

沈阳铎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W1-B69 
联系人：柏贵阳 

手机号：13840589744 

网址：www.syduoxin.com 

沈阳铎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进口设备、

自主研发、成套设备的现代化公司，同时可以为您提供泵类、气动、液压

整体解决方案，经营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钢铁、石化、能源、航天、汽

车、盾构机、水利、造纸、粮油、电厂、钢厂、纺织、注塑、橡胶、医疗、

包装、智能物流、工业机械人、非标生产线等领域。优势进口产品主要有：

螺杆泵，离心水泵、转子泵、污泥泵、冷机、电机、气动元件。 

公司自成立以来，在保证产品质量、供货周期及各项全方位服务的前提下，

紧密把握产品信息和行业动态，以市场为导向，以产品为根本，不断改革

创新，与时俱进，在稳步发展中，公司于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建立良好的

合作关系。在公司一支经验丰富、认真负责、业务精湛的团队坚持不懈的

努力下，铎信机电凭借诚信、务实、高效、专业的工作作风，用扎扎实实 

的行动将一流的产品和最佳的服务奉献给客户，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一致信

赖和好评。 

铎信机电紧跟时代步伐，以先进的企业文化，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以人为

本的管理理念基石，力争优质的产品，实惠的价格，快捷的供货周期，为 

客户提供全面的服务。铎信愿以真诚的心，火热的激情，年轻的活力去拼

搏、去努力、去挑战、去创造，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不断追求卓越的业绩，

来回报社会，服务社会。 

 
 
上海品哲配线器材有限公司                               W1-B71 
地址：大连市金州区双 D 港生命二路 10号 

电话：0411-88702301/02/03 

上海品哲配线器材有限公司为台湾伟哲企业大陆的分公司，伟哲企业有限

公司成立于 1994 年一个专业配线器材的制造，代理与经销者，并承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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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造 OEM 的塑膠产品，在全体员工胼手砥足的努力下，业务蒸蒸日上。 

主要产品：绝缘配线槽、尼龙扎线带、金属管、尼龙管及接头；防水电缆

固定头、配线固定座、塞头、端子台、导轨、压著端子，代理日本 MAX、

微电脑线号印字机。 

目前产品更外销多国，行销海内外；以品质、服务、诚信、责任一贯的理

念，更使得本公司荣获 ISO：9001 国际品质认证，产品符合 UL、CE 等认

证。 

 
 
非凡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                                 W1-B123   
联系人：王乐 

电话：15840378155 

邮箱：15840378155@163.com 

非凡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智能物流技术为核心，致力于智能

AGV、自动化立体仓库、加工自动化等全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高科技企业。

非凡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形成了以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核心产品及行

业系统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完整全产业价值链，作为工业 4.0 的推动者面向

智能工厂、智能装备、智能物流，致力于打造数字化物联新模式。 

 
 
温岭市风云机器人有限公司                               W1-B133 
联系人：许龙飞 18643432800 

固话：0576-86622522 

传真：0576-86622522 

邮箱：274424659@qq.com 

网址：www.wlfyrobot.com 

温岭市风云机器人有限公司是浙江省一家专业从事焊接机器人、自动焊接

设备及机械手研究生产的科技型中小型企业，正式成立于 2008 年。 

以提高产品科技含量，致力于开发焊接工业机器人为己任，大力发展焊接

机器人新产品，目前已上市的有 LBT-I型和 HS-1400型焊接机器人。公司

建立了一套完善规范的科学企业管理模式。为保证企业持续发展，公司引

进设计、工艺、制造、检验等专业人才；配置先进生产设备，并根据产品

特点制作大量的工装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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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金激光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W1-B139 
联系人：徐经理   

电话：0411-87635055 

邮箱：Xubo@dlbej.com 

网址：www.dlbej.com 

博尔金激光科技（大连）有限公司，专注于：激光切割、激光、电动、气

动打标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公司， 完整的激光设备供应平

台。拥有 10余年经验的专业型技术人才、丰富的管理经验、明确的发展

方向为客户提供全面可靠的激光切割、激光打标及解决方案；在多个省市

地区设有办事处，覆盖全国的技术支持及售后服务网络。 

产品范围： 

1、激光切管机、板材切割机、交换台切割机、交换台管板一体机；开放

式、半封闭式、全封闭式； 

2、激光打标机；手持式、台式、分体式、一体式、集成式、工作站式；

以及多个系列几十余种工业打标设备及配套产品； 

3、电动打标机、气动打标机； 

产品应用： 

航空、汽车、铁路、石油管件、五金工具、阀门、仪器仪表、化工机械、

农用机械、皮革制品、PVC 管材、食品外包装、电子电路、手机通讯、精

密器械、建筑建材、金银首饰、工艺礼品等多种行业。 

博尔金激光，以优良的产品、先进的技术、快捷的服务，合理的价位，赢

得与每一位客户合作的机会。我们坚信完善可靠的产品和优良的售后服务

相结合，将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安心和信赖； 

在此对支持与爱护我们企业的新老客户致以谢意！欢迎企业继续与我们合

作，携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合作共赢！ 

 

 

沈阳菥龙科技有限公司                                   W1-B153 
Shenyang Xilo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沈阳市沈北新区蒲文路 16 号联东 U 谷工业园 

电话:15640147888  

传真:024-8673522 

 

mailto:Xubo@dlbe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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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syxilong.com 

邮箱:Xilong2015@sina.com 

沈阳菥龙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生产液压辅件及液压系统的集团式企业，已

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产品严格按认证标准生产。拥有高素质

的技术、管理人员和精良的加工及检验设备。长期以来为冶金、矿山、石

油化工、工程、建筑、塑机、农机、机床等行业的液压设备提供配套服务。 

本公司奉行“务实、协作、保质、创新”的企业精神和“质量第一，信誉

第一，用户至上”的服务宗旨。欢迎各界朋友前来洽谈业务，真诚合作，

共同发展。 

Shenyang Xilong Technology Co., Ltd. is a group enterprise which 

produces hydraulic accessories and hydraulic system in China. It 

has passed the ISO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the products are produced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With high-quality technology,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excellent processing and inspection equipment. For 

a long time for metallurgy, mining, petrochemic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lastic machinery, agricultural machinery, machine 

tools and other industries to provide supporting services. 

The company pursues the enterprise spirit of "pragmatism, 

cooperation, quality assurance and innovation" and the service 

tenet of "quality first, reputation first, user first". 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negotiate business, sincere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诺我传感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W1-B155 
Novotechnik Sensors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港路 199 弄 6 号 1413 室  

电话:021-58997738    

网址:http://www.novotechnik.cn/ 

邮箱:info@novotechnik.cn 

拥有 65 年经验的德国 NOVOTECHNIK 是世界知名的电位器原理直线、角度

传感器制造商和技术先行者。Novotechnik 的产品在各个工业、制造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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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都得到全球行业翘楚的信任，在通用工程、液压、气动、测量和计量科

学、医学设备以及汽车制造行业得到广泛应用。高精度，高可靠性和高一

致性以及低廉的价格就是我们无数成功表现的秘诀。 

Novotechnik is a well known Germany potentiometer sensor 

manufacturer and technology leader who is focus in linear and rotary 

sensor production for more than 65 years. In worldwide ,leading OEMs 

from a whole spectrum of industries put their trust in position 

transducers and rotary sensor made by Novotechnik :be it in general 

engineering ,hydraulics ,pneumatics ,measuring technology ,medical 

equipment or automotive engineering .Our sensor solution have 

traditionally proven themselves in open and closed –loop control 

system ,automation and monitoring of processes with high reliable 

precision and consistency performance and affordable price . 

 

 

上海昭朔特种线缆有限公司                               W1-B158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钱桥一支路 99 号 

电话：021-57598886，13321975888 

网址：www.zosh-cable.com 

我公司主要生产各类工业电缆，民用电缆，特种电缆等，集生产销售为一

体，拥有自己的品牌和上海的生产基地，我公司顺应工业 4.0 时代而前行，

本着质量至上的原则，走着一条以服务为导向的订制化产品路线，努力为

时代发展做出一份贡献。拥有一套完整的定制化产品管理系统，部分产品

从订制到生产到交货仅需 3-7天。认证齐全，目前拥有 ISO9001 体系认

证,CCC认证,CE认证,UL认证等主流认证。 企业文化良好，人员流失率极

低，我们本着服务第一的生产销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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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澳森伟能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W1-B161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沈辽东路 47-2号 16-35室 

电话：13109870899 

传动系统是机械重要单元，沈阳澳森伟能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专注于传

动系统开发、生产，拥有海量技术实例，致力于更快捷、低成本的设备配

套服务。 

齿轮、链轮、同步带轮，涡轮、同步带、输送带、链条等是设备动力传输

的基础。澳森制造经过不懈的努力，拥有金属基材数据库，受力结构数据

库、应用场景数据库，为客户使用、选型、采购提供方便条件。 

澳森制造——传动数据的基础分享平台。行业内的优质产品。经过技术积

累，澳森制造在异形传动产品领域，完全可以替代进口产品，价格只有进

口产品的五分之一。同时，公司开发的基础传送模块是企业应用工业 4.0

的基础模块，具有成本低、通配性强、应用范围广等优势。 

诚信唯尚|技术优先|质量可靠|永续服务 

 

 

沈阳贝斯特液压工程有限公司                             W1-B162 
联系电话：024-31339835/13998864247 

沈阳贝斯特液压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经营液压元件、液压附件、工程机械

等配件的专业公司。集生产销售、维修为一体。专业生产各种液压站可为

客户提供产品选型、系统设计、制造、调试等技术服务。进口件货源由国

外生产厂家直接提供，价格优惠，交货快捷。 

另外我公司特别善长为客户找寻各种疑难杂件等。 遵循“信誉第一、顾

客至上”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本公司是意大利 Stucchi 快速接头，意大利 O+P机器设备的东北地区唯一

代理商 ，主要经销液压元件、附件；进口及国产高压胶管总成、接头、

压管设备、清洗设备、阀、泵、马达、各种橡胶制品及密封、工程机械设

备等产品。 

经销如下品牌： 

美国的派克（PARKER）  威格士（VICKERS） 太阳(SUN) 伊顿（EATON） 

德国的力士乐（Rexroth） 哈威（HAWE）  德国福士（VOSS） 

意大利的阿法格玛（ALFAGOMMA）、朝田（KOM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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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液压控制技术及产品为立足点，先后为沈

阳机床集团、齐齐哈尔北方机械、黎明公司、沈飞集团、沈阳三一重装、

辽宁海诺集团、抚顺特钢、沈阳消防车厂、沈阳北方重工等知名企业服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精心设计、精心制造、精心管理 ” 的经营

理念，运用先进的管理模式，通过不断的创新，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专

业化的技能、灵活多样的运行模式，为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和个性化的服

务。为我国军工以及先进制造领域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沈阳金行标科技有限公司                                 W1-B164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金山路 91 号甲 1-1号 1-22 

联系人：高经理 13889884316 

电话：024-31803385 

网址：https://www.jhbpmj.cn 

沈阳金行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一家专业从事食品、药品、

饲料、重工等各种单品销售行业的质量追溯、营销体系、电子系统、赋码

硬件及软件的一家科技公司。2018年加入 IMU 物联网行业联盟成为理事单

位。2019年于百度云合作，创建独立追溯系统网络平台及营销平台。公司

重视技术人才引入和重点培养，独立拥有 1 项专利，2 项实用新型，6 项

软件注册权。公司应对新型市场管理需求，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独立研发，

独立创新，不断升级公司旗下多种软件及硬件产品，追求与生产实践相结

合，最终为万物物联做出应有贡献。 

 
 
沈阳众拓机器人设备有限公司                             W1-C01 
固话：024-25280345 

传真：024-25280959 

邮箱：shang.wu@zhongtuo-robot.com 

网址：www.zhongtuo-robot.com 

沈阳众拓机器人成立于 2010 年 4月 12日，座落于沈阳市于洪区中国机床

城产业园区，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工业机器人产品的高新技术企

业，沈阳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公司具有多年研发、生产、销售自动化产品的经验，拥有发明及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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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40 多项。核心产品主要有桁架机器人、冲压机器人、直角坐标机器

人、机器人系统集成、直线模组及自动化生产线等。 

公司是德国 BAHR 直线模组中国代表处，全权负责 BAHR 公司直线模组产品 

的中国市场业务。 

众拓机器人专注德标桁架机器人的研发与生产。在重载、大跨距桁架机器

人、龙门机器人、热冲压成型产品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核心技术。众拓

机器人采用了模块化及柔性化设计理念，产品和生产线广泛应用于汽车、

电子、航空、军工、钢铁、医疗、纺织、轨道交通、教学实验等多个领域，

产品和生产线遍及全国各地。 

 

 

沈阳诺德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W1-C10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长青街 35 号万泉商务大厦 785--788 室    

电话：024-8852 0781   

传真：024-8852 1479  

网址：www.syndeer.com  

邮箱：sales@syndeer.com 

沈阳诺德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客户打造高端进口液压元件的

一站式采购平台，同时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液压系统设计解决方案。公司

专业的服务团队在液压系统改造、现场施工等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也可按照客户要求非标定制。 

公司主要经营美国 PARKER，德国 HAWE，德国 HYDAC，日本 TOKYO KEIKI,

日本 Hirose Valves,日本 DAIKIN等国际知名液压产品。 

公司秉承“信誉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以快捷的方式、优良的产品、完

善的服务体系服务于诺德尔的新老客户！ 

 

 

沈阳吕尚科技有限公司                                   W1-C19 
联系人：齐恒裕 

手机号：14741397693 

固话：024-23885669 

邮箱：1277475341@qq.com 

沈阳吕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吕尚科技")成立于 2015年,是一家致 

mailto:127747534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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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多应用领域智能机器人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

业。同时提供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弱电智能化工程、数

据容灾备份、计算机软件开发及 AP 定制开发等多种 IT服务。总部位于深 

圳,分别在深圳、沈阳设有研发基地,长春、哈尔滨设有分公司。 

吕尚科技的科研成果显著,通过自主创新、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等形式,形

成自主知识产权 30余项,形成了多种样机、产品。公司主导产品分为几大

系列智能巡检机器人医疗服务机器人、排爆机器人、助老机器人、清扫机

器人、30 导航模块等,具备 10 余种机器人的独立研发生产能力,性能指标

均达到国际、国内的最前沿水平。在行业应用中吕尚科技先后与辽宁省机

场管理集团、中粮集团、清华紫光、华安星科、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等单位、院所就机器人在机场、医院、车站等场所中的应用。 

吕尚科技拥有多年业内经验和高执行力的服务团队,从产品研发、技术支

持、设计配套、项目实施、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形成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为客户提供更完善、满意的全程服务。 

 
 
辽宁辽工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W1-C28   
联系人：马奔 

手机：13840027966 

电话：024-87720516 

传真：024-87720516 

邮箱：1619283672@qq.com 

网址：www.lnlgcnc.com 

辽宁辽工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座落于有着“共和国长子”之美誉的中

国沈阳。是一家以光纤激光切割机，木工数控加工中心，广告迷你字加工 

中心技术为核心，至力于金属切割机床，数控木工机床产品及服务的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 2005 年，现辽工，金刚，华正，卡威四大品牌 4

大系列百余种产品远销世界各地，并将在世界各经济发达地区构建立体化

的服务网络，公司拥有近百人创新销售服务团队，形成了自主核心技术，

核心零部件，核心产品及行业系统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完整全产业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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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瑞德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W1-C34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九甲一巷 

电话:13840512208   

网址:http://www.lnredsun.com/ 

邮箱:21435553@qq.com 

辽宁瑞德森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是机械工业部定点生产齿轮减速电机的专

业性公司，ISO9001 认证企业。 

公司生产 R 系列斜齿轮减速机，S系列斜齿轮-蜗轮减速机，F 系列平行轴

斜齿轮减速机，K系列斜齿轮-锥齿轮减速机，摆线针轮减速机，T 系列螺

旋锥齿轮转向箱，H、B 系列标准工业齿轮箱，蜗轮丝杆升降机，RV 系列

蜗轮蜗杆减速机等十余个系列，数千种规格的产品，是目前国际上工业动

力传输领域最普遍采用的减速驱动装置。 

以上产品广泛应用于冶金、矿山、石化、烟草、陶瓷、橡塑、粮油食品、

啤酒饮料、交通运输及国内新兴的物流设备、立体车库、环保等行业，为

您的驱动应用提供先进并且经济的选择，使您的生产更顺畅，业绩更辉煌。 

产品采用了系列化、模块化的设计思想，使产品具有了广泛的适应性，单

件产品可以独立成台实现其具备的功能，又可和本系列或其他机型组合，

组成满足不同需要的减变速机组。 

公司铭刻、坚持以质量为根本，以信誉求发展，以向国内外用户提供可信

性的产品为宗旨的方针，不断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并且最优秀的人才投入

开发与研究，使企业具备了赶超先进水平的技术实力，使产品的技术性能、

内部结构和外观造型都具有优良的品质。公司的各类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出口日本、美国、德国、东南亚等众多国家和地区，深受用户的好评。 

公司宗旨：科技先锋、质量楷模。公司方针“一流企业、一流产品、一流

服务”，欢迎各方宾客惠顾。 

 
 
庄河市蓝天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W1-C39 
地址：辽宁省庄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碧水路 168 号 

电话：0411-89379059   网址 www.ltjzcasting.com 

庄河市蓝天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是一家专门从事精密铸造、

机械加工的机械制造企业。可生产碳素钢、低合金钢、不锈钢等精密铸造

产品，产品单重为 0.05-80Kg，年生产能力 5000 吨。产品主要用于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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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内燃机、农业机械以及其他工业。企业占地面积 19000 平方米，资

产总额4000万元人民币。总公司下设四个分厂：1 水玻璃工艺铸造厂 2 硅

溶胶工艺铸造厂 3 机械加工及模具加工厂 4 庄河蓝天大郑分厂。 

我公司一直坚持“优质高效、顾客至上、遵纪守法、不断进取”的质量方

针，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使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以满足顾客对质量越来越

高的期望和要求。我公司全体员工会一如既往、再接再励、力争把公司建

成世界一流的精密铸造和机械加工企业，真诚地欢迎国内外朋友光临指

导。 

 
 
沈阳科立创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W1-C40 
联系方式：于超 138 8927 0366，18513554888 

网址：WWW.SY-KELNG.COM 

邮箱：SY_KLC@163.COM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细河南路 47-1 号科立创自动化成套电控 

沈阳科立创工控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自动化行业控制系统的高

科技企业。是“信捷电气”东北区域厂家授权产品代理商、方案集成商。

公司业务涉及 PLC（可编程控制器）、人机界面、伺服驱动、变频器、软启

动器、低压电器、等产品的代理销售、技术支持，以及电气自动化成套设

备电控系统的方案设计、系统集成、图纸设计、软件编程、现场调试等。

多年来公司拥有完整的技术服务管理体系及人才优势，工程师全部经过专

业培训，并拥有丰富的设计和现场实践经验。 

多年来与众多设备厂家配套服务，行业涉及：供暖、环保、生活给水、水

处理、医疗、机械设备、包装设备、食品包装、脱硫除尘、矿山起重、温

泉洗浴、养殖互联、农业大数据、生产自动化控制系统、在全国建立广泛

的客户网络，成功承接多项重大项目的设计制作编程调试。 

公司不断在科技领域开拓、创新并引进、吸收、消化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及

管理经验，沈阳科立创工控技术有限公司将以此为宗旨，与各行业竭诚合

作，共求发展、携手推广应用电气自动化科技产品，为中国的自动化发展

做出努力，做中国的自动化人。 

 “汇聚创新，进取永不止步”，沈阳科立创工控技术有限公司为您提供全

方位的服务！ 

长期合作品牌：西门子、信捷电气、昆仑通态、ABB、施耐德电气等。 

http://www.sy-kel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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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龙牌电气有限公司                                   W1-C47   
联系人：包绿薇 

电话：0577-62778086 

浙江龙牌电气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0 年，位于中国电器之都柳市，是一家

接线工业领域的专业制造商。旗下有 LONGERKESI、BLOXCONNECT 等商标。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公司目前拥有分线盒，弹簧式接线端子，螺钉式接线

端子，机械工业台接线端子，建筑物布线连接器，变压器端子，汇流排端

子，铝接线端子等 8 大类接线端子产品。新厂房拥有 10000m2 生产面积，

年产能一亿四千万单元。 

公司秉承“创建更好连接”的核心理念，20 年来不断精进自身，先后建立

研发中心，模具制造、注塑成型、五金冲压车间，以及自动化组装部门，

在生产出令客户满意的高质量产品的同时，也能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定

制生产。同时公司已经通过了 TUV、CQC、CB、CE及 RoHS 等认证，能够良

好地满足市场要求。 

公司凭借着过硬的产品质量以及优质的服务，不仅在本地赢得了良好的品

牌声誉，更是与全球 55 个国家与地区的公司建立起良好的贸易关系，形

成了全球性的销售网络。 

 

 

沈阳市吉龙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W1-C49   
联系人：李经理 

电话：13478874057 

传真：024-89341118 

沈阳市吉龙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研究、设计、制造、销售为一

体的科技型企业。我公司专业生产振动盘和自动组装设备。产品包括：振

动盘、直线料道、料仓、瓶盖组装机、理瓶机、旋盖机、压盖机、装粒机、

工业铝型材架体，输送带、传送带、提升机、分选盘、轴承行业上料装置

和连线装置等。我公司生产的设备，广泛应用于轻工机械、电子电器、钟

表、标准件、制药业、五金业、轴承业、瓶盖行业、塑胶接插件、电池、

食品包装机械、检测等各个行业。还可为贵公司设计、制造所需要可靠的

非标设备。专业制作各种物料输送，排队设备。 

振动盘又称自动送料机、振动料斗、振动料盘，是一种把各式固体小零件

排队的机器。如：标准件螺丝、螺母、平垫、弹垫等；各种药品瓶盖、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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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搓丝机排钉机的钉子排队，输送；铆钉组合机的钉帽钉杆自动排队。

电子零件检测、极性判别、剪脚机、切口机，电容芯子冲压成型。电光源

行业的芯柱机喇叭，玻璃管钨丝的自动排队。彩色映管极杯电镀电解上料

及挂架排列。摇头开关组件装配机喷头组装自动装配机等均可使用。根据

客户不同要求可定制各种送料设备。如提升机、料仓、料斗（震动盘）、

直线送料系统、自动选料机、振动筛分机构。 

公司宗旨：以人为本、科技创新、质量第一、用户至上。 

我公司的产品质量可靠，价格合理。 

欢迎贵公司与我公司联系洽谈。 

 
 
深圳市集和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W1-C51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同乐村中山园路西君翔达大楼 A 楼 3FB 区 

电话：0755-86021176 

集和诚科技于 2002 年 4 月成立于深圳。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智能物联系统供应商，自创立以来，依托深耕多年的行业经

验和强大的科研背景，践行“自主创新，中国智造”的战略方针，持续专

注于工业计算机及系统应用平台的研发与生产。其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

包括工业平板电脑、工业触摸显示器、嵌入式箱体电脑、单板电脑等以及

专注行业应用的客制化解决方案和 AI 赋能增值服务。产品通过 CE、FCC、

E-Mark、EN50155 等安规及行业认证，广泛应用于工业物联网（IIoT）、智

能交通（ITS）、智能安防、能源环保和生物安全等领域，助力打造智能物

联网边缘计算应用新高地。 

集和为贵，集诚为本。集和诚以“诚信、感恩、负责任”的核心价值观服

务客户，借助技术创新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秉承“专注行业，精于产品， 

优于服务”经营理念，宁失利，勿失信，致力于成为守诚信，重品质，敢

担当，谋共赢的智能物联生态商业文明之典范，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民族工业品牌贡献力量！ 

 
 
沈阳广合科技有限公司（方向电池）                       W1-C52 
工厂地址：沈阳市皇姑区蒲河街 7号软件出口基地 B 座 1号楼 7层 

电话/传真：024-86121199/86123399 

邮箱：sales@powerange.com 

技术总监：李立光 13889849816 

业务负责人：陆  旭 13889808200（微信同步） 

https://www.poweran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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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电池始创于 1997 年 8 月 9 日，公司前身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国家固态锂离子电池实验室”建立，并承担国家“六五”“七五”“八五”

计划中的重点科技项目。并于 1998年成功的推出了中国第一块 NP 型广播

级锂离子电池，结束了国内市场国外品牌垄断的局面。二十年来我们一直

坚持走自主研发、生产和销售高品质锂离子电池品牌之路，其在国内的市

场占有率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我们已经扩大产品范围，产品系列

已经扩大到高功率影视设备用锂离子电池、客户定制非标类电池和充电

器，演播室 LED 灯光以及 ENG 室外 LED新闻灯光的生产调试安装，以满足

国内外客户不同的需求。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伴随着 5G 时代的来临，各行各业对移动电源的

需求大大增加，锂离子电池不仅用于广播级的摄像机，DV机，监视器，LED

灯光方面，更会广泛应用于机器人，屏幕，移动设备等方面。方向电池也

迎合了时代的需求，进行新技术的研发与设计，并成功助力了 2018 年冬

季平昌奥运会的“北京 8 分钟”的表演，配合新松机器人为世界奉献了一

场精彩的表演。在接下来的 6月份，我们又成功的为“青岛上合组织的灯

光秀”定制了飞灯电池；为“归来三峡”的演出，定制了防水电池；北京

的世博园开幕式，我们又一次成功完成了定制电池的项目；我们还在电池

与设备的通讯技术中，实现了突破，成功的为新松机器人，小型物流运输

车定制了带有 can 接口的，汽车级 BMS，精准 SOC 统计精度小于 4%的移动

电源；在西安大唐芙蓉园的演出中，我们又完成了定制的特大屏幕电池。

千百次的艰难与刻苦，促成了方向电池在移动电源解决方案这条路上的一

次次的成功！方向电池未来更加会不仅致力于广播级摄像机锂离子电池的

创新与制造，更加将在国内外的各种大型项目的移动电源解决方案上创造

更多的奇迹！ 

 
 
百灵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W1-C54 
地址：乐清经济开发区经八路 387号 

办事处电话：024-31801399 

联系人：敖书炳 13626596467 

百灵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08 月 31 日，注册地位于乐清经济

开发区经八路 387 号，法定代表人为王胜平。经营范围包括气动元件、液

压元件、液压气动成套设备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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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仪表有限公司                                       W1-C54 
联系人：陶经理 15998848284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滑翔五金城四期精品城 

红旗仪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是集压力表、温度计、流量计和减压

器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公司拥有温州、长兴、西安三

大生产基地，建有标准化厂房 7 万多平米，拥有 700 多名雇员。公司产品

以优秀的品质和完善的服务畅销全国各地，目前已形成 18 个办事处和数

百家代理商的销售网络；同时产品过硬的质量满足了日本、美国、德国等

国客户近乎苛刻的要求，获得了中东、欧美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的

青睐。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注重科研

队伍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已经建成了一支包括 5名高级工程师、15名工

程师在内的 30 多人的科研队伍。公司共参与了 20 多项国家压力仪表的检

定规程和标准的制定与修改；先后成为了全国测压仪表标准委员单位、全

国压力表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及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先进单位。 

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

和荣誉。“红旗”商标先后被评为乐清市名牌商标、温州市知名商标；公

司先后被评为浙江省工商企业信用 AAA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质量

管理先进企业”。 

 
 
深圳市普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W1-C56    
联系人：马宇微 

电话：024-25154170 

传真：024-25154130 

邮箱：abby@3dpt.cn 

网址：www.3dpt.cn 

普立得科技成立于 2004  致力于积层制造的应用推广。 分析环太平洋地

区的市场需求 研判在地制造的优势  以及3D内容与材料研发与在地应用 

才有发展的出路 特此加值整合相关软体 包含拓扑优化设计 医疗影像分

析 逆向工程 以及 3D 检测。期望推进积层制造的使用习惯 为在地生产带

来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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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凯力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W1-C57 
联系人：孙兆乾、艾斌，冯大为 

手机：15140147451、13082400390、13082400389 

邮箱：514789856@qq.com 

网址：www.sykldcdkj.com 

沈阳凯力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是台湾鼎翰 SHAC 直线导轨，滚珠丝杠东北

区总代理和办事处。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半导体设备、航空、医疗器械、

数控机床、木工机床、搬运和输送机械、手机制造、自动化设备及产业机

械等。 

台湾鼎翰产品，秉承“让传动更加简便，让工作更加高效”的使命，始终

致力于传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服务，正朝着直线传动领域内卓越企

业的目标前进。 

沈阳凯力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为东北地区广大用户提供台湾 SHAC 产品售

前咨询，技术支持，整体方案设计，售后维修服务；凭借多年的经验累计

与对导轨丝杠产品的专注，赢得广大合作伙伴的信赖和好评。 

 
 
山东省德州市金宇机械有限公司                           W1-C59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前小屯 8 号 

联系人：金经理 

手机号：18605340159 

网址：www.jyjsj.com 

公司始建于 1984 年，是集设计开发、生产蜗轮减速机的专业厂家。 公司

主要生产平面二次包络环面蜗杆减速机、ZA、ZC 、ZN、ZI、ZK 圆弧齿蜗

轮减速机、精密无间隙双导程蜗杆副、回转减速机等。公司产品精度高、

质量好，被选用于军工产品、海洋平台、冶金钢厂、数控机床、橡胶等各

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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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佳工控电器有限公司                             W1-C65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北象镇温州大桥工业区 

电话：0577-62981795 

传真：0577-62980616 

网址 www.yjele.com 

中国·一佳工控电器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销售继电器、按钮开关、信号灯

的企业。通过十多年的开拓进取和生产经验积累及不断的国际电力电子市

场调研，现已成为设计改进引进型和自主研发市场需求型的专业工控产品

制造型企业之一。主要产品有电磁继电器、信号灯、塑料按钮、金属按钮、

以及各种按钮附件。公司通过了ISO9001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转版，

产品通过型式认可实验、CE认证、CCC 认证、ROHS 认证。  

Yijia industrial electric Co., Ltd. is specialized in producing and 

selling relays, button switches and signallights. Through more than 

ten years of pioneering and enterprising production experience and 

continuous international power electronics market research,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industrial control produc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hich design and improve the imported and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rket demand. At present, it 

belongs to professional and large scale enterprise in China.The 

company's main products are electromagnetic relays, signal lights, 

plastic buttons, metal buttons, and a variety of button accessories. 

we has passed the ISO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Products received CCC, CE, ROH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大连邦飞利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W1-C78   
联系方式：罗经理 18698630668 0411-62691922  

传真：0411-39276027  

网址：http://www.dlbangfeili.cn 

大连邦飞利传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飞利传动”是一家集微型齿

轮减速机，小型齿轮减速机、弧齿锥齿（直角）减速机、精密行星齿轮减

速机、NMRV 系列铝合金蜗轮蜗杆减速机、MB 系列无极变速机、准双曲面 

http://www.yje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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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机、(K、R、F、S)系列硬齿轮减速机等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一体

化专业公司。 

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自动化产业、工业机器人、航天航空、数控机床、

食品/包装机械、医疗机械、印刷机械、纺织机械、工业流水线、分拣线、 

输送设备等领域，是自动化设备必不可少的配套产品。 

邦飞利传动人始终本着敬业、求实、创新的经营理念；坚持：“质量第一，

信誉为本”的宗旨，为广大用户提供优质的减速机和服务；邦飞利传动愿

和国内外朋友精诚合作，共同发展。 

邦飞利传动将以崭新的面貌与您携手合作，共创辉煌灿烂的明天! 

 

 

沈阳高压成套开关股份有限公司                           W1-C87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黄河北大街 206-66 号 

电话：13840313917 

邮箱：sygyct@vip.163.com 

联系人：马晓亮 024-86617025 

沈阳高压成套开关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63 年，是原机械、电力部定点 

从事高、低压开关设备及矿山设备等制造及销售。 

企业产品主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GIS 设备，是最早继 SIEMENS、ABB、AREVA

后拥有该产品自主知识产权的四家企业之一，填补了国有空白产品； AIS

设备、发电机出口断路器等产品。 

沈高自主化的 GIS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式开关设备成功运行于全国 30 多条

地铁线，参与建设了国家电网、中石油石化、国防军工等国家重点项目，

并成功出口孟加拉、苏丹、塞内加尔等国。 

沈高与中科院沈阳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联建“沈阳输变电配套装备产业开发

基地”、“重要目标企业”，被授予“高新技术企业”、国防军工“三级保密

资格单位”、“全国 CAD 应用工程、国家 863计划示范企业”。C-GIS 产品获

得 “国家重点新产品”、“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等奖。 

 
 
 
 
 

mailto:sygyct@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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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阀门研究所科技开发信息中心                         W1-C99 
Shenyang Valve Research Institu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Center 
地址：辽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15 号  邮编：110110 

电话：024-89303326  

传真：024-25653780 

网址：http://www.chinavalveinfo.net 

沈阳阀门研究所成立于 1955 年，座落于素有“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

之称的沈阳市。研究所设有信息技术中心，阀门材料研究室，产品性能测

试室，高温核阀试验室，水气综合试验室和媒体运营部，是一家致力于提

供技术支持方案、科技成果转化方案、工业智能化方案、品牌营销解决方

案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研究所。 

Shenyang Valve Research Institute, founded in 1955, is located in 

knowing as "the birthplace of one dynasty, two generations of 

emperors" said Shenyang city. The institute is a company really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provide the technical support pl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dustrial intelligence solutions, brand marketing solutions and 

other services in an integrated research institute which is equipped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enter, valves materials laboratory, 

product performance test chamber, high temperature nuclear valve 

laboratory, water vapor comprehensive laboratory and media 

operations department. 

 
 
秦皇岛金盛缘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W1-C119  
固话：0335-6126618 

传真：0335-6126618 

邮箱：qhd_jsy@yahoo.com.cn 

网址：www.qhdjsy.com 

秦皇岛金盛缘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是 ISO9001：2000认证企业。专业生产各

型碳钢，低合金钢，不锈钢以及铜，铝等有色金属精密铸件。公司位于秦

皇岛市抚宁县城关工业开发区，西接京，津，唐东临著名旅游避暑胜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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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河，交通便利。  

我公司利用国外专业精铸设备，采用国际上先进的硅溶胶熔模精密铸造工

艺，选用美国模型专用蜡，澳大利亚锆英砂以及硅溶胶等熔模材料，严格

按照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进行科学的内部管理和各道工序的质量控制，

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优良，稳定可靠。铸件表面粗糙度达到 Ra3.2-6.3，尺 

寸精度达到 CT3-6，单件重量 2g-15Kg，长度不超过 500mm。广泛用于缝制，

纺织，包装，食品，医疗机械和五金工具，工艺品等行业。公司产品销往

国内外，受到用户一致好评。 

我公司依照客户提供的图纸或样件独立生产模具,对外承接精密铸造模具,

冲压模具及电火花，线切割加工业务；按照客户材质要求炉前配料,且成

品化验；按照供货时间及时组织生产。最大限度满足客户的“产品质量好，

价格合理，交货及时”的需求。  

真诚欢迎各界朋友，新老客户千里有“缘”来合作，共创兴盛发达大业！ 

公司的质量方针：铸出诚信，生产合格产品；持续改进，满足顾客要求。 

公司的经营理念：以缘情求力量，以创新求进步，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 

 

 

哈尔滨大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W1-C123
电话：0451-8888 8331 

传真：0451-8830 8290 

邮箱：787742280@qq.com 

浙江通宇变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售后

服务为一体的专业传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公司拥有国际领先的科技装备

和专家团队，凭借先进的自动化加工和检测设备，生产出高品质的传动产

品，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已发展成为传动机械行业的知名企业。生产出

高品质的传动产品，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已发展成为传动机械行业的知

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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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展兴商贸有限公司                                W1-C125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长平商务大厦 2701 

电话：0755-83323984 

企业简介：深圳市展兴商贸有限公司自 2003 年开始以 Greatsolid(格利特)

注册品牌在中国地区从事液晶显示器支架销售服务,作为"Great Solid(格

利特)"LCD 支架中国总代理，针对个人办公,金融监控,工厂车间，产品展

示，医疗设备，特殊作业等领域提供产品及安装解决方案。 

 
 
长春市交大增智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W1-C157
联系人：赵苗苗 

电话：15877582913 

邮箱：928905768@qq.com 

长春市交大增智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是西安交大快速制造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长春 3D 打印创新中心的产业化实体，由西安交通大学快速制造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联合长春新区长德经济开发区共同组建成立。立足长春，

面向汽车制造产业提供新产品创新设计及快速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旨在推

进先进制造与 3D 打印技术在汽车造型、设计、试制、实验等新车型研发

全过程的产业应用，以缩短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为核心目标，致力于

提升中国汽车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失效分析中心                     W1-C159
联系人：李天夫 

手机号：14740190555 

固话：024-23971452 

邮箱：tfuli@imr.ac.cn 

网址：http://www.imr.cas.cn/yjtd/sxfx/ 

金属研究所的失效分析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著名冶金物理学家、

首任所长李薰博士首次揭示了氢引起金属脆性失效的奥秘。2009 年金属研

究所组建了新的材料失效分析中心，聘请张哲峰研究员担任中心主任，以

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为分析专家，以全所完善的技术设备为支撑，中

心还聘请了相关学科带头人组成专家委员会。失效分析中心作为金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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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对外服务的重要窗口之一，将本着尊重客观事实和对工作负责到底的态

度竭诚为客户服务。 

 

 
北京中航泰隆科技有限公司                              W1-C160
联系人：马乾坤 

电话：17718389573 

传真：010-89516950 

邮箱：qiankunma@163.com 

网址：www.zhtlkj.cn 

北京中航泰隆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国家城市副中心:北京市通州区。致力于

研发、生产扭矩传感器、转矩转速传感器、数显扭力扳手、扭力扳手检定

仪、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电机参数测试设备、阀门扭矩开度压力测

试设备、减速机效率功率测试设备及各种型号传感器配套的智能仪表的销

售和技术推广；多年来公司产品和服务在航空、航天、石油、化工、发电

机、搅拌机、冶金、造纸、工业测控系统、船舶领域受到广大用户赞誉!

公司本着重质量、守信誉、求发展的理念服务于各界朋友们!!! 

 

 
西咸新区                                               W1-D01 
参展企业： 

陕西风润智能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沣东新城 

陕西技达电炉有限公司           沣东新城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沣东新城 

陕西秦汉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秦汉新城 

咸阳亚华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秦汉新城 

西咸新区中南锦盛置业有限公司   秦汉新城 

西安灵客互动有限公司           沣西新城西部云谷 

六环传动（西安）科技有限公司   沣西新城西部云谷 

陕西晟思智能测控有限公司       沣西新城西部云谷 

 
陕西风润智能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沣泾大道 003 号 

邮编：712004 

电话：曹先生：13609209681  鱼先生：18681837585 费女士：1871722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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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9-38001688 

网址： http://www.frznzb.com   

陕西风润智能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简称：风润智能研究院）是由风润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创新型技术企业，注册资金 1000 万元。以工

业软件及智能装备为核心的系统解决方案、以市场需求为引导、以客户为

中心的轻资产研究型公司，主要研究方向为弧焊打印软硬件开发、焊接自

动化（产线）开发和机加工自动化（产线）开发设计，致力于智能制造领

域关键技术及产品的研发与应用。 

公司始终以“一流的产品、一流的服务”为宗旨，以“用户至上、诚信经

营”为理念，秉承“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质量方针，坚持以“国内知

名的智能制造研究型企业”为目标，与广大客户合作共赢。 

    

陕西技达电炉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办 108国道 18 号付 5 号 

邮编：710000 

电话：029-84518985  

传真：029-84518985 

网址：http://www.sxjddl.com 

邮箱：xajd1689@163.com 

公司主要从事节能型环保感应加热成套设备及高效真空炉的研发、制造、

安装调试、技术改造升级等业务。公司汇聚了多名在变频感应加热领域的

专家共同参与设计研发，现有员工近 100 人，具有相当规模的生产经营场

地，严把材料质量关，主要骨干均从事本行业 5 年以上，严格按照生产工

艺的每一道工序生产，以确保产品的质量。 

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吸收消化国外先进产品，设计开发出了性能优异、质

量可靠的软硬件，已先后完成数百套串联节能电源项目均得到了新老客户

的一致好评。我公司愿意为提升中国自有装备制造业尽最大努力，为广大

客户提供稳定、高效的变 频感应熔炼系统和感应加热设备，为市场提供

更好的优质选择。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沣渭新区创新二路 007号 

邮编：7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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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9-38014376  

传真：029-38016627 

网址：www.xatongly.com 

邮箱：tonly2010@yeah.net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力重工)是专业生产非公路运输

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是行业的开创者和领军企业，是行业标准的制定单

位，是国内最具实力的非公路运输设备生产企业。 

同力重工经过十多年专业积累现已形成非公路宽体自卸车、矿用自卸车、

井巷运输设备及非公路特种运输设备等四大业务板块，并形成燃油驱动、

燃气驱动、纯电驱动、无人驾驶等产品系列。产品在智能化、信息化前沿

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内外各类矿

山、水电工地、大型工程等领域，市场保有量及客户品牌关注度遥遥领先。 

 

咸阳亚华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Xianyang Yahua Electronics Co.， Ltd. 
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周陵新兴产业园区周成路 2 号 

邮编：712000 

电话：029-33753253  

传真：029-33750868 

网址：www.yahuadz.com 

邮箱：chengshaolong@yahuadz.com 

咸阳亚华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是一家以研发和制造轨道交

通行业特种元器件为主的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产品主要客户为中车各大

主机公司、江苏新誉庞巴迪牵引系统有限公司、大连东芝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等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  

2015 年咸阳亚华电子电器有限公司投入近 1.2 亿元迁入西咸新区秦汉新

城周陵新兴产业园，占地面积约 40 亩，厂房面积近 2 万 m2（1 座办公大

楼、3 座标准化厂房），拥有了自已的检测试验站和高端生产设备 100 多台，

目前员工人数 100 人左右。 

Xianyang Yahua Electronics Co. Ltd. was founded in 1992, is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f rail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special components based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Shaanxi 

Province, the main customers for the products in each big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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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Jiangsu Xinyu Bombardier Traction System Co. Ltd., Dalian 

Toshiba Electrical Equipment Co. Ltd. and other rail transporta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2015 Xianyang Yahua Electronics Co. Ltd invested nearly 120 million 

yuan to move into the new West Ham Han Zhou Ling town emerging 

industrial park, covers an area of about 40 acres, plant area of 

nearly 20 thousand M2 (1 office buildings, 3 standardized plants), 

have a test station and high-end production equipment more than 100 

sets of their own, the current number of employees about 100 people. 

  

西咸新区中南锦盛置业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周陵周武路长信工业园 8栋 8-2-316 

邮编：712000 

电话：029-89870533    

网址：www.zhongnangaoke.com 

邮箱：XAZNGK@126.com 

西咸新区中南锦盛置业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南高科西安区域公司旗下的子

公司，中南高科成立于 2014 年，是中南集团旗下十大板块之一。致力于

打造高科技产业园区，是中南集团战略升级的重要板块。公司以园区载体

建设与实体企业投资为基础，现已结合集团全产业链优势，建立了特色产

业小镇、新型产业园、产业综合体三大运营载体，整合出台产业招商、园

区运营、实体企业投资三大核心能力，并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业信息

研究院、东方智库等达成深度战略合作，成为集合产学研、产业链、资本、

运营、孵化器等多方资源的超级平台，为国家振兴实体经济提供全新动能，

全面守护中国创新。 

 

西安灵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西部云谷 D2 栋 

邮编：712000 

电话：029-82532897   

网址：www.linkmirror.net 

西安灵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超大屏幕触控算法和 AI 教育的解决方案。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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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互动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西安市高新技术企业、西安市青年企业家

理事单位，有 9项发明专利，1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50多项软件著作权。

旗下有 AI 教育、智慧课堂、多方协作会议系统、直播课堂、智能黑板，

智能镜、智能茶几、交互大屏等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基础教育、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及办公商业显示等多个领域，为推动人工智能和智慧教育做

出自己的贡献。 

 

六环传动（西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西部云谷 6号楼 1-2 层西户 

邮编：712000 

电话：邢先生  185 1052 1019   

网址：http://www.6ringdrive.com 

六环传动（西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基础工业核心技术研发的创业

公司，在工业机器人、精密齿轮加工、精密设备制造等领域拥有先进的技

术，自主研发了 6R 系列减速器，全闭环电关节，全闭环工业机器人，新

型精密机床等多种世界领先产品。已申请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

其中闭环工业机器人涉及的多项技术正在申请国际发明专利。 

六环传动公司秉承着“自主创新，科技兴国”的理念，在基础工业领域取

得的多项进展，均为世界领先水平。为中国制造 2025 的核心目标提供支

持，也为以汽车为首的国内实体工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让我们中国工业在世界舞台上实现弯道超车贡献一份力量！ 

 

陕西晟思智能测控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西部云谷 14 号楼 2层 202  

邮编：710000 

电话：029-85820585    

网址：www.sensor-smart.com 

邮箱：wangxiaoqiang@sensor-smart.com 

陕西晟思智能测控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工业 4.0自动化控制领域的创新型高

科技公司， 致力于自动化测控系统、仿真测试平台、视觉自动化检测及

图像识别、高精度传感器、超高速/高压电子负载、数字孪生技术等领域

的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为高端制造业用户提供基于智能化的机、电、

控、软一体化解决方案。主要产品有：智能调测系统、智能调测装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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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高压电子负载、类磁栅集成位移传感器等。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航空

航天、军工、能源、环境监测、智能实验室等行业。 

 

陕西秦汉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地址：西咸新区秦汉新城 

邮编：712000 

电话：刘先生 15399011151    

陕西秦汉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由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牵头，联合国有上市公司安徽建工（股票代码:SH600502）下

属陕西安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及西安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携手打造。并成立

陕西秦汉汽车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负责项目开发建设，致力于打造以汽

车零部件制造为特色的专业化产业园区。 

项目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园区规划用地 3000 亩，项目预计总投资 100

亿元，正式运营年产值达 120亿元。项目一期规划用地面积 294 亩，总建

筑面积约 16.2 万㎡，总投资约 12亿元，计划 2021 年底全面交付使用。 

  

 

广州西森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W1-D20    
联系人：柯粤梅 

手机号：18138773009 

固话：020-39996659 

传真：020-39996859 

邮箱：sales888@sisenchina.com 

网址：www.sisenauto.com 

西森自动化位于广州，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是自动化仪表的专业制造商。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涡街流量计、差压/压力

变送器、电磁流量计、热式气体流量计、气体涡轮流量计、液体涡轮流量

计、雷达物位计、超声波液位计等。公司每年投入近数百万元用于产品研

发和企业硬件建设，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公司拥有高精尖的水流量标定装

置、串并联式标准表标定装置、气体音速喷嘴装置、压力校准设备、先进

的电磁兼容、环境振动、温湿度交变三大测试系统，帮助提高产品质量。

我们的产品符合国际质量标准，并在世界各地深受欢迎。 

 

http://www.sisen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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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忠信建杰实业有限公司                               W1-D62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三环机械厂对面 

电话：13166726197 

联系人：黄少杰   

沈阳建杰液压配件大全，主要销售液压元件及生产液压系统，仓储式批发，

储货量大，1000 平仓库经营，液压站生产立等可取。 

 
 
沈阳福泰斯商贸有限公司                                 W1-D63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南三马路 67号万科金地中山公园 1号楼 932 室 

公司座机：024-23513662 传真：024-23513663 

联系人：李久    

手机号：13940259796  

邮箱：futaisi@163.com  

网站：www.syfutais. com  

沈阳福泰斯商贸有限公司是德克迈特德氏封密封（DICHTOMATIK）(上海)

有限公司(德氏封中国总部)在东北区域唯一正式授权的经销商,为客户提

供DICHTOMATIK密封产品的技术支持,销售和售后服务,我公司汲取德氏封

公司创新的营销模式,依托德氏封(中国)超过 55000 种的现货库存为户提

供诚信完善快捷的服务。 

德克迈特德氏封(Dichtomatik)产品从规格到实际用形成了一整套完善而

科学的体系并广泛应用在工程机械、风电机组、冶金设备、汽车工业、电

力系统、传动系统、机床制造、机电设备、泵阀马达、矿山机械、食品机

械、石油化工、水处理设备等领域。 

我公司秉承德氏封先进的物流与仓储经验,并拥有与德氏封联网的先进的

ERP 管理系统在沈阳建有一定规模的现货库存。作为德克迈特德氏封

（Dichtomatik)的一员,我们的工作尽职尽责，以实践公司“Any seal.Any 

time-任何密封件，随时供货”的口号。无论是标准密封件，特殊密封订

单，还是技术咨询,我们都会尽心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希望成为客户的

唯一选择。 

科德宝密封技术公司(Freudenberg Sealing Technologies)是汽车工业、

民用航空、机械工程、造船、食品药品、农业和建筑机械等不同市场领域

客户的理想供应商、开发和服务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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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科德宝发明了油封。在此基础上，科德宝密封技术通过不断改革

创新与扩展，建立了密封件和振动控制技术产品 - 从按客户需求量身定

制的单一解决方案到完整的成套密封解决方案。 

Dichtomatik（德氏封）隶属于科德宝密封技术旗下。Dichtomatik 是科德

宝在技术密封市场的销售组织，是科德宝集团全职子公司。 

2017 年，科德宝密封技术公司在创造了 23 亿欧元的销售额，在职员工

15,000 名左右。 

科德宝密封技术隶属于科德宝集团，该集团业务领域涵盖密封件和振动控 

制技术，无纺布和过滤设备，家用产品以及特殊专业用品和其它产品。据

IFRS 财报（合资公司以股权形式合并计入财报）显示，2017 年集团销售

额超过 93 亿欧元，其在职员工遍布 60个国家，共计 48,000 名左右。 

 
 
广州市跃国电子有限公司                                 W1-D65 
Guangzhou YUEGUO  Electronic Co.，Ltd 
公司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新路新水坑段 5号 217-218 号 工厂三楼 

联系人：顾光林 

手机：18680250300 

电话：020-34709115 

传真：020-34525903 

邮件：yueguodz@126.com 

网址：www.yueguodz.com 

QQ:1121539089 

广州市跃国电子有限公司专业连接器接插件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及服

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生产制造 M12连接器、M8 连接器、总线模块，

分线盒，电磁阀连接器、传感器连接器、防水插头、圆形连接器、电缆连

接器、LED 防水连接器，插头线束，产品设计符合欧盟 ROHS 标准，可按客

户要求开发连接器，并提供整套连接器应用的解决方案，解决客户的问题

与需求，满足用户需要。 

YUEGUO连接器广泛应用于传感器、检测仪器、电子仪器仪表、电子机械、

通讯、航空、航海、计算机、LED灯，汽车、工程机械，机电，石油勘测、

传输控制系统、电工电气系统、工业自动化等领域；目前已成为国际通用 

 

http://www.yueguod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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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电气连接元器件；产品防水、耐寒、耐高温，易安装，接触性好，

已在各种复杂恶劣环境正常使用。 

YUEGUO连接器自推出市场以来，稳定的质量得到传感器、仪器仪表、自动

化系统及各行业制造商的认可，已成为中国专业传感连接器制造商。公司

经营方针为：以质取胜，不断创新。 

Guangzhou YUEGUO Electronic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R & D, 

production of connectors,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service in one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mainly the production of 

manufacturing M12 connector, M8 connector, connector, solenoid  

valve solenoid valve wiring box, sensor connector, plug, connector, 

cable connector, plug wire harness, product design in line with the 

EU ROHS standards, development of connector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and to provide the entire solution connector 

applications, problems and needs of customers, to meet user needs. 

YUEGUO connectors are widely used in sensors, instrumentation, 

electronic instruments and meters, electronic machinery, 

communication, aviation, navigation, computer, LED lamp, 

automobile, engineering machinery,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oil 

exploration, transmission control system, electrical system, 

industrial automation and other fields; it has becom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ndard electrical connecting 

components; products waterproof, cold resistant,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t, easy installation, good contact, has been in various 

complicated environments for normal use. 

YUEGUO connector from the market, stable quality of sensor, 

instrumentation, automation systems and manufacturers of the 

industry recognition, has become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Chinese sensor connector. Company policy is: qualit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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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新远精工异型管厂                                   W1-D78    
联系人：李涛 13324064021 

固话：024-89255038 

传真：024-89255038 

邮箱：syxyjg@163.com 

网址：www.syxyjg.com 

本厂位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专业生产加工各种规格型号有缝和无缝

异型管的厂家。本厂建于 1995 年，现拥有多条冷弯滚压生产线，能够生

产各种国标和非国标的千余种复杂断面的异性管材。产品规格 20*20mm 到

400*400mm，产品壁厚 1.5mm 到 20mm。 

本厂拥有去应力退火炉和中频炉设备。通过该炉可消除异型管冷弯成型过 

程中产生的应力，使异型管材角部和平面部分保持一致的碳素钢标准机械

性能，大大提高了异型管的焊接性能。 

本厂 2006 年已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我们要始终以质

量为本、以信誉为先。 

秉承：“真实做事，诚实待人”的理念，生产高品质的产品。 

 

 

日本貝託精機株式會社                                   W1-D82  
贝托传动设备（沈阳）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西路 77-7 号 

电话：024-85612756 

传真：024-85612756 

邮箱：401967201@qq.com 

网址:www.beitto-china.com 

BEITTO 貝託（日本）总部设立在日本东京。公司主要从事 BEITTO 貝託高

精度行星减速机的研发，生产，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 

为了满足当今越来越苛刻的生产使用需求，公司不断创新，研发出适用于

不同工况的行星减速机以最大限度满足市场需求。 貝託自始至终重视现

有产品的质量和行业所需求新产品的研发，努力适应市场和顾客需求的变

化，坚持“加貝努力，不负重託，追求卓越，引领创新”的企业精神，不

断创新技术和管理。持续改进产品和服务，竭诚为客户提供优质、超值的

工程和技术服务，实现与客户、合作伙伴携手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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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W1-D88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67号北方国际传媒中心三层 

联系人：班科 

电话：18640860740 

联想是首家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中国 IT 科技企业。作为全球 PC 第一品牌，

联想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2019/20 财年，联想个人电脑全球市场份额

达 24.5%，蝉联第一。联想的业务遍布全球 180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6.3

万名员工。联想在全球开设了 17个研发基地，和 4 个 AI 创新中心，每年

投入 100亿元研发，积累专利及专利申请超过 2.9万件。 

30 多年来，秉持“产业报国”的初心，联想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产业进步、

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在今年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联想克服

种种困难，全力以赴紧急驰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所需所有设备，第

一时间投入抗击疫情的战斗。同时，为 120多个城市的医院、防控应急机

构，提供 IT解决方案，帮助搭建应急医疗 IT保障系统。  

联想“生”于 PC，不止步于 PC。联想致力于为所有人提供智能科技，开

发能够改变世界的创新技术。通过设计与制造全球最完备的端到端的智能

设备与智能基础架构产品组合，联想引领和赋能智能化变革，为全球亿万

消费者打造更好的体验和机遇。联想依托从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到供应

链运营的综合竞争优势，联想可以将创新快速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让全

球范围内的消费者在各个场景下都能够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沈阳浩瑞肯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W1-D93    
联系人：陆经理 

电话：024-23511859 

传真：024-23511859 

邮箱：wanglili@syhrc.cn 

网址：http://www.syhrc.cn 

沈阳浩瑞肯工业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工业精密配件产销与工业技

术领域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公司以“因为专业、所以领先”为企业精神，

与包括 SIT、德马工业等众多知名品牌积极合作，为各行业客户提供一站 

 

 



List and Profile of Exhibitors 

参展厂商名录 简介 

 198 

W1 
展位BOOTH 

 

 

 

 

式工业技术服务。当前，公司主营产品有工业皮带及带轮、工业辊筒、超

声波切割设备、橡胶制品等。公司服务范围涉及数字加工、物流、汽车工

业、包装印刷、工业机器人等诸多领域，多年来深受合作伙伴的广泛好评。 

 

 
希艾特意得维(上海)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W1-D93    
电话：+86 (21) 5108 2206 

传真：+86 (21) 6486 3511 

邮箱：info@sit-shanghai.com 

网址：www.sit-shanghai.com 

希艾特意得维(上海)传动机械有限公司是致力于为中国及其它亚洲市场

服务的意大利 Scaglia 集团旗下的独资子公司。 

希艾特意得维(上海)传动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它具备并传承

了意大利 SIT 强大的制造能力，公司建立了经验丰富的技术团队支持和高

效作业安排，向所有客户确保 SIT的全球质量标准。 

 

 

山东华准机械有限公司                                   W1-D97 
地址：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经济开发区新世纪路 21 号 

联系人:王经理 

电话：0537-7285966 

传真：0537-7288256 

网址： Http://hzmotion.1688.com 

从北京天安门金水桥算起，沿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东经 116.4 度）向南 467

公里，就是山东华准机械有限公司的坐落位置。专业化生产各种精密传动

及定位用零部件，广泛应用于自动化操作，数控化机械，流水化生产线等。

生产产品：●TKK/TKA 等 6 个系列直线机器人模组 ●HZM 系列数控工作台

●MC/MGD/MGS/NH 系列螺母座●EK/EF BK/BF FK/FF WBK 系列，高刚性，

大承载力滚珠螺杆支撑座 BK-TAC,EK-TAC,FK-TAC 多个系列滚珠丝杠专用

轴承座（螺杆支撑座）●CRU 系列交叉滚子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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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灵德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W1-E04/5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云林春笋东路 77 号 

电话：0510-88551360 

网址：www.lind-world.com 

公司成立于 1984 年,是台湾最早一批从事空压、电驱产品的生产制造型企

业；于 2015 在无锡设厂，专注于电动缸、伺服压机、模组的研发、设计、

制造与销售。 

 

 

山东伟天实业有限公司                                   W1-E07 
地址：济南市天桥区药山科技园小鲁庄工业园一区 

电话：0531-85809899 

主要展品：同步带 

山东伟天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贸易和投资于一体的综合型

实业公司，下设：橡胶传输公司、丝绸文化公司、轨道科技公司和资源投

资公司等分支机构。 橡胶传输公司成立于 1990 年，是总公司早期的支柱

产业，主要以生产销售输送带、同步带、窄 v 带、多楔带、联组带、农机

带、液压钢编管、密封件、橡胶板等橡胶制品为主。2006 年，公司通过

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市场营销上，依托公司现有完善的国内

销售网络平台和多年来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伟天”牌系列橡胶制品不

但广泛应用于以魏桥创业集团、时风集团、山东能源集团等为代表的国内

各大型企业，并且远销东南亚及许多---国家，广泛取得海内外用户的一

致好评。而传输机械装置及配件的生产项目延伸，更加丰富了企业的产品

线和市场竞争力。二十多年专业的传输装配设计和服务经验，使伟天实业

在行业内名声斐然，“及时满足或超出客户需求，提供高品质产品，持续

改进我们的内部流程和服务质量”是我们一直秉持的信念。 伟天人一直

致力于新产品的开发，多年来不断地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为

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元素。2004 年，公司与美国私募及投-公司“黑石”旗

下的传动领域全球巨头--美国盖茨（gates）橡胶公司，进行技术和市场

战略开发合作，进一步提高了技术水平并挖掘了市场高端的潜在需求。 

 

 

 

 

http://www.lind-worl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