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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
称华南地区最具规模和影响

力的2017华南国际工业自动

化展览会（以下简称：华南

自动化展）今天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

开幕！为期三天（6月28日-30日）的展

会将吸引来自超过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50家工业自动化企业倾情献演，展出

面积达30,000平方米。

作为中国南方市场最重要的工业

自动化展会之一，2014年，这一品牌例

展正式被纳入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

（Hannover Messe）的全球工业系列展

之一，并凭借专业的办展理念和强大的

资源网络开启展览会的全新格局。2016
年的华南自动化展成绩喜人：吸引了来

自丹麦、德国、韩国、加拿大、美国、

日本、新加坡、以色列、意大利、英

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13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450家工业自动化企业参展，

在工业机器人、控制系统、机器视觉和

机械零部件领域内倾情献演先进的自动

化产品、技术和服务，提供智能制造

解决方案。其中，备受瞩目的工业机

器人吸睛亮相，现场近30个机器人品牌

展示了包括人机协作机器人在内的多

款领先产品及先进技术。2016年展会共

迎来专业观众32,313人，较2015年增长

30.34%，再一次印证了华南自动化展在

中国南方市场的巨大号召力和影响力。

不少展商都对往年的华南自动化展

给予了高度评价：

SMC(广州)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IASZ是深圳区域影响力较大的展

会，感谢主办方展前展后细心服务。

本次参展效果超过预期，人流量超过

2500人次；通过本次展会我们希望提高

SMC在深圳区域的市场影响力，更好

的服务华南区域客户。2017年SMC会继

续关注并参加IASZ。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IASZ 2016已经完美落幕,对于此次

展会总的来说效果还不错, 展会的全面

推广及较大阵容吸引不少专业观众前来

参观，庞大的参观团队伍也给此次展会

增加了不少人气，同时三菱在此次展会

中也发掘了部分潜在客户，希望在后续

的展会能邀请更多的业内知名企业参展

从而吸引更多的专业观众前来观摩。

威强电工业电脑(上海)有限公司

威强电工业电脑(上海)有限公司选

择IASZ的平台在华南区首次亮相，每

天都有数量相当可观的优质专业观众，

展会的效果和人流量超出预期，让更多

的专业人士了解到威强电的品牌和产

品。主办方的贴心服务也给予我们很大

的支持，祝华南自动化展越办越好！

优傲机器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参加此次华南工业自动化展，觉

得还不错，挺有效果，观众很专业。我

们选择IASZ展会，在专业展会上去曝

光，让更多的行业人士知道我们企业,
赢得更多潜在客户，期待下次合作！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井喷式发展，作

为全国1/3服务机器人厂商的集聚地，

深圳的机器人产业凭借诸多优势和政策

红利迎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本届展会

仍将着力打造工业机器人专区，汇集全

球近30个机器人品牌，现场展示包括人

机协作机器人在内的多款先进产品与技

术。

同时，展会同期还将举办工业物联

网应用发展研讨会：随着17年政府工作

报告的发布，传统产业变革再一次被推

上风口浪尖。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

发展使中国制造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态

势，仅仅工业物联网的整体规模就已连

续保持着30%以上的增速势头。制造企

业内部改革，信息化融合提升自身竞争

力是推动工业物联网发展的主要原因。

物联网技术为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创造

了一个结合点，使两者在技术、产品、

管理等各个层面相互交融，以信息化带

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帮助

企业进行生产流程、组织管理和服务升

级等方面的改造，进而提升企业在全球

市场中的竞争力。“工业物联网应用发

展研讨会”是国内领先的IIOT技术应用

主题论坛之一，旨在打造物联网技术应

用专家、领袖与制造企业间的开放交流

平台。

2017年，无论在参与度、服务，亦

或是技术、新品等方面，华南自动化展

将有前所未有的突破，进一步巩固华南

自动化展作为华南市场风向标的地位。

同时，随着“中国制造2025”政策方针

的深化，中国智造已然成为促进中国传

统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今年的展

会聚集了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自

动化企业，在传感器/连接器、工业机

器人、运动控制、机器视觉等专业展区

内为观众展现工业4.0智能制造解决方

案，打造自动化行业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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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展品速递 Exhibit Highlight

广东安川美的工业机器人有限
公司：MOTOMINI遥控器组
装工作站
Guangdong YASKAWA-
MIDEA Industrial Robotics 
System Co.,Ltd.

品范围包括模具加工机械、金属成形机

械、金属切削机械、精密注塑机、机械

手、机床周边设备、三维扫描、3D打印

机、精密计量仪器、牙科专用机械、电

子设备、精密刀具及附件、自主研发柔

性生产线及自动化设备等。本司拥有专

业的自动化团队, 为客户提供全面生产

自动化方案。从客户提出设计理念到产

品开发, 由满足客户需求到全面方案提

供, 宝力有优秀的应用工程团队作为技

术支持。以"创新" 与" 科技"为出发点, 
真正提升产能和效益为目标, 用先进技

术引领行业发展。

FMS II通过CC-Link做通讯连线，

智能柔性排产系统实现生产流程安排和

生产调整。机床加工配置断刀检测装

置、刀具寿命管理系统，自动清洗和吹

风机构，机器人实现产品在自动上下料

仓库与机床间的搬运传递，实现智能柔

性生产。

生产状态、设备运行情况、报警记

录等，可透过MDC机床数据实时监控系

统实现机床数据生产监控，也可透过手

机通过网络了解目前的产线状况。

FMS II适用于单一、大批量产品。

电话/Tel : (86) 769-8538 9897  
E-mail: main@protechnic.com.hk
网址/Web：www.protechnic.com.hk
展位号/Booth：2.11

深圳市大族电机科技有限公
司：机器人Elfin
Shenzhen Han’s Motor S&T 
Co.,Ltd.

大族电机自2005年成立以来，致

力于直驱系统在国内的研发、推广、应

用，得到了广大客户的支持和信赖，是

国内直驱电机的领先者。公司产品由最

基础的电机零部件延伸至工业机器人本

体及系统集成，在电机等产品市场占有

稳固份额的同时，目前正在逐步立足于

工业机器人领域。

集减速机、电机、编码器以及驱动

控制于一体的协作型六轴机器人；采用

模块化安装，装配快捷，控制简单，维

修方便，成本较低；采用轻型设计，标

准额定负载为5Kg，自重仅为21Kg，方

便在生产场地移动；其制造公差很小，

重复精度能够达到±0.1mm，满足生产

需求。

为人机协作机械手，能够配合工人

工作；还可应用于集成自动化产品线、

焊接、打磨、装配、搬运、拾取、喷漆

等工作场合。

电话/Tel : 0755-26983668
E-mail: hansmotor@hanslaser.com
网址/Web：www.hansmotor.com
展位号/Booth：2.46

深圳市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反渗透纯水设备
Shenzhen Hongsenhuanbao 
Technology Co., Ltd.

 

numerous patents both in Japan and abroad. 
For Water Expo 2017, “TAI-FLEX”, 
a ductile iron ball type flexible expansion 
joint which was developed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pipeline from pulling out 
of jointed parts and/or damage which are 
caused by ground settlement in reclaimed 
land and soft ground, will be introduced. 
“F L A N G E  R E I N F O R C E M E N T 
FITTING” and “G-LOCK”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Please stop by and check 
our products at stand 3A81 for more 
information.

A ductile iron ball type flexible 
expansion joint which was developed to 
cater for expansion / contraction, twisting, 
subsidizing. Available in 50mm – 1800mm 
in diameter and 100mm – 800mm in 
subsidence. Please inquiry for larger 
diameter or subsidence.
电话/Tel : (852) 2314 0093  
E-mail: jrichltd@netvigator.com
网址/Web：www.jumborich.com
展位号/Booth：3A81

深圳市协和传动器材有限公司
Shenzhen Xiehe Transmission 
Equipment Co.,Ltd.
 

深圳市宏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收

购在水处理行业长达十六年的著名品牌

“宏森”，该品牌创立于2000年，实缴

注册资本2000万，2014年5月被政府纳

入非上市公司公众监管平台，是一家集

工业超纯水设备，污水处理设备，海水

淡化设备等为一体的最早从事该行业的

权威企业之一，是中国工业水处理十大

品牌、广东省质量检验协会会员、广东

省标准化协会会员、深圳市食品行业协

会理事单位，是广东省首批水处理设备

A级卫生信誉度生产企业，首届“深圳

市诚信单位”，中国水处理行业委员会

常务会员单位。

反渗透是最精密的膜法液体分离技

术，进水(浓溶液)中的水分子部份通过反

渗透膜成为稀溶液侧的净化产水;反渗透

设备能阻挡所有溶解性盐及分子量大于

100的有机物，但允许水分子透过，反渗

透复合膜脱盐率一般大于98%。我司生产

0.25T/H到1000T反渗透水处理设备。

电话/Tel : 400-9969-506
E-mail : hongsen@hongszg.com
网址/Web：www.hongszg.com
展位号/Booth：3A77

大成机工株式会社：
TAI-FLEX
Taisei KikoCo.,Ltd.

 
TAISEI KIKO, a pioneer of technical 

operations with overseas partners, has been 
establishing worldwide network from the 
early stages. Today, our products are shipped 
throughout Asia and Europe, and we hold 

时代的变迁生产方式逐步转向轻松

而又高效的工业自动化时代；凸轮机构

由此而诞生它的诞生带动了传统工业自

动化行业的转型，使其迈向了新的工业

自动化行业时代的新高点！协和公司的

凯德仕品牌经过多年的锤炼在自动化行

业中得到了广大使用者的赞誉和支持。

凸轮机构是实现间歇运转机械，具

有自锁功能、分割精度高、顺畅度良好

无噪音、可高速运作间歇传动、运作平

衡等显著优点。广泛应用在包装机械、

制药机械、自动送料机、电光源设备、

雕刻机械、焊接机械、电池机械、印刷

机械、灌装机械、组合机械等行业之中

并作为自动化机械设备的核心传动装

置,发挥著极其重要的作用！产品远销欧

美、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并在中国大

陆占据著领导地位。

电话/Tel : +86(755) 29717786
E-mail: szxiehe1688@126.com
网址/Web：www.szxhe.com
展位号/Booth：4.18

由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和美

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聚

焦于3C行业机器人系统集成及适用于

3C行业的机器人本体研究开发，致力

于成为3C行业工业机器人制造商、服

务商的领先者。工厂致力于3C行业机

器人系统集成以及适用于3C行业机器

人本体研究开发，满足3C行业用户生

产线自动化的广泛需求。公司自2016年
3月正式运营。

其中，MOTOMINI遥控器组装工作

站与运用MH5F组装对比优点：

1、在使用分度盘式组装的生产线上，

如果将Mmotomini机器人配置于内侧，

就能够实现非常紧凑的布局。

2、Motomini拥有更小的本体体积，更

小的控制柜。所对应的生产线的占用面

积更小。针对这案例来说可缩短至少

10m2 面积。

3、Motomini拥有更小的本体体积和重

量，运行速度极快，可实现高速组装，

可提升生产效率。

4、Motomini更适用于小范围的产品组

装，干涉面积小。与人相邻危险系数相

对较低。

5、集成度更高，易于移到和搬运。

适用范围：

1、各种电子产品的快速组装。

2、精密机械仪器的快速组装

     （如手表）。

3、其他产品的快速组装。

电话/Tel :  150-1750-6809
E-mail:lijun@yaskawa.com.cn
网址/Web：www.yaskawa.com.cn/
about/medi.aspx
展位号/Booth：3.22

宝力机械有限公司：
FAST CELL系列
——柔性生产单元（FMS II）
Pro-Technic MachineryCo.,Ltd.

 
宝力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77年, 

至今已有四十年历史，以引进世界各地

精良机械、先进技术及提供优质的售前

及售后服务为己任，现为中国及香港主

要自动化设备集成商及机械代理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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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s Lists 论坛日程表

时间 Time 地点 Venue 论坛主题 Topics 主办及承办单位 Hosts & Organizers

6月28日                
28th June                   
9:30-17:00

4号馆 会议区                     
On-site Conference 
Area of Hall 4

中国（深圳）国际机器视觉技术及工业应用研讨会
China (Shenzhen) Machine Vision Technology & Application 
Conference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中国机器视觉产业联盟 
中关村机器视觉产业联盟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China Society of Image and Graphics (CSIG)                          
China Machine Vision Industry Union(CMVU) 
Machine Vision Industry Union of ZGC (ZGCMVU)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6月28日                 
28th June                   
9:30-12:00

2号馆 会议区                     
On-site Conference 
Area of Hall 2

机器人与智能制造
Robots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                      
广东省机器人专业委员会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Guangdong Provincial Automation Society 
Guangdong Robot Technical Committee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6月28日                 
28th June                   

13:30-17:00

2号馆 会议区                     
On-site Conference 
Area of Hall 2

2017工业物联网应用发展研讨会（深圳） 
2017 Industry IOT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Seminar 
(Shenzhen)

深圳市智物联网络有限公司 
广东省物联网协会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Mixlinker Networks (Shenzhen) Inc. 
Guangdong Association of  IOT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6月28日                
28th June                   
9:30-12:00

3号馆 会议区                     
On-site Conference 
Area of Hall 3

中国制造2025之中小企业破局 
- 制造业转型升级必由之路 高端沙龙
The transition of  small companies  for Chinese manufacture 
2025—— the necessary way to go through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广东省自动化学会(GDAA) 
广东省机械工程学会(GDMES) 
华南智能机器人创新研究院 
广东省智能制造产业联盟 
中国自动化网 
中自网 
《智慧工厂》 
《变频器世界》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Guangdong Association of Automation  
Guangdo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Society 
South China Robotics Innov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Guangdong Smar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lliance 
www.ca800.com 
www.ca168.com  
Smart Factory 
The world of inverters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6月28日                 
28th June                   

14:00-15:00

3号馆 会议区                     
On-site Conference 
Area of Hall 3

自动化技术沙龙
Automation Technology Salon

中华工控网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gkong.com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6月28日 
28th June 

14:00-18:00

深圳会展中心 
六楼郁金香厅 
Tulip Meeting Room 
of SZCEC (6th floor)

蚂蚁工场平台发布会暨项目闭门路演
Press Conference & Project Closed-door Roadshow 
of mymooo.com 

深圳蚂蚁工场科技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www.mymooo.com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6月29日                
29th June                   
9:30-17:20

4号馆 会议区                     
On-site Conference 
Area of Hall 4

中国（深圳）国际机器视觉技术及工业应用研讨会
China (Shenzhen) Machine Vision Technology & Application 
Conference

中国图象图形学学会    
中国机器视觉产业联盟 
中关村机器视觉产业联盟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China Society of Image and Graphics (CSIG)                          
China Machine Vision Industry Union(CMVU) 
Machine Vision Industry Union of ZGC (ZGCMVU)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6月29日                 
29th June                   
9:00-16:30

2号馆 会议区                     
On-site Conference 
Area of Hall 2

OPC中国巡回研讨会 深圳站 
—使用OPC UA构建工业物联网
OPC China Seminar Tour Shenzhen Station  
—— Use OPC UA to build industrial IIOT

OPC中国协会  
中国工控网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OPC China 
gongkong®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6月29日                 
29th June                   

10:00-15:30

3号馆 会议区                     
On-site Conference 
Area of Hall 3

自动化技术沙龙
Automation Technology Salon

中华工控网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gkong.com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6月30日 
30th June           

9:30-12:00"

2号馆 会议区 
On-site Conference 
Area of Hall 2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高峰论坛
Industrial Internet &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ummit Forum

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管理协会 
工业互联网专业委员会 
迈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汉诺威米兰展览（上海）有限公司
China Machinery Enterprise Management Association   
Industrial Internet Professional Committee                                                  
Media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Hannover Milano Fairs Shanghai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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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精选 Selected Exhibitors

上海圣克赛斯液压机械
有限公司
Shanghai Success 
Hydraulics Press Co., Ltd.

 

上海圣克赛斯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液压阀类与液压附件贸

易、液压元件研发与成套系统设计的公

司，公司秉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

持续改进、顾客满意”为企业的质量服

务宗旨，以技术、创新为发展，以诚

信、务实、方便、快捷为保证，树立良

好的企业形象，受到客户的广泛好评。 
主要业务有代理销售美国SUN插

装，设计生产各类集成阀块以及液压系

统的集成设计和制造。公司有专业的销

售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为客户提供技术

咨询服务和现场指导调试服务。主要产

品分为液压元件和液压系统两大类：

（1）液压元件类主要包括美国高

性能液压螺纹插装阀和设计、制作各种

液压油路块及阀组。

（2）液压系统主要包括风电液压

刹车系统、军舰液压拖拽绞车泵站、海

上石油托管架液压系统及各类液压动力

单元。

Shanghai Success Hydraulics Press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hydraulic valves, hydraulic components and 
hydraulic accessories trade development and 
design of complete system of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uphold the principle of 
"elaborate design and production,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 the 
quality of enterprise service, technolo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integrity and 
pragmatic, convenient and fast as guarantee, 
establish a good corporate image, has been 
widely praised by customers.

The company's main business is the 
United States sales agent SUN plug-in,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integrated valve block and hydraulic system 
integratio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sales staff 
and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o provide technical advisory services and 
on-site commissioning services. The main 
products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f hydraulic components and hydraulic 
systems.

(1) hydraulic components mainly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high performance 
hydraulic threaded cartridge valve and the 
design, production of various hydraulic 
block and valve block.

(2) the hydraulic system mainly 
includes the hydraulic braking system of the 
wind power, the hydraulic press of the naval 
vessel, the hydraulic system of the offshore 
oil holding frame and various hydraulic 
power units.
电话/Tel :  021-57825467
E-mail:sales@successsun.com
网址/Web：www.successsun.com/
展位号/Booth：3A09

埃莫运动控制技术（上海）
有限公司
Elmo Motion Control Ltd.

Elmo Motion Control是全球领先的

运动控制解决方案提供商，一直致力于

降低自动化行业各种设备的成本、减小

机器尺寸，同时，加强设备的性能与可

靠性。

客户需要能够节省空间以及减少

布线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这种需求日

益增加。客户始终寻求摆脱“布线噩

梦”以及摒弃笨重的电气柜。通过使用

Elmo的PCB插针式智能驱动器，即可减

小设备的尺寸，优化机器的生产性能，

并节约成本（占用更少空间，减少电气

柜、线缆、接插件、滤波器、人工和维

护）。

Elmo 伺服驱动器结实耐用，并且

能实现自动化机器的占用空间最小化，

而且可以安装在任意位置：电机内，电

机上，电机旁，机器内，移动负载上，

或其他任何窄小空间，它可以经受住强

烈的机械振动，耐高温和低温，抗电磁

干扰和适应湿度大的环境。

Gold Twitter 革命性的纳米伺服驱动

器是 Gold 系列体积最小的最新成员，

仅重 0.77 克，体积不足 13 立方厘米，

可输出50A/100VDC 超强电流电压。

Gold Twitter 拥有纳米级体积，轻如

蝉翼，高输出功率，紧凑的结构，先进

的伺服功能以及“最高智能”，能够满

足高产量高精度需求的挑战，成为高端

机器的完美解决方案。

电话/Tel : +972 (0)3 929 2300
E-mail:info@elmomc.com
网址/Web：www.elmomc.com
展位号/Booth：2.09

深圳市华敏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uamin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市华敏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深圳

市龙岗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本公司

已成长为流体控制行业的深圳最大集成

供应商，是南亚、BDQQ牌塑料管阀在

广东最大的库存经销商，不锈钢管件阀

门拥有大量的库存，气动、电动阀门可

以随时满足您的需求。本公司的经营宗

旨是以最好的服务、最短的响应时间为

您提供性价比最好的产品。

本次展会带来气动PVC法兰球阀。

气动PVC法兰球阀由气动执行器和PVC
法兰球阀组成，由于塑料阀门质量轻、

耐腐蚀、不吸附水垢等优点，在给水和

工业用其他流体的塑料管路系统中，其

应用方面的优势是其他阀门无法比拟

的，被应用于多个领域，如一般纯水和

生饮水管路系统、排水和污水管路系

统、盐水和海水管路系统、酸碱和化学

溶液系统等多个行业。

电话/Tel : 0755-28831998
E-mail: xjh369800@163.com
网址/Web：www.szhuamin.com
展位号/Booth：3A82

苏州吉矽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Celeramotion Co., Ltd.

Celera Motion是Novanta公司（纳斯

达克股票代码： NOVT）的一个运动控

制业务部门，而Novanta是一家领先的

核心技术解决方案全球供应商，为先进

工业和医疗OEM厂商提供竞争优势。 
Novanta将光子学与运动之交集方面的

深厚专业技术与已经证明的复杂技术难

题解决能力有效地结合起来。 这能够使

Novanta设计制造出核心元件和子系统，

提供极高的精度和性能，为客户的苛刻

应用量身定制。 Novanta为世界各地的

客户提供高度工程化的激光、视觉和精

密运动解决方案。

Celera Motion的精密元件和子系统

解决方案帮助世界各地的技术驱动的

医疗和先进工业OEM厂商解决其在具

体应用方面所面临的难题。MicroE和

Applimotion产品的品牌名称和定位保持

不变，而我们对产品质量和交付的长期

坚定承诺也是如此。

Celera Motion is a motion control 
business of Novanta Inc. (NASDAQ: 
NOVT), a leading global supplier of core 
technology solutions that give advanced 
indust r ia l  and heal thcare  OEM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Novanta combines 
deep expertise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hotonics and motion with a proven ability 
to solve complex technical challenges. 
This enables Novanta to engineer core 
components and sub-systems that deliver 
extreme precision and performance, tailored 

to our customers' demanding applications. 
Novanta delivers highly engineered laser, 
vision and precision motion solutions to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电话/Tel : +86-512-6283-7080
网址/Web：www.celeramotion.cn
展位号/Booth：2.75

广东葆德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Baldor-tech 
Co.,Ltd.

 
广东葆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研发、生产节能空压机的制造商。空压

机产品涵盖常规系列、智能永磁变频系

列、涡旋系列、永磁低压系列、永磁二

级压缩系列等。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

受到广大客户好评！

葆德科技致力于打造行业最智能

和最节能的空压机，在业内创造四个最

早——最早生产智能永磁变频空压机，最

早运行空压机远程在线监控系统，最早在

空压机上采用触摸屏系统，最早使用物联

网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永磁系列空压机

无论是技术和销量在中国均处于遥遥领先

地位。在国内拥有近百家实体专卖店，具

备完善的销售、服务网络。 
Guangdong Baldor-tech Co., Ltd 

is focusing on R&D, producing energy-
saving air compressor, include fixed speed 
air compressor, permanent magnet VSD air 
compressor, scroll air compressor, permanent 
magnet low pressure air compressor, 
permanent magnet two-stage air compressor,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all kind of industries 
and get various praise.

Guangdong Baldor-tech Co., Ltd is 
dedicated to make the most intelligent and 
energy-saving air compressor. We are the 
first one to produce permanent magnet 
VSD air compressor, create online remote 
control system for air compressor, use touch 
screen and introduce Internet of Things to 
provide value-added service for customers. 
B∝D permanent magnet air compressor is 
far ahead the world in both technology and 
sales.Baldor-tech has nearly 100 showrooms 
in domestic market with sound sales and 
service network. B∝D compressors has 
been exported to all over the world.
电话/Tel :  0757-87398111
E-mail:baldor@baldor-tech.com
网址/Web：www.baldor-tech.com
展位号/Booth：3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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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器人、数控设备、电子、航空航

天、军工、医疗器械等行业。经过多年

的经验积累，我们的团队不断扩大，专

业和技术不断地创新，我们的诚信和优

质服务，得到了各行业客户的一致肯定

和好评。

经过多年的发展，东茂建立了覆盖

全国的服务网络，华东(苏州、济南)、
华南(东莞)、华北(北京)、西南西北(成
都)等多城市设置办事处，提供选型、安

装、调试、产品销售等全方位服务。目

前公司代理经营的产品占领了较高的市

场份额，成为中国地区谐波减速机和帝

人减速机的著名经销商，还成为了某些

机械行业唯一认可的供应商。

电话/Tel : 0512-69368520
E-mail:sales@dongmao-drive.com
网址/Web：www.dongmao-drive.com
展位号/Booth：2.313

爱特蒙特光学（深圳）
有限公司
Edmund Optics (Shenzhen) 
Co., Ltd.

C3Selected Exhibitors 展商精选

埃迈诺冠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Norgren Co., Ltd.

应的便捷服务。

研华智能设备自动化团队于1990年
开始致力于设备自动化解决方案系统组

件，在智能控制产业，产品由各式机械

手控制器到Softmotion运动控制系统、

EtherCAT控制系统，机器视觉全系列解

决方案等，可以为客户提供产品面向最

完整、技术最深入的智能设备自动化解

决方案，并在两岸设备自动化市场迅速

扩大市占率。

Founded in 1983, Advantech is a leader 
in providing trusted innovative embedded 

and automation products and solutions. 
Advantech offers comprehensive system 
integration, hardware, software, customer-
centric design services, and global logistics 
support; all backed by industry-leading 
front and back office e-business solutions.
We cooperate closely with our partners 
to help provide complete solutions for a 
wide array of applications across a diverse 
range of industries. Advantech has always 
been an innovator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e of high-quality, 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 platforms.

Advantech iMachinery division 
was founded in 1990, offered trustworthy 
Machine Automation products and 
servicesthat enable smart applications on our 
increasingly intelligent equipments. Contains 
Robot controllers, soft-motion Motion 
Control, EtherCAT control system and 
Machine Vision solution. With Advantech, 
there is no limit to the applications and 
innovations our products make possible.
电话/Tel :  800-810-0345
E-mail:www.advantech.com.cn
网址/Web：www.advantech.com.cn
展位号/Booth：2.08

苏州工业园区东茂工业设备
有限公司
Suzhou Industrial Park 
Dongmao Industrial 
Equipment Co.,Ltd.

 
总部位于中国苏州，主要从事绿

的谐波减速机、Nabtesco(帝人)减速机

销售、服务，为客户提供最完善的工业

自动化解决方案，且凭借产品卓越的性

能、优良的品质、高效的服务赢得客户

的支持和信赖。

东茂在国内通过与各地合作伙伴的

密切合作，产品广泛用于工业机器人、

方案。经过多年在视觉行业的磨砺，公司

已发展成为一家技术力量雄厚，售后服务

完善，客户信赖的机器视觉企业。

波创自成为DALSA智能视觉系统的

中国区代理商以来，在广大客户的鼎力支

持下，公司的业务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公司主要产品：机器视觉系统（包括硬件

和视觉处理软件)。主要适用于：外形测

量，角度测量，圆弧度测量，同心圆测

量，计数，边缘控制，模式匹配，表面

缺陷检测，条形码阅读，二维码读取及

字符识别等检测要求。公司主要客户：

通用汽车，大众汽车，康明斯发动机，

Foxconn,Tyco,Molex,伊利牛奶，华润啤酒，

强生制药等。上海波创机器视觉系统在很

多行业都有成熟的应用，我们做过的部分

典型案例：汽车装配的车架号识别，车轮

设别，轮胎装配识别，发动机装配过程中

的轴瓦检测，涂胶检测，活塞环的位置检

测，iphone的home键定位，mesh的定位，

以及溢胶，手机壳的边框尺寸检测等。

电话/Tel :  86-21-50312147
E-mail: info@botrong.com
网址/Web：www.botrong.com
展位号/Booth：4.32

余姚金锐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Yuyao Jinrui Pneumatic 
Element Co.,Ltd.

 
余姚金锐气动元件有限公司是一

家坐落在宁波余姚, 专业生产各式各样

塑料软管,例如PU管/PU夹纱管,PE管, PA
管,PVC管, EVA管,橡塑管,已成立十多年. 
我司产品基本上出口到欧洲,美国,北美

市场,俄罗斯,中东,日本为主。

We are manufacturer located in Yuyao 
city and specialized in all kinds of plastic air 
hose such as PU/PU YARN hose, PE hose, 
PA hose, PVC hose and EVA hose for more 
than 10 years.We have exported to Europe, 
USA, Russia, Latin American and some Mid 
East coutries, Japan.
电话/Tel :  0574-62278910
传真/Fax：0574-62278310
E-mail:sale@jinruiyuyao.com
网址/Web：jinruiyuyao.en.alibaba.com
展位号/Booth：3A08

 
诺冠（Norgren）是世界著名的气

动和流体控制产品制造和供应商，是英

国IMI集团全资子公司。诺冠公司通过

精选的经销商网络遍布全球75个国家；

16000多名员工的国际网络。

诺冠中国于1996年在上海正式成

立，是英国IMI集团在中国大陆投资的

第一家公司。目前在全国10个地区设立

办事处。2006年在上海建立了全球第四

个技术研发中心，是对美国、德国和英

国全球技术中心的有力补充。诺冠的核

心产品包括气缸、阀、气源处理设备、

气管及接头等。涉及工业自动化、铁

路、能源、商用车、生命科学等领域。

全新Excelon Plus——模块化空气处

理设备，适用于所有工业应用。Excelon 
Plus是最新一代IMI Norgren空气处理设

备，旨在满足当今客户的需求。它提供

卓越性能，结构紧凑、重量轻，而且

具有出色的坚固性，适用于所有工业应

用。Excelon Plus以安全为设计理念，

提供内置的干预防护功能，并在滤杯上

使用独一无二的双锁机构。在全新的设

计中，滤芯总成可与滤杯一同拆下，进

一步简化了维护的过程。凭借超薄的快

速夹紧系统，在需要独立安装或模块化

总成的情况下，可使用创新系列的IMI 
Norgren Excelon Plus产品。一体式快速

夹总成具有集成式支架，无需断开管道

连接，即可安装和拆除装置。

电话/Tel : 021-24161800
E-mail:info@norgren.com.cn
网址/Web：www.norgren.com.cn
展位号/Booth：2.220

北京研华兴业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Advantech Co., Ltd.

 
研华科技是全球智能系统产业的领

导厂商，自1983年成立至今，研华全球

分支机构遍及在21个国家, 拥有专职员

工超过7000名。事业群组织分别专注于

工业自动化、嵌入式电脑、智能系统及

智能服务四大市场，并联合多家合作伙

伴形成了强大的技术服务和营销网络，

为客户提供真正全球化布局、本土化响

爱特蒙特光学于1942年由Norman 
Edmund创立，如今已从一个人的梦想发

展成一家全球企业，服务于全球各地的

研发、电子学、半导体、制药、医药和

军用市场。爱特蒙特光学的产品应用于

各种应用场合，从DNA测序到视网膜眼

睛扫描，再到高速工厂自动化。

爱特蒙特（EO）推出了超紧凑

TECHSPEC® UC系列定焦镜头. 这款

镜头专为 ≤2.2μm的像素而设计，能

在整个传感器范围内提供高等级的分

辨率 (>200 lp/mm)，并与所有标准C接

口相机相容。无论是相机传感器尺寸

较小的应用，还是不同工作距离的应

用,TECHSPEC® UC系列镜头都有出众

表现，因此非常适用于检测、工厂自动

化、生物医学装置及其他广泛应用。

电话/Tel : (+86) 0755 2967 5435
E-mail:chinasales@edmundoptics.cn
网址/Web：www.edmundoptics.cn
展位号/Booth：4.10-1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
Shanghai Botrong Electric 
Co.,Ltd.

 
上海波创电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

年，公司总部位于上海，目前已在北京、

深圳、成都、杭州、武汉、大连等地设有

办事处，是一家从事机器视觉产品的推广

及技术服务的专业公司。公司致力于为汽

车，电子，制药，包装，食品，纺织，玻

璃等行业的客户提供专业的机器视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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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屋百迪精密机械（苏州）有
限公司：高精密联轴器
Nabeya Bi-tech (Suzhou) 
Co., Ltd.

在日本拥有450年的历史，始终以

自己公司的品牌，制造和销售时代需要

的产品。我们通过提供高精度，高性能

的机械配件产品，为了给目前中国发展

显著的半导体行业，液晶显示行业，

LED,太阳能电池行业等，以及生产产值

为世界第一的机床行业，和各种产业做

出贡献而进入了中国。

NBK是精密小型联轴器的第一品

牌，拥有只有专业厂家才有的丰富的联

轴器种类。除了拥有可对应最新伺服马

达高应答性的高减振能力联轴器XG系

列以外，还有与之前常规相比较，拥有

最高刚性的簧片型联轴器XHW，与步进

马达完全一体构造的一体狭缝型联轴器

MS，对轴承的负荷·反作用力小的十字

接头型联轴器XUT，价格性能优越的十

字滑块型联轴器MOR，超高精度的一体

刚性型联轴器XRP等系列。NBK给您提

以满足规格的最适合的联轴器产品。

With more than 450 years of history 
in Japan, the NBK brand has always 
stood for the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sale of products based upon the needs of 
the time. Now focusing on growth in the 
North American market, the company has 
incorporated NBK America LLC to show 
commitment to long-term institutional 
success and develop products tailored for 
the local market. We provide high-precision, 
high-performance machinery products, 
to support North America's remarkable 
developments in the semiconductor, flat 
panel display, LED, robotics, solar cell, 
biotechnology and other industries. 
电话/Tel : 0512-5290-1560
E-mail: info@nbk1560-chn.com.cn
网址/Web：www.nbk1560-chn.com.cn
展位号/Booth：2.76

合肥瑞硕科技有限公司
Hefei Idea Technology 
Co.,Ltd.

 
合肥瑞硕科技是由台湾长毅技研工业

机器人、合肥德丰杰雷名基金和合肥市创

业投资引导基金共同合资成立，是合肥市

政府强力引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公

司全面承接台湾长毅机器人所取得的多项

国内外专利、核心技术及研究成果，努力

打造中国机器人第一品牌。

落户于合肥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前期注册资金1500万元人民币，

计划总投资约4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

涉及工业自动化与工业机器人的研发设

计、生产制造、销售服务、技术咨询等

全产业链运营。公司现有员工110人，

其中技术研发团队占比超过30%，拥有

10000平方米现代化标准研发厂房和生

产车间，并依托德丰杰基金强大的资本

实力，在合肥树立“idea”自主机器人

品牌，打造工业机器人与自动化研发、

生产总部基地和销售中心。

鉴于公司是合肥市重点发展的战略

性新兴产业，是《中国制造2025》十大

重点发展领域之一，且公司具备在机器

人核心部件、本体制造、自动化生产线

等全链条研发制造能力，合肥市已将本

公司列为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直投

项目。

电话/Tel :  0551-65799065 
网址/Web：www.idea-co.net
展位号/Booth：3.28

台州椒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Taizhou Jiaoxing 
Transmission Equipment 
Co.,Ltd. 

 
台 州

椒星传动设

备有限公司

系全国减、

变速机行业

协会成员单

位，是国内

最 早 研 制

行星锥盘无

级变速器的专业生产厂之一，技术力量

雄厚，设计、制造能力强，生产设施完

善，测试设备齐全，管理制度健全，已

通过ISO9000质量保证体系，产品质量

广受国内外用户好评。本厂的宗旨是：

“开拓创新，质量为本”。对用户奉行

“一分承诺，十分努力”的方针，致力

于创中国减、变速机行业的一等品牌。

台州椒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方形系列蜗轮减速器在选用材料和制造

工艺上完全按照欧洲同类产品标准，如

采用优质合成油，选用进口名牌密封件

等，使我们的产品真正实现了全方位安

装及免维护保养。目前产品广销全国各

地，出口美国、马来西亚，及配套出口

世界各国。

Established in 1985, Taizhou Jiaoxing 
transmission equipment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Chinese manufacturer of speed 
reducers, gear reducers, gear motors, worm 
gearboxes and speed variators. A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Speed Reducer and Variator 
Association, we have accumulated abundant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experience.

Our JiaoXing brand speed reducers 
and variators feature top quality designs 
and competitive prices. Our products sell 
well, with a good repu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e have exported our products to 
cli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earned a good 

reputation because of our superior product 
quality and after-sales service. Our main 
markets include Southeast Asia, the Middle 
East,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电话/Tel :  0576-88224998
E-mail:sales@jiaoxing.com
网址/Web：www.jiaoxing.com
展位号/Booth：3A16

时茂企业有限公司
Smooth Investment Co., Ltd.

 

时茂企业有限公司於1970年10月在

香港成立, 从事工业用机械进出口业务

达40年。凭着优异的产品品质，卓越的

服务精神，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认可及赞

誉，在工业用机械产品销售的领域保持

专业的地位。本司为多家著名日本及西

欧品牌的总代理及一级代理，主要有：

SKF 直线运动系列产品

日本“NITTO KOHKI”(日东工

器)：快速接头/电动螺丝刀(DELVO)/磁
座钻/气动工具 

本司代理的产品性能优越，安全

耐用。目前这些产品已被广泛应用于机

械制造、电子装备、精密加工、船舶工

业、汽车行业、化工原料、医疗卫生等

各大领域，深受用户好评。

Smooth Investment Co., Ltd. founded 
in 1970 and specialized in transaction of 
industrial machinery and hardware for 
almost 40 years. We are the agent for 
numerous Japan and Europe famous brand 
such as SKF, Nitto Kohki, Shinano, Orion, 
Anest Iwata, Kito, Sanso.  We also have 
office and factory in Shanghai, Shenzhen 
,Dongguan and Guangzhou for selling high 
quality and precise machine.
电话/Tel :  852-23955297
E-mail:enquiry@smooth.hk
网址/Web：www.smooth.com.cn
展位号/Booth：3.45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GSK CNC Equipment Co.Ltd.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广

州数控、GSK）成立于1991年，历经创

业、创新、创造，首批高新技术企业，

国内专业技术领先的成套智能装备解决

方案提供商，被誉为中国南方数控产业

基地。

面向数控机床行业、自动化控制领

域、注塑制品行业，广州数控为用户可

提供机床数控系统、伺服驱动、伺服电

机、数控机床连锁营销、机床数控化工

程，自动化控制系统、工业机器人、精

密数控注塑机、数控培训学院，为用户

提供智能制造全过程解决方案。

广州数控专心致力于智能装备产业

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是国内首批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全国机床数控系统标委

会主任单位、中国机床工具行业协会工

业机器人应用分会秘书长单位，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国家863科技计划项目、国

家智能制造专项承担单位，拥有博士科

研工作站、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工程实

验室，拥有工程技术研发人员800多人、

年投入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8%以上，年

新产品收入占总销售的75%以上。

电话/Tel :020-81992188
传真/Fax：020-32021993
网址/Web：www.gsk.com.cn
展位号/Booth：3.72

隆兴电子有限公司
Long Shenq Electronic 
Co.,Ltd.

 
创立于1985年，主要从事专业制

造、销售交流电机(马达)用变频调速

器，提供产业机械设备之原动力，品质

优异，享誉国际。从8位元晶片发展至

今使用32位元DSP晶片，也由软体V/F原

始设计发展至今之磁场向量控制及纯向

量控制达到交流电机也能做到直接转矩

之效果，一系列产品规格完整、机种齐

全、功能完备、人性化设计，具备了操

作容易，体积小符合产业设备需求尤其

变频器容量范围从200W至450W，提供

客户多重选择权益，创造节能环保，改

善效率直接地提升了经济重大效益。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and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AC inverter with excellent 
quality and enjoying high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We have a series of 
space vector inverter from 8 bit to 16 bitwith 
complete specification and models, with 
very strong function and easy operation, 
small size... etc features for industry needed. 
Thus, it is very wide popular on markets.
LongShenq Electronic Co.,Ltd.has very 
excellent development capbility. 

Except for current general type inverter, 
we have successful developed build-in 
inverter, motor type inverter (installed 
inverter to motor), it is specialized inverter 
for separate type air conditioner and for 
sporting equipment. 

All  these models ,we are  mass 
producing and  receiving order from 
customers. Also, we have made these 
inverters for famous companies  by OEM 
cooperation.
电话/Tel :  +886-2-26842888
E-mail: lseacinv@seed.net.tw
网址/Web：www.acinverter.com.tw
展位号/Booth：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