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电子专用设备工业协会会员名录
(不含2019年新会员）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类别

互联网网址

电话

通信地址

E-mail

北京市
1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ABC
www.naura.com
I

01057840292

北京市经济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

yuyanan@naura.com

G

www.bjbyzk.com

01060250520

北京大兴工业开发区前高米店盛坊路
13522087042@139.com
仪器仪表基地

3 北京自动测试技术研究所

A

www.bjtest.com.cn

01082009553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31号

bjtestzd@139.com

4 北京星河泰视特科技有限公司

F

www.bjsrc.com

01058937595

北京市海淀区丰慧中路7号新材料大
厦502室

zhonglili@bjsrc.com

www.chinaelec.com.
cn

01051662329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49号

zhangtao@ceac.com.cn

2

北京北仪创新真空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5 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6 北京京运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www.jytcorp.com

01080803016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次渠邮局
wangn@jytcorp.com
经海四路158号

7 北京中科信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A

www.zhongkexin.co
m.cn

01081507216

北京市通州区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
234866870@qq.com
兴光二街6号

8 北京控联科技有限公司

A

www.jinglianfa.com

01069075116

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镇下屯村航云机
1159814129@qq.com
械院内

A

www.naura.com

01057846999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昌大道8号

I

www.kaidequartz.co
m

01080583166

北京市通州区漷县工业开发区漷兴三
yu.chunmao@163.com
街六号

9

北京北方华创微电子装备有限公
司

10 北京凯德石英有限公司

wangna@naura.com

1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五
研究所

A

www.45inst.com

01057989188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泰河三街
hlx1017@126.com
1号

12

北京堀场汇博隆精密仪器有限公
司

I

www.horibametron.c
om

01084927255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路40号

13311152178@189.cn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类别

13

约翰内斯·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
公司

I

www.heidenhain.co
m.cn

01080420000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A区天
纬三街6号

qiyudong@heidenhain.com.cn

14 北京金盛微纳科技有限公司

A

www.jswnkj.com

01082709250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南路28号B座

dxl@jswnkj.com

15 北京中科同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

www.torch.com

01051669522

北京市通州马驹桥联东U谷科技园区
中区景盛南四街15号12 I厂房

web@torch.cc

16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A

www.ime.ac.cn

01082995526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3号

hemeng@ime.ac.cn

17 北京中电科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A

www.bee-semi.com

01057989223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泰河三街
huojie@bee-semi.com
1号

互联网网址

电话

通信地址

E-mail

18

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I

www.yaskawa.com.
cn

01085184086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
W3 1011室

mayingzheng@yaskawa.com.
cn

19

北京清大天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

www.bjtstd.com.cn

01087397649

北京市平谷区马坊工业园区西区297
号

wuguohua@bjtstd.com.cn

A

www.cetczb.com

01051136963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号诺德
中心1号楼西配楼7层

dept_jj@cepeczb.com
yuhao@baecltd.com.cn

20 中电科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1

北京京仪自动化装备技术有限公
司

I

www.baecltd.com.cn

0105891730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凉水河二街8号
14栋A座

22

北京北方华创新能源锂电装备技
术有限公司

C

www.naura.com

01064363680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1号M4二层 xiaoyaqiong@naura.com

23 北京锐洁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I

www.rejeauto.com

01056532123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十四街99号
zhaohongyan@reje.com.cn
33幢C栋603室

24 北京吉兆源科技有限公司

I

www.gmpower.cn

01060709772

北京市海淀区上庄镇前章村359号

25 北京七星华创流量计有限公司

I

www.mfcsevenstar.c
n

01084572693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东路1号M4号楼
wz@sevenstar.com.cn
2层

26 SMC(中国)有限公司

I

www.smc,com.cn

01067885566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盛街甲2号

27 东京计装(北京)仪表有限公司

I

www.tokyokeiso.bj.c
010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慧科
n
88591468-103 大厦东区3层H1室

18500140335@163.com

huning@smc.com.cn
nan.ma@tokyokeiso.bj.cn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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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网址

电话

E-mail

I

www.cbcchina.org.c
n

D

www.air-sys.com

18910399366

A

www.akoptis.com

01082356771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路07号B503

guangfen_xu@akoptics.com

C

www.hsdzjx.com

02169576518

上海安亭园大路338号

tzq@hsdzjx.com

32 上海日进机床有限公司

A

www.nissinshanghai.com

33 上海微高精密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A

www.nanpre.com

02158966987

上海市浦东张东路1525号

rensb@nanpre.com.cn

上海元利盛贸易有限公司有限公
司

F

www.evest.com.tw

02157632779

上海松江区九亭镇九新公路99号

caiyihong@shevest.com.cn

35 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

I

www.schneiderelectric.cn

36 郎轩电子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A

www.longhillind.com

02154261531

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481号15号楼3楼 vince_fok@longhill-ind.com

37 上海阿法帕真空设备有限公司

I

www.afapa.com

02134788361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联航路1818弄19
15900575333@139.com
号3层

38 中晟光电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A

www.topecsh.com

02150569800

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华佗路
168号3幢B区

39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A

www.acmrcsh.com

02150808868

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蔡伦路1690号第
xiaoyu.jiang@acmrcsh.com
四幢

40 中微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A

www.amec-inc.com

02161001199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南
winniexiong@amecnsh.com
区）泰华路188号

A

www.smee.com.cn

02151315131

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张东路
1525号

28 北京希贝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9

阿尔西制冷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

30 昂坤视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01065696760

通信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16号A511

xiaoduanyang@yahoo.com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西小街19号宏
wang-zhe@air-sys.com
坤盛通大厦10层

上海市
31

34

41

上海汇盛无线电专用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021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九干路1358号
57626722-222

ljc@nissin-sh.com.cn

18616882360 上海市云岭东路89号长风大厦8楼D区 lizhuoshi@126.com

tommywang@topecsh.com

tangsy@smee.com.cn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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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网址

电话

通信地址

E-mail

42 上海季丰电子有限公司

A

www.giga-force.com

02131300060

上海市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505弄55号
junyan.zhu@force.com
1楼

43 上海卓晶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A

www.bestitytech.com

02150380966

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李时珍路
dingtx@bestity-tech.com
396号

44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I

www.fa.omron.com.
cn

02150372222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
大厦2211室

yilin@gc.omron.com

45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I

www.hanbell.com.cn

02157350280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兴塔建贡路108
号

chenmeiling@hanbell.cn

46 康姆艾德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I

www.comet-pct.com

02168799000

上海浦东新区金桥出口加工区桂桥路
david.dai@cometchina.com
1201号10栋1楼

47 贺利氏信越石英(中国)有限公司

I

www.heraeus.com

48 上海古贺精工有限公司

I

shghjg.github.io

02158270916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黄路黄家路22 pengchuanqiang@shghjg.com
号
.cn

49 万机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I

www.mksinst.com

02120308200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1000号“金领
brian_liu@mksinst.com
之都”20（幢）西区1-5层

50 优仪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I

www.advancedenergy.net.cn

02158997915

上海浦东新区祖冲之路2290弄展想广
linda.li@aei.com
场1号楼1506室

51 上海胤舜密封技术有限公司

I

www.issealing.com

02163800019

上海市闸北区天目西路511号锦程大
厦807室

52 埃地沃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I

www.edwardsvacuu
m.com

02131167112

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路5005号星创科 Sean.chen@edwardsvacuum.
技广场2号楼8层
com

53 堀场(中国)贸易有限公司

I

www.horiba.com/cn/ 13817024497

I

www.beckhoff.com.c
021上海市宝山区江场三路163号5楼
n
66312666-857

55 博鲁可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I

cn.brooks.com

56 托伦斯精密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I

www.tlstech.com.cn

54

毕孚自动化设备贸易(上海)有限公
司

18621313888

上海浦东新区张扬路620号中融国际
广场东塔1702室

jack_xie@issealing.com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
Xiayun.hu@horiba.com
际广场A栋1层D单元

021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祖冲之路
51317070-309 887弄72号2楼
021589551978088

guoquan.liu@heraeus.com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工业区东胜路
308号

j.peng@beckhoff.com.cn
grace.gu@brooks.com
wenjuan_qian@tlstech.com.cn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类别

互联网网址

电话

通信地址

E-mail

021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祖冲之路2290号
zhonghui@rorze.com.cn
50101028-823 展想广场1号楼1108室

57 乐孜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I

www.rorze.com.cn

58 徽拓真空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I

www.vatvalve.com

02150326310

上海市浦东新区宁桥路615号4幢1楼

jason.wang@vatvalve.com

59 富士金阀门(上海)有限公司

I

www.fujikinsh.com.cn

02167696576

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寅路1518号

x-yin@fujikin.co.jp

60 上海卡贝尼精密陶瓷有限公司

I

www.companioncn.com

02168391008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金闻路12号

info@companion-cn.com

61 阔斯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I

www.coorstek.com

02163621127

上海市广东路500号世界贸易大厦9楼
ryhan@coorstek.com
1107室

62 上海轩田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F

www.nokida-tec.com

02157675563

上海市闵行区瓶安路1259号2号楼

上海市裕灏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I

www.yuhaoelectroni
18303663510 上海市中春路7001号2幢3楼B3065室 zhigang.wang@yuhaoetc.com
cs.com

64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I

www.weidemueller.c
om

02122195132

上海市裕通路100号宝矿洲际商务中
芯25楼

65 上海蔚福真空科技有限公司

I

www.vftech.com

057384888983

浙江省嘉善魏中路299号

66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I

www.festo.com.cn

02160815490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云桥路1156号

qian.liu@festo.com

AC www.tsjingyu.com

03156104985

河北省玉田县玉泰工业区

13931522908@163.com

63

jr.zhao@nokida.com

julie.feng@weidemuller.com
guanchenghui88@163.com

河北省
67 唐山晶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
68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研究
所

A

www.ersuo.com

03516524057

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南路115号

scjs@163.com

69

中电科风华信息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B

www.tyfh-ie.com

03516523746

山西省太原市和平南路115号

lgh@tyfh-ie.com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类别

互联网网址

电话

通信地址

E-mail

辽宁省
70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A

www.kingsemi.com

71 沈阳拓荆科技有限公司

A

www.sypiotech.cn

I

www.siasun.com

72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

02423826288
024241880008188
02431165313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飞云路16号

cuixw@kingsemi.com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水家900号

sunxs@sypiotech.cn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金辉街16号

chenglong@siasun.com

02485815666

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
20号

www.syfortune.cn

02431692113

沈阳市东陵区飞云路16号

wah@syamt.com

I

lantianxiang.cn.glob
alhardwares.com

02423826802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新源街1号

zhoujy@sky.ac.cn

76 沈阳芯达科技有限公司

A

www.tdsemi.com.cn

02483186298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文朔路19-3号
108

huyb@tdsemi.com.cn

77 大连佳峰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A

www.jafeng.cn

041188035868

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福泉北路27号

jiafengxiangmu@163.com

78 丹东奥龙射线仪器有限公司

A

www.cn-ndt.com

04156278818

辽宁省丹东市临港产业园区富民大街
chengqi-aolong@163.com
46号

79 丹东辽东射线仪器有限公司

A

www.ld-ray.com

04152155900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新区文庆路0741楼西侧六层

fxyqc@vip.163.com

80 客思特设备(丹东)有限公司

I

www.mfchlp.net

04156132608

辽宁省丹东市振安区同兴工业园7号

carolzou@mfchelp.net

043181785047

吉林省长春市北湖科技开发区盛北小
ghgsjyb2004@163.com
街1188号

043264676218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恒山东路铁通胡
jlhhdz@vip.126.com
同

73 沈阳汉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I

74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有限公司

I

75

中国科学院沈阳科学仪器股份有
限公司

吉林省
61

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
限公司

52 吉林市汇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C www.ghwdz.cn
A

www.jlhhdz.com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63 济南力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类别
A

互联网网址
www.liguanchina.co
m

电话

通信地址

E-mail

053158620502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新材料产业科技
liquan1218@163.com
园

053282106372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黑龙江南路157
号

qd82106356@163.com

053282281216

山东省青岛胶州市九龙新东路6号
（青岛产业新区）

goldliton@126.com

053255569581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双元路西空港工 jcsemi@163.com
业园
huaqisale@163.com

山东省
84 青岛电子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A

85 青岛金立盾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A

86 青岛华旗科技有限公司

www.goldliton.com

AD www.jcmee.com

青岛赛瑞达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A

www.sunred.cn

053287666580

山东省青岛市高新区华东路826号

ruili.zhang@sunred.cn

88 青岛海迪克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

www.hidicon.com

053287971998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青山路680号

hidicon@163.com

89 青岛赛尔微电子有限公司

A

www.qdshare.com

053282576681

山东省青岛即墨市通桥区邢家岭工业
share_shi@126.com
园创业路2号

A

www.jiesing.com.cn

06352961988

山东省高唐经济开发区人和西路中段
gtjiesheng@163.com
路北

91 合肥恒力装备有限公司

C

www.ecmee.com

055165846903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合欢路19号

1352679217@qq.com

92 安徽万瑞冷电科技有限公司

I

www.vacree.com

055165520530

合肥市高新区海棠路189号

wuyf@vacree.com

93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www.chinatrinity.co
m

05622627745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工业区

dn@chinatrinity.com

94 铜陵富仕三佳机械有限公司

A

www.chinatrinity.co
m

05622627732

安徽省铜陵市石城路电子工业区

cyt@chinatrinity.com

C

www.njxzc.com

02585325270

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骊岛路299号

631910756@qq.com

87

90

山东高唐杰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
司

安徽省

江苏省
95 南京新中磁电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96 常州雷宁电磁屏蔽设备有限公司

类别
D

互联网网址

电话

通信地址

E-mail

www.leiningshield.com

051986963046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开发区松涛路52号 wu7887@126.com

www.quickchina.co
m.cn

051262563061

江苏省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南区凤翔
2355524005@qq.com
路11号

97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FH

98 常州高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I

www.gkprecision.com

99 无锡市昂益达机械有限公司

C

www.angyida.com

051083399123

江苏省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前洲配
angyida@163.com.
套区惠和路22号

100 无锡日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

www.unicomp.cn

051081816006

江苏省无锡市无锡新区鸿山街道锡协
liyl@unicomp.cn
路208-7号

101 无锡沃德贸易有限公司

A

102 无锡溥汇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I

103 无锡正隆星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

104 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

D

www.sjjt.com

051267232660

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新路2号

105 苏州苏试试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

www.chinasti. com

051266658099

江苏省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鹿山路55
hr@chinasti.com
号

苏州赫瑞特电子专用设备科技有
限公司

A

www.hrt-group.com

051262792966

江苏苏州市高新区科技城金沙江路
263号

107 德律泰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F

www.tri.com.tw

108 苏州珂玛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I

kematek.com

051268088571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漓江路58号6#厂房 c.chen@kematek.com

109 苏州博宏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A

www.bobongmach.com

051265486261

江苏省苏州市渭塘镇爱格豪路19号

13373667632@163.com

110 苏州汇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C

www.szhuike.com

051252478802

江苏省常熟市辛庄工业开发区（杨
园）

chenying@szhuike.com

106

18961226168

18651571765
www.phstc.com

051083784212
18852478007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科教城惠研楼南
wangyuting@gk-precision.com
楼2楼1225室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西大道2166-1佳诚
wuxg2006@163.com
国际大厦8楼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芙蓉中
tina@phstc.com
三路99号瑞云二座101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硕放振发二路16
fengyang.wang@zltjtech.com
号
hu@sjjt.com

huwq@heruite.com

0512苏州工业园杏林街78号新兴产业工业
sunny_zhang@cn.tri.com.tw
68250001-107 坊4号B单元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类别

互联网网址

电话
051252263772

通信地址

苏州艾科瑞思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A

www.aaa-equip.com

112 达谊恒精密机械(常熟)有限公司

I

www.daihenchangshu.com

18962365652

AG www.chinadeke.com

051258421686

江苏省张家港市韩国工业园西塘公路
844079730@qq.com
69号

13485036288

江苏省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新路
ivy123777@126.com
2号国家再制造产业园806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吉安南路金荣科
sipuer_tech@163.com
技园4-102

111

113 张家港德科超声有限公司

江苏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园5号
楼102室

E-mail
ruikel.guan@aaa-equip.com

江苏省常熟经济开发区沿江工业区马 biyufeng@daihenchangshu.co
桥工业坊17号厂房
m

114 苏州晋宇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

115 扬州思普尔科技有限公司

A

www.sipuer.com

18967892211

116 靖江先锋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I

www.sprinttech.com

0523江苏省靖江市城南园区德裕路8号
80290988-810

117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

www.hzcctech.com

118 杭州大和热磁电子有限公司

I

www.ferrotec.com.c
n

119 嘉兴市三恒工业炉科技有限公司

C

www.jxsanhe.com

120 嘉兴华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I

www.hleme.com

jenny@sprint-tech.com

浙江省

121 嘉兴君权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22 浙江森永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123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124 绍兴宏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F www.junquan.com
A

www.zjsygd.cn

AC www.tdgmt.com
A

www.hongbangtech.
com

057185096193
0571866968682151
0573-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淑路799号3幢 wuxiuli@hzcctech.cn
浙江省杭州滨江区滨康路777号

guym@ferrotec.com.cn

83025679

浙江省嘉兴市新丰工业园区（嘉盐公
13516733768@163.com
路东侧三和电热机械设备厂内）

057382585923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凌公塘路3339号
wwj@hleme.com
嘉兴科技城6#

057382331888

浙江省嘉兴市经济开发区塘汇路586
号

13967374446

xia.fang@junquan.com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加创路1509号17
190417990@qq.com
幢

057380701211

浙江省海宁市海宁经济开发区双联路
zmh@tdgmt.com
129号

057588608475

浙江省绍兴市城东经济开发区嵊山路
huzhil@hongbangtech.com
167号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类别

互联网网址

电话

通信地址

E-mail

125 浙江晶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A

www.jsjd.cc

057582001901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开发区通江
zhenglixia@jsjd.cc
西路218号

126 浙江上方电子装备有限公司

A

www.sunfluxeq.com

057582530668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滨海新城畅和路
bailongzhou@sunfluxeq.com
7号

C

www.stion.cn

057587946680

浙江省诸暨市理浦镇盘山村对江区39
siyunhan@21cn.com
号

128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

I

www.airtac.com

057488682188

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高新技术园区汇
wangdh@airtac.com
盛路8号

129 宁波尚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A

www.advancenb.co
m

18911183209

A

www.all-semi.com

15524156861 浙江省余姚市阳明街道新桥

C

www.wzyymachine.c
om

07996799333

江西省萍乡经济开发区高新工业园北
mail@wzyymachine.com
区007号

F

www.twatx.com

05925779188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春风路2号特盈
科技园

05926514673

福建厦门市海沧区翁角西路2054号厦
hr@xmi\lahman.com
门生物医药产业园B3号楼1层02单元
北侧

127

130

浙江诸暨市斯通机电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宁波润华全芯微电子设备有限公
司

宁波市启明路818号创新128园区23幢
niuwg@advancenb.com
156号

江西省
131 萍乡九州精密压机有限公司

福建省
132

厦门特盈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33 厦门莱蔓新材料有限公司

I

湖南省
13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八
研究所

135 湖南新天力科技有限公司
136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137 湖南三兴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AC www.cs48.com
C

www.hn-stc.com

AC www.yj-cn.com
F

tzf@twatx.com

073185401317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路1025号 penghao@cs48.com

073188881615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448号
三万英尺8栋1819

kmin@hn-stc.com

07374329956

湖南省益阳市长春工业园马良北路
341号

zgq@yj-cn.com

073184258238

湖南省汨罗市工业园合心西路南侧

xch@sx0755.com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类别

互联网网址

电话

通信地址

E-mail

广东省
138 广州东之旭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E

www.dzx.com.cn

02034905412

广州市番禹区东涌镇市南路东涌段
117号

139 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F

jdgcxy.gdut.edu.cn

02039322212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
544394747@qq.com
西路100号

140 英福康(广州)有限公司

I

inficon.com

02087236889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188号
恒海大厦21A12

eric.wang@inficon.com

I

www.pyfeima.com.c
n

02084631678

广州市番禹区桥南街兴业大道17号
102

dzl@pyfeima.com.cn

076938823222

广东省东菀市东城街道沙朗路2号

141

广州市番禺飞马物资贸易有限公
司

642438217@qq.com

142 东菀市凯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E

143 深圳清溢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B

www.supermask.co
m

075586352018

深圳市南山区朗山二路北 清溢大楼5
楼

144 深圳市赢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

www.yhwins.com

075528032999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和平东路港之
2741036739@qq.com
龙科技园科技孵化中心5楼E、I区

A

www.chinasc.com.c
n

075581449696

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横坪公路89号数
wangyukang@chinasc.com.cn
字硅谷D栋

146 深圳平晨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A

www.pingchenelec.c
om

075523129630

深圳市龙岗坂田上雪科技园北区8号B
amy@truteque.com
栋四楼

147 深圳市佳思特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A

just-led.com

075528459276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凤凰大道凤门园
659205392@qq.com
工业区E1栋

深圳格兰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A

www.grand-tec.com

深圳市坪山新区大工业区翠景路33号
su.li@grand-tec.com
格兰达装备产业园

C

www.szhaoneng.co
m

075588351680
/89318683
0755-

145

148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149 深圳市浩能科技有限公司

zying@supermask.com

23252666

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深汕公路震雄工
570967455@qq.com
业园B区北门12-B

150

深圳劲拓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
司

F

www.jt-ele.com

075529586211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鹤洲工业区北八路
liubo@jt-ele.com
劲拓自动化工业园

151

深圳市和田古德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F

www.sz-htgd.com

075523077180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西环路四西部工
sz_htgd88@163.com
业区6号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类别

互联网网址

电话
075527889869

通信地址

E-mail

深圳市深科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B

www.szskd.com

153 深圳市诺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F

www.nthauto.com.c
n

13924677458

154 深圳市微组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E

www.microasm.com

075527513884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沙浦社区洋涌工业
区八路2号碧桂园深圳机器人产业园6栋
wen.wang@microasm.com
401

02988887695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火炬路1号楼北
三层

02989687501

陕西省西安市民用航天产业基地航天
fan.xu@pvatepla.com.cn
中路385号众创广场1103

09178568505

陕西省岐山县蔡家坡解放路1号

xbjqjhb@126.com

09335939389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西大街183号

fanping0933@163.com

152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征程二路2号

cw7@szskd.com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马鞍山第二工
425120544@qq.com
业区34栋2楼

陕西省
西安交通大学电力电子专用设备
研究所

C

156 普发半导体设备(西安)有限公司

A

155

157 西北机器有限公司

www.pvatepla.com.c
n

ACE
www.xbjq.com.cn
G

jddyjs@163.com

甘肃省
158 平凉老兵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A

四川省
159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A

www.ioe.ac.cn

02885101784

成都市双流西航港光电大道1号

zhangxin2008313@126.com

160 成都南光机器有限公司

G

www.rankuum.com

02884848102

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星
光西路115号

rankuum@rankuum.com

161 成都尚明工业有限公司

H

www.cdsmgy.com

02869566588

成都市龙泉驿区星光中路灵池街6号

yzhq999@163.com

162 成都华聚科技有限公司

I

13558600460

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龙
泉镇实际大道515号7B栋1号

hj_drj@163.com

163 四川丹甫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E

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黑龙镇鸿化村

bgs@scdanfu.cn

www.scdanfu.cn

02838926485

序
号

单 位 名 称

类别

互联网网址

电话

通信地址

E-mail

164 四川英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A

www.injet.cn

08382900586

四川省德阳市金沙江西路686号

632544659@qq.com

165 四川九天真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

www.cbvac.com

01060175605

北京市昌平区崔村崔百路9号

qihua@cbvac.com

产品类别：
A. 半导体设备

F. 电子整机装联、表面贴装(SMT)设备及装配机器人

B. 平板显示器设备

G. 电子通用设备

C. 电子元件及锂电池设备

H. 电子专用工模具

D. 空气净化、水气体纯化、废气废水处理及电磁屏蔽设备

I. 设备核心部件

E. 气候环境模拟及可靠性试验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