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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中DMP，您的移动展会管家

GIRIE EXPO 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

DMP 第17届东莞国际模具、金属加工、橡塑胶及包装展

欢
迎各界人士前来参加广东国际机器人

及智能装备博览会、第17届DMP东莞

国际模具、金属加工、橡塑胶及包装展。

东莞作为全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

一，具有发展智能装备产业的独特优势，

为了搭建具有全省乃至全国影响力和示范

效应的产业合作平台，促进产需对接、以

需引供，有力地推动我省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产业发展，我们于11月18－21日在东莞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举办2015广东国际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广东省科技成

果与产业对接会、第17届DMP东莞国际模

具、金属加工、橡塑胶及包装展、2015华

南国际钣金及激光产业展览会、第五届国

际（东莞）铸业展、3D打印展暨第五届D 

Mold国际模具制造及设计创新成果展。

本届展会规划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

展位数约5000个，其中，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类企业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周边设

备及配件企业展览面积达4万平方米，规

模居全国同类展会首位，预计采购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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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数将达10万人。

本屆展会开放广东现

代 国 际 展 览 中 心 之 所 有

展 馆 ， 根 据 参 展 商 的 业

务 范 围 ， 将 展 馆 划 分 为

机 械 人 及 自 动 化 专 区 、

工 程 塑 料 区 、 刀 具 馆 、

3D打印、韩国工具馆、

香 港 塑 胶 机 械 协 会 展

区 、 台 湾 馆 、 台 湾 区 模

具 公 会 展 区 、 香 港 五 金

商 业 总 会 展 区 等 专 题 展

区 ， 方 便 参 观 者 采 购 所

需的机械及设备。

展会期间，将举办中国智能制造院

士东莞行、第二期“东莞成长型企业沙

龙”—“机器换人”及3C产业智能制造、

中国制造2025暨德国工业4.0发展论坛等12项

主题活动，涵盖了学术交流、新技术与新

产品展示发布、政策发布与宣讲、技术与

资本对接等内容，主题突出、内涵丰富。

藉此机会，感谢各参展商，以及相关

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我们将会与各友好合作单位继续努

力，抓紧每一个市场机遇，为参展商创造

商机，为推动中国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制造

发展尽一份力。

组委会

2015年11月18日

日期 时间 会议活动名称 地点 规模 承办单位 活动主要内容

11月18日

10:00-10:30
智博会开幕式

展馆3号馆广场外 300人
组委会、省经信委、
科技厅、教育厅

广东省科技成果对接活动主办单位代表致辞；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致辞；科
技成果产业化对接成功代表项目签约仪式；省领导致辞并宣布智博会、科技
成果对接活动开幕。

2015年广东科技成果与产业对接活动
启动仪式

9:00-12:00
2015年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创新
成果发布会

展馆2号馆2楼 200人 省经信委、组委会 发布我省“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条中重点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最新的科技和技术创新成果。

14:00-17:00
第二期“东莞成长型企业沙龙”—
“机器换人”及3C产业智能制造

展馆2号馆2楼 300人 组委会 颁发“2015年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牌匾、“机器换人”重点示范推广应
用项目和3C产业智能制造示范车间荣誉牌匾；企业经验分享；院士演讲等。

11月19日

9:00-12:00 中国制造2025暨德国工业4.0发展论坛 展馆2号馆2楼 300人 组委会
中国工程院陈左宁副院长作“中国制造2025”和“东莞制造2025”规划主题
报告；德国亚琛工业大学Toni Drescher教授作“德国工业4.0”专题报告；大
连机床集团、博实自动化公司等作“贯彻实施中国制造2025”专题报告。

14:30-17:00 中国（东莞）云计算高峰论坛 展馆2号馆2楼 200人 组委会 东莞市云计算产业联盟成立仪式；东莞十大云计算应用示范项目颁奖；云计
算院士论坛。

17:00-20:00 东莞市莞深产业合作促进会成立大会
东莞迎宾馆 
（初定）

200人 莞深产业合作促进会 莞深产业合作促进会揭牌；市领导和会长致辞。

11月20日 8:45-12:00
2015 DID(东莞杯)工业设计创新高峰
论坛暨颁奖典礼

展馆2号馆2楼 300人 组委会
国内外工业设计界知名专家分享先进设计理念和企业创新转型成果；中国工
业设计协会会长刘宁致辞；市政府副市长贺宇致辞；红星奖与东莞杯大赛签
约颁奖。

14:15-16:30 莞港智能制造技术研讨会 展馆2号馆2楼 200人 讯通公司、组委会 有关智能装备制造的政策宣讲；相关行业专家解读。

11月21日 9:30-11:30
东莞市设备融资租赁暨先进装备制造
政策宣讲及对接会

展馆2号馆2楼 200人 组委会
签订合作协议、相关扶持政策宣讲、国家开发银行广东分行解读《东莞市人
民政府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关于以融资租赁推进“机器换人”的产融合
作协议》的相关条款及业务推介。

14:30-17:30 东莞市服务型制造工作现场会 展馆2号馆2楼 120人 组委会 现场考察服务型制造典型企业、服务型制造先进经验交流、研究部署下来服
务型制造推进工作重点任务。

2015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智博会）相关会议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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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工位级进模、电视机和洗衣机外壳模等，现

在早已成为“大路货”的模具，上世纪80

年代都曾被国家有关部门列为国产化攻关项

目。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模具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

高。随着在线检测技术、传感技术和控制技术被引入

模具，加之热流道技术和一系列模具设计和加工技

术的进步，以及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软件的融入，

模具正在向着更加大型复杂、更加精密、更加高效快

速、更加高性能高品质的方向发展。当然，更短的生

产周期和更低的价格也是大家共同追求的。

自今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以来，

智能制造的地位进一步突出，现在已成为制造业的

主要核心之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深度

融合，必将给制造业带来新的变革。智能产品、智

能装备、智能生产、智能工厂，将在《中国制造

2025》总体目标与要求之下得到重点发展，制造业

重点领域智能化水平将显著提升。在我国经济进入

新常态，智能制造得到国家重点支持作为制造业重

点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的情况下，模具作为工业生

产中重要的基础工艺装备，今后将如何与之密切配

合、演进与发展，这可能是模具行业的重要课题之

一。模具为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和众多行业服务，根

据其服务对象不同，其发展重点自然就应该不同。

在智能制造引领下，与之相匹配，我认为这方面模

具发展重点应该有：智能模具（智能化和具有智能

功能的模具）、为智能制造和智能装备配套服务的

高端先进模具、以模具为核心的集成制造单元，以

及与智能制造相适应的以模具为核心的整体解决方

案等四个方面。

2010年国家提出了我国今后要重点发展战略性

新兴七大领域，其中之一就是装备制造业。高端装

备制造业要走智能化道路，于是智能制造装备的发

展就被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要发展智能制造装备，

其中也必须要发展许多关键基础零部件，这就使智

能模具开始被提到了国家的层面。智能模具就是具

有感知、分析、决策和控制功能的模具。由于智能

化程度不同，因此智能化模具层次也不同。我认为

智能模具大致有三大类：

1.	 能按设定的要求对运行状态进行智能控制的
模具

如：能对注塑参数及模内温度和流动状态进行

智能控制的注塑模具；具有感知、传递、控制（温

度、压力、数量等）等功能的冲压模具、铸造模

智能制造引领下的模具演进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顾问  周永泰

具、自动化模具等。

2.	 能测知零部件损耗程度或制件合格程度并进
行智能控制的模具

3.	 能进行智能化设计、智能化制造的模具
关于智能化模具的智能化程度与层次，我们目

前与世界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我们许多智能模

具中的智能化水平多数尚处于初级阶段，智能化功

能少，不完善，参数控制精度也要低一些。另外稳

定性和寿命方面，我们的模具往往稳定性差，寿命

不够长，与国际先进水平也有较大差距。

为智能制造和智能装备配套服务的高端先进模

具的范围就要比智能模具广泛得多了，但这里已排

除了一般性模具。

以模具为核心的集成制造单元主要有两大类：

一是可完成模具成形和成形以外加工任务的有别于

单套模具概念的模具制造单元；二是包含范围更广

的，不单由模具或模具制造单元自身完成的其他加

工手段和部件在内的集成制造单元。这两种制造单

元的共同点都是以模具和模具成形为核心。

与智能制造相适应的以模具为核心的整体解决

方案，这是一个模具生产链的延伸。用户提出一个与

模具成形相关的产品的概念与要求，我们的企业就为

之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来满足其要求。这一整体解

决方案中，现代制造服务业应占重要地位与比重。

鉴于智能制造引领下的需要重点发展的上述四

方面模具产品（广义）与国际先进水平尚存在较大

差距，为了能更好更快地演进与发展，现以智能模

具为重点提出一些关键共性技术及有关装备，希望

引起重视并进行重点研究。

1. 金属与非金属材料的复合成形、精密超精密

成形、特殊成形及智能成形工艺与技术研究；

2. 智能模具设计与制造新方法、新工艺及关键

技术研究；

3. 智能模具对柔性生产、自动化生产和智能制

造的适应性研究；

4. 智能模具柔性加工和标准化、自动化生产技

术的研究与开发；

5. 提高智能模具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的研究；

6. 智能模具超精加工、特种加工和细微加工技

术的研究及推广应用；

7. 智能模具制造在线检测技术，设计、加工、

测量一体化技术和数字化、信息化等高新技术的研

究及推广应用；

8. 冲压和折弯工艺及冲压和折弯回弹补偿以及

智能冲压和折弯装备制造技术的研发；

9. 新型高等级子午线轮胎模具及其与硫化成形

一体机和相关智能专用设备的研发；

10. 高性能热流道元件及系统、高精度传感器及

感知反馈控制系统、在线检测设备及智能化反馈控

制系统技术和有关装置及设备的研制。

上述10项之中，有许多不单是只对智能化模具

的，实际上大部分也是对其他模具乃至整个模具行

业的，有些也可能有不当之处，因此，只供参考。

相信随着这些研究与开发成果的不断出现及推

广应用，智能制造引领下的这方面模具一定会不断

演进并提高水平，并一定能为智能制造做出贡献。

部分参展商及产品介绍  Exhibitors & Products

鞍山锐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锐达集团是一家致力于工业激光设备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为全球用户提供整套激光应用解决方案的高新技

术企业集团，集团下属公司包括鞍山锐达激光科技有限公

司、昆山锐和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锐达激光广东销售中

心（生产厂房筹建中），昆山耀锦成科技有限公司、鞍山

锦成科技有限公司，是行业内唯一一家贴近市场、快速服

务客户三地同时生

产、销售的激光公

司。拥有“锐达激

光”品牌，产品涵

盖激光切割、激光

打标、激光焊接三

大产品系列。

展位号：2G41
电话：+86-769 8932 0797 传真：+86-769 8932 0793
电邮：wss@rhdlaser.com
网址：www.radar-laser.com

宝力机械有限公司
宝力机械有限公司代理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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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电 子 设 备 、

精 密 刀 具 及 附 件

等。宝力机械有限

公 司 拥 有 专 业 的

自 动 化 团 队 ， 宝

力 机 械 自 行 开 发

“i-automation” 智

能自动化系统及自

动化设备，为客户

提供个性化方案。

 

展位号：3C30，3C31
电话：+852 2428 2727         传真：+852 2480 4764
电邮：main@protechnic.com.hk
网址: www.protechnic.com.hk

成都比拓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比拓超硬材料有限

公司（B-to-O）是专业生产

用于高速高效切削和石油钻

探的高端金刚石、立方氮化

硼等超硬复合材料的高新技

术企业。比拓的主要产品包

括：刀具用PCD金刚石复合

片、PCBN立方氮化硼复合

片、石油钻齿用PDC。

比拓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

检测技术保证比拓的产品质量始终如一。此外，比拓与四

川大学携手创建了具有超千万研究平台的超硬复合研究中

心，具有XRD、SEM、超精密天平、万能工具显微镜等先

进生产与检测设备。

展位号：1A26
电话：+86-28 8572 7076    传真：+86-28 8573 7359
电邮：bto662@126.com　  网址：www.b-to-o.com

（按参展企业名称拼音排序）

三角窗玻璃包边模具





www.industrysourcing.cn

2
部分参展商及产品介绍  Exhibitors & Products

2

戴杰磨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戴杰磨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打造了业内知名的“戴

杰磨床”品牌以及刀具知名品牌“戴杰特”。集团现主营

业务为五轴数控工具磨床、数控外圆磨床及相关数控磨床

产品的生产销售与售后。产品广泛应用于铣刀、钻头、刀

片、非标刀具等制造行业。

作为国产五轴数控工具磨领航企业，戴杰磨床集团持续

加大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全系产品升级并开发不同细分领域

的五轴数控工具磨床，如拉刀、滚刀等特殊工具制造行业。

目前，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有设备制造公司、设备售

后服务公司、环保设备公司和数控刀具公司。设备制造公

司负责设备的结构开发、配件加工、设备组装、机械精度

检测；设备售后服务公司负

责设备改装、售后维修、培

训服务；环保设备公司致力

于过滤冷却系统以及油雾收

集回收系统的研发，提供磨

床外置配套一站式服务；

数控刀具公司（芜湖戴杰精

工数控科技有限公司）是

集团公司的前身，旗下戴杰

特品牌创立于2000年，主要产

品为钨钢铣刀、雕刻机刀具、木工

铣刀。刀具生产设备全部采用沃尔特不同时期的新产品样

机，给设备提供实地试验数据。

展位号：3D452   
电话：400-822-3919         传真：+86-553 876 5581
电邮：wotergroup@163.com   网址：www.djtol.cn 

德国葛利兹钢厂
自1779年，德国葛利兹钢厂一直秉承德国工业传统，

专业生产高品质模具钢。从熔炼、锻打到热处理等一系列

工序均在德国葛利兹钢厂进行，从而保证了质量稳定性、

可控性及产品开发灵活性。强大的电渣重熔设备及灵活雄

厚的库存运作，保证了葛利兹能第一时间满足中国客户对

大尺寸，质量稳定的模具钢的需求。

2015年，葛利兹专业热处理技术团队及覆盖全国的真

空热处理合作配套（昆

山、天津、重庆、厦门

以及华南热处理基地）

全面建设完成，将为客

户提供更为专业的配套

服务。

展位号：3A132
电话：+86-769 2302 7843  传真：+86-769 2302 7840
电邮：wendy.china@stahl-groeditz.de
网址：www.stahl-groeditz.de

德国马尔精密量仪
德国马尔精密量仪拥有超过150年的研发和制造经

验，是世界领先的计量设备制造商。此次DMP展会，马尔

将推出全自动圆度圆柱度仪，高精度表面粗糙度轮廓测量

仪，光学轴类测量仪，及全自动测长机，以及卡尺、千分

尺、测高仪、气动量仪、影像仪、无线传输和非标展示设

备等高精度高可靠性的量具量仪。

德国马尔的计量设备以优良的品质、专业的售前和

售后服务著称同行，在

上海、苏州、北京、广

州、重庆及香港等地的

各公司机构，共同致力

为客户提供高效、专业

和完善的服务。 

展位号：3B442
电话：+86-21 5238 5353      传真：+86-21 5238 6012
网址：www.mahr.cn

德马吉森精机机床贸易有限公司
集MORI SEIKI 67年和DMG 145年的优势，DMG 

MORI整合了来自德国与日本机床制造的传统、精密和领

先技术。德马吉森精此次参展DMP2015的主要展品包括：

用途广泛的最多可5轴的万能铣床DMU 50、高精度卧式加

工中心NHC 4000、适合模具制造业应用的高精度和高表

面质量的HSC 70 linear等。

其中，DMU 50——用途广泛的最多可5轴的万能铣

床是一个为车间加工、培训、实验室、夹具及工具行业应

用开启全新时代的机

型。该型CNC数控万

能铣床的突出特点是

其创新的机床结构。

例如全部轴都采用数

字驱动技术，快移速

度24 m/min和电主轴

转速1 8 , 0 0 0 r p m，因

此DMU 50动态性能好。

除标配刚性工作台外，还可

选配手动工作台，液压夹紧的电动回转摆动工作台和联

动工作台。最新配加强筋铸铁立柱的横向滑座为该机提

供了高精度和高刚性的基础。它采用最新数控技术DMG 

ERGOline®控制面板，19"显示器和3D软件，为最高工作

速度，精度和可靠性提供保证。

展位号：3C33
电话：+86-21 3106 6165       传真：+86-21 6764 8315
电邮：maggie.zhu@dmgmori.com
网址：www.dmgmori.com

东华机械有限公司
东华机械展台主要有以下看点：283SEc瓶盖快速生

产演示，393SEc食品行业自动化解决方案展示。393SE伺

服节能薄壁高速专用机是东华公司针对包装行业推出的一

款专机，展会现场，机器将搭配新型快速机械手，一模四

穴热流道模具生产1000ml快餐盒。393SEc薄壁专用机采用

伺服驱动系统，与普通液压机相比，节能达30-50%，最高

射胶速度超过200mm/s，最高熔胶转速为300rpm，动模板

线性导轨，低摩擦、更平稳，降低能耗。低耗节能单缸射

胶：射胶响应速度快、精度高，消除双缸注射的不平衡现

象，减少射胶活塞杆断裂、螺杆弯曲等故障频率。一体化

解决方案的自动化

生产，不但能满足

各种容器包装专业

客户的需求，而且

为客户提高生产效

率及节省成本。

展位号：3D231
电话：+86-769 2280 6041  传真：+86-769 2241 5786
电邮：jason_chan@cml.com.cn
网址：www.cml.com.cn

东莞市精展机械五金有限公司
精展精机股份有限公司创新研发三次元量测治具是

专为CMM量测机的用户而研发出的友好治具，为达到快

速固定以及解决任何不规则形状的固定使用于CMM上。

与较轻的携带和光滑的外观设计，硬质氧化处理铝合金制

成。包配备了全套配件，以便灵活地夹紧工件。铝基板和

附加配件购买定制的

大小是可用的。本公

司拥有30年的加工及

制造研发经验，并拥

有强大的技术支持及

设备，可达到高效率

高质量的整体输出。

展位号：1A41
电话：+86-769 8318 5858  传真：+86-769 8318 5838
电邮：sales@ginchan.com.cn
网址：www.ginchan.com.cn

东莞市高腾达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高腾达精密工具有限公司是伟达集团在中国大

陆设立的总部，专营高精密数控机床、精密测量仪器的公

司。此次参展DMP，展出了

EZ-430CNC数控细孔放电加

工机、EZ-430CNC+AEC数控

细孔放电加工机+自动换电极

系统等。

其中EZ-430CNC数控细

孔放电加工机具有如下特点：

1、PC-BASE工业数控系统；

2、LCD 显示屏；3、AC 伺服

电机驱动系统；4、2500PPS 

数字编码器；5、C3 线性导轨

&滚珠螺杆；6、HT200 铸件

结构；7、MPG 电子手轮移位控制；8、高压空气水泵。

而EZ-430CNC+AEC数控细孔放电加工机+自动换电极系统

为垂直更换结构，无需电极刀库；气缸控制功能，操作简

易稳定。无刷直流马达旋转轴，2段速设计。附设电极扶

持装置，避免电极晃动。

展位号：3C121a
电话：+86-769 8584 0010   传真：+86-769 8584 0016
电邮：sc-3@wyldar.com      网址：www.wyldar.com

东莞市巨高机床有限公司
东莞市巨高机床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致力于高品质模

具加工设备及零件加工设备技术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及

全方位服务于一体的商家。自创建以来快速发展，现已成

为国内实力雄厚的数控机床制造企业。目前现有产品种类

包括高速加工中心机、钻铣攻牙机、硬轨、线轨加工中心

机、龙门加工中心机、高速雕铣机系列产品；铣床系列、

磨床系列产品。巨高机床品种齐全、性价比高。巨高机床

拥有世界一流的检测设备、采取分级责任制的科学管理方

法，成品严格按质

量标准实行来料、制

程、成品检测，力

求做到每一产品合格

出厂。巨高机床设有

售后服务中心并配备

服务专车，售后服务

专线保证售后服务及

时、周到。

 

展位号：3B531
电话：+86-769 8313 0768  传真：+86-769 8313 9768
电邮：kdh@jurenjt.com　   网址：www.jugaojc.com

东莞市力王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王切削工具有限公司此次将展出其多种刀

具。东莞市力王切削工具有限公司拥有进口设备多台套，

引进德工制作技术，选用进口优质钨钢、金刚石材料，大

量制造HSS类钨钢类、金刚石类(PCD/PCBN/ND)刀具。

工厂检测手段齐全，

产 品 已 成 功 进 入 模

具、机械、精密零件

加工、电子、航空航

天、汽车摩托车发动

机、体育器材等行业

或领域，产品已远销

欧美等国家和地区。

展位号：3C515
电话：+86-769 8768 0266  传真：+86-769 8768 0366
电邮：LYT888@sohu.com
网址：www.lwt-tools.com

东莞市力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力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激光设备领先企

业，力星激光拥有完备的研发体系，与德国激光专家共组

GLORYSTAR激光研发中心与国内多所知名院校和光学研

究机构保持紧密的技术合作。目前，公司的主要产品有

金属光纤激光切割机、非金属激光切割机、光纤激光打标

机，激光焊接机和折弯机等，公司的年生产能力达8000台

套，产品畅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也广泛应用于纺

织、服装、玩具、工业面料、广告、皮革、制鞋、礼品、

电子、印刷、

包装、汽车内

饰、地毯、家

具、金属加工

等 行 业 。  此

外，产品还取

得 欧 盟 C E 认

证及瑞士S G S

认证，并在来料、加工过程、整机、出货等各个环节遵

守ISO9001质量控制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管理准

则，确保产品性能和质量。

展位号：2G21
电话：+86-769 8222 2218  传真：+86-769 2168 3762
电邮：mandy@glorylaser.com
网址：www.glorylaser.com

（按参展企业名称拼音排序）

除标配刚性工作台外，还可

（下转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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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录 List of Exhibitors 

展商名称 展位号

BIG DAISHOWA SEIKI CO., LTD. 1B37
CNC刀具世界 杂志 1B75
IMC国际金属切削(大连)有限公司 1D33
JE-LI SOLUTION CO., LTD. 1A86
MIROKU MACHINE TOOL, INC. 3A211
QC检测仪器网 3E820
TRITON-LEO GROUP (PTY) LTD. 4E11
阿博格机械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3E211
埃赫曼高速钢公司 3A648
艾恩司(苏州)机器设备有限公司 3C151b
爱路华机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3C35
安镁金属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7A03
安阳斯普机械有限公司 3A533
鞍山锐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G41
昂科机械床(上海)有限公司 3D551
遨杰(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2K17
奥美工业(香港)有限公司 2P17
奥智品光学仪器(深圳)有限公司 2K22
百科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2Q22
百科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3D05
百利富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E23
柏斯科技公司 4C12
宝禾易克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3E405
宝鸡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3E531
宝力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3C30
宝力机械有限公司 2R21
宝山国际有限公司 6F31
保科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3C13
北京德铭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A12
北京迪蒙特佳工模具技术有限公司 1D03
北京东方德菲仪器有限公司 3E403
北京高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H22
北京恒博山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3B729
北京京以弘力工业品贸易有限公司 1C81
北京精雕科技有限公司 3B211
北京凯达科仪科技有限公司 5H33
北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5C12
北京力佳利科技有限公司 3A23
北京市长城机床附件有限责任公司 2D41
北京沃尔德金刚石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1B39
北京欣智锋金刚石配件厂 4E23
北京远东恒嘉新材料有限公司 1A11
北京中拓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A110
彼思科技有限公司 5J13
波龙诺孚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C161
波英特精密制冷机械有限公司 4G21
铂悦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6B05
博乐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 3C171
布勒(无锡)商业有限公司 6G01
采杰有限公司 1A226
昌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B373
长春加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H31
长拓空油压股份有限公司 3A148
常州埃特法斯工具有限公司 1C23
常州安田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1D29-4-5
常州倍得福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4G42
常州富和机械有限公司 5D25
常州富威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A79
常州好得工具有限公司 1B82
常州精诺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1C27
常州聚美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A78
常州耐力工具 1C14
常州诺克机械有限公司 4G01
常州瑞利达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1A27
常州市艾维基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C32
常州市百洋工具厂 1A43-1
常州市北方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1B32
常州市博力刀具有限公司 1D19
常州市福尔特工具有限公司 1A221
常州市精洲工具有限公司 1A25
常州市科普特佳顺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3E33
常州市洛锐电器有限公司 3A312
常州市铭鹭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1D67
常州市铭泰顺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C70-1
常州市润德工具有限公司 1B61
常州市斯纳尔电机有限公司 3A542
常州市苏三零工具有限公司 1B27
常州市新西华亚工具有限公司 1A85
常州市英斯泰工具有限公司 1B20
常州市优思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J31
常州苏科工具有限公司 1B50
常州新北区西夏墅腾鹭数控刀具厂 1D17
常州扬帆硬质刀具有限公司 1A12
常州兆华塑料制品厂 1C92
常州正河源数控工具有限公司 1D27
常州志伟工具有限公司 1D75
超精五金抛光机械厂 5J16
晁群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渝都机械厂) 3B581
晨光焊接五金器材公司 4A11
成都邦普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1C31
成都比拓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1A26
成都成林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C59
成都锋宜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1A121
成都科瑞斯精密机床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4B11
成记五金批发有限公司 1D07
呈祥国际精机有限公司 1B29
诚兴行实业有限公司 4E31
城市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02
程泰机械(苏州)有限公司 3C311
重庆卡迪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1B11
滁州神煜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3A441
川田机械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3D08
创金美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D02
慈溪瑞京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3B707
慈溪市奥菱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1A43-2
大连武藏新材料有限公司 3E801
大连鑫磊金刚石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4F43
大连远东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D52
大同机械(东莞)销售有限公司 3D231
大同特殊钢(上海)有限公司 3C03
大隈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3C201
大宪光学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4E37
大越(上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1B70
大昭和精机株式会社BIG (北京金万众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1B37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A423
戴杰磨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D452
黛宝杰工业有限公司 1C83
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有限公司 6J12
丹东富田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5E21

丹阳市裕翔工具有限公司 1C85
德宝压铸技术公司 6B07
德大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3B411
德国PVT超硬镀膜有限公司 1B01
德马格塑料机械(宁波)有限公司 3D242
德马吉森精机机床贸易有限公司 3C33
德州昊业机械有限公司 1D35
迪赛恩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4C03
蒂业技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C381
鼎格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C02
东宝超声科技有限公司 3E302
东海耀碳素(大连)有限公司 3A241
东精精密设计备(上海)有限公司 3B231
东榕实业有限公司 3A143
东泰机械工具(东莞)有限公司 2G37
东莞艾尔发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3D271
东莞宝特电业有限公司 3A647

东莞长安金铭国际工业模具城

1A43 , 1A75 , 
1B55 , 1B73 , 
1B77 , 1D29 
,1D47,1D71

东莞长安金铭国际工业模具城 1D09
东莞大禹机械有限公司 3D09
东莞鼎轩三维科技有限公司 2P06
东莞富尚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5D21
东莞合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D22
东莞和信通商机械有限公司 3D591
东莞晋诚机械有限公司 3A311
东莞精恩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3D431
东莞蓝博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4L62
东莞俪鑫液压机器有限公司 3A641
东莞路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2D17
东莞明丰机械刀具有限公司 3B122
东莞欧贝斯润滑油有限公司 5G33
东莞启隆研磨机械有限公司 4M01

东莞胜富五金刀具厂
1C35 , 
1B48

东莞施杰五金模具配件 1A43-1
东莞世行数控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5D11
东莞仕东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台湾崴立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B441
东莞市安美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3C717
东莞市百安鞋业有限公司 5G42
东莞市百纳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3E641
东莞市宝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G01
东莞市宝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B271
东莞市宝石兴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5F01
东莞市宝腾机械有限公司 3A623
东莞市宝英机电有限公司 3E16

东莞市必诚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1A37 , 
3C481

东莞市璨森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3C728
东莞市昌发模具有限公司 7C01
东莞市长安宝丰五金机械经营部 6D21
东莞市长安国众五金经营部 1D29-3
东莞市长安佳顺模具五金 1B35
东莞市长安启利五金商行 4H41
东莞市长安千岛机械制造厂有限公司 4F12
东莞市长安台祺机械制造厂 4E21
东莞市长安展拓电热配件厂 3E09
东莞市常平益鑫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1D47-4
东莞市超鼎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1C45
东莞市宸嘉精密机器有限公司 3E431
东莞市宸利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D11
东莞市成佳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3E827
东莞市冲宝模具有限公司 1B68
东莞市创顺机械有限公司 1A13
东莞市淳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5D31
东莞市大川机械有限公司 3C351
东莞市大川机械有限公司 3C361
东莞市大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B01
东莞市大江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4B17
东莞市大朗大马模具配件厂 4B13
东莞市大日新泻机械有限公司 2C11
东莞市戴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D43
东莞市得宝电动工具有限公司 3E511
东莞市德韩刀具有限公司 1B67
东莞市德硕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1A263
东莞市德威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A70
东莞市德翔鑫机械有限公司 3E541
东莞市迪奥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2H38
东莞市帝锋机械有限公司 4J32
东莞市鼎泰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1D45
东莞市东城伟昌铝合金加工厂 6B15
东莞市东兴机械有限公司 3E47
东莞市多邦珩磨技术有限公司 1A139
东莞市泛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3E209
东莞市丰典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7B43
东莞市峰茂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A01
东莞市凤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7C07
东莞市凤岗爱托力机械配件加工厂 4D21 , 4D22
东莞市凤岗东之泽机械厂 3A701
东莞市福道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5H02
东莞市富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4K02
东莞市伽达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5B09
东莞市干冠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3B733
东莞市岗田机械有限公司 2M17
东莞市高埗巨铧机械厂 4C01
东莞市高原炉业有限公司 6E41
东莞市广杰机械五金有限公司 1A50
东莞市广聚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4A10
东莞市广为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3E709
东莞市哈克森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4B14
东莞市哈特曼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1A127
东莞市哈特曼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3D391
东莞市海瑞压铸机械有限公司 6D41
东莞市海特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4D47
东莞市瀚默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D25-3
东莞市豪辉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F11

东莞市浩联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D47-1 , 
1D47-2

东莞市和和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1D29-6-7
东莞市恒百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1C29
东莞市恒鑫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5J01
东莞市横沥柯特瑞自动化机械设备厂 4B16
东莞市横沥生广自动化机械设备厂 4A07
东莞市弘升润滑油有限公司 6J15
东莞市宏田机械有限公司/东莞弘融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3C461
东莞市宏幸工业炉制造有限公司 6F21
东莞市宏轩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瑞钧机械) 3C501
东莞市宏哲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7D51

东莞市华博塑料机械有限公限 3E111
东莞市华都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3B151
东莞市辉通节能科技设备有限公司 6H17
东莞市惠众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3E816
东莞市吉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1D71-3
东莞市嘉刚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B80
东莞市嘉盛铜材有限公司 3E21
东莞市嘉树达精机有限公司 3C471
东莞市江钨数控刀具有限公司(红宇刀具) 1A117
东莞市杰宇注塑机械有限公司 3E311
东莞市捷晨硅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3D401
东莞市京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E225
东莞市精诚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4H02
东莞市精恒机械有限公司 3E322
东莞市精耐精密切削刀具有限公司 1A21
东莞市精卓实业有限公司 7C41
东莞市久诺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3B701
东莞市巨冈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3C23
东莞市均准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5J17
东莞市骏鸿管业有限公司 3A51
东莞市骏贸五金机电有限公司 3B561
东莞市骏益机械有限公司 3A41
东莞市凯迪碳素有限公司 3D182
东莞市康驰实业有限公司 7D01
东莞市康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M41
东莞市康铭实业有限公司 5H45
东莞市科骏精密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3E101
东莞市科莱斯克机电有限公司 1A48
东莞市科隆实业有限公司 1B08
东莞市科维丝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A58
东莞市克洛伊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1D11
东莞市快手自动化机械有限公司 3E02
东莞市莱斯润滑油有限公司 7G03
东莞市蓝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3E229
东莞市蓝拓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3A341
东莞市力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C11
东莞市力王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3C512
东莞市力星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G11
东莞市利成机械有限公司 3D291
东莞市利攻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H42
东莞市联顺机械有限公司 3E423
东莞市菱克数控机电有限公司 3B722
东莞市六欣机械有限公司 3E401
东莞市龙辰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C401
东莞市龙天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3A642
东莞市隆鑫研磨材料有限公司 6H15
东莞市路尔特机械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3E421
东莞市洛轴研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4C25
东莞市马记实业有限公司 1C63
东莞市美科贸易有限公司 3D162
东莞市美铁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D501
东莞市米尔迪克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B461
东莞市铭磁磁性工具有限公司(东莞市昊欣数控五金工具) 1C21
东莞市铭磁磁性工具有限公司(东莞市昊欣数控五金工具) 1C88
东莞市铭冠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新虎将) 3C451
东莞市铭辉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3D502
东莞市铭锵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7D11
东莞市纳肯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1D25-2-4-6-8
东莞市尼的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5E31
东莞市诺茂信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4D32
东莞市欧驰精密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4K05
东莞市欧玛机床配件有限公司 3C617
东莞市欧米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D451
东莞市品鑫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3C722
东莞市普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E115
东莞市普菱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C715
东莞市普锐米勒机床有限公司 3C552
东莞市启航精密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A201
东莞市启能实业有限公司 2P14
东莞市乔柏电机有限公司 3A50
东莞市乔锋机械有限公司 3D491
东莞市全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3E10
东莞市群辉机床防护技术有限公司 3B542
东莞市热工工业熔炉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F41
东莞市热佳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3E819

东莞市日欣机电有限公司
1D29-9 , 
1D29-10

东莞市荣誉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D561
东莞市锐风机械有限公司 7B21
东莞市锐格数控工具有限公司 1D29-8
东莞市锐海磨料磨具科技有限公司 4D25
东莞市锐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B47
东莞市瑞宝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1C18
东莞市瑞科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3A332
东莞市三合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A21
东莞市三星数控机床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3B731
东莞市山普化工有限公司 3E228
东莞市尚毅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6G31
东莞市深达机械五金有限公司 3C09
东莞市生辉贸易有限公司/台湾生辉气动工具厂 4J41
东莞市胜翔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1D09
东莞市圣捷机床防护有限公司 4D33
东莞市盛百威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5F02
东莞市史特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3C733

东莞市数控刀具行业协会

1A201 , 1A211 
, 1A231 , 
1A237 , 1A251

东莞市双利刀具厂 1D58
东莞市顺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D05
东莞市松庆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2D11
东莞市松庆智能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6G21
东莞市塑伯橡塑料有限公司 3E222
东莞市穗恩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1D25-1
东莞市索拉润滑油科技有限公司 4D31
东莞市台富机械有限公司 3D01
东莞市台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C712
东莞市台美德机械有限公司 3E201
东莞市台瑞机电有限公司 5E25
东莞市台旺机械有限公司 3E141
东莞市台信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3C571
东莞市台镇仪器有限公司, 杭州瑞腾精测仪器有限公司 1B63
东莞市钛克迈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5L09
东莞市泰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C710
东莞市特马电子有限公司 1B46
东莞市特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 6E31
东莞市天歌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H33
东莞市天佑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3D441
东莞市天准金钢贸易有限公司 3B06
东莞市通兴液压科技有限公司 3D611
东莞市通洋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3A601

东莞市统一机械有限公司 3D151
东莞市拓达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1D01
东莞市万江广源变频电子设备厂 3A22
东莞市万江翰鸿自动送料机设备厂 3A709
东莞市万喜至亚业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3E19
东莞市旺民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4E32
东莞市威得客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3E441
东莞市威易得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5A07
东莞市文华五金贸易有限公司 6J05
东莞市夏阳精密钨钢有限公司 3A28
东莞市先威气动设备公司 4A03
东莞市翔天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5F31
东莞市协振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3C735
东莞市欣泰丰精密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3C601
东莞市新光源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4J25
东莞市新拓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C13
东莞市鑫丰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4E45
东莞市鑫塘精密模塑有限公司 5F45
东莞市鑫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 宇虹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3D402
东莞市信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2B21
东莞市兴锐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3B713
东莞市旭正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B481
东莞市亚恩帝机床有限公司 3D610
东莞市亚峰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3E613
东莞市扬牧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4C11
东莞市杨军波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1B77
东莞市耀安塑料机器有限公司 3E342
东莞市耀盛工业炉有限公司 6C01
东莞市耀硕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C70-5
东莞市耀欣切削刀具有限公司 1D42
东莞市亿亨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A01
东莞市盈满和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1B57
东莞市雍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5C02
东莞市永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B432
东莞市友鸿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B372
东莞市有容超冷五金配件加工厂 3A13
东莞市佑慈机电有限公司 1D25-5-7
东莞市禹瑞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G11
东莞市裕威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3E35

东莞市远科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东莞市巨高机床有

限公司/东莞市巨清机床有限公司(巨人集团)
3B531

东莞市展睿精密钨钢制品厂 5F43
东莞市展通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1D88
东莞市展威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3D618
东莞市樟木头鑫泰五金机械厂 4J11
东莞市臻鼎励泰机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A611
东莞市振硕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B52
东莞市振研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5G02
东莞市震霖实业有限公司 3A42
东莞市中部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3B603
东莞市中创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E45
东莞市中创数控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4M25
东莞市中旺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4D12
东莞市株钻切削刀具有限公司 1B51

东莞市竹菱铜业有限公司
3D601 , 
3E701

东莞市卓辉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E507

东莞市卓蓝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德普信息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
5B03

东莞台嘉晟实业有限公司 6C11
东莞台一盈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C281
东莞泰星五金制品厂有限公司 3E413
东莞晓宇照明产品有限公司 4E36
东莞心中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6J06
东莞鑫创绩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C70-7
东莞信易电热机械有限公司 3D07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C03
东莞毅豪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D471
东莞元昌精密深孔钻 5B08
东莞悦玛空气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4K07
东莞章和贸易有限公司 3C151a
东莞正荣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A68
东营市禾成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3E224
东源精密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3C271
东芝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3D301
动玛精工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数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A242
杜玛刀具(常州)有限公司 1A38
哆尔利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D71-4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46
法如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C11
方技有限公司 3A513
丰铁塑机(广州)有限公司 2Q19
佛山宝捷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5E41
佛山丰堡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D613
佛山市奥迪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B05
佛山市大铁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3D608
佛山市鼎泰鑫兴机床配件有限公司 5L06
佛山市飞月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3E713
佛山市固桥纳米科技业有限公司 5G41
佛山市广轴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4C43
佛山市宏石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2H21
佛山市技新电气有限公司 6B09
佛山市洁润斯润滑油有限公司 7A10
佛山市力淼气动液压工具有限公司 5G32
佛山市迈尼特机床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5C11
佛山市穆高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Q21
佛山市拿货去网电于商务有限公司 5H23
佛山市南海奔达模具有限公司 7B52
佛山市南海汇大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A02
佛山市南海里水启新模具厂 7B11
佛山市南海区冠信过滤器制品厂 5G22
佛山市南海区合亿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7D31
佛山市南海区利采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7A09
佛山市南海区模具协会 7D35
佛山市南海玉镜油泵制品厂 3B717
佛山市庆鸿金机械有限公司 3B171
佛山市三水区凯劲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6F33
佛山市三水永明实业有限公司 6J02
佛山市圣特斯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3D481
佛山市顺德区加钛贸易有限公司 4M23
佛山市顺德区精弗斯数控车床制造有限公司 3C582
佛山市顺德区隆禾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3B512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汉明石阁机械厂 3B552
佛山市顺德区三山诺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6H14
佛山市顺德区顺联机械城有限公司 1C91
佛山市顺德区腾鸿杰钢材有限公司 3C185
佛山市同想科技有限公司 6A07
佛山市文杰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6C21
佛山市震源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4F31
佛山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P12

（按展商企业名称拼音排序！)　截至：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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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戈工业媒体 1A51
福建省嘉泰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3A301
福建省金瑞高科有限公司 7B15
福建双延兴业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E41
福清市融马(利合砂轮)有限公司 1C70-8
福仕德亚洲有限公司 1D78
福田模具五金钢材有限公司 1A75
福州唯氏机械有限公司 7A17
富俪高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3E417
冈田精机丹阳有限公司 3A401
港星制造厂有限公司 7D03
高诠国际有限公司 3A141
高圣精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A511
歌华国际有限公司 2R28
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 4B02
格勒玛数控科技(马鞍山)有限公司 4D01
格林国际有限公司 6B01
庚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4J23
工场网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3E807
工具技术杂志社 1B45
工具商情 1D16
冠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3B101
冠理科技顾问公司 4A01
广东宝洋科技有限公司 6G11
广东伯朗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5D02 , 5E02
广东大族粤铭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H11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C12
广东弘超橡塑实业有限公司 3E05

广东联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A67 , 1A68 
, 1A79

广东联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C51
广东联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C70
广东联冠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D25
广东美特机械有限公司 7A11
广东耐信镀膜科技有限公司 5H42
广东普电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C01
广东润普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3E39
广东山之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C31

广东省机床工量刃具商会
1B80 , 1C67 
, 1C65

广东省汕头市天泰机械有限公司 3E622
广东省塑料工业协会信息中心 3E825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R31
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D171
广东万濠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3B482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1D61
广东伊莱斯电机有限公司 4J02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6D01
广深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3C21b
广西梧州港德硬质合金制造有限公司 4D41
广州艾拓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5A02
广州爱铺丝机械有限公司 3C142
广州百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N11
广州宝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C31
广州超音速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H37
广州创乐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K37
广州道晨模具配件有限公司 7B07
广州德珐麒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7B41
广州法信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5H25
广州锋力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3B609
广州恒亿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B571
广州结发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5J18
广州捷银电器有限公司 3E25
广州精业机械有限公司 3E42
广州君圣液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E208
广州凯恩帝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3B607
广州科源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4H13
广州冷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A07
广州梁许贸易有限公司 4D27
广州美高工业器材有限公司 3E501
广州锘大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B58
广州珀泰检测仪器有限公司 4D42
广州普伦仪器有限公司 5A08
广州尚特工业制品有限公司 3A442
广州市东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A342
广州市番禺飞马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3A47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金鸿机械厂 4K10
广州市高品机床有限公司 4F01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B112
广州市华通工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C612
广州市基石工业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7B51
广州市佳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H41
广州市佳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C411
广州市佳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D141
广州市佳速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H32
广州市科悦新材料有限公司 3E223
广州市酷图贸易有限公司 4D24
广州市兰格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G41
广州市欧登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3E708
广州市鹏骏机床有限公司(广州市南方机床厂) 5C01
广州市骐峰贸易有限公司 1A222
广州市融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P07
广州市斯玛特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4E12
广州市陶特新科技有限公司 1B31
广州市特驰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E41
广州市昱普电科技有限公司 4F23
广州市跃国电子有限公司 4B15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D321
广州天沅硅胶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E122
广州网能产品设计有限公司 2N31
广州沃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5C10
广州新勇隆专用设备零配件有限公司 6J01
广州宇莱杰机械有限公司 3A221
广州中荠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6J11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3E705
贵阳泰和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1D55
贵州伊海工具有限公司 1C41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3A431
国际直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A516
哈伯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3B282
哈尔滨先锋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B43
哈斯自动数控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3C331
哈挺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3B301
海克斯康测量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3B201
海翔(福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J12
海兴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6F02
韩国GG顶尖制造会社 1A82
韩国工具工业协同组合 1A86-1A100
MEGAPLUS DONGJIN CO., LTD. 1A87
IN TECH CO., LTD. 1A88

TNC SHARK CO., LTD. 1A89
KHAN WORK HOLDING 1A90
KOREA TECHNICS LTD. 1A91
STAR TOOL CO., LTD. 1A92
DONG DO TECH CO., LTD. 1A93
BOOMIN CO., LTD. 1A94
INKOK INDUSTRIAL CO., LTD. 1A95
SIN JIN DIAMOND INDUSTRIAL CORP. 1A98
DONGNAM KOREA TUNGSTEN CARBIDE 1A99
韩国科高铣刀有限公司 1A34
韩国切割工具有限公司 1A33
韩荣乐嗣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5F41
翰坤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4D51
杭州华星轴承有限公司 1C67
杭州市千岛拓新进出口有限公司 3A411
杭州思看科技有限公司 2P04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市成田司化

机械有限公司)
5D01 , 5E01

浩邦国际有限公司 3D581
浩琛热流道科技有限公司 3E121
合成压铸金属制品厂有限公司 7D32
合源工业有限公司 3E711
和卓喷嘴阀门系统(宁波)有限公司 3E312
河北恒凯硬质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1C42
河北山特刀具有限公司 1D22
河源普益硬质合金厂有限公司 1B26
河源泳兴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C20
河源正信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B17
鹤山市联顺塑料五金有限公司(恒泰五金) 4D23
恒钢国际有限公司 3C22
恒拓高自动化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3D421
恒一气动有限公司 5G27
弘展切削工具有限公司 1A03
鸿亨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C70-2
鸿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Q23
湖北豪博特刀具制造有限公司 1D47-5
湖北行星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2N43
华德鑫热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6H08
华炬电子有限公司 5C07
怀集东邦化学有限公司 3E15
环球工业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7E01
环球塑化网 / 东莞市盟大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E823
汇力工业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1B33
汇能光电有限责任公司 2K01
汇颖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B08
惠州麦丰密封科技有限公司 7E11
惠州普极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1C55
惠州市仨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D21
惠州市腾鑫传动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F27
霍夫曼工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A47
机床工具制造业 杂志社 1A225

机床商情 杂志、158机床网 / 北京世哓文化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
1A267

机床市场 杂志 / 北京四海骋远广告有限公司 1A227
机床杂志社《制造技术与机床》月刊 1A268
机电商报、《今日制造与升级》 2P15
积架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C19
积康螺杆制造(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3E207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2P03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3D362
激光制造商情 杂志/ 深圳市星之球广告有限公司 2K41
极品实业有限公司 7C45
极云机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A42

集福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1B55-1 , 1B55-2 , 
1B55-6 , 1B55-7

济南达宝文汽车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3E601
济南海德热工有限公司 6J13
济南天马泰山石材有限公司 1B13
济宁安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1C70-4
加拿大NPT国际有限公司 1C70-6
佳记金属制品厂 4G45
佳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B615
珈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3A147
嘉善博朗轴承有限公司 3A443
嘉善荣昌滑动轴承有限公司 5A03
嘉善同清贸易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3B272
嘉兴皓特特种陶瓷有限公司 6J08
江门今科机床有限公司 3C562
江门市奥斯龙机械有限公司 3B352
江门市高成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4H21
江门市蒙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6G12
江门市蓬江区志通通风设备厂 4F37
江苏华雕机械有限公司 4F11
江苏精精工业隔热材料有限公司 5G25
江苏科瑞斯机件有限公司 4G25
江苏省艾格森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B521
江苏天工工具有限公司 1D08
江苏通微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4E22
江苏星晨高速电机有限公司 3D609
江苏扬力集团有限公司 2H31
江西弘江机电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3D541
杰根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1A261
捷迅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6E01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2G01
金合钻石刀具(深圳)有限公司 1C57
金晖(中山)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3B522
金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7C43
津上精密机床(浙江)有限公司 3D331
津田驹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3D181
进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3C20
晋江市精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6B13
精展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1A41
精准机械公司 3C502
井冈山市恒盛数控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D47-3
靖江宏峰电机有限公司 4C42
靖江市建肯高速电机有限公司 4A09
巨丰液压制造有限公司 5B02
巨轮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3A101
巨美(常州)工具有限公司 1D32
巨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40
巨薪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4D45
聚风塑料 杂志 /  卓商塑料网 3E803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3B221
凯姆德机械有限公司 3A713
恺贝津(香港)有限公司 1B41
考世美(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1B36
科汇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3B11
科能三维技术(工业)有限公司 3C15
科升国际有限公司 3E407
客明环境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6H07

昆明天马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E01
昆山长野超硬合金有限公司 1A112
昆山东合镒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3B611
昆山涵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C09
昆山京元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A631
昆山森力玛电机有限公司 7C21

昆山特升隆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B19 & 
1B23

昆山特升隆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B19 & 
1B23

昆山欣峰机械有限公司 3E502
徕孚化工有限公司 7A01
廊坊市泽田依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A541
乐昌市明俊铸造有限公司 7B45
乐丰模具压铸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7B01
雷尼绍香港有限公司 3C101
厽淼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5G35
力丰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3C211
力辉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7G06
力劲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6A03
力永实业有限公司 3B172
丽昌超声波工程有限公司 3E411
丽驰精密机械(嘉兴)有限公司 3C321
利达五金公司 4F22
连云港倍特超威粉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6H13
联成机电有限公司(东莞市联成机电有限公司) 3A12
联高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E623
联合利安机电配件(深圳)有限公司 4C22
联信行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3C231
亮信有限公司 7G01
临清市百司特机械有限公司 4F21
领科(澳门离岸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7D25
柳州市精业机器有限公司 3E01
马波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3D617
马尔计量设备有限公司 3B442
马路科技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3B371
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D12
美得龙(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3A232
美德龙 3A232
美国自动精密工程公司 3C17

美锴机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图坦谱机械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3E212

美兆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1C39
美兆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3C102
明锐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D39
明望精机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3D281
明纬(广州)电子有限公司 3C721
南烽精密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3E41
南京建克机械有限公司 3C511
南阳市中捷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3B102
尼康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3B10
宁波贝递同步带有限公司 3B721
宁波博威麦特莱科技有限公司 3D607
宁波长飞亚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D221
宁波慈光同步带有限公司 3A49
宁波东钱湖精艺工具厂 1C48
宁波丰州机械有限公司 7G02
宁波固安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2E17
宁波海鹰塑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5D41
宁波杭州湾新区翔驰机械有限公司 1D89
宁波弘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E241
宁波名力弹簧有限公司 1D86
宁波耐斯特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1A30
宁波圣龙王同步带轮有限公司 3B730

宁波市超传同步带有限公司/ 慈溪市广合同步带轮

有限公司
3B727

宁波市重强电器有限公司(深圳市思大电子有限公司) 4B07
宁波市铸造行业协会 7号馆

宁波顺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A522
宁波拓诚机械有限公司 2C31
宁波崴特机电有限公司(宁波马可) 3B311
宁波协锻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E11
宁波伊柯铣杭震刀具有限公司 1A28
宁波以赛亚气动成套有限公司 3C609
宁波中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号馆

欧德思(深圳)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5H11
欧立美克(上海)贸易公司东莞分公司 2A45
欧士机(上海)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A63
庞详精彩机械有限公司 3B181
平凡传媒《模具工程》《塑料制造》编辑部 3E809
普拉迪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3D222
普立得科技有限公司 3A142
奇利(厦门)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 1C49
巧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A58
青岛爱特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 1D20
青岛昌汉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E42
青岛天顺成科技公司 2J48
青海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3A632
全球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B273
群杰贸易有限公司 1A45
仁武正顺车刀有限公司 3A131

仁兴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6E11, 6E21, 
6F11

日本恩司迪公司 3C131
日本美加化学株式会社上海代表处 4L66

日本西格玛SIGMA公司总代理(北京航天村技术研

究部)
3A643

日本制钢所塑料机(香港)有限公司 3D101

日高工具贸易公司
3A715 , 
3B601

日机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1A83
日精树脂工业科技(太仓)有限公司 3D03
日刊工业新闻社 3E805
日立金属株式会社/日立金属(东莞)特殊钢有限公司 3C07
荣格工业传媒有限公司 1A53
瑞德贝尔 6B16
瑞航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B12 , 5L05
润滑油品导购 杂志社、广州浩瀚信息传播有限公司 3E826

润滑油情报 杂志/润滑油情报网 / 广州市智千重市

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E810

润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C251
赛夺科精密主轴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3E607
三丰力丰量仪(东莞)有限公司 3D381
三共机械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3B132
三河市燕郊润德超硬材料有限公司 1D57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3C301
三协工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1A138
三亚洋行有限公司 3C21a
森川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3A711
森马机械有限公司 1B65

沙迪克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3C221
山东北宇机械有限公司 4C45
山东迈特力重机有限公司 2C17
山东泰丰宝源数控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1B40
山善(深圳)贸易有限公司 3B331
山西风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A145
陕西中博工业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4F52
汕头市东信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1A71
上海滨捷机电有限公司 4J12
上海常荷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1B07
上海辰澜旅游咨询有限公司 3E313
上海丹铨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A501
上海东高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3B01
上海东洋钢钣商贸有限公司 3D132
上海发那科机器人有限公司 3C261
上海橄榄磨具有限公司 1D81
上海冠头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3A445
上海哈宇工具有限公司 1A129
上海禾荷贸易有限公司 1D49
上海弘昕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D432
上海铼钠克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3D572
上海联泰科技有限公司 2P01
上海菱盈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3B709
上海名古屋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1C37
上海诺拜工具有限公司 1B15
上海品哲配线器材有限公司 3E07
上海普莱克斯自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H11
上海取易国际贸有限公司 3C172
上海日进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C32

上海山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 泰州市山达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
5B01

上海山田刀具有限公司 1A76
上海杉野机械有限公司 1A115
上海顺野嘉工贸有限公司 3D131
上海特略精密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3D191
上海拓克能模具技术处理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3E603
上海维宏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E532
上海稳利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J38
上海勋圣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C725
上海亚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C53
上海悦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K21
上海哲立贸易有限公司 4G31
上海智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3E226
上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B281
申皓精密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G48
深市大族超能光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G31
深圳奥德机械有限公司 6H01
深圳宝安区松岗弘诚自动化设备厂 3A48
深圳北村鼎荣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C431
深圳倍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台湾嘉晟精密有限公司) 5J08
深圳迪能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H01
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B27
深圳好尔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D69
深圳黑田机器人有限公司 5J09
深圳华普通用科技有限公司 3E712
深圳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 2R41
深圳今通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3E232
深圳精工轴承有限公司 3E37
深圳精钻精密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3C08
深圳联和热流道系统有限公司 5F11
深圳木村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3B613
深圳帕尔软管技术有限公司 2G45
深圳气立可气动设备有限公司 3C572
深圳时茂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2B31
深圳市阿尔法变频技术有限公司 4F41
深圳市艾堤珐润滑油有限公司 3C723
深圳市奥尔森电气有限公司 5G31
深圳市奥兰特机械有限公司 6B03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华方数控机床服务部 3E642
深圳市宝安区公明兆亿模具店 1A32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鼎柏德机电厂 3B708
深圳市宝捷信科技有限公司 3D351
深圳市宝泽热流道有限公司 3B718
深圳市长宏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4J37
深圳市超美力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5D23
深圳市诚奥模具有限公司 3E612
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 3C27
深圳市达姆迅科技有限公司 6J09
深圳市大通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3A03
深圳市大兴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3A321
深圳市大业激光成型技术有限公司 2P02
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B351
深圳市丹耐斯机械有限公司 3E412
深圳市德达数控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3A331
深圳市德马科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3B251
深圳市德诺好和科技有限公司 2J37
深圳市迪嘉机械有限公司 3D161
深圳市鼎泰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3B111
深圳市东麟石墨制品有限公司 4K09
深圳市法太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J27
深圳市丰华实业有限公司 3D592
深圳市福华压铸机配件有限公司 7A18
深圳市富发牌实业有限公司 5F32
深圳市富兰克科技有限公司 2A31

深圳市高精达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3C121a, 
3C121b

深圳市戈德威超硬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3E703
深圳市戈瑞德物流设备有限公司 4G23
深圳市汉霸机电有限公司 3C421
深圳市汉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A131
深圳市好时代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 4B20
深圳市合发齿轮机械有限公司 3A243
深圳市合发齿轮机械有限公司 3C703
深圳市合新明测量仪器有限公司 3B541
深圳市和科达超声设备有限公司 3A432
深圳市和胜金属技术有限公司 1D53
深圳市恒拓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C65
深圳市恒兴隆机电有限公司 4H23
深圳市宏鑫堡科技有限公司 6D02
深圳市华力士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4E52
深圳市华南天城机床配件有限公司 4A08
深圳市华曙三维打印技术有限公司 2K31
深圳市华新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7C11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D411
深圳市吉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7D21
深圳市嘉景机电有限公司 3C701
深圳市建儒科技有限公司 3C711
深圳市今日标准精密机器有限公司 3C561
深圳市金宝佳电气有限公司 3E303
深圳市金盾王金刚石磨具有限公司 1B02

（按展商企业名称拼音排序！)　截至：10月30日

（下接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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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东莞国际模具及金属加工展、国际橡塑胶及包装展研讨会
地点: 3A馆2楼

日期 时间 主题 主讲单位 会议室

11月18日

10:00-21:30 第六届“抚顺特钢”全球模具材料及配件应用交流大会
中国模具工业协会模具标准件委员
会、深圳市模具技术学会

B、C、
D

14:00-15:15 迎战“工业4.0”，开启“互联网+模具材料”新模式 深圳市新元钢铁材料有限公司 F

14:00-15:15 Mastercam X9新版本发布暨Dynamic Motion动态加工
技术研讨会 冠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H

11月19日

10:00-12:00 C轴产品说明 上银科技有限公司 E

10:00-12:45 高效光学测量解决方案专题研讨会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H

11:30-12:45 金属3D打印在塑胶3D水路模具上应用 科能三维技术(工业)有限公司 G

14:00-17:00 企业资源系统掌控生产管理 思汇科技集团 E

14:00-15:15 2015株洲钻石刀具新品推荐会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G

15:30-17:00 创新的多色多物料3D打印技术及多色多物料注塑成型方
案介绍

迪嘉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G

11月20日
10:00-12:45 FANUC产品在雕铣行业中的应用 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 E

16:00-20:30 2015 国际先进制造业（中国广东）高峰会
广东省机械模具科技促进协会、讯通
展览公司

C

IMCS2015国际（东莞）铸业展——专题研讨会
地点：7号馆7C62

日期 时间 主题 主讲单位

11月18日
13:30-14:30 富来 子品牌 瑞士VDS真空机 专利技术 德国富来公司

15:00-17:00 1)  新十年新典范—卓越系列高性能冷室压铸机 
2) 压铸机器人自动化系统技术特点和发展趋势

广东伊之密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1月19日

10:00-11:00 半固态和挤压压铸技术 珠海市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11:30-12:30 全新铸造,压铸自动化新概念 佛山市文杰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14:00-15:00 大型压铸结构件生产之2016发展趋势 力劲集团领威科技有限公司

15:30-16:30 锌合金压铸及精益生产 鑫是达香港有限公司

11月20日
10:00-11:15
11:15-12:30   
15:00-17:00

国际高增值铸造零部件采购要求与机遇研讨会
欧洲汽车零部件采购要求条件与机遇                              
世界级3C产品之采购要求条件与机遇
GIFA展市场调查总结及世界性鋳造件需求启示

香港铸造业总会/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11月21日
10:00-11:00 压铸行业生产成本管控 东莞市耀盛工业炉有限公司

11:30-12:30 加速推进伺服节能技术在压铸领域的应用 佛山市荞野伺服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2015广东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博览会（智博会）——专题研讨会
地点：2号馆2楼

日期 时间 主题 主讲单位

11月19日
(上午)

9:00-10:30 中国制造2025和东莞制造2025规划报告 中国工程院

10:35-11:30 德国工业4.0专题报告 德国Fraunhofer生产技术研究所(IPT)

11:35-12:00 国内知名装备企业经验分享 大连机床

11月20日
(下午)

14:00-14:30 东莞市“机器换人”政策宣讲 东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14:30-17:00

环球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及中国制造2025科技与制造系统
综合研讨会
- 全球工业迈向智能化-「i4.0智能化工厂」
- 工业4.0企业资源计划及先进制造执行系统
- 工業4.0智能生产排程系统 (i-ps)
- 面向工业4.0及中国制造2025新世代之智能化工厂机械手与灵
活自动化科技
- 先进传感器于工业4.0智能化工厂之应用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Epicor Software (North Asia) Limited
派程(上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歌华国际有限公司

Siemens Ltd.

深圳市金鸿达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1D25
深圳市金瑞精工钨钢科技有限公司 1A101
深圳市金域高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C90
深圳市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07
深圳市精控机电有限公司 3D582
深圳市精一智能机械有限公司 3A422
深圳市精益星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5G12
深圳市精铸模具有限公司 3B712
深圳市聚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5H22
深圳市钧诚科技有限公司 3A33
深圳市凯悦实业有限公司 2D42
深圳市康道科技有限公司 3D532
深圳市可腾机械有限公司 3A649
深圳市力博刀具技术有限公司 1C58
深圳市利兴隆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7C15
深圳市林科超声波洗净设备有限公司 5B07
深圳市龙岗横岗鑫源宇研磨抛光材料商行 5J07
深圳市罗斯特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2A11
深圳市迈爱思科技有限公司 3E608
深圳市美高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B09
深圳市美信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B30
深圳市米朗科技有限公司 3C730
深圳市铭镭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D31
深圳市模具技术学会 3C185
深圳市耐恩科技有限公司 5H01
深圳市南林科技有限公司 5H41
深圳市诺威电器有限公司 5J11
深圳市欧恩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 3B711
深圳市欧美诚信航铝铝业有限公司 3A31
深圳市攀拓科技有限公司 4G22
深圳市平进股份有限公司 3B07
深圳市普达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N27
深圳市强浪机械有限公司 3A622
深圳市日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D341
深圳市日昭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G41
深圳市荣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7D26
深圳市瑞杰信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C551
深圳市赛德力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3C731
深圳市赛瑞德精工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3A30
深圳市叁线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7B12
深圳市上鼎科技有限公司 3C162
深圳市深鑫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5C09
深圳市神州天柱科技有限公司 3E17
深圳市实达昆科技有限公司 3E03
深圳市世工科技有限公司 3A121
深圳市首熙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D352
深圳市双联机械有限公司 3E43
深圳市双平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3E815
深圳市顺佳研磨科技有限公司 6D33
深圳市硕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C521
深圳市思博威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2E21
深圳市思锐得贸易有限公司 1C61
深圳市思业兴机电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7C12
深圳市斯玛特数控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4M21
深圳市松田利华科技有限公司 3E131
深圳市塑源实业有限公司 3E321
深圳市泰锋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1A66
深圳市特思德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M31
深圳市天启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5J15
深圳市通发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2K11
深圳市同创机电一体化技术有限公司 3B702
深圳市威腾龙科技有限公司 7C51
深圳市西秀工贸有限公司 1B38
深圳市协和传动器材有限公司 3E28
深圳市昕宏安磁能科技有限公司 6B12
深圳市鑫宏鑫机设设备有限公司 4H01
深圳市鑫台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D521
深圳市鑫台铭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6D31
深圳市鑫旺杰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6B06
深圳市信利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E301
深圳市兴昊荣五金设备有限公司 3A707
深圳市兴远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4J33
深圳市旭东华机电有限公司 5B10
深圳市雅鲁实业有限公司 7D41
深圳市亚宁工具有限公司 1A123
深圳市言必信科技有限公司 5H43
深圳市杨森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E231
深圳市倚谷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E402
深圳市意普兴科技有限公司 2C41
深圳市英威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3E31
深圳市永华鑫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C713
深圳市永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3E813
深圳市玉宝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1A241
深圳市煜高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B401
深圳市远洋翔瑞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C21
深圳市志奋领科技有限公司 3C729
深圳市智控网络有限公司 / 智能化网 2K42
深圳市中塑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3C18
深圳市中天超硬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1D41
深圳天创工业耗材有限公司 1D21
深圳万润利模具技术有限公司、德国葛利兹钢厂 3A132
深圳正德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D56
深圳中刚机械有限公司 4K03
沈阳森德尔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3E08
沈阳艺华恒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4E43
施泰力工具(苏州)有限公司 3C608
史托尔兹(上海)机械有限公司 3D142
世纪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3B172
数控机床市场 杂志（北京恒立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1A266
顺德区旭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B608
顺景园精密铸造(深圳)有限公司 7B02
硕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3B02
司达行 3E422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3B09
思维福特南通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C41
四川博亿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B42
四川简阳云海泵业有限公司 4L69
四川深扬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3B381
四会市华永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6F45
四会市辉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6F01
四会市雄信铝业有限公司 6H12
松和机械(太仓)有限公司 4J13
松泰精技(深圳)有限公司 3E602
苏州阿喀琉斯商贸有限公司 1A81
苏州东昱精机有限公司 3C532
苏州金马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5F25
苏州欧利锦高速精密冲床科技有限公司 2M11
苏州日雅机械设备维修有限公司 3E521
苏州日月潭数控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1A126
苏州润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6J17

苏州三光机电销售有限公司 3B312
苏州山德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C19
苏州市方天科技软件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4H11
苏州西捷克媛冲科技有限公司 3C607
苏州新代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A602
塑料工业 杂志 / 广州江外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3E821
台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3A11
台技企业有限公司 2R05
台技企业有限公司 3D201
台湾区模具工业同业公会 1A22
台湾顺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F42
台州北平机床有限公司 / 浙江钱江机器人有限公司 3C581
台州华鑫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D31
台州卡赛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C65
台州亮工数控有限公司 3B703
台州美日机床有限公司 4C21
台州市飞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B80
台州市豪力实业有限公司 2B48
台州市内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D12
台州市锐安硬质合金工具有限公司 1A75
台州市神鹰机械厂 1C05
台州市万龙达工量具制造有限公司 1B04
台州市新潮珩磨设备制有限公司 4C02
泰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3D251

泰州市利优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D71-1 , 
1D71-2

特种铸造及有色合金杂志社 7号馆

天府坩埚－东莞办 6B02
天津鸿新益发科技有限公司 3A421
天津龙创日盛机电实业有限公司 3B362
天津市富瑞泽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F33
天津元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D35
铁王数控机床(苏州)有限公司 3C531
通广传媒(香港)出版有限公司 1D68
同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3B272
桐乡三精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A133
托纳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C111
拓塞尔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C87

万恒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B55-8 , 
1B55-9 , 
1B55-10

万事达切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A07
旺毅企业有限公司 1A17
威纶机械(深圳)有限公司 4L70
威猛巴顿菲尔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3D121
威铨科技有限公司 1A55
威硕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3C10
唯佳有限公司 1A10
纬冠刀具有限公司 3A131
温岭市澳龙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B19
温岭市力锋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1C33
温岭市伊莱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4B03
温州金业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5J03
温州三和量具仪器有限公司 1D79
无锡市荣华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4J21
无锡市赛博机电有限公司 1C89
无锡松村贸易有限公司 6B08
吴江中瑞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2P09
武汉金典新意高机械工具有限公司 1A67
武汉益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3E20
西安爱德华测量设备有限公司 3B152
西安长岛精工机械有限公司 3D571
西安纳诺精密测量有限责任公司 3C132
西安帕吉特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B551
西安秦岭金刚石砂轮有限公司 1D13
希普思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1A65
夏鼎精密模具咬花(激光咬花) 4J42
厦门德克数控刀具(苏州)有限公司 1B23
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 1C01
厦门麦克玛视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D511
厦门镁格铂亚科技有限公司 3C611
厦门晟胜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B572
厦门扬森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3B511
现代威亚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深圳市威佳机械有限公司 3C371
香港克莱飞科仪有限公司 3B361
香港模具及产品科技协会 7E07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2Q52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7F01
香港天行键实业有限公司 1B28
香港五金商业总会 7F01
香港五金商业总会 7G07
香港新力行 4C51
香港铸造业总会 7C60
湘潭三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5A05
协丰五金有限公司 1D37
协易科技精机(中国)有限公司 2F01
欣益扬实业有限公司 1A52
新辉润滑油(香港)有限公司 4H12
新荣五金机械公司 1C62
新亚洲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3C602
新永兴喷漆制品(深圳)有限公司 7C42
新源S&T有限公司 1B79

鑫建福五金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1D29-1 , 
1D29-2

信达行工具有限公司 3C603
信全国际有限公司(宝昕) 3A07
星光树脂制品(昆山)有限公司 2N21
星精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3D261
星贸国际有限公司 2Q25
行丰(香港)有限公司 / 广州捷瑞拓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1B69
秀凯超硬刀具(大连)有限公司 1D73
旭尚工(広州)贸易有限金司 3C613
压铸周刊 7号馆

亚德客(中国)有限公司 3B502
亚肯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B55-3 , 4 , 5
亚隆机械(大连)有限公司 3A545
亚美精密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3D603
亚崴机电(苏州)有限公司 3C311
亚信资源 / 《国际机械工业商情》《国际数控刀具》 1B49
亚星精密(香港)有限公司 3B131
烟台三立数控机床装备有限公司 1D71-6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E27
养志园(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3C141
一胜百模具(东莞)有限公司 3B12
伊卡特(佛山)精密钻石工具有限公司 1C38
亿利达精密机器厂有限公司 6A08
易趋宏挤压研磨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3E503
益铤企业有限公司 1A05
逸竣国际有限公司 3E227
意德拉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办事处/意铸(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6H10

毅信机械(东莞)制造有限公司 3C727
银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D512
英国Delcam有限公司 / 北京达尔康集成系统有限公司 3D542
鹰之印五金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4J01
永亨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4C52
永康市新恒昌清洗用品有限公司 4M22
咏吉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1A18
优特轴承公司 4J22
有信精机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3D361
佑能工具香港有限公司 3B121
余姚科诺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3C709
玉环辉德机械厂 7D43
云南琥正机械有限公司 4G11
云南太标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3B471
张家港长城松井机械有限公司 3E331
彰化振荣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1A135
肇庆市高要区杰得力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5G21
肇庆市万泰隆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6H19
浙江固本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3C618
浙江海德曼机床制告有限公司 3A111
浙江沪缙机床有限公司 1D71-5
浙江华业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3E341
浙江京速机床附件有限公司 1B03
浙江科瑞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B719
浙江普拉盖蒂机械有限公司 4F32
浙江全顺机床有限公司 5C41
浙江三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3A532
浙江胜祥机械有限公司 3E29
浙江省玉环大润机床厂 5H03
浙江帅锋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D25
浙江中鼎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2F31
浙江中塑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3E811
臻赏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3D371
振锋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3B732
镇江新区焱焱工具厂 1D65
正河源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1A39
郑州德卡特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1D82
直得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3A621
志钊工业有限公司 1A01
智诚计算器辅助设计（深圳）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1A136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3E631
中国机床采购网 / 九鼎互联(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D83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分会 7号馆

中国金属加工网www.mw35.com/《金属加工世

界》/行讯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1C77

中国压铸 杂志社 7号馆

中国制造网 /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C50
中国铸造界 杂志社 7号馆

中国铸造网 7号馆

中国铸造行业协会 7号馆

中山建德工业有限公司 6A01
中山市德工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6D11
中山市津上同程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3B451
中山市三合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6C41
中山市顺宏电气有限公司 3C732
中山市星友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4B10

中山市亚泰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3E621
中天机械有限公司 3A43
忠辉机械(东莞)有限公司 3B241
舟山市中日精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3E11
株式会社 和井田制作所 3C112
株式会社哈模 香港支店 3E102
株式会社兼松KGK 3A231
株式会社小坂研究所/质朋仪器 3A531
株式会社岩下 3A32
株州科力特新材料有限公司 1C75
株州欧科亿硬质合金有限公司 1B71
株洲东亚工具有限公司 1A270
珠海亿晨压铸有限公司/珠海市润星泰电器有限公司 7C02
主上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1A15
住重塑料机械(香港)有限公司 3D241
铸造技术杂志社 7号馆

淄博纽氏达特行星减速机有限公司 4H31
宗记刀具有限公司 4G43

2015年广东省科技成果与产业对接会展示区域企业名录

装备类

东莞市海威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S51
东莞市巨冈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2S13
东莞市开胜电子有限公司 2S27
东莞市凯格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S49
东莞市三姆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S45
东莞市三润田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2S29
东莞信易电热机械有限公司 2S11
佛山市固高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2S24
佛山市迈雷特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2S17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广州园大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2S53

广东嘉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 2S31
广州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2S47
江门海力数控电机有限公司 2S44
江门市地尔汉宇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S15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2S25

电子信息类

广东高云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S37
广东新岸线计算机系统芯片有限公司 2S09
广州海格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S34
广州润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S36
广州市动景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2S46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2S21
惠州市德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2S23
瑞德兴阳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2S43
深圳超多维光电子有限公司 2S41
深圳市光峰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S39
肇庆华锋电子铝箔股份有限公司 2S3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 2S19

新材料类

北京无极合一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S07
广东阿格蕾雅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2S01
广东禧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S05
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 2S03
乳源东阳光精箔有限公司、乳源东阳光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2S04

（按展商企业名称拼音排序！)　截至：10月30日 （上接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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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洛轴研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东莞市洛轴研精密轴承有限公司是洛阳轴研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广东地区销售服务单位，主要产品包括精密机

床主轴轴承、滚珠丝杠轴承、转台轴承、电主轴、高速陶

瓷轴承、工业机器人轴承等。广泛应用于航空领域、高速

精密机床及电子行业等国内高端市场，并已出口欧美、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受

到用户的广泛青睐。同

时代理洛阳LYC、哈尔滨

HRB、天马TMB、洛阳

巨创CCZ等国内知名品牌

轴承，欢迎来电咨询洽谈

业务。 

展位号：4C25
电话：+86-769 2662 6906  传真：+86-769 2662 2687
电邮：2531592682@qq.com
网址：www.zhyeb.com

东莞市润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润星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专业从事数控机床的研

发、生产、销售和相关服务，是华南最大的数控机床全产

业链生产企业。 公司主要生产中高端、通用型、高性价比

的各种加工中心，包括：钻攻加工中心系列、立式加工中

心系列、卧式加工中心系列、龙门加工中心系列、雕铣加

工中心系列五大系列数十种产品。

明星产品HS-500T高速钻攻加工中心，是基于国际最

流行的、先进的、柔性机床的设计理念开发，广泛应用

于机械、汽车零部件、IT

精密零件、精密模具、模

型等钻攻、攻牙工序。可

实现镗削、铣削，移动速

度快，主轴转速高，对钻

攻、攻丝攻速的效率和质

量是普通加工中心的10倍

以上，是3C、通讯等产业

最理想的加工设备。

展位号：3C251
电话：+86-769 8927 7999  传真：+86-769 8282 0009
网址：www.hscnc.cn

东莞市盈满和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东莞市盈满和五金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拥有自主进

出口经营权的独资企业。近年致力于国内推广日本弥满和

（YAMAWA）切削工具，提供各种优质的丝攻、圆板牙、

中心钻、倒角刀等。

此次参展的YAMAWA的AXE丝攻在加工铝合金铸造

件时能发挥超群的威力，主要的尺寸规格有M6到M12，在

连续自动加工机械、加工铸件或铝合金压铸件时，切削速

度可达每分钟7-12米，用于加工中心机械上攻牙时，切削

速度更可达每分钟20-30米，YAMAWA的AXE丝攻采用耐

磨厚材质和耐高温的镀膜，切削角设计为负角，提升刀尖

的长度实现超强耐久力，AXE丝攻特殊刀尖设计在攻牙时

所产生的切屑会变细，不易发生切削与丝攻干涉或堵塞的

加工问题，AXE丝攻攻牙时，切削扭力的稳定，才能顺利

完成攻牙。使用寿命是旧产品的5倍以上，AXE丝攻是同

时具有优越的耐久性和排屑性的高性能丝攻，不建议使用

在不具有同步进给不稳定

的同心度机械上加工 ，

在汽车零组件铝合金铸件

加工上具革命性的设计。

 

展位号：1C09
电话：+86-769 8187 1680  传真：+86-769 8534 0220
网址：www.yamawa.com.cn

东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本次DMP东源精密机械展示的2015年新品包括：

FANUC ROBODRILL α- D14MiA、FANUC ROBOCUT 

α- C400iA、WENZEL 三坐标测

量仪X055-700、WENZEL CT分析

仪 EXA CT XS、TSUGAMI CNC 

精密自动车床 B0266-II、B0205-

I I I 、宁波 " C F G " 8 0 吨伺服压力

机 SX1-800SV、Matsuura Brand 

Model:MX-850。        

东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三十

多年来专业代理日本、台湾、欧洲、美国数控机床和精密

测量仪器，代理产品包括两家世界机床制造领导者：日本

MAZAK(马扎克)和日本FANUC（发那科）的全线机床销

售及技术服务超达三十年；本年度更被日本精密自动车床

制造商TSUGAMI(津上)委任为代理商。

展位号：3C271
电话：+852 2361 0802           传真：+852 2386 0119
电邮：info@omtcl.com.hk       网址：www.omtcl.com

方天模德软件集团
方天软件是海峡两岸成立较早、团队专业的ERP公

司，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创新能力。方天模德软件发展

定位：坚持市场细分战略，引领模具ERP高端软件品牌。

为模具、工装、非标等单件小批量

行业提供生产管理系统、制造执行

系统、财务管理系统以及企业云服

务等全面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建立

在互联网、移动时代的运营优势。

独立运作后的模德软件拥有针

对大中型模具企业的云平台B9ERP

产 品 和 针 对 中 小 型 模 具 企 业 的

C9ERP产品。以模具为出发点，集

成整合模具设计系统、模具MES系

统、模具生产排程系统、模具财务

管理系统、集平台应用之大成，提

供企业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集控车间电子看板系统，集

成集团财务管理系统。 

展位号：G02
电话：4006-928-005          传真：+86-769 2202 9605
电邮：Yok@molderp.com   网址：www.molderp.com

广东豪特曼智能机器有限公司
广东豪特曼智能机器有限公司创立于2000年，专业从

事五金机械的研发与制造，由于制造技术精良，生产效率

高，使得本公司成为五金机械界后起之秀，目前本公司的

品质已居同行最佳之林，致力打造中国五金机械制造业第

一品牌。                                                                                 

豪特曼主要生产龙

门磨床、CNC磨床、工

具磨床、无心磨床、内

圆磨床、平面磨床、外

圆磨床等产品。此次参

展产品包括FX27P-55CNC

半罩式及FX-12S伺服等。

展位号：3D391
电话：+86-769 8166 7799   传真：+86-769 8166 7699
电邮：810962219@qq.com
网址：www.huxinc.com.cn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昊志机电是一家专业从事高精密电主轴及其零配件的

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销售与配套维修服务的高新技术企

业。此次参展主轴型号：DGZX-12030/5.5A1-BFPWVS。

本主轴为钻攻中心电主轴，主要用于3C产业的有色金属、

黑色金属高速钻孔、刚性攻牙工序，并可实现高速铣削、

镗削和低速重加工。

内置优化设计的

三相变频异步高效电

机，大轴径、大跨距

的轴承布置，使主轴

拥有足够大的扭矩和

刚度，可轻松进行低

速重切削加工，加上高速高精度的设计，完美胜任各种加

工领域。少了外置电机及联轴器的影响，主轴最高转速是

同类型直联主轴的1.5倍甚至更高，振动大幅度降低，极大

提高了加工的精度及表面光洁度。紧凑的结构，小惯量的

转轴设计，使主轴具有极短的加减速时间。同时配备拥有

自主专利的快速打刀缸，打刀时间控制在50毫秒，可以缩

短换刀时间，大幅度提高机床效率和稳定性。

展位号：3B112
电话：+86-20 6225 7588     传真：+86-20 3222 6767
电邮：sales@haozhihs.com
网址：www.haozhihs.com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CAD/

CAM设计软件研发与推广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CAD行业唯一一家国家级重点软件企业、广州市重点

软件企业，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的CAD/CAM

解决方案，主打产品有中望CAD、中望CAD机械

版、中望CAD建筑版、中望3D CAD/CAM。

公司于1998年正式注册成立，总部位于广州，在北

京、上海、武汉及

美国佛罗里达州都

设有分公司，现有

员工391人，研发技

术人员185人，是中

国最大、最专业的

CAD/CAM软件供

应商，产品畅销全

球80多个国家和地

区，全球正版用户

超过32万。

展位号：3E705
电话：+86-20 3828 9780     传真：+86-20 3828 8676
电邮：lixuan@zwcad.com    网址：www.zwcad.com

国际直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际直线科技 (ABBA Linear)是台湾第一家拥有四排

珠自润专利并实际导入量产的线性滑轨专业制造厂。国际

直线科技累积十多年精密滚珠螺杆的制造经验，掌握核心

关键技术，并结合台湾科技大学的线性滑轨研发能力，顺

利于2000年完成量产

计划，并获得多项世

界专利。目前拥有自

有品牌的经销网遍及

台湾、中国大陆、韩

国、日本、欧美等

地。国际直线科技积

极投入超精密传动零

组件之技术研发及量

产，同时，国际直

线科技秉持着质量第

一、专业服务的精神，整合全球营运资源，努力满足客户

需求，晋身为世界级线性传动组件专业大厂。

展位号：3A516
电话：+886-3 498 8326   传真：+886-3 498 8279
电邮：abba@skf.com      网址：www.abbalinear.com

哈斯自动数控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哈斯此次参展DMP展会，将展出VM-2、DS-30SSY、

VF-2SS、DT-1等加工中心和车床等。

VF-2SS：高速立式加工中心，30" ×16" × 20" (762 

×406×508 mm)，40锥度，30 hp (22.4 kW) 矢量驱动，

12,000 rpm，同轴直驱，24刀位高速侧挂式刀库，1400 ipm 

(35.6 m/min) 快移速度，1MB 程序内存。

VM-2：模具加工中心，30"×20"×20" (762×508 

×508 mm)，40锥度，30 hp (22.4 kW)矢量驱动，12,000 

rpm，同轴直驱，24刀位侧挂式刀库，710 ipm (18.0 m/min)

快移速度，自动排屑器，遥控手轮，自动气枪，高速加

工，以太网接口，宏程序，坐标旋转与缩放，可编程冷却

喷嘴，断电保护装置，750 MB 程序内存。

D T - 1 ：

钻 孔 / 攻 丝 加

工 中 心 ， 2 0 " 

×16" ×15.5" 

(508 ×406394 

mm)，BT30刀

柄，15 hp (11.2 

k W ) 矢 量 驱

动，15,000 rpm，2400 ipm (61 m/min)快移速度，20刀位高

速侧挂式刀库，断电保护装置，1MB程序内存。

DS-30SSY：配备Y轴的双主轴车床；16"  ×23" 

(406×584 mm) 最大加工能力，31.75" (806 mm)回转直径，

Y轴行程±2.00" (±50.8 mm) 。

展位号：3C331
电话：+86-21 3861 6633
电邮：jjiang@haascnc.com

（上接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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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球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TBI MOTION) 为台湾传动

组件专业制造厂，TBI MOTION产品线齐全、MIT台湾制造

生产，主要产品：滚珠螺杆、线性滑轨、滚珠花键、旋转式

滚珠螺杆/花键、单轴机器人、直线轴承、联轴器、螺杆支

撑座等，产品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全球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品包括：1、线性滑轨：

标准钢珠TR系列、微小型TM系列、自润式TR系列；2、滚

珠花键：SL系列、SO系列；3、滚珠螺杆：内循

环系列、外循环重负荷系列、端盖式循环高

速系列、微小型系列、研磨级轴端完

成品、无法兰系列、螺帽旋转

式；4、旋转系列：螺帽

旋转式滚珠螺杆、

旋转式滚珠花键、

旋转式精密滚珠螺杆/花键。

展位号：3B273
电话：+886-2 2268-7211~4　传真：+886-2 2268-7210
电邮：tbimotion@tbimotion.com.tw
网址：www.tbimotion.com.tw

仁武正顺车刀有限公司
仁武正顺车刀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研发、设计、制

造、销售及服务的专业制刀公司。自2013年自主研发小径搪

刀切削刀具。目前公司研发设计此款刀具分为两种：

1、 切削软材料系列（铜、铝、塑料）：选用289材质

含钴10%，棒材晶粒0.6μ搭配TiN氮化钛涂层，及特殊刀口

设计使其在切削过程中，有良好的切削性能。

2、 切削硬材料系列（HRC 60°热处理钢）：选用207

材质含钴12%，棒材晶粒0.4μ搭配ALTiN高铝氮化钛涂层，

经过特殊设计角度，刀口优化，与涂层巧妙的配合，使其耐

磨耗高红硬性切削。

2 0 1 6年仁武正顺将再

持续开发出钛合金专用及不

锈钢专用的小径搪刀，使得

小径搪刀全系列更加完善。

应用机床于：CNC走心式车

床、CNC捷式车床、CNC车

铣复合床，及CNC加工中心

机、CNC钻攻机等。应用加

工产品：小零件孔内加工、

笔管、手机镜头、管件配

合，3C家电，医疗器材、航

空管件等。

展位号：3A131
电话：+86-760 8826 0576　传真：+86-760 8838 9125
电邮：zsjt518@vip.163.com
网址：www.jsk-tools.com.tw

上海西码机床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西码机床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生产小型精密

数控车床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小型高速精密数控车床

及自动化配套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培训与服务。目

前产品线包括：走心机、刀塔机、小型排刀机，以及自动化

集成系列。

SK-265双主轴双通道瑞士型纵切车床，适合高精度、

多批量、复杂轴类零件的加工。特点：1、双主轴，双通

道，高刚性；2、对向排刀，双面加工；3、可进行横向、正

面、背面刚性攻丝；

4、模块化结构，选配

丰富。

SNC-A200-NCL

自动化集成系列——

桁架式机械手。适合

小型精密盘类零件的

自动化加工。特点：

1、机械手夹持灵活，

最大限度避免零件碰

伤；2、自动化上下料，实现无人化操作；3、提升生产效

率，节省人工成本；4、扩展性强，可配置动力刀具；5. 实

现端面、外径上打孔、铣槽。

展位号：3C431
电话：+86-21 3760 1255　　 传真：+86-21 3760 1169
电邮：zxl@sonas.com.cn       网址：www.sonas.com.cn

SO系列；3、滚珠螺杆：内循

环系列、外循环重负荷系列、端盖式循环高

速系列、微小型系列、研磨级轴端完

成品、无法兰系列、螺帽旋转

、旋转系列：螺帽

旋转式精密滚珠螺杆/花键。

生更强结合力。其劈裂电弧优化的磁场跟高浓度等离子体，

令纳米结构涂层更细致光滑，极大提升刀具模具涂层的强度

和硬度，使科汇加工出的涂层质量达致更高的标准。  

展位号：3B11
电话：+852 2341 1180               传真：+852 8169 8215
电邮：sales@techmart.com.hk
网址：www.techmart.com.hk

雷尼绍（香港）有限公司
雷尼绍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机床自动化、坐标测量、快

速成型制造、比对测量、拉曼光谱分析、机器校准、位置反

馈、形状记忆合金、大尺寸范围测绘、立体定向神经外科和

医学诊断等领域。此次DMP参展产品包括：Renishaw  PH20

五轴触发式系统及Renishaw Equator™ 多功能比对仪等。

Renishaw  PH20五轴触发式系统独特的“测座碰触”可

以仅通过移动测座、而不是坐标测量机结构来采集测量点。

仅使用测座的快速旋转运动，可更快地采集测量点，并且提

高了精度和重复精度。

Renishaw Equator™比对仪

是传统专用比对测量的全新替代

方案，它填补了市场空白。比

对仪采用专利的低成本设计、

独特的结构与操作方法，能够用

于大量加工件检测的高速比对测

量，可对多种工件预编程，而且

可在几分钟之内对设计变更进行

重新编程。

展位号： 3C101
电话：+852 2753 0638              传真：+852 2756 8786
电邮：hongkong@renishaw.com
网址：www.renishaw.com.cn

柳州市精业机器有限公司
柳州市精业机器有限公司自1997年底创办以来，始终

致力于“一步法注-拉-吹”，“一步法注-吹”吹瓶机，及配

套模具的研发生产，已成为行业内知名的企业，由精业公司

首创的“垂直式注胚注吹工艺”等多项技术，引领行业新的

发展方向。

精业机器本次参展的展品包括：1、“一步法全自

动注-吹”机，搭配一套一出二腔的水杯模具，用于生产

TRITAN原料运动水杯；主机采用精业公司的专利技术“两

工位往复旋转”方式，将注胚与吹瓶同时进行，提高生产效

率，同时一步法全自动生产保证了制品的高品质。2、“一

步法全自动注-拉-吹”机，配

合一套“一出六腔”的PET灯

罩模具，日产量约35000支。

主机采用精业公司的专利技

术，采取双工位布置，将注胚

与吹瓶同时进行，自动化程度

高，制品质量稳定，减少人为

操作失误。

展位号：3E01
电话：+86-772 750 7488       传真：+86-772 750 8981
电邮：jingyeco@jingyeco.com
网址：www.jingyeco.com

平原森马机械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BT30/BT40/BT50系列数控刀柄，ER型，

SLN侧固式，MTA/MTB莫氏刀柄，FMB/FMA面铣刀柄，

APU13/APU16一体式钻夹头，C32/C42强力刀柄。LBK精搪

头/NBH2084，BST/BSA/BSB/JTA/ABH精粗搪刀柄。拉钉、

螺母、筒夹、板手、强力刀柄

套装等订做JT/NT/DAT系列及非

标刀柄，另可OEM，森马机械

是数控刀柄来图来样加工、螺

帽、拉钉、筒夹等产品专业生

产加工的实业公司。公司总部

设在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千佛塔

北路，森马机械有限公司拥有

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展位号：1B65
电话：+86-1865 3400 747     传真：+86-534 788 0884
电邮：352179564@qq.com   网址：pysenma.1688.com

翰坤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翰坤五金机械专业生产钻孔、攻牙、搪铣主轴头和滑

台，移动推送方式分伺服和油压两种。有多种标准规格，最

大钻孔和攻牙能力可达50m/m，行程可达150m/m，并可依

客户需求特别订制。

1、滑台传送方式有手动、油压和伺服三种，移动行程

可依客户需求特别订制。伺服和油压滑台滑道均经高周波热

处理，耐磨性高，伺服滑台上盖均贴耐磨片，摩擦系数低，

寿命加长。2、铸件材质用FC30，经应力消除变形量低，

精度高，质量稳定。3、主轴轴承用日制NSK和德制SKF轴

承，精度可在0.002m/m内，

精度高、寿命长。4、伺服传

送以滚珠螺杆和伺服马达组

装，可多段定位，多段退屑，

钻孔效率高。

展位号：4D51
电话：+886-4 2486 0602        传真：+886-4 2486 0605
电邮：hann.kuen@hardy.com.tw
网址：www.hardy-tw.com

霍夫曼工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霍夫曼集团作为欧洲领先的优质工具系统伙伴，集制

造、服务和贸易核心能力于一体，与2700名员工和全球合作

伙伴一起，为全球超过50个国家的135,000家客户提供优质工

具与专业建议——从个体需求分析到高效使用霍夫曼产品。

在 上 海 ， 霍 夫 曼 集

团精选18,000余种产品建

立本地库存，可在24小时

内送达长三角地区，中

国其他主要工业区2-3天

内，德国库存产品2-3周

内送达。包括公司自有品

牌GARANT在内，霍夫曼集团提供来自世界领先制造商的

65,000种优质工具。慕尼黑总部的专业顾问，让您在高效的

合作中体验经TÜV认证的完善服务和99%的交货准确率。

 

展位号：1A47
电话：+86-21 5454 4660        传真：+86-21 5454 4661 
网址：www.hoffmann-group.com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蔡司工业测量此次展出的O-INSPECT 543是一款极具

创新意义的工业测量产品，致力于但又不局限于小、薄、软

零件之几何量尺寸测量。这是一款现代化的复合式扫描测量

系统，测量范围为500*400*300mm，占地面积小抗环境变

化能力强，适用于各类型测量室或车间。其设计新颖独特，

于光学测量特征之外融入独特

的高分辨率低测力连续扫描及

宽温测量等因素，以更好地满

足于现代测量的需要。

O-INSPECT 543可满足制

造业对于尺寸与扫描精度、尺

寸测量及形位公差评定的广泛

要求。采用独特的复合式扫描

平台，支持从二维视像到复杂

三维特征或三维工件量测，整体量测重复性极佳。除了满足

实验室的精密量测应用， O-INSPECT 543亦可用于车间的

批量化在线检测。

展位号：3B221
电话：+86-21 2082 1188        传真：+86-21 5048 1193
电邮：xuan.sun@zeiss.com   网址：www.zeiss.com.cn

科汇工业机械有限公司
科汇是专业PVD（真空镀膜）涂层加工服务商，通过

对涂层成分的细致专业分析，对比客户实际需求，不断推出

优质专业涂层，针对性的提出覆盖各领域的解决方案。本次

展出采用基于全新劈裂电弧技术的瑞士进口瑞科700涂层机

设备。瑞科独有的“劈裂电弧”技术，基于先进的高浓度脉

冲离子技术（HDPP），将靶材利用率较一般电弧提高1倍

到60%左右，并很大程度上减小

液滴大小，改善涂层密度。靶

材被蒸发后离化于高浓度等离

子体。在离子清洗阶段高浓度

的离子体把工件表面清洗得更

洁净，提供更佳界面供工件本

体和铬层，几十纳米的铬层产

（按参展企业名称拼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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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高精达精密工具有限公司
此次DMP展会，深圳市高精达精密工具有限公司将

展示其包括精密量具、检测仪器、检视设备、传感系统及

自动化监控、研磨抛光器材及耗材、切削刀具、客制化辅

助工具及数控机床等诸多产品。为更进一步配合国内工业

发展需求，本集团于1998年在深圳市成立中国大陆总部。

公司产品包括精密量

具、检测仪器、检视

设备、传感系统及自

动化监控、研磨抛光

器材及耗材、切削刀

具、客制化辅助工具

及数控机床等。

                                                                                  

展位号：3C121b
电话：+86-755 8226 7222  传真：+86-755 8226 7333
电邮：inquiry@supertooling.com
网址：www.supertooling.com

深圳市西秀工贸有限公司
深圳市西秀工贸有限公司是专业经营数控设备所用的

各式切削刀具的贸易公司，针对的客户主要包括航空航天

企业、汽车制造业、造船业、钟表业、模具加工业等。

产品包括：1、德国钴领（GUHRING）各式枪钻、

钻头、铰刀、丝锥等切削工具系列；2、美国BALAX丝锥

系列：各式美标、公制、管螺纹、自锁螺纹（STI）用挤

压、切削专业丝锥、螺纹塞规、微小径挤压丝锥；3、德

国HARTNER各式枪钻、

钻头等切削工具系列；4、

台湾泰精公司各式C N C

加工中心所用的刀杆、合

金立铣刀系列；5、瑞士

ROLLIER各式小直径钨

钢铣刀、钻头；6、瑞士

TUSA各式小直径钻头、

铣刀、铰刀系列；7、德国

WEXO丝锥系列； 8、英

国BRISC电永磁吸盘，美

国MITEE-BITE夹具、真

空吸盘；9、承接各式非标

刀具设计。

展位号：1B38
电话：+86-755 8369 2835  传真：+86-755 8369 2843
电邮：zlx@xixiutool.com    网址：www.xixiutool.com

世纪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文威科技与以高精度锥度规闻名国际的日本黑田精工

合作开创KURODA WW品牌，将原厂刀柄部门的生产设备

引进，生产兼具高速、高精度、高刚性的CMZ系列刀柄，

及黑田精工引以为傲，具高夹持力、适合重切削的MLY型

刀柄。

CMZ刀柄以对称设计、与主轴内孔高贴合度的柄身，

及内含轴承的全圆式螺帽，在最高30,000 min-1的主轴转

速下，仍能以符合ISO 1940的动平衡等级及高夹持力进行

加工；日本进口高精度的筒夹，以3μm / 4D的偏摆精度及

1/5的极小锥面角

度，高精度同时

具有高夹持力。

M L Y 刀 柄

螺帽内部带有螺

旋槽，具出色的

收缩夹紧机能，

承受切削扭矩时

会进一步夹紧刀

具。加上BTB两

面拘束的设计，确保加工时的高刚性、高夹持力及对应

(for承受 use)最高7MPa的高压切削液(cutting oil)。

展位号：3B172
电话：+886-2 2298 8336      传真：+886-2 2298 8338
网址：centra.com.tw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思瑞测量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由世界上最大的

测量集团——瑞典海克斯康控股的一家从事研发、生产及

销售精密坐标测量机、影像测量仪、激光扫描仪、高度仪

等专业计量设备与仪器的合资企业，是瑞典海克斯康在中

国的生产研发基地，也是我国

最早将三维激光扫描技术产业

化的高新技术企业，曾主持承

担国家863计划相关项目的研

究开发工作，具有很强的研发

与生产能力，为中国市场提供

了包括一维高度尺、二维影像

与三维坐标测量机等在内的多

种产品。其代表产品Croma三

坐标测量机，以高品质、高精

度、高性价比引人注目，软件

采用全球最好的测量软件PC-

DMIS，成为三坐标测量机行业的标杆。

展位号：3B09
电话：+86-755 2971 860   传真：+86-755 2971 0135
电邮：sales@serein.com.cn
网址：www.serein.com.cn

斯玛特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斯玛特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产、贸

易、技术支持、维修服务、自动化系统工程于一体的专业

工业自动化公司。斯玛特立志成为工业自动化生产方案解

决商，计划在中国打造出一个全球工业自动化知名品牌和

产品的应用、交流平台。企业经营产品达10000多种：气

动元件、电气元件、电驱动装置、重载型桁架机械手、全

电脑6色软管印刷机、机械配件、自动化设备等。

全方位为客户提供在气动控制、自动化、装配、包

装、测试、智能物流等诸多方面的优良产品；提供整体工

业设备自动化设计、生产

和装配方案。斯玛特产品

和服务涵盖的行业范围非

常广泛，其中包括：轨道

交通、市政工程建设、

汽车制造、电子及通信

制造、包装和装配机械制

造、玩具制造、日用消费

品制造和药品制造等。

展位号：4E12
电话：+86-20 6231 6518      传真：+86-20 6634 1028
电邮：info@smartech-automation.com
网址：www.smartech-automation.com

四川深扬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深扬数控机械有限公司将展示第五代五轴联动

全智能型中走丝线切割机床。其特点为：①、全闭环、

自 适 应 A C 伺 服 张 力

控制系统； ②、率先

突破变张力多次切割

技术；③、多CPU智

能专家控制系统、电

极丝智能张力控制系

统、电极丝刀库化控

制系统；④、WIDCS

（威迪克斯）——电

极丝全智能动态控制

系统。

 

展位号：3B381
电话：+86-28 8432 3532     传真：+86-28 8432 3532
电邮：dkm@cnc-edm.com   网址：www.cncedm.cn

拓塞尔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拓塞尔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是日本株式会

社NABEYA在华投资的子

公司。目前独家代理日本

Nabeya旗下ERON雅荣牌的

各式专业工装夹具。包括各

式精密平口钳、零点定位快

换元件Q-Lock系统、以及

革新技术的永磁吸盘、真空

吸盘等。其中近期最受各界

瞩目的零点定位快换元件

Q-Lock。 

产品品牌为 ERON（雅

荣）和NBK。主要产品包

括：1、夹具快换用零点定

位Q-LOCK：应用于少批量多品种产品零部件（汽车、航

空、通讯、缝纫机等行业）加工、检测、装配的夹具快速

定位和夹紧。2、真空吸盘：应用于非磁性工件加工、检

测的固定和定位。3、电永磁吸盘：应用于模具、钢架等

加工的固定。4、精密隔振产品：应用于因振动（如加工

重切削或冲压及高速铁路旁），测量仪器（如工业显微

镜、粗糙度测量仪、圆规仪、硬度计等）或加工设备无法

发挥其原有性能的场合。5、精密气弹簧：用于半导体、

光学行业等的设备仪器折叠固定支撑。

展位号：1C87
电话：+86-21 6441 3330     传真：+86-21 6469 5985
电邮：claire_lai@topcel.net

西安北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西安北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引进国外先进

技术、先进生产经验的精密数控机床生产商。主要从事小

型精密数控机床的生产，集加工、生产、销售和技术培训

与服务为一体。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制冷、光学仪器、

家电、医疗、汽车、摩托车、电子、特种电机、钟表业等

行业。

XKNC-VTC-40C配SCARA20机器人，采用日本原装

高速高精度主轴，国际通用的BT40刀柄，14把刀具库由伺

服电机控制，具有优异的加减速性能的VTC-40C；配备可

夹持20KG的SCARA20四轴机器人，使得立式加工中心稳

定的重切削和高速高精度加工优良性能得以更高效展示。

XKNC-100GL配置RT03多关节工业机器人，在保留

XKNC-100GL小型精密数控车床特有的高刚性，高精度，

高稳定性的基础上，配以灵活、高效、高集成度的工业机

器人，使得数控机床的自动化加工向无人化操作迈进了一

大步。整体结构紧

凑，占地面积小。

操作系统的无缝连

接，保证了设备运

转的稳定性和可靠

性。

兄弟加工中心

R450Z1配RT08机器

人，R450Z1加工中

心配合了XKNC旗

下陕西诺贝特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多关节RT08工业机器

人，使得机床与机器人的连接更加紧密，也使加工中心的

压倒性高生产率发挥到极致，充分体现了XKNC“引领现

代化精密加工制造，专注于工业机器人制造及其自动化产

业发展”的企业目标。

Tornos Swiss DT13专业设计用以满足长短车削工

件的各种加工要求。该款机床简单易用，加工直径高达

13mm，可显著提高生产效率。Swiss DT13采用先进的技

术和高效的五轴运动结构，是几乎所有车削加工的理想

工具。

展位号：3C431
电话：+86-29 8845 2325     传真：+86-29 8845 0115
电邮：zhangwj@xknc.net　 网址：www.xknc.com

协易科技精机(中国)有限公司
协 易 自 主 开 发 设 计 的 “ 直 壁 式 直 驱 伺 服 冲 床

SD1•SD2”系列，井字型机架设计，全新直驱伺服马达传

动设计，低转速高扭矩，广泛适用于精密加工件，创造冲

压无限的金属成型可能性，引领世界第一等级的伺服冲床

新标准。协易更积极拓展门型大吨位冲床、推广厚钣加工

金属成型机种、更结合

接口设备自动化规划服

务，迈入制造业服务

化，将协易冲床的最大

生产效能发挥淋漓尽

致。协易的产品已销往

全球50多个国家，也获

得了世界各地众多的

质量和行业奖项。协

易给世界上的主要汽

车厂都有供货。汽车、航空机械及医疗器械行业有望成

为协易未来业务增长的领域。  

展位号：2F01
电话：+86-512 5740 7900   传真：+86-512 5740 7899
电邮：khong@seyi.com.cn  网址：www.seyi.com

（按参展企业名称拼音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