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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15

2K26

2K12

2J09

2D21

2H12

2G17

2H16

2H02

2G11

2K28

2F20

2B26

2C2 2

2G16 A

2G21

2F03

2G1 6

2G19

2C28

2F17

2J25

展位号公司中/英文名

Hitech Greenway

e-works

IC交易网
IC.NET

OFweek医疗网
medical.ofweek.com

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 司
Bioland Technolog y Co.,Ltd .

安泰德智能装备（深圳）有限公 司
Antaide Intelligen t Equipmen t (Shenzhen ) Co.,Ltd

澳迪康醫療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
Audicon Medical Technolog y (shenzhen ) Co.,Ltd .

北京闿明创新科技有限公 司
beijing kaiming internationa l innovatio n co.,LTD

北京康道腾达国际医学研究院
Beijing Kang Road, Tengda Internationa l Institut e for medica l research

常州金姆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zho u Pulse Health Technolog y Co.,Ltd .

池州市弘港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Chizhou HongG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 y Electronic s Co.,Ltd

创意电子有限公司
Weltronic s Componen t Limited

电子圈
DZQ

东方德思（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welcare-tec h

东莞市德尔创电子有限公 司
DONGUAN DERSONIC ELECTRONIC E CO.,LTD

东莞市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TOKEN ALUMINUM PRODUCTS CO.,LTD.

东莞市佳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 N EASTWIN ELECTRONI C TECHNOLOG Y CO.,LTD

东莞市六钧电子五金有限公司
Legion Electroni c Co.,Ltd

东莞市明睿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 n City Ming Rui Ceramic Technolog y Co.,Ltd .

东软熙康阿尔卑斯（沈阳）科技有限公司
NEUSOFT XIKANG ALPS(SHENYANG ) TECHNOLOG Y CO.,LTD.

恩基客（中国）投資有限公司
NGK INSULATORS(CHINA ) INVESTMEN T CO.,LTD

港大思培（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HKU SPACE Executiv e Academy

* 按照公司名称排序

Exhibitor List 展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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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公司中/英文名

2G20

2J13

2F01

2J15

2K16

2J16

2J11

2J02

2K23

2D15

2J22

2D16

2J26

2H10

2A26

2D26

2H08

2D27

2F10

2F06

2F32

2J17

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Audiowel l Electronic s (Guangdong ) Co.,Ltd . 

广东捷成科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 g JC Technologica l Innovatio n Electronic s CO.,LTD

广东思威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Guangdon g SWT Smart Technolog y Co.,Ltd

广东沃莱科技有限公 司
Guangdon g Welland Technolog y Co.,Ltd

国际线缆与连接
YALIAN CULTURE MEDIA

哈牡隆科技株式会社
HAMRON TEC CO.,LTD

合翔（常州）电子有限公 司
UNIVERSA L (CHANGZHOU ) ELECTRONIC S CO.,LTD.

惠州上一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Huizhou Shnagyi Medical Technolog y Co.,Ltd

莱孚赛恩健康文化管 理(深圳)有限公司
LifeShin e Internationa l Co.,Ltd .

柳州康云互联科技有限公 司

梅州市乐比舒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meizhoushilebishuweishengyongpinyouxiangongs i

尼科劢迪（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Nicomatic(Tianjin ) Electroni c Co.,Ltd

宁士国际包装有限公 司
PACKWAR E (CHINA) INTERNATIONA L LTD.

厦门汇侨电子有限公 司
XIAMEN HUIQIAO Electronic s Co.,Ltd . 

上海新日升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SHANGHA I SUN RISING  TRANSMISSIO N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东明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
SHENZHE N DONGMING MOTOR ELECTRIC CO.,LTD.

深圳鸿天泰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 N HONGTIANTA I INDUSTRY CO.,LTD

深圳华南城网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CHINASOUTHCIT Y NETWORK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科宏健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KHJ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绿食宝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Greentes t Science and Technolog y Co.

深圳柒壹思诺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Qiyi Sino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人体密码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Body Code Gene Technolog y Co.,Ltd

展商名录  Exhibitor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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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英文名

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Raycome Health Technolog y Co.,Ltd .

深圳市爱特姆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ATOM TECHNOLOG Y CO LTD

深圳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ShenZhe n Sheet Metal Industry Association

深圳市铂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Shenzhenshiboyuanhardmareproductco.,lt d

深圳市春晖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 n Chunhui Industria l Co.Ltd.

深圳市盗梦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Dream Catcher

深圳市东景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 N EAST-TOPTEC H ELECTRONI C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福田区三易晟数码产品商 行
Shenzhe n City Sheng Futian Distric t Sanyi digita l products firm

深圳市海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henzhe n Sea Sunrise Medical Devices Co.,ltd

深圳市宏强兴电子有限公 司
HongQingxin g (Shenzhen ) Electronic s Limited

深圳市捷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Giantsta r Electronic s Technolog y Co.,Ltd .

深圳市晶科辉电子有限公 司
JKH HEALTH CO.,LTD.

深圳市晶科鑫实业有限公 司
ShenZhe n Crystal Technolog y Industria l Co.,Ltd .

深圳市康金倍健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Kang Jin food Health Technolog y Co.,Ltd .

深圳市柯耐特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ke knight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科乐科技有限公司
KOREX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劳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LOVO SMART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盟迪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 ZHEN MONDIAL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前海云恒丰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Qianhai Yun Hengfeng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擎格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Kimgle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三瓣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BZ

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Miki

展位号

2C30

2f28

2J28

2F22

2F12

2K25

2H26

2B18

2D17

2C18

2D32

2F1 5

2G26

2F1 3

2G12

2G1 0

2F18

2K21

2J10

2A18

2B22

2K22

Exhibitor List 展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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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英文名

深圳市森阳流体自动化有限公司
SHEN ZHEN SUNYOUN G LIQUID AUTOMATIO N CO.,LTD

深圳市善德兄弟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Shande Brothers Medical Biotechnolog y Co.,Ltd .

深圳市诗碧曼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Sipimo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时代永盛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 N ERA WINGSHIN G ELECTRONIC S CO.,LTD.

深圳市硕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 n Socay Electronic s Corp., Ltd.

深圳市苏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Miracle Intelligen t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泰管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tgjcare

深圳市拓普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 N TOP-TEK ELECTRONIC S CO.,LTD.

深圳市威远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 n Weiyuan Precisio n Technolog y Co.,Ltd .

深圳市欣臻晖科技有限公 司
CHINFAI (HK) TECHNOLOG Y CO.,LIMITED

深圳市牙洁仕科技有限公 司
ORALION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乙田余科技有限公 司
Yitianyu

深圳市英之创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En-Tron Technolog y Co Ltd.

深圳市永诚创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YCCFAN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永佳喷码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 N YUNGJIA INK JET EQUIPMEN T CO.,LTD.

深圳市永亿豪电子有限公 司
Shenzhensh i Yongyiha o Electroni c Co.,Ltd

深圳市智连众康科技有限公司
SLINPH TECHNOLOGIE S CO.,LTD

深圳市中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Zhongma biologica l technolog y co.,LTD

深圳市忠艺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Shenzhe n zhong Yi Long Hardware products co.,LTD 

深圳塑镕电容器有限公司
Shenzhe n Surong Capacitor s Co.,Ltd

深圳天赋健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TIANFUJIA N MEDICALTECHNOLOGY.CO.,LTD

展位号

2K11

2A32

2D10

2K10

2G15

2D20

2D31

2C23

2F30

2G01

2G28

2K08

2K06

2B32

2F3 1

2D02

2C26

2F29

2J19

2F02

2F26

2F19

深圳市森丰泰电子有限公 司
SHEN ZHEN SenFengTa i electronic s co.,Ltd

展商名录  Exhibitor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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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中/英文名

深圳天基权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ShenzhenTianjiqua n Health Scienc & Technologica l Group Co.,Ltd

深圳同乐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TOLEDA DIGITAL TECHNOLOGIE S CO.,LTD

深圳吾迪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WU DI TECHNOLOG Y COMPANY LTD.

深圳希悦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Shenzhe n Xi Yue Health Technolog y Co.,Ltd .

深圳竹海心理咨询有限公 司
Sponsore d by Shenzhen Zhuhai Psychologica l Counselin g Co,.Ltd

腾医大医编
China Medical content base hight

天津惊帆科技有限公 司
Tianjin Jingfan Technolog y Co.,Ltd .

天兴国际企业社
TEN SHIN INTERNATIONA L COMPANY

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 司
TRULY INSTRUMEN T LTD.

再生医学
engtis.com

智德益康医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WHM MEDICAL TECHNOLOGY(SHENZHEN)CO.LTD

智品说
smart life media

中国电子商情
China Electroni c Market

展位号

2H20

2K27

2J20

2F08

2D19

2K18

2G1 3

2F16

2C3 2

2J12

2K09

2H28

2K20

2J1 8

珠海泰莱笙科技有限公 司
zhuhai tailaishen g technolg y co.ltd

佛山市百运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Byetone Health Tech.Co.,Lt d

深圳脉康穿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 n Maikang Wearable Devices Technolog y Co.,Ltd

2J27

2K13

2C19

 

氧合众国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EVOLUCAR E Technologies

Exhibitor List 展商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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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简介 Exhibitor ProfileA

深圳市擎格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imgle Technology Co.,Ltd

上海新日升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SUN RISING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中心城正中风临国际 C313

详细地址：广州市中山六路 232-258 越秀新都会大厦 16 楼 B05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1228855155@qq.com

中国   China
zuo_xj@rishengco.com
www.rishengco.com

中医理疗舒适戒烟
Physical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mfortable to give up smoking

轴承，精机产品，电机 / 减速机，传动带 / 带轮。
bearings, Seiki products, motor/reducer, belts/pulleys

深圳市擎格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02 月是擎格集团母公司，发扬中医精髓和高科技应用相结合，
集研发设计生产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主要成功项目有舒适戒烟疗法、科技育发，失眠治疗，科学减肥。
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研发实力强劲，目前已持有或正在申请有价值商标 147 个，版权 7 个，发明专
利 30 个。
“掌上医美”作为公司最核心的品牌，目前已完成互联网全平台的布局，并在全国推行“掌上医美
生活馆”（主要项目有戒烟、育发、治疗失眠、治疗高血压、减肥），为公司推行高附加值平民
化的健康产品和服务提供更权威更精准的推送和购买服务，践行精准医疗平民化倡导者的使命。 
“戒烟终点站”是擎格集团细分行业品牌，隶属“掌上医美”旗下品牌，是公司结合中医的精髓并配
合自主研发的先进设备的完美产物，迎合了目前全国推行的控烟和戒烟民生工程，致力于解决“戒烟难”
的世界难题，是公司贯彻“公益的心，商业的手”这一指导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戒烟终点站”使命：让天下没有戒不了的烟！
愿景：成为戒烟行业引领者
使命：让天下没有戒不了的烟
价值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日升公司成立于 1996 年，主要从事进口轴承及其它传动产品的销售业务。
作为 NSK、NMB、IKO、BANDO、BL、SHIMPO、PMI、KURODA、TPI 、HEPHAIST、SIMATEC
等全球领先的传动产品品牌在中国地区的重要授权经销商，新日升将时刻保持与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
的紧密联系，为传动控制技术不断进步尽微薄之力，以最佳的服务来满足遍及全国的顾客需求。
依托全球知名的生产商，提供全方位的传动产品及最专业的技术解决方案。超过百万种型号的现货库存，
在确保质量及合理价格的基础上，快速协助用户无忧运作。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A18

2A26

* 按照展位号排序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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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B

深圳市福田区三易晟数码产品商行
Shenzhen City Sheng Futian District Sanyi digital products firm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华联华大厦国冠数码 3A043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576936203@qq.com
www.tatai.net

贝立凯眼部按摩仪，凯硕智能颈椎按摩仪。
Belik, Kai Shuo intelligent cervical vertebra massage instrument.

北京爱肌艳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秉着“以人为本，以精立业，以质取胜，以诚服务”的经营理念，以
产品质量为企业发展之命脉，以市场为消费导向，以信誉为企业生存之根本。现公司已拥有稳定且成
熟的全球市场网络及一大批忠实的消费者。北京爱肌艳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打造中高端品牌，
其大多产品是众多白领心仪的对象。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B18

深圳市森阳流体自动化有限公司
SHEN ZHEN SUNYOUNG LIQUID AUTOMATION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和一社区锦绣路百韵工业城 C 栋 2 楼西侧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280530527@qq.com

全自动锁螺丝机，LED 全自动模组灌胶机，LED 全自动视觉高速贴片机，高精密喷涂机。
luosiji, guanjiaoji, tiepianji, pentuji

深圳市森阳自动化有限公司专业从事 SMT 高速贴片机，视觉定位自动锁螺丝机，AB 胶自动灌胶机，
点胶机，喷涂机，以及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研究及制造，拥有多项设计发明专利，以及新型实用专
利，公司拥有大批高学历，实践经验丰富的自动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软件工程师 , 流体控制工程师，
及工程制造专家；具有非常丰富的 AB 胶自动配比灌注及各种三防漆喷涂设备的生产经验，与多家国
际知名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项技术处于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A32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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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简介 Exhibitor ProfileB

深圳市三瓣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BZ

电子圈
DZQ

深圳市英之创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En-Tron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 2201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德赛科技大厦 1101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甘坑永平工业园 6 栋 2、3、4、10 楼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yedy.zhuang@cetimes.com

中国   China
yedy.zhuang@cetimes.com

中国   China 
chemikerwang@163.com    

远红外热疗沙桶，远红外热疗沙床。
Far Infrared Heat Treatment Sand Barrel, Far Infrared heat treatment sand bed.

“问才”全称“问才招聘”，是深圳市三瓣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专注于科技行业的求职招聘平台。
“问才”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由国内知名电子行业专业展会主办机构深圳市创意时代会展有限公司
投资成立，由国内最大的电子行业知名社交平台“电子圈”孵化而来。

电子圈是深圳市创意时代会展有限公司旗下专门为电子行业从业人员开发的社交网站，是电子行业最
大的真实社交网站。

深圳市英之创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2 年成立，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生产厂家。
工厂面积 4000 平方米，人员 70 余人，其中产品研发设计人员 20 余人，为客户设计和定制专属产品。
公司以人为本，以科技为先导，以市场为中心，致力于高质量专业香薰加热器，便携式加热器，沙疗
等电子产品，主要面向海外和国内高端客户。凭借着优秀的设计和技术团队，高质量的产品，良好的
信誉和优质的服务，产品畅销世界各地！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B22

2B26

2B32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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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C

东方德思（深圳）科技有限公司
welcare-tech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九祥岭工业区 10 栋 5 楼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123739144@QQ.COM
www.welcare-tech.com.cn     

惠健康 -4G 智能手表 -W300，惠健康 -C100 健康手表，惠健康 - 智能通话手环，惠健康 -- 智能拐杖，
惠健康 --K200。HIWATCH W300，Hi-Watch C100，Hi-Watch H002，Hi-Watch  GZ001，
Hi-Watch k200.

东方德思，是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专业从事智能
可穿戴电子产品的生产商和健康管理的服务商。我公司在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的产
学研一体化示范基地已被认定为国家级众创空间。旗下品牌“惠健康”智能健康监测手表为中国保健
协会指定产品。
惠健康产品自动检测 + 线上服务 + 线下救助机构”的整体性解决方案，以低费用，高效率的方式是对
过去的功能单一、高价低能的健康管理模式的一种颠覆，有效的提高了老龄人群的救助效率。为个人
和家庭提供包括慢性病预防生态系统在内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关爱服务。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C22

深圳市宏强兴电子有限公司
HongQingxing (Shenzhen) Electronics Limite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西成工业区永昌楼四楼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info@sunmas.com
www.hqxdomas.com

低频电子理疗按摩器、电子肌肉刺激器。
TENS/EMS

深圳市宏强兴电子有限公司（Hongqiangxing Electronics Co.,Ltd.）是一家专业从事个人及家庭理
疗保健和美体塑身类电子产品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型企业。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C18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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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简介 Exhibitor ProfileC

深圳市永亿豪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shi Yongyihao Electronic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茜坑新村佰公坳工业区
ShenZhen Yongyihao Electronic Co.,Ltd.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yongyihaoyw1@snowfan.com.cn
www.snowfan.com.cn

深圳市永亿豪电子有限公司建立于公元 1999 年。专注于直流 / 交流风机的研发和生产。拥有自有
注册商标 SNOWFAN。SNOWFAN 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已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SNOWFAN 产品有完善的产品认证，包括 UL、CUL、CE、ROHS 等；SNOWFAN 拥有完善的实
验测试设备，包括风洞测试系统、无响测试室（18dB）、温度循环试验设备、跌落试验设备、盐雾试
验设备等；SNOWFAN 拥有全自动化生产线和完善的高科技设备，自己注塑、焊接、测试、老化、组装，
每日产量可达 30000pcs。
在过去的 10 年里，SNOWFAN 开发了不同系列的交直流风机。由于 SNOWFAN 的专注、好的产
品质量、合适的产品价格、完善的售后服务，SNOWFAN 已经赢得了部分用户的认可。我们的产品
广泛用于电源设备、仪器仪表、焊机、通讯网络、医药设备、电脑、音响、家用电器、室内通风设备、
制冷设备、制热设备、机械加工设备等领域。

简介 /Company Profile:

深圳市泰管家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tgjcare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大冲华润置地大厦 C 座 1908 室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ljj@tgjcare.com
www.tgjcare.com

泰管家是国内首个互联网 + 一站式健康服务提供商，全方位即时响应用户的体检、就医、健康档案管理、
健康数据分析、健康咨询、慢性管理等健康需求，通过整合优质资源，自建团队，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专业、
全面、定制化的健康服务。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C23

2C26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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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C

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Raycome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琼宇路 5 号 3 楼
3F, 51 Building, No.5 Qiong Yu Road, Hi-Tech Industrial Park,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369096402@qq.com
www.raycome.com

脉搏波血压计
Pulsewave Blood Pressure Monitor

深圳瑞光康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家庭自测、血压管理为发展核心，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
一体的高新技术医疗企业。公司自 2008 年成立以来，与正安（北京）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紧密合作，
共同致力于发展家庭自测、血压管理、激光技术在健康领域的应用与发展。 
Shenzhen Raycome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which specialized in researching, 
developing,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medical laser device and healthcare products for 
professional clinic use and home use,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focused on home self-
test and blood pressure management. Since established in 2008,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aser technology, home self-test and blood pressure 
management in health field with Zheng An (Beijing) Medical Equipment Co.,Ltd.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C30

东软熙康阿尔卑斯（沈阳）科技有限公司
NEUSOFT XIKANG ALPS(SHENYANG)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沈阳市浑南区创新路 175-1 号
No.175-1 Chuang Xin Road,Hun Nan New District,Shenyang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gaoxile@neusoft.com

iCare-B 在床活动监护系统
iCare-B In bed activity monitoring system

东软熙康阿尔卑斯（沈阳）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健康管理公司『东软熙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XIKANG）』和全球领先的电子元器件供应商『日本阿尔卑斯电株式会社（ALPS）』共同设立的
创新型技术与产品研发合资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公司有效整合东软熙康在健康产业的资源和实践经验，以及阿尔卑斯电气强大的电子产品研发与设计
能力，通过中国本地化的研发和生产，提供高性能、先进、智能的生理信息采集传感器及相关电子产品，
建立面向全球的生理信息智能采集传感器产品研究开发中心，向社会提供高性能的新型健康管理传感
器产品。同时，结合东软熙康健康管理与服务平台，实现动态收集、系统跟踪、全面干预和管理个人
健康信息，提升消费者的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C28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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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简介 Exhibitor ProfileD

信利仪器（汕尾）有限公司
TRULY INSTRUMENT LTD.

深圳市永佳喷码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YUNGJIA INK JET EQUIPMENT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汕尾市东冲路北段工业区第二厂区仪器市场部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阶段燕川路皇莱公司厂房四栋三层
3F the 4th Building HuangLai Company, Yanchuan Road,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chenjunxian.sale@truly.com.cn
www.trulyin.com

中国   China
gc@szyongjia.cn
www.szyongjia.cn

信利仪器
TRULY

S6 CIJ 喷码机，标识自动化产线。
S6 Continue ink jet printer,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信利集团 1978 年创立于香港，1991 年在香港成功上市（信利国际 00732HK）。信利集团全资子公
司之一的信利仪器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始专注于电子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制造及推广销售，主要
产品有血糖测试仪、电子血压计、红外线耳温计、红外线额温计、电动牙刷、电动清洁刷等，在国内建
有符合 GMP 认证的标准厂房，产品已通过多项极具权威的质量标准和医疗器械专业标准的国际认证等。

永佳公司集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油墨喷码机、 高速激光喷码机、可变二维码防伪追溯系统为一体的
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拥有专业技术研发团队、精锐的销售团队以及一流的服务团队，形成了一整套完
整的服务体系。生产基地位于美丽的海滨城市深圳，毗邻香港特区，凭借珠江三角洲的开放和便利交通，
融合了特区的精神与效率。
永佳喷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2017 年，在香港注册公司。
永佳的使命——致力于提供实效的标识解决方案和服务。一直秉承“永无止境，力求最佳”的企业精神，
遵循着“品质第一”的原则服务客户。产品覆盖 100 多个行业，应用范围广泛，满足个性化定制需求。
凭借卓越的品质，深受用户的好评，成为用户值得信赖的民族品牌。
YUNGCHIA company specialize in Researching &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Ink 
jet Printing Machines and Marking Machines, with a set of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professional inkjet printer Coding technology R & D's team, the excellent sales team 
and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team. The production base is located in the beautiful 
coastal city of Shenzhen, neighboring Hong Kong SAR,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open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Showing the spirit and efficiency of SAR.
YUNGCHIA --WShenzhen high-tech enterprises.
YUNGCHIA mission--Dedicated to providing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solutions and services.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endless, strive to the best" spirit and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First" 
to serve the customers. Products covered more than 100 industry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to meet the customized demands. With excellent quality, YUNGCHIA was praised deeply by 
users, became a trusted national brand.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C32

2D02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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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深圳市善德兄弟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hande Brothers Medical Biotechnology Co.,Ltd.

柳州康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壹海城壹海中心 2101 

详细地址：广西柳州市城中区高新一路 15 号信息产业园 D 栋 2 层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454186706@qq.com

中国   China
66792484@qq.com
www.ivd-cloud.com

巴德尔光疗系统
bloptron

尿液分析试纸条，早早孕检测试纸（条），农残智能检测卡。
ChemicalUrinalysis Strips, -, Pesticde Intelligent Detection Card.

深圳市善德兄弟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国际性创新医疗服务企业。公司以巴德尔光疗系统为先
导，推出了国内首个人体 4S（一体化综合性健康管理）大型连锁项目，目前已成为国内专业医疗、抗衰、
康复、养生等大健康行业的知名品牌，致力于服务中国市场，走向全球。

柳州康云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3 月，目前公司专注于“云端化学智能分析”平台开发和
应用，以自主研发的互联网生物芯片为核心，致力于在健康筛查、移动医疗等方面提供独创的解决方案。
公司研发的检测芯片是全球首创的国际专利产品，该项技术仍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康云检测芯片简
单来说就是传感器与离体样品（血液、尿液、唾液、水等）接触后与样品产生化学反应，反应强度转
化为可传输的物理信号传输到手机，手机通过网络传给云端服务器，服务器对该物理信号与数据库进
行比对得到对应生理指标并反馈到手机端，从而获得用户的实时数据。
Kang Yun Ivd-Cloud Internet Technology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March 2016, at 
present, the company focused on \"cloud chemical intelligence analysi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platform, with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biological 
chip as the core, committed to the health screening, mobile medical treatment and so on to 
provide the original solution. Compan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detection chip is the 
world's first international patent product, the technology is still in the world's leading position. 
Kang Yun test chip is simply sensor and in vitro samples ( blood, urine, saliva, water, etc. ) 
after contact with the sample produce chemical reaction, reaction intensity into a physical 
signal transmission can transfer to mobile phones, mobile phone through the network 
to the cloud server, the server of the physical signal and compare the database to get 
corresponding physiological indicators and feedback to the mobile terminal, to gain the real-
time data to the user.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D10

2D15

D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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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简介 Exhibitor ProfileD

尼科劢迪（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Nicomatic(Tianjin) Electronic Co.,Ltd

深圳市海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henzhen Sea Sunrise Medical Devices Co.,ltd

详细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海泰发展六道 6 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 L 座 402
L402, Hi-Tech Green Base, No.6 Hi-Tech Development 6 Street, HuaYuan Block, XiQing 
District, Tianjin, China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东方明珠城国际茶都二期 A 区 305
Room305, 3/F, ZoneA, Block2, Oriental International Tea Building, Oriental Pearl,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marketing@nicomatic.cn
www.nicomatic.com

中国   China
872694354@qq.com
www.ssrmed.com

Crimpflex 连 接 器 组 件，Switch' Air 弹 片 及 弹 片 组 产 品，Nicomatic CMM 微 矩 形 连 接 器，
Nicomatic DMM Micro-Connector.
Crimpflex Connection Components,Nicomatic Swith' Air Dome & Dome Array, Nicomatic 
CMM Micro-Connector, DMM 微矩形连接器

医用辅助袜  静脉曲张袜
Medical compression sockings

尼科劢迪是一家及研发、制造和销售为一体的，以连接器产品为主的专业厂商。主要产品有 2.0mm
间距的 CMM 连接器，CrimpFlex 连接器和排线、PCB 连接器、Dome 弹片等，公司全球员工 200 名，
有先进的工艺设备和完善的测试系统，通过 EN9100 和 ISO9001 的质量体系认证，在中国、美国、
巴西、印度有子公司，总部在法国。
Nicomatic is a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of connector products, integrating R & D, manufacture 
and sales in one. The main products include 2.0mm spacing CMM connector, CrimpFlex 
connector and winding displacement, PCB connector, Dome shrapnel, etc.. The company 
has 200 employees worldwid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and perfect testing 
international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s. The headquarters is in France and the company 
has subsidiarie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Brazil and India.

深圳市海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 年，公司致力于下肢静脉血管疾病预防、治疗产品的研究
和开发，我公司开发的脉美医用辅助袜是由台湾著名医疗和纺织专家根据人体腿部静脉生理特征和腿
部尺寸精心设计，由具有高度专业并拥有多项国际质量认证的专业制造商生产。产品具有穿着贴身舒
适、医疗效果显著等优势，产品填补了我国治疗下肢静脉血管类疾病（静脉曲张、静脉炎、深静脉血栓、
下肢溃疡、淋巴水肿……）支撑疗法的空白。医用循序减压弹力袜作为抗血栓、预防及治疗静脉曲张
的有效手段之一，已经被国内外血管外科专家和病患广为接受和使用， 经临床使用，效果非常显著。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D16

2D17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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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深圳竹海心理咨询有限公司
Sponsored by Shenzhen Zhuhai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Co,.Ltd

深圳市硕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Socay Electronics Corp.,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天威花园 3 栋 18B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松和社区民清路 19 号 C 栋厂房 4 楼 401 室
Room, 4/F, Block C, HeHengXing Science & Technology Park, No.19 MinQing Road, 
LongHua District, Shenzhen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1493010088@qq.com

中国   China
seo@socay.com
www.socay.com

心理咨询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陶瓷气体放电管，瞬态抑制二极管，ESD 静电二极管，半导体放电管，贴片压敏电阻，压敏电阻，自
恢复保险丝。
Gas Discharge Tube, 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 Diodes, ESD Protection Diodes, 
Thyristor Surge Suppressors, Chip Varistor, Metal Oxide Varistor, PPTC Resettable Fuse.

深圳竹海心理咨询有限公司，经工商注册，于 2012 年 11 月成立。是一家集非医疗心理咨询、文化交流、
心理健康普及和预防、企业管理咨询、活动策划等心理学技术应用及教育训练于一体的身心健康维护
管理机构，是深圳最具实力的品牌心理咨询公司之一。
“未出土时已有节，待到凌云更虚心”，竹海公司秉承“竹”的精神 --“正直、奋进、虚怀、质
朴、卓尔、善群、担当”服务于社会大众，坚持“以人为本”的信念促进社会和谐、全民健康。 
公司提供国际标准化心理服务。拥有一批国际 / 国家认证的中高级咨询师 / 治疗师团队，该团队经过严格
的心理学系统培训、拥有丰富的咨询实战经验，并由国内外知名心理导师督导，咨询 / 治疗效果高效卓越。

硕凯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9612）创立于 2004 年，总部位于深圳经济特区。公司始终坚
持“以德为本，互惠共赢”的经营服务宗旨，围绕电子 / 电力设备、安防设备、通讯设备、交通设备、
汽车电子、计算机及外设、消费电子以及电源模块等产品防护需求持续创新，提供可被合作伙伴集成
的电路保护器件和电路保护解决方案，帮助工程师增强产品防护等级，提升产品质量及市场口碑形象。
硕凯电子主营产品包括全系列陶瓷气体放电管 (GDT)、瞬态抑制二极管（TVS）、静电保护元件（ESD）、
半导体固体放电管（TSS）、压敏电阻（MOV）、贴片压敏电阻（MLV）、自恢复保险丝（PPTC）、
玻璃气体放电管（SPG）等。从电路设计到产品测试（并提供测试报告），我们将为您提供电路保护
领域的一站式服务，硕凯以其卓越品质和优质服务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赞许和行业的尊重。
公司自成立以来，我们投入大量的研发及生产工艺经费，致力于优质的电路保护解决方案，为全球客
户提供高效的技术、产品、测试支持以满足客户快速开发新产品的需求。为了提供更为便利的技术及
物流服务，硕凯电子的销售系统已广泛覆盖北美、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区。2015 年，硕凯完成股
份制改造，开始步入了股份制发展的高速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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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
Bioland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五路尚荣科技园 G 栋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li-x@bioland.com.cn
www.bioland.com.cn

血压血糖一体机
Mini BP & BG monitor

爱奥乐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家用健康医疗器械产业。企业
成立之初就明确了立足本土、着眼国际的经营战略，为实现与国际市场的对接。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爱奥乐医疗已发展成为一家极具科研创新的高新产业集团，旗下专属爱奥乐
和脉宝两大自主品牌。其总部位于深圳市宝龙工业区，主体基地运营面积达 6,000 多平方米。
现代产业竞争，实力是检验企业发展的惟一标准。为了强化以技术为主导的核心竞争优势，爱奥乐医
疗独立建造的无尘车间已取得血糖试纸生产的资格证号；全速运转的大型组装流水线，可以充分实现
一体化产品生产作业，从而可满足高成长的市场需求。为确保产品性能的持续稳定，爱奥乐医疗在严
格遵循 ISO13485 质量规范的基础上于 2011 年导入 TQC 全面品管体系，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及信
任度。
基于海外市场的优势及对国际市场敏感度，爱奥乐医疗已成功开发云健康平台，并逐步开发出具备蓝牙、
GPRS 远程传输的血压计和血糖仪，让用户对血压血糖进行更加专业化的管理，并建立出从个人到家
庭，从家庭到医生，从医生到医院的新型健康管理模式。爱奥乐医疗已具备专业的 APP 智能客户端，
便于用户进行科学规范的数据管理和分析。
大数据时代下的爱奥乐医疗，正以一种新型的医疗理念引领时代的潮流，并始终践行着以科技创新，
为人类健康服务的崇高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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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东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DONGMING MOTOR ELECTRIC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西部工业区帝堂路东胜工业园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dsmotor@dsmotor.com
www.dsmotor.com

东明机电无刷直流电机，东明机电伺服电机系列，电动摩托车，电动叉车，东明机电 10KW 非晶电机，
开关磁阻电机及其控制器。
DM BRUSHLESS DC MOTOR, DM-Servo motor series, Electric motorcycle, Electric forklift, 
DM 10KW amorphous motor, Switched Reluctance Motor & Controller.

深圳东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经过 16 年的稳步发展，已经成长为一个集科研、生产、
销售、售后于一体的集团公司。
公司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西部工业区帝堂路东胜工业园。园区距离香港仅一小时车程，且毗
邻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和海运港口，拥有非常便利的国内外交通运输条件。
自 2001 年公司成立以来，通过公司 1600 余名员工 16 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已经成为了全球电机行业
的“东方明珠”。目前我司拥有 44 条半自动化 U 型生产线，4 条无刷电机生产线，2 条特种电机生产线，
2 条温控生产线，2 条齿轮电机生产线，1 条伺服驱动电机生产线，1 条重型电机生产线，每天可为客
户提供各类电机 10 余万台。我们拥于 DS、DM 等行业知名品牌。同时建立了 110 余人的工程研发
部和 50 余人的高性能电机研究院，竭力从自身硬件条件上来提升我们“全球机电产品心脏核心制造者”
品牌形象。东明人还不断的改进管理体制，“五大内部工作运营管理体系”的相辅相成，严谨的细节
管理理念来实现对供应链的品质管控、生产过程品质的管控、产品特质的管控、员工工作责任的管控
以及全球业务能力的管控。始终将“全球机电产品心脏核心制造者”视为我们的使命与责任。
目前我司的产品种类齐全，远销海外，同时还成为了世界 500 强公司的主要电机供应商。在众多的市
场竞争机制下，东明机电在拥有了 260 多项专利之后，仍然注重电机研发技术的突破和创新，始终保
持最先进技术的首要持有者。东明机电的销售团队也秉持着服务于客户的理念。针对每一个客户的需求，
都做到贴身团队跟进服务，最终在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中得到客户一致的好评。
深圳东明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在 16 年的成长岁月中，已经成为了“全球机电产品心脏核心制造者”，
在电机企业处于前列的位置。与我们“温暖真诚”的爱心企业责任感紧密相连，公司始终把“为社会
担责任，为员工谋福祉”当做企业经营的终极目标。东明机电为东明人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
为员工的家庭提供更多的爱心举措，为员工的孩子免费开办“来深圳和爸爸妈妈一起过暑期的暑假班”，
给员工和“留守儿童”免费提供物质、精神与情感的帮助。
近年来从企业文化上探索推荐东明人的理念，在东明园区也开办了各种“国学班”、“佛学堂”，吸
取中国传统之精华，来打造质地淳厚，声誉浓香的东明机电！最终实现“世界的心脏，中国东明机电
制造”跻身于行业前三强的目标。
SHENZHEN DONGMING MOTOR ELECTRIC CO.,LTD. was founded in 2001, after stable 
development of 16years, the Company has grown up into a group company integr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s.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Dongsheng Industrial Park, Ditang Road, Western Industrial 
Zone, Shajing Street,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Province, where is only 1-hour 
drive away from Hong Kong and is adjacent to Shenzhen Bao'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ports, enjoying very convenient onshore and offshore traffic condition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1, the Company has been developed into the "Oriental Pearl" 
for the global motor industry through hard work  and efforts of more than 1000 employees for 
16years.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D26

D

展位号 /Booth No.:



■        18  ■

展商简介 Exhibitor ProfileD

深圳华南城网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HINASOUTHCITY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苏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iracl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华南城 1 号交易广场 6 楼 H 区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龙壁工业区 14 栋 4 楼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cs@csc-ec.com
www.csc86.com

中国   China
kevin.zhou@ibreezee.cn
www.ibreezee.net

连续无间断体征监测，高品质 DICOM 校准的平板电脑。
Body data monitoring, DICOM calibrated  tablet.

深圳华南城网科技有限公司，是华南城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号：1668HK）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运
营服务商。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4 月，注册资金 1 亿元人民币。目前成立了深圳、南宁、南昌、合肥、
郑州、西安、哈尔滨、重庆共 8 家分公司，拥有员工 300 多名。华南城网立足于实体市场，为用户提
供线上采购批发服务。华南城网立足行业 B2B，以“行业 + 区域”战略布局，2015 年重点打造五金、
纺织 / 皮革、电子三大金牌行业站点，做精，做细，做专，在促进产业升级、企业发展的同时，让用
户真正受益。

深圳市苏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健康信息产业系统化服务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公司以传感器封
装，算法为基础，以互联网为依托，构建适合的商业架构及模式，公司坚持稳步经营，持续努力为宗旨，
为机构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在国家大力倡导的养老领域，苏仁公司通过与养老机构的合作，结合公司开发的用户管理平台为在院
老人和居家老人提供更加便利的日常健康管理服务，为国家大力倡导的养老产业探索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在医疗显示器领域，公司是世界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提供高品质 DICOM 校准的平板电脑。它
可以任何位置，无论在医院或家中，随时随地查阅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的图像。是放射科工作人员和
诊断医生的最佳选择。
Shenzhen Miracle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dedicated to 
the health service system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with the sensor package and algorithm 
as the basis, relying on the Internet, building a suitable business architecture and model, 
adhere to steady operation, continuous efforts for the purpose, Provide competi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institutional customers and consumers is the world's first DICOM calibrated  
tablet uniquely created for continuoushigh-quality, incredibly precise imageaccess from any 
location. Whether at thehospital or at home, MED-TAB is a helpful and constant companion 
to radiologists  and physic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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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iantstar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水田社区宝石东路 123 号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shenzhen@gsktool.com.cn

全自动螺丝锁付机及电动起子
Automatic lock screw machine and electric screwdriver

公司专业致力于精密电子产品螺丝拧紧产业，拥有研发团队及生产基地。我们秉持：“倾听客户对产
品的需求，并及时达成他们的期望” 为宗旨，以“扎根基础工业，力求真实稳健，创造完美科技，构
建美好未来“为理念，做好产品，全心全意为高新电子制造企业服务，在业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客
户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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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思威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SWT Smart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横沥村牛顿工业园
Newton Industry Park, Hengli Village, Wangniudun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P.R.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swt2@swt99.com
www.swt99.com

超声传感器，压电换能器，压电蜂鸣器。
Piezo ultrasonic sensor, Piezo ultrasonic Transducer, Pizeo buzzer.

广东思威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生产和销售超声传感器、换能器、位移器、蜂鸣器、
雾化片等智能材料和换能元器件，以及应用解决方案。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成功挂牌新三板。公司自 2002 年 12 月成立以来，现有员工 300 人，设技术研
发中心、工程开发中心。其中从事技术工程研究开发人员 35 人，各类设备仪表 400 多台套，有可靠
性实验室，取得 ISO9001:2008、ISO14001:2004 证书 , 并与多家知名大学建立了产学研基地。
公司坚持客户至上、质量第一的经营宗旨，多年来各种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电子、智能穿戴、美化生活、
家用电器中，深受用户好评。
Piezo ultrasonic sensor 超声传感器
Piezo bending actuators 执行器
Piezo atomizer 压电雾化片
Pizeo buzzer 压电蜂鸣器
Piezo alarm 安防报警器
Guangdong SWT Smart Technology Co.,Ltd. is an acoustics solution provider and a high-
tech joint-equity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of ceramic material 
with electronic function, new electron components, chip components and applied electronics 
products.
SWT specializes i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for 14 years, The existing staff of 300 people 
and sets up a technology R&D center, an engineering development center and three 
business divisions. There are 35 engineering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R&D personnel, 
and more than 400 sets of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s. SWT has established reliability 
laboratory, has been certified to ISO9001:2008 and ISO14001:2004, and has established 
an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base with many famous universities 
Major products: 
Piezo ultrasonic sensor
Piezo bending actuators
Piezo atomizer
Pizeo buzzer
Piezo 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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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忠艺隆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zhong Yi Long Hardware products co.,Ltd

东莞市佳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EASTW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将石新围路 49 号 B 栋一楼

详细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观塘路 1 号闽泰科技园 A 栋 1-5 楼
Building A, Mintai Industrial Zone, Guantang Road No.1, Huangjiang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szzywj888@163.com
www.szzylwj.com

中国   China
eastwin_sales@163.com
EASTWIN.EN.ALIBABA.COM

铝外壳
Aluminum shell

线材接插件；连接器 , 五金件；塑胶件 , 无线充电器；网络摄像头。
wire harness; Connectors, Metal parts; Plastic parts, Wireless charger; IP Camera.

生产铝型材外壳　CNC 加工的厂家　铝机箱 防雷铝壳、控制器铝壳、公交站报站器、无线监控发射
器铝壳、USB 铝壳、车载电脑机箱、数码外壳、电源盒、五金冲压件、拉丝、抛光、氧化等。

我司作为 IT 行业、汽车电子行业、医疗行业以及各种音频、视频、数码产品的硬件供应商，凭借强大
的加工设备与模具制造能力，能够自主开发或来样设计、制造各种高精密塑胶、五金模具、塑胶五金产品、
高精密连接器，其中电线电缆产品可满足绿色环保、耐高温、低温、超柔软性能等不同要求，是行业
内较少能够一条龙配套生产的企业之一。
我司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池、无人机、电脑、电源、网络通讯、多媒体数码产品、电视、音响、DVD、
空调、办公自动化设备、汽车、医疗器械、工业仪器仪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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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绿食宝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reente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招商局广场 917
Room 917, floor 9, China Merchants Tower, Wanghai Rd, Shekou, Nanshan District of 
Shenzhen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417688591@qq.com
www.anmez.cn

绿食宝检测仪 1，绿食宝食品安全检测仪 2，绿食宝食品安全检测仪，绿食宝 ECO 检测仪 4，绿食宝
检测仪 ECO5，绿食宝检测仪 ECO V5。
Greentest 1, Greentest 2, Greentest 3, Greentest ECO 4, Greentest ECO 5, Greentest ECO V5.

深圳绿食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6 年在中国深圳成立，专业从事蔬果、肉类、水质、环境辐射安全检
测仪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最初于 2006 年成立于俄罗斯，并于当年研发并销售了第一代绿食宝食
品检测仪，后曾在中国香港、深圳等地开设分公司。公司致力于改善人们生活质量，让更多的人享受
绿色健康生活。我们的专家团队来自于世界各地，包括俄罗斯、台湾、美国、香港等。并且与俄罗斯
知名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航天学院、以 AF Mozhaiskii 命名的军事航天学院，以及鲍曼莫斯科国
立技术大学等）的科学家、研究人员保持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共同为大家打造一个安心饮食、健康
生活的世界。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F06

展位号 /Booth No.:



■        23  ■

Exhibitor Profile 展商简介

深圳希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i Yue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罗田社区龙山四路 4 号 A 栋 1、2 楼
Shenzhen City, Baoan District, Songgang street, Luotian community 4 Longshan Road, 
building A, building one or two, No. four, building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lvpingshao@szxiyue.com.cn
www.szxiyue.com.cn

石墨烯远红外健康系列产品
Graphene far infrared health products

深圳希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健康智能穿戴产品、健康理疗产品研发、制造和营销为
一体的创新型技术公司，公司研发核心团队来自健康产业、电子信息及软件产业，在产品开发及销
售上积累了多年丰富的行业经验。自公司成立以来，不断在健康产业深耕细作，以石墨烯材料应用
为基础，研制开发石墨烯发热产品并逐步推出了石墨烯远红外护眼、护颈、护腰等系列健康穿戴产品，
并且获得多项国家专利及相关权威认证。在大健康产品市场上不断赢得用户的信赖和好评。展望未
来，希悦健康科技将秉承 : 团结、创新、务实的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用户至上、以质兴业、
以优取胜的经营宗旨，不断将优质健康产品贡献社会，与社会各界优势互补、同创辉煌、悦享健康
品质生活！
Shenzhen Xi Yue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is an innovative technology company with 
a focus on health, physical health of intelligent wearable products product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as one of the core R & D team from the health industry, 
electronic information and software industry,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sales in the years 
of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in the industry.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constantly in the health industry to plough, the application of graphene based material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graphene heating products and gradually introduced the 
graphene far infrared eye, neck, waist and other series of health wearable products, and 
obtained national patent certification and Guan Quanwei.In the large health products 
market, has won the trust and praise of users. In the future, we will uphold health 
technology: unity, innovation, pragmat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adhere to: quality 
first, customer supreme, quality Xingye to win excellent business purpose, high-quality 
health products will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society, and the social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dvantages, create brilliant, Wyatt enjoy a healthy quality of lif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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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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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科宏健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HJ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春晖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Chunhui Industrial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新田社区创新工业园 1 号科宏健工业园
KHJ industrial park, Building 1,Chuangxin industrial park, Xintian community Guanlan, 
Longhua new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详细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松白路 5049 号同安大厦 5 楼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marketing@khj.cn

中国   China
laoniu@szch3.com
www.szch3.com

防静电胶带
ESD Tape

春晖多功能健康检测仪
Chunhui Multifunctional Health Detector

科宏健成立于 1999 年。15 年防静电胶粘制品的研发及生产经验，拥有行业领先的研发中心，先进的
生产设备、完善的质量体系。具备承担客户特殊要求的专项产品研发能力，可满足客户定制化要求。
与国内外数百家电子工厂合作长达 18 年，供应的产品涵盖电子 制程所需的辅助材料。本着服务第一，
质量第一，交期第一，成本第一的理念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
15 year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n ESD tape for electronic industry with industrial 
leading R&D center, advanced equipments and complet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Strong customization ability against customer special requirements.18 year cooperation 
with hundreds of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factories worldwide on consumables suitable for 
most electronic production process.rofessional service, superior product quality, high cost 
performance and punctual delivery to fully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s.

深圳市春晖实业有限公司位于深圳市光明新区，策划于 2013 年 10 月；2014 年元月开始筹备并启动
相关子项目开发；2016 年 8 月正式成立，是专业从事移动医疗设备、健康监护类智能穿戴产品研发
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有春晖健康管理系统、春晖健康监护仪、春晖智能血压计、智能体
温计等系列产品。
客户的需求是公司存在的唯一价值，春晖实业秉承“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产业资源为中心、以产品
为载体”的经营思路，结合中国“尊老爱幼”和“关爱家人”的传统文化，通过科学决策、快速行动、
持续创新、不断开发出客户喜爱的产品，不断让客户感动！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F10

2F12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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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康金倍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ang Jin food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晶科辉电子有限公司
JKH HEALTH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振兴路桑达工业区 418 栋 2A372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桥同富裕工业区恒明珠科技工业园房屋第十二幢 4-5 楼
5/F Building 12, Hengmiungzhu Industrial Park, Xiangxin Road, Shajing,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1276657313@qq.com

中国   China
jkhmarketing-cn@jkhhealth.com
www.jkhhealth.com

智能音乐按摩沙发，足疗仪，护眼仪。
Intelligent music massage sofa, Foot cure instrument, Eye protection instrument.

低频治疗仪 TENS、强肌健身仪 EMS。
Electronic pulse stimulator

公司主营健康类按摩器材，包括智能音乐按摩沙发，足疗仪，护眼仪等。

深圳市晶科辉电子有限公司于 2006 年初始创业于电子促销品，于 2013 年转型到家庭电子医疗产
品行业，成为一家集研发和生产于一体的专业保健按摩器械生产厂家。我们所制造的医疗产品，如
经皮电神经刺激器（TENS），取得了包括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和生产
许可证 、欧盟医疗 CE 、6 个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颁发的 510（k）文件 、加拿大
医疗器械许可证和巴西 INMETRO 的认证在内的各种权威认证。
As an FDA registered and ISO13485 certified manufacturer with 10+ history, JKH HEALTH 
CO.,LTD focus on TENS unit, a Class II medical device for pain relief and EMS devicefor 
muscle stimulation.
Our manufactured TENS and EMS devices are of critical importance and necessity to meet or 
exceed therequirement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including the 510(k) clearance issuedby 
FDA in the US, Medical CE in Europe, Health Canada in Canada and ANVISAregistration in 
Brazil etc.. They are dominating the market in many countriesin terms of high quality, cute 
design and practicability. In spite of that, weannually release several new products to meet 
the latest need of the market.
These advanced produc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s help us win trust and opportunitie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around the world, and establish long-term and strategic business 
relationshipwith many famous companies worldwide.
Our great mission is to pursuehigh quality coupled with great service. With the confidence to 
surpassour customer's demands, we sincerely welcome customers from all over theworld to 
visit us.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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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兴国际企业社
TEN SHIN INTERNATIONAL COMPANY

恩基客（中国）投資有限公司
NGK INSULATORS(CHINA) INVESTMENT CO.,LTD

详细地址：基隆市暖暖街 421 號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4 楼 7 号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ai500702@yahoo.com.tw

中国   China
bai.yp@ngksh.com.cn
www.ngk.co.jp

鋼琴
piano

铍铜带材，块材，线材产品。
Beryllium Copper

鋼琴製造

日本碍子株式会社（简称：NGK）成立于 1919 年，并至今发展成在全球拥有 58 家分公司，且荣登
美国“Industry Week”杂志百强制造商排行榜的跨国企业。
日本 NGK 的铍铜工业化生产始于 1958 年。如今，除了在日本之外，NGK 的铍铜业务遍布在欧洲以
及美国。作为著名全球铍铜制造厂家之一，NGK 致力于提供高质量产品以及优质配套服务，且赢得广
泛好评。
在中国（华北，华中，华南地区），NGK 与各个代理商共同建立了完整的销售网络，以便为客户提供
各种铍铜产品，如带材，棒材以及线材，满足客户的各种需要。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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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17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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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劳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OVO SMART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天赋健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TIANFUJIAN MEDICALTECHNOLOGY.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向新路 1 号臻彦工业区 7 栋 3 楼

详细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田寮第一工业区 7 栋 2 楼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3383279890@qq.com
www.szlovo.com

中国   China
x-yon@163.com

智能单火开关
Intelligent single flame switch

智能退热仪
Intelligent cooling apparatus for fever

深圳市劳沃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物联网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开
发团队在物联网低功耗通信技术、嵌入式操作系统研发方面积累了十几年的经验，是中国最早、也是
坚持最久的一批物联网技术匠人。
十几年来，LOVO 公司的创始团队始终以“让生活更自在”为己任，秉持“匠人、匠心、匠艺”的技
术工匠精神，自行潜心研制 AllGo 协议，该协议采用了 Contiki 6lowPAN、Zigbee、ZWAVE 这些
协议的优点，采用了 AT 指令集操控，极大地简化产品的开发过程。
公司是中国智能单火开关的领先品牌，同时公司以模组或授权的方式开放物联网技术，采用 AllGo 协
议的产品涵盖智能开关、路由器、播放器、电动窗帘、门锁厂家、摄像机、报警器、背景音乐、机器人等。
目前已经有 50 多家厂家加入 AllGo 联盟，联盟内的成品均能互联互通。联盟内有多个厂家可以提供
整体系统的智能家居解决方案，丰富多样化智能家居 APP，能满足各种行业的用户需求，极大提升人
们工作和生活享受。

深圳天赋健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前身创建于 1999 年，专注半导体制冷技术研发和生产 18 年，
是国内最早生产半导体制冷饮水机、车载冰箱的企业之一，是国内半导体制冷行业中最具创新能力和
研发实力的高科技企业之一，是美的、TCL 等大型企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于 2013 年投入 1000 万
巨资立项研发“智能儿童退热仪”产品，历时 4 年研发成功并取得所有涉及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准入、
市场准入资质。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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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电子有限公司
Weltronics Component Limited

深圳市铂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Shenzhenshiboyuanhardmareproduct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红花路 99 号长平商务大厦 6 楼 611-622 室
Rm 611-622, 6/F., Chang Ping Commercial Bldg., 99 Hong Hua Road, Futian Free Trade 
Zone, Shenzhen Xiong.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水田村石龙大道 64 号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XiaQin@weltronics.com
www.wclsolution.com/zh-hans

中国   China
szboyuan8888@163.cm
www.sz-boyuan.com

泰比，OnBase，BarTender。
ABBYY, OnBase, BarTender.

型材铝外壳，铝机箱，电脑锣件。
Extruded aluminum case, aluminum case, computer gongs.

WCL Solution 是业务流程优化专家，擅长于数据和文件的业务流程自动化、撷取、管理和归档。
我们与世界领先的软件公司密切合作，提供高端可靠的技术，结合客户的实际需求，为客户提供一
系列完整的软硬体解决方案。
WCL Solution is the specialist for optimizing business processes. We focus on 
automating business process, capturing, processing, managing and archiving of 
documents and data. Our goal is to provide total solution to customers based on their 
needs. WCL Solution works closely with world's leading manufacturers to provide the 
most cutting-edge and reliable technologies in the market. We offer a comprehensive set 
of software and hardware solutions to fulfill customers' needs and optimize their business 
processes.

深圳市铂源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铝合金外壳供应商，电子散热器，大功率散热片，屏蔽盒，
电源盒，五金冲压件，机构件，机箱机柜，各种型材铝外壳，散热片，铝外壳优化设计，挤压模具设
计开模，拉丝喷砂阳极氧化，二次氧化，高光，激光打标丝印等。
产品价格合理，质量保证，交货准时。
欢迎广大客户来电或来人洽谈。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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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塑镕电容器有限公司
Shenzhen Surong Capacitors Co.,Ltd

深圳市爱特姆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TOM TECHNOLOGY CO 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观澜街道富坑社区同富裕工业区 18 号
No.18, Tongfuyu Industrial Park, Fukeng Community, Guanlan Street,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详细地址：深圳宝安 68 区长丰工业园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chenyaofeng@sr-cap.cn
www.sr-cap.com

中国   China
atom055@asia-atom.com
www.asia-atom.com

电容器
capacitors

连接器
connector

深圳塑镕电容器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金属化有机薄膜电容器厂家，产品已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
专用商标，通过 ISO-9001:2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均采用 IEC 国际标准或按客户要求进
行检测和实验，并已获得 VDE, ENEC, UL, KC 及 CQC 认证并符合 REACH 要求和欧盟无卤要求。
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分别从欧洲、日本、台湾等地引进，主要原材料分别购于韩国 SYC、日本
TORAY、德国 STA 及国内专业材料生产厂家，具有当今国际先进生产水平。
Shenzhen Surong capacitors Co.,Ltd is one of the speciallized  manufacturer of metallized 
Polypropylene and Polyester film capacitors. The capacitor has applied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in Chinese National Brand Bureau. She has got the ISO-9001:2000 and 
meet the IEC standards and could design and test by clients specially requirements, 
The MPX-X2 products meet VDE, UL, KC, ENEC, CQA, and REACH, halogen free, 
The machines are imported from Europe, Japan, Taiwan etc. The main materials  are 
purchased from SYC in Korea, TORAY in Japan, STA in Germany. Here, we warmly 
welcome customers, clients and friends from domestic and abroad, old and new. to come 
to our company for surveys, direction and business negotiations.

爱特姆是电子连接器开发、生产、销售的专业厂家，同时也是世界著名品牌牌电子连接器的代工厂，
历经 20 余年的风雨，爱特姆公司发展成为拥有一批经验丰富、专业、敬业的高级技术人才，已基
本实现产品的自动化生产。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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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连众康科技有限公司
SLINPH TECHNOLOGIES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大道 1970 文化创意产业园 B 栋 211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951198590@qq.com
www.slinph.com

i 黑密智能激光生发系统
Ihelmet Hair Growth System

深圳市智连众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智连众康；品牌：i 黑密）成立于 2015 年 9 月份，是一家专
注于智能、健康、时尚、养护的移动医疗健康领域的综合服务提供商，专注于现代智能移动医疗健
康产品，拥有健康大数据，新零售的智能化连锁合作经营模式。本着智慧连接大众健康的理念，我
司从“头”做起，公司通过移动医疗智能硬件（i 黑密 iHelmet）+ 头皮健康管理服务平台 + 专业的
医生服务 + 日常的护理服务，一站式解决用户各种头皮健康与衰老问题，致力于成为头皮健康服务
平台领跑者。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September 2015, Slinph Technologies Co.,Ltd has been focusing 
on mobile intelligent health care solution. Based on our APP bundled hardware ( ihelmet 
laser hair growth helmet ), we are serving a health care big data, O2O and chained 
business mode. iHelmet is dedicated in leading the scalp health service platform via 
a combination of ihelmet laser product+scalp health service platform+professional 
physician consultation+daily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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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拓普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TOP-TEK ELECTRONICS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宝源社区料坑第三工业区 3 号第二至第六层；在石岩街道浪心社
区料坑惠利兴工业园厂房 5 栋（宗地号 A732-0188）2、3 楼设有经营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Jvfa Industrial Park, Liaokeng Shiyan Twon,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P.R.C.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info@top-tek.cn
www.top-tek.cn

智能控制板
PCBA

深圳市拓普泰克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和生产轨道交通、通信、汽车电子、电力电子、工
业自动化、医疗、金融、安全、智能家居的 PCBA 及产品组装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下设
PCBA 工厂、成品组装厂和工程技术中心。
拓普泰克目前拥有员工 600 多人，80 多名经验丰富的研发工程师队伍，占地面积 1.8 万平方米。
应用 ERP 进行管理；工厂配置 10 条 SMT 生产线、10 条 DIP 生产线，4 条成品组装线和大量先
进的检验、测试仪器，具备年产 1500 万片控制板和 100 万台整机生产能力。
公司以高质、高效、快捷的方式，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 PCBA 、成品代工服务，并可以提供中小批
量生产。
Shenzhen Top-Tek Electronics Co.,Ltd. is a Hi-tech enterprise, specially dedicate to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ial Automation, Medical, Household Appliance PCBA and 
Electrics products finished assembly. 
Currently with 600 workforce and covering 18,000 square meters area. We have more 
than 80 strong and professional, R&D engineers, ERP management system 10 SMT 
production lines 10 DIP production lines, and many advanced testing instruments.
Relying on high quality, high efficiency, and prompt way, we can provide various, multi-
layer, customized PCBA OEM and tailor-made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Small and 
medium orders. also be wel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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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永诚创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CCFAN TECHNOLOGY CO.,LTD

深圳柒壹思诺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Qiyi Sino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南浦路东环工业区 A1 栋
Block A1, Donghuan Industrial Zone, Nanpu Rd.,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兴科学园 A4 栋 19 层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yccfan@yccfan.com
www.yccfan.com

中国   China
86467375@qq.com
www.71chat.com

散热风扇
Cooling fan

智八哥
intelligence eagle

深圳市永诚创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6 年在中国深圳成立，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专注于散热风扇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致力于成为中国散热风扇行业第一品牌。经过永诚创人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公
司已拥有完善的产品研发与生产系统，包括：信赖性实验室、噪音实验室、风量风压测试设备、高
精密动平衡设备及自主开发的计算机智能生产管理系统等；同时，公司通过并严格按 ISO9001 及
ISO14001 管理体系进行生产作业，实现了每日 30,000 颗风扇的产能。
YCCFAN was founded in 2006 and located in Shenzhen of China.Since we established, 
we are always focusing on the R&D, production and selling the cooling fans,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the best brand in Chinese cooling fan industry. Through the 
efforts from all the staff, we had built the good product R&D and production system, such 
as:Reliability Laboratory, Noise Testing Room, Air Flow & Pressure Testing System, 
High-precision Dynamic Balance Equipment and self-development Smart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meanwhile, we passed the ISO9001 and ISO14001, our company 
strictly according to ISO9001and ISO14001 management system for production 
operation, implement the daily production capacity of 30000 pieces.

圳柒壹思诺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前身为深圳华创众盈科技有限公司，隶属于华海乐盈集团，
是一家专注于在线客服 + 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型企业，致力于成为“国际专业化的全渠道智能客服解
决方案供应商”。
公司由一支年轻的精英团队构成，其中研发人员占比高达 77.78%，人工智能算法团队占比 18%，成
员来自北大、华中科大、西南财大、上海大学、墨尔本大学等海内外知名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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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威远精密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Weiyuan Precision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科乐科技有限公司
KOREX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玉律村第六工业区 20 栋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 9 号威新软件科技园 2 号楼 5 层东翼 501-504 室
RM501-504, East of block. 2 Vision shenzhen business park, NO.9 of GaoXin Nine Road,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253161693@qq.com
www.wy-sz.com

中国   China
sales1@chinakorex.com

GSX 系列模组，精密滚珠丝杆副。
GSX Industrial Actuator, Ball Screw & Lead Screw.

AR 眼镜
AR Glasses

深圳市威远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滚珠丝杆、直线导轨、直线运动单元、机械手和工业执
行器等产品，并提供成套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华南、华东、北京及西北片区设
立营销及服务中心，拥有一流的研发团队和自主知识产权。公司拥有完善的销售网络，产品销往全球
30 多个国家。旗下拥有二大著名品牌“WEIYUAN 威远”和“WARNER 华纳”，现已成为中国领
先的直线运动产品和自动化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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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金姆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Changzhou Pulse Health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柯耐特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e knight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关河东路 66 号九洲环宇大厦 1501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北环路衙边第二工业区 A 栋 C 栋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zhoujie@jinmuhealth.com
51wangmai.com

中国   China
szcnt@szcnt.com
www.szcnt.com

脉诊仪
pulse diagnosis system

推拉自锁连接器
Push pull self-locking connector

常州金姆健康科技是一家致力于研发、生产和销售智能中医脉诊设备的健康科技公司。管理团队核心
成员是毕业于美国斯坦福、加州伯克利等著名大学的博士，并曾在全球最著名的医疗仪器制造商 GE
和东芝领导研发团队。
脉诊仪是王唯工博士穷尽 30 多年时间，在首次开创性地提出“气血共振”理论、总结了中医十二经
络的谐波模型的基础上发明的。王教授发明的脉诊仪已在台湾进行了 5 万多病例的临床监测，广受好评。
Our wearable device measures the pulse generated by the heart. Our proprietary technology 
decodes that pulse into invaluable health information through quantifiable indexes. These 
indexes match nearly perfectly to ou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ritage providing 
incredibly powerful scientific verification of over a thousand years of those practices. The 
company is founded on solid science and rigorous research studies. Rather than wondering 
exactly how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orks, our sciences empower us to quantify 
and demystif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day, the scientific Chinese medicine aligns 
perfectly with the Chinese health care infrastructure, culture,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This is 
the attainable and affordable future of a healthy China.

深圳市柯耐特（SZCNT）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国内研制生产电连接器的专业制造商，自
创建至今，公司一直致力于研究国际先进的电连接技术，拥有雄厚的产品研制技术力量，独特的加工
工艺及科学的管理手段，精密的制造和测试设备。公司是国内最专业生产推拉自锁连接器的制造商，
与国外同类产品可以互配互换，公司现有加工机械设备，检测设备 CNC 加工中心，CNC 数控车床，
数控铣床，磨床，线切割，电火花，洛氏硬度试验机，三次元测量投影仪，注塑机等近 100 台。
自 2004 年以来，公司先后通过 TUV,ISO9001:2008 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14000:2008 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和 ISO13485:2012 医疗体系认证，公司通过“深圳国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国新技术企
业”，部分产品顺利通过 CE 认证，成功走向国际市场。自公司创建以来，坚持“诚信为本，客户至
上，团结拼搏，开拓创新”的企业宗旨，不断致力于产品的研制开发，在满足客户及市场需求的同事，
也使企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深圳市柯耐特科技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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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惊帆科技有限公司
Tianjin Jingfan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时代永盛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ERA WINGSHING ELECTRONICS CO.,LTD.

详细地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开华道 20 号南开科技大厦主楼 1701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北环路官田华丰科技园 A6 栋 4 楼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zjd@jingfantech.com
www.jingfantech.com

中国   China
szwingshing@vip.163.com
www.szwingshing.com

JFH102 智能健康监测模块，JFC101 芯片。
JFH102 Intelligent Health Monitoring Module, JFC101 Chip.

电子线、彩排线、端子线。
Electronic wire, terminal wire, color cable.

天津惊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 月。公司基于高新技术进行自主研发 , 在小信号采集处理、
嵌入式硬件、人工智能算法、云数据处理方面有非常厚重的积累。惊帆主要涉及和生产健康监测核心
组件及芯片，帮助其他厂商为产品快速实现健康数据监测功能；同时还为厂商提供健康数据分析的云
数据服务。公司专注于脉搏波与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并进行深入研究和应用推广，期望让更多的
人能更好的享受健康生活。

深圳市时代永盛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7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加工各种 UL、非 UL 电子连接线、排
线、彩排线、接插件及代理 JST、Molex、住友、日立等各类型产品的企业。拥有全套高精度、高速
生产设备，秉承多年的制作经验，以不断完善的现代化管理及产品检验设备，并于 2006 年元月份正
式通过了 ISO9001:2000 版质量管理体系，所有产品均符合 ROHS 标准，希望为广大客户提供高质
量的产品以及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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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六钧电子五金有限公司
Legion Electronic Co.,Ltd

详细地址：东莞市石碣镇石碣四村同德西路
TongDe Xi Rd., Sicun, Shijie Town, 523304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sale66@legion.com.hk
www.legion.com.hk

Legion 安规认证 AC 开关
Legion Rocker Switches

六钧电子有限公司 , 座落于电子之城 -- 东莞石碣 , 创立于 1993 年，专业生产安规电源开关。 六钧电
子于 2007 年在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设厂。现有员工约 200 人，管理与员工的比例约为 1:10，有自
己的 UL 实验室及配套检测设备，六钧电子的的开关种类主要有：跷板式电源开关、按键式电源开关、
切换式电源开关、旋转式电源开关四大类，按客户使用的用途主要是：果汁机等小家电的文件位选择、
计算机电源电压选择、电暖器档位控制等，我厂的开关广泛用于各知名品牌的电源制造商与家电生产商。
现有国内外客户包括：飞利浦、伟创力、美的、富士康、伟易达、东芝、普联、喜高、灿坤、七彩虹、
TTI、东聚、千石，等等。
六钧电子所生产的开关均符合欧盟最新的环保及用电标准。防火等级 94V0，我厂坚持货与样板一致，
如因安规等因素更改会提前告知客户，安规编号可上网查询。
六钧电子本着专业，诚信，创新，发展的创业理念，以顾客至上，质量第一，精细管理，持续改进为
指导方针，为客户提供优质可靠的服务。我们累积多年的研发知识与市场经验，除了自有产品之外，
我们也欢迎客户共同设计产品，可提供 OEM ＆ ODM 的开发与设计。
Legion Electronic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93 and specializes in designing,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of safety approved AC switches including rocker switches, push 
switches, pushbutton switches, rotary switches, slide switches and voltage selector switches. 
With excellent engineers immersed in continuous researches and expansion of sales, Legion 
is capable enough to afford projects of OEM and ODM. Made the idea come true is what 
we're good at. Our highly competent engineers are willing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advice, find 
the best economic and efficient solutions for our customers. Due to everlasting efforts and 
communication, the idea becomes reality. In order to meet the global market requirements, 
Legion insists on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of products with good performance that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customers. With intimate coordination products supplied from 
Taiwan and China, Legion has kept the best quality, provides you with short lead-time and 
in consequence wins reputations from customers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Our customers 
including FOXCONN, Flextronics, Vtech, TTI, TP-LINK, EUPA, PRIMAX, Midea, HAYCO, 
PHILIPS, TOSHIBA, KYODE, CWT, SENGOKU, HAYACO, RP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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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德尔创电子有限公司
DONGUAN DERSONIC ELECTRONICE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锦厦河南工业区锦平路五号
No.5 Jinping Rd., Jinxia Henan Industrial Zone, Changan Town Donguan City, P.R.C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dgdec_ss18@163.com
www.dersonic.com

压敏电阻器，安规 Y 电容器，MF72 功率型 NTC 热敏电阻器，金属化聚丙烯膜抗干扰电容器（X2
电容器），CBB21（MPP）金属化聚丙烯膜电容器，陶瓷电容器。
Varistor, Y Safety Capacitors, MF72 Power NTC Thermistor, Metallized Polypropylene Film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Capacitor ( Class X2 ), CBB21（MPP）Metallized Polypropylene 
Film Capacitor, Ceramic Capacitors.

东莞市德尔创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安规电容器、陶瓷电容器、独石电容器、薄膜电容器、压
敏电阻器、热敏电阻器等被动电子元器件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为照明设备、
安防设备、充电站（桩）设备、工业 4.0 智能设备、电源类产品、通讯产品、音视频产品、汽车电子产品、
家电数码产品、电动玩具、电动工具、智能家居、智能电表、防雷排插（插座）等电子整机领域及新
能源发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领域提供专业配套的“一站式”服务，较好的解决
了整机厂商“配套采购难、供应商管控成本高“的难题。
公司已通过 ISO9001:2015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其产品先后通过 CQC、UL、CUL、VDE、
ENEC、TüV 等国内外权威机构的安规认证，所生产产品全部符合 RoHS、REACH、无卤等环保
指令要求。其产品遍布全国并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受到国内外用户的高度认可
与一致好评。公司目前已与美的、TCL、群光电子、康铭盛等知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德尔创秉承“以人才为根本，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以信誉求合作，以服务求市场，以管理
求效益”的管理理念和“诚信、责任、务实、敬业、进取、共赢”的企业精神，并始终将“及时性、
准确性和高效性”作为一切服务的根本点及出发点，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 
“求真务实、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德尔创，正在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我们期待着与社会各
界有志之士携手并进，共创未来！
DERSONIC, a High-tech enterprise who specialized in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and 
sale of Capacitors & resistors: Safety capacitors, Ceramic capacitors, Monolithic capacitors, 
Film capacitors, Varistors, Thermistors etc. By providing one-stop service which ranged 
from electronics equipments ( LED drivers, Security products, charging spot, Industry 4.0 
smart devices, Power suppliers, communication devices, Audio and radio devices, Auto 
electronics, Digital home appliance, Electric toys, electric tools, Smarthome control systems, 
Smart meter, Lightning protection distribution panel to New energy powers ( PV system, 
wind energy, biomass energy, Marine energy etc. ), Dersonic has helped our customer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Matching purchasing" and "Supplier cost management control'. 
DERSONIC has attained the cert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O9001 and all the products we produce compliance to series of certif icates: 
CQCULCULVDEENECTüV etc.,In additional, The Varistors products have been finished the 
tested by Metering center of STATE GRID which means our manufactures are in according 
with the regulation of RoHS, REACH and Halogen Free. Over the years, DERSONIC's 
products have occupied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also been sold to EU, USA, Middle east, 
Southeast Asia and enjoyed a good reputation from our clients in domestic and abroad, 
include Midea TCL Chicony ElectronicsKang Ming Sheng who has built a good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with us.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G16A

G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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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迪康醫療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Audicon Medical Technology (shenzhen) Co.,Ltd.

东莞市明睿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City Ming Rui Ceramic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寶安區新橋街道新發工業區丰益科技工業園 B1 棟

详细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二工业区创兴路 21 号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mktgsz2@hopefulrubber.com

中国   China
2881318177@qq.com
www.taocibang.net

Airy TM 微風浮動式氣墊坐
Airy TM floatation cushion

氧化锆陶瓷和氧化铝陶瓷结构件，陶瓷点胶阀，陶瓷注液泵，陶瓷灌装泵，陶瓷柱。

澳迪康醫療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隶属合豐橡膠集團，成立於 2017 年 9 月，是一家從事醫護設備和
醫療設備的生產批發及銷售，擁有專業的研發團隊，且榮獲實用型專利證書的創新型中外合資企業。

东莞市明睿陶瓷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氧化锆陶瓷和氧化铝陶瓷结构件生产厂家。拥有高级工程师 10
多名，技术骨干多名；我们的陶瓷产品主要是工业领域用的精密陶瓷结构零件，采用高强度氧化锆（钇
稳定 / 镁稳定 / 铈稳定）、氧化铝（97/99/99.5/99.7/99.9/99.99）材质。生产销售的陶瓷结构件广
泛应用于仪器仪表、食品医疗、太阳能光伏、机械五金、激光半导体、石油化工、汽车军工、航空航
天等高端领域。明睿陶瓷始终在陶瓷精加工领域一枝独秀。多年来出厂的陶瓷精密件经多家机构和广
大用户评测和体验，纷纷表示各项性能都明显优于国内同类产品。毋庸置疑在整个国内销售市场中开
始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G17

2G19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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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udiowell Electronics ( Guangdong ) Co.,Ltd. 

东莞市东兴铝业有限公司
TOKEN ALUMINUM PRODUCTS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银平路 3 街 4 号
No.4 Block 3 Yinping Road, Panyu,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1400

详细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中堂镇吴家涌第二工业区
No.2 Wujiachong Industrial Park, Zhongtang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523228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sc03@audiowell.com 

中国   China
1135618021@qq.com
www.dongxing-aluminum.com

水纳米面部加湿器
Handheld Face Spray

母线槽，太阳能光伏支架及边框等配件。
busway, Solar bracket and solar frame for solar pv panel.

广东奥迪威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UDIOWELL) 成立于 1999 年，证券简称：奥迪威，证券代码：
832491。是一家以“位置、距离、速度传感器及相应模组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为主营业务
的高新技术企业，是细分行业领先的传感器元器件及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东兴铝业起源于 1992 年，是一家优质的铝产品中国制造商。东兴以精湛的工艺及客户的满意而引以
为豪。我们的生产能力包括模具、铸锭、挤压、阳极氧化、粉末喷涂、数控、制造和装配。这个完整
的一条龙生产可以确保我司快速运营订单生产和价格具有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产品：太阳能光伏支架
及边框，各类三染器，电子电器配件，汽车配件及导电铝合金板等。
我们期望获得您的 OEM 定制业务，欢迎致邮件到我们邮箱 dongxing@dongxing-aluminum.com
或者致电垂询 Tel：+86-769-8888-4336
Token Aluminum Products is a Chinese manufacturer of quality aluminum products 
since1992. Token takes pride in our workmanship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Our capabilities 
include tooling, ingot casting, extrusion, anodizing, powder coating, CNC, fabrication, and 
assembly. This complete vertical integration enables quick turnaround and competitive 
pricing. Our competitive products: solar brackets and solar frame, various heat sink, 
electronic accessories, car accessories, conductive plate of aluminum alloy and etc. 
We are eager to earn your OEM business, welcome to contact us at dongxing@dongxing-
aluminum.com or call us at Tel：+86-769-8888-4336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G20

2G21

G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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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简介 Exhibitor ProfileG

深圳市晶科鑫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Crystal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天安云谷产业园一期 3 栋 C 座 12 楼
12/F, Building 3C, Tian An Cloud Park Phase 1, Longgang District, Shenzhen 518129,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sjklds@q-crystal.com
www.q-crystal.com

小尺寸石英晶振
Smaller size Crystal Units

深圳市晶科鑫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创立于 1989 年频率控制元器件的生产型企业，拥有自主的品牌
SJK，完整的产品系列结构，包括小型 SMD 贴片晶振、传统插件晶振、高端钟振（包括 CXO、
VCXO、TCXO、OCXO、VC-TCXO、LVDS/PECL 差分输出钟振）、声表面波器件、晶体滤波
器（MCF）等产品。工厂实力雄厚，占地面积达 3 万平方米，拥有 30 条全自动生产线，通过 ISO 
9001、TS 16949、QC080000、ISO 14001 等体系认证，产品全系列符合 RoHS 标准，SJK 品牌
晶振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RFID、网络、汽车电子、消费类电子、工控、可穿戴、医疗电子、安防、
智能家居、机器人等行业，能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提供一站式晶振产品供应服务。SJK 品牌拥有多
年的技术沉淀，以小型化、高精度等产品为优势，有国内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拥有强大的研发开
发和售后技术团队，专业、及时、体贴周到的客户服务，为您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相信我们 --SJK
是最好的选择。欢迎垂询！
SJK founder in 1989, is a manufacturing-type enterprise of frequency control products. 
It owns independent brand SJK and complete product l ine including small SMD 
crystal oscillator, traditional DIP crystal and oscillator, high-end oscillator ( including 
OSC, VCXO, TCXO, OCXO, VC-TCXO, LVDS/PECL output ), SAW device, crystal 
filter ( MCF ) and other products.
The factory is fully reinforced, occupys the land of 30,000 square meters, with 30 full-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s, has passed ISO9001, ISO14001, TS16949, QC080000 
and other system certif ications. All products are conformed to RoHS standard. 
 SJK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communication, Network, automotive electronics, consumer 
electronics, industrial control, wearable device, medical electronics, security, smart home, 
robot and so on, which can satisfy consumers' different demands and provide one-step 
supply and service.
SJK owns years of technology and advantages such as miniaturization, high-precision 
and other products. It has the most advanced domestic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strong 
exploitation and after-sale technical teams, professional, timely and considerate customer 
service executives, who can provide you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Believe in 
us-SJK is the best.
For more details about us, contact us today!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G26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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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欣臻晖科技有限公司
CHINFAI (HK) TECHNOLOGY CO.,LIMITED

北京康道腾达国际医学研究院
Beijing Kang Road, Tengda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 82 区体育馆西侧华美居 B 区 736 室

详细地址：中国北京市大兴区兴华大街 2 段 3 号院波普中心 1 号楼 8 层
China Beijing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zhangning@silicon-rubber.com

中国   China
11780559870@qq.com
www.bjkdtd.com

硅胶保护套
silicon case

按摩，养生，理疗，康复。
Massage, health, physical  therapy and rehabilitation.

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模具加工，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

北京康道腾达国际医学研究院是在医学界有关领导、医学专家、国际友人支持下成立的，多年来研究
院始终遵循“科学保健，绿色养生，推广健康，服务大众”的理念。以研发、经营、服务、高品质的
健康产品名列自然医学行业的前茅，已荣获十几项国家专利，在业内口碑极佳。目前正对外构建绿色
环保养生加盟连锁的行业。
由亚健康导致的慢性病以成高发趋势向上攀升，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经济负担，
慢性病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康道腾达养生。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G28

2H02

H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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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鸿天泰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HONGTIANTAI INDUSTRY CO.,LTD

厦门汇侨电子有限公司
XIAMEN HUIQIAO Electronics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福海大道新和村新兴工业园三区六栋 1 楼

详细地址：厦门现代物流园区（保税区）象兴四路 22 号象屿大厦 5B1、5B2 室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market@hott.net.cn

中国   China
wangweibing89@163.com

睿科思舒眠仪
Relax fast asleep instrument

深圳鸿天泰实业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9 年，是一家大型专业从事数码音频及智能健康产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先后顺利的通过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和中国的 3C 认证。

厦门汇侨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大健康理疗电子产品以及 CRT、TFT 显示系统产品的设计、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创建于 1997 年，资金实力、技术力量雄厚，有着完善的企业
运行机制。公司有着多年的产品生产销售经验，几年来为国内用户提供优质产品，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产品具竞争性的价格、超群的品质、准确的交货期。
公司宗旨：以人才为核心，以客户为目标，以科技为本质，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H08

2H10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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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泰德智能装备（深圳）有限公司
Antaide Intelligent Equipment (Shenzhen) Co.,Ltd

北京闿明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kaiming international innovation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富桥第三工业区 A7 栋
A7 Building, Fuqiao Third Industrial Zone, Fuyong Street,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详细地址：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隆庆街 18 号 1 幢 2 层 231B 室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zhangxianghe@atd-sz.com
www.atd-sz.com

中国   China
124364954@qq.com

智能数控对折贴标机、智能数控卷标机。
numerical control folding labeling machine、numerical rolling labeling machine.

闿明
kaiming

线束行业自动化设备的创新者，20 年五金传统行业经验的积累，3 年多自动化行业的成功转型及蜕变，
以诚信务实为本遵循商道即为人道的企业文化 - 坚持自主创新，提供以质为本的自动化智能设备，回
归技术及营销本身用 " 工匠精神 " 践行未来。
With 2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traditional hardware industry, we have succeed on real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 and become an innovator of automatic 
equipment in wire hardness industry. As an honest and practical company, we focus on 
providing automatical intelligent equipment of high quality, which is able to achieve self-
marketing with superior reputation.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办公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隆庆街 18 号 1 幢 2 层 231B 室，法人：
穆索夫扎乌尔，营业范围：电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预包装食品、工艺品、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灯具、电子元器件、塑料制品、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
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
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商务咨询。现致力于开发新能源技术，节能捷能！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H12

2H16

H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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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天基权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Tianjiquan Health Scienc & Technological Group Co.,Ltd

深圳市东景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EAST-TOPTECH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1006 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福田科技广场）A 栋 19 层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村同富路华盛昌工业园
Building-B, Huashengchang Techno-park, No 9 of Tongfu Road, Qiaotou Vill, Fuyong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cathwen@qq.com
www.tjqhealth.com

中国   China
sales03@east-toptech.com
www.east-toptech.com

GSLT 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和 鼻炎机
Semiconductor Laser theraphy instrument and Rhinitis device

HDMI 分配器，TYPEC 扩展坞。
HDMI SPLITTER, TYPEC DOCKING.

深圳天基权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 2001 年，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深圳福田
区国际创新中心，研发生产基地位于深圳观澜天基权产业园。天基权下设深圳天基权保健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天基权恒仁堂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天基权健康科技产品有限公司、深圳天基权健康科技产业
园管理有限公司四个全资子公司，还设立了天基权生命科学研究院和天基权商学院两个科研教育机构，
并在国内设有二十多家天基权地区公司。天基权创立的全球特许连锁服务终端 “易康之家”遍布全国
大中型城市，总数超过 5000 家，员工 4 万余人，用户超过 500 万，产品远销韩国、德国、南非、新
加坡、东南亚等国际市场。秉承董事长释延豹先生“关爱人类生命 , 科技引领健康”的崇高理念 , 倡导
“高科技绿色保健”新概念，致力于高科技健康事业发展，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与沉淀，目前天基权已
经发展成为健康领域集产品的研发、生产、全球特许连锁销售终端、强大的企业文化为一体的大型高
科技健康企业集团。

深圳市东景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专业生产通讯设备，高清设备，计算机网络
等线缆及周边配套电子产品的资深企业，公司用拥有从事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专业团队
500 余人，成为众多国际知名企业配件的供应商，业务遍及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把握跟您合作
的每一次机会，寻求共同发展的契机。
East-toptech Was Established in 1998 in Shenzhen. Is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of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high-definition equipment, computer networks and other 
cable and peripheral supporting electronic products of senior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has 
engaged in produc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the professional team of 
more than 500 people, as many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supply of accessories Business, 
business in the world more than 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Grasp every opportunity to 
cooperate with you, to seek common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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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德益康医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WHM MEDICAL TECHNOLOGY ( SHENZHEN ) CO.LTD

惠州上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Huizhou Shnagyi Medical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红花岭工业区朋年大学城科技园 A 栋 505-507

详细地址：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华泰路南路 2 号科技创业中心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luobp@witrecovery.cn

中国   China
2898774024@qq.com

互联网 + 智慧病房系统
INTERNET+WISDOM WARD SYSTEM

贴附式智能胰岛素泵
Attached intelligent insulin pump

智德益康医疗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智慧医疗系统研发和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多年研创
健康云，融合互联网 +、可穿戴、信息化等现代科技，开发完成最全面、最先进的智慧病房系统解决
方案和产品，为医疗机构及病患打造高品质、高效率的全方位优质医疗服务平台。

惠州上一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医疗器械研发，生产及销售的高科技企业。我司拥有由国
内外资深医学博士组成的强大的医疗科研团队，通过多年研发，现已拥有 3 项领先国际水平的专利技术，
同时拥有非抛弃型贴附泵设计，双 CPU 高可靠胰岛素贴附泵控制结构 ，胰岛素输入控制算法 ，高可
靠通讯的改进型蓝牙协议等核心技术。目前研发的新一代贴附式智能胰岛素泵，它可以模拟人体胰岛
素生理分泌模式给病人补充胰岛素，以达到控制血糖的目的，还可为未来的闭环全自动血糖控制（“人
工胰腺”）打下基础。我们的宗旨是致力于胰腺病理及免疫治疗的药物研发，辛勤努力，只为人类的
胰腺健康。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H28

2J02

J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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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week 医疗网
medical.ofweek.com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中国科技开发院（中科大厦）3 号楼 16 层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zhuziqun@ofweek.com
medical.ofweek.com

OFweek 医疗科技网
medical.ofweek.com

OFweek 医疗科技网是中国医疗科技领域网络传媒的创新者和领导者。网站立足于行业前沿，为全球
医疗电子、医疗设备 / 器械、可穿戴医疗、智慧医疗等业内人士及企业提供及时、全面、深度的行业资讯、
市场分析，以及最前沿、专业、权威的技术应用、设计方案、资料下载等，内容覆盖医疗科技行业的
各个层面，贯穿整个产业链。同时，还拥有由营销服务、行业研究报告、人才招聘、投融资服务、内
贸外贸、在线展览等构成的综合服务体系，凭借 OFweek 强大的品牌影响力、技术编辑和分析师团队
雄厚的实力以及市场推广人员丰富的经验，网站知名度在业内不断提升，已成为行业用户和企业首肯
的医疗科技综合门户。
medical. ofweek.com is an innovating and leading web media in China's medical technology 
field. The web site is based on the forefront of the industry, provides timely,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industry information, market analysis, and the most cutting-edge, professional, 
authoritative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design, data download for industrial insiders and 
enterprises from global medical electronics, medical equipment/equipment, wearable 
medical, smart medical and other industries; which covers all levels of the medical technology 
industry throughout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as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system consisting of marketing services, industry research reports, recruitment,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ervice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nline exhibitions and 
etc. With the strong brand influence of OFweek, the solid strength of our technical editors and 
analyst team, as well as the rich experience of our marketing staff, the recognition of the site 
is rising in the industry, and has become an approved medical technology portal for industry 
users and enterprises.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J09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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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前海云恒丰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Qianhai Yun Hengfeng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 B 座 809 室
Room 809, block B, tsinghua information port, north district, nanshan district, shenzhen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wuqiaolin@yijiakangtai.com
www.yykt100.com

远程自测血压筛查分析系统，远程动态血压分析管理系统，远程家庭血压分析管理系统，医云急救。
screening and analysis system of remote self-testing blood pressure, Remote dynamic 
blood pressure analysis  management system, Remote family blood pressure analysis  
management system, Medical cloud emergency treatment

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公司团队主要成员来自医疗、互联网、运营商、保险等行业精英，致力于成为全
方位的健康服务提供商和推动健康大数据的发展服务于每个人的健康生活。
我们向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就医难患者提供合理就医服务，提供血压精准医疗健康保障服务，与各合
作伙伴建立医疗服务生态圈，让患者得到合理、个性化的健康服务，帮助患者降低并发症发生的概率，
为企业客户提供优质健康医疗服务和渠道增值服务。
With the headquarter in shenzhen, our company main members are industry elites who 
worked in medical, Internet, carriers, insurance and other industry. We commit to be a 
omnidirectional health service provider an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of the the 
health in order to serve the healthy life of people.  
We provide reasonable medical service and blood pressure precision medicine security 
service for the patients who is receiving uneven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resources and getting 
medical service with difficulty. We also establish medical service ecosystem with all partners 
so as to make health service to be reasonable and personalized for patients, help to reduce 
the complication and provide high-quality medical service and value-added services.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J10

J

合翔（常州）电子有限公司
UNIVERSAL ( CHANGZHOU ) ELECTRONICS CO., LTD.

详细地址：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跃路 5 号
No.5 Longyue Road, Wujin Hitech development Zone, Changzhou, Jiangsu,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jim@china-buzzer.com
www.china-buzzer.com

蜂鸣器，扬声器，手机扬声器。
BUZZER, SPEAKER, Mobilephone speaker.

公司占地面积 33000 平方米，员工 800 名，其中工程师 26 名，品管人员 35 名，具有较强的开发能
力。主要生产电磁式蜂鸣器、压电式蜂鸣器，SMD 贴片蜂鸣器，受话器，扬声器，电感和麦克风，
现有 500 多个品种，月产量 900 万只。公司已经获得 ISO9001:2000、ISO14001:2004 体系认证
和 TS16949:2002 证书。质量第一是公司的理念，客户满意是我们的追求，竭诚为国内外客户提供
优质的产品与服务。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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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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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捷成科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GuangDong J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lectronics CO.,LTD

广东沃莱科技有限公司
Guangdong Welland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黄岗前村庙前路南
MiaoQian Road, Duanzhou, ZhaoQing, GuangDong, China

详细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石岐区民科东路 85 号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36671984@qq.com
www.jcceram.com

中国   China
qin@welland.hk
www.icomon.cn

压电液泵
LPP101

公司专业从事压电陶瓷元件的设计、生产和服务，集研制、开发、生产、经营为一体，是经认定的国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多次承担政府科研项目并获得奖励。
公司占地 20000 平方米，拥有员工 280 人，其中高级工程师 7 人，工程师 30 余人。
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行业标准《压电陶瓷电声元件总规范》的第一起草单位，拥有专业研发团队，
能够按客户要求研发先进压电陶瓷产品。
The Guangdong based electronic Limited by Share Ltd specializing in the design, the 
piezoelectric ceramic element of production and servi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as a whole, is the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government has undertaken research projects and awards.
The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20000 square meters, with 280 employees, including 7 
senior engineers and more than 30 engineers.
At present, the company has 500 million thin and ultra thin piezoelectric sound generating 
elements, and the product performance i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the same industry. It has 
won more than 10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s.
The company is the first drafting uni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ectronic industry 
standard "general specification for piezoelectric ceramic electroacoustic components", 
and has a professional R & D team to develop advanced piezoelectric ceramic products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The company has established a perfec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passed the 
ISO9001:2008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沃莱科技专注于智能体脂秤的设计、研发、生产，公司及体脂秤产品已经取得美国 FDA 认证。公司拥
有行业一流的设计研发队伍、行业一流的供应链、管理规范的现代化生产体系。公司已通过 ISO9001
及 BSCI 认证。更有智能测量称重类产品：智能营养秤、智能围度尺等产品可供选择。欢迎 OEM 或
ODM。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J13

2J15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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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牡隆科技株式会社
HAMRON TEC CO.,LTD

深圳人体密码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ody Code Gene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7 安徽大厦创展中心 2921 室
2921 Room, Anhui Building, ShenNan Road,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琼宇路特发信息科技大厦 8 楼 8B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air-leak-c@hamrontec.co.jp
www.hamrontec.co.jp

中国   China
BCG010@bcgene.cn
www.bcgene.cn

气密防水检测仪器
Water proof check

男性健康基因全套检测，女性健康基因全套检测，儿童健康成长基因检测，美容基因全套检测，防拐
神器之儿童基因 DNA 身份证，儿童耳聋基因检测。
Men's HEALTH GENE DETECTION, Women's HEALTH GENE DETECTION, Genetic testing 
children's development, BEAUTY GENE DETECTION, CHILDREN GENE IDENTIFICATION 
CARD, Children's deafness gene detection.

我社的气密防水性能测试器采用的“歪量”测出方式是我社独自研制开发的技术。对于小型密封电子
产品类被测物来说《气密防水性能测试器》是有着优良特征的跨时代意义的产品。日本的手表品牌
100% 采用《气密防水性能测试器》进行泄漏测试。《气密防水性能测试器》被广泛的使用在防水手机，
智能穿戴，防水数码相机，防水摄像机等各种气密，防水泄漏测试中。销售总数已累计超过 6,000 台
以上。我们的目标是能够成为客户的关于解决“泄漏”课题的得力提案，企划的好助手。
Hamron Tec has been doing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elling and service of checking 
instruments of leak detection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Especially, straining 
detection system which is adopted in WPC instrument is our original technology. This 
technology is certified in JIS as an instrument for checking of waterproof products. Therefore 
all of Japanese watch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uses our instruments for checking 
waterproof products. 90% of waterproof mobile phone products are also being checked in 
this way. Hamron Tec is the only one company in the world which is dealing in all three kinds 
of leak detection system, straining detection system, differential pressure system and dip in 
water system. This is the reason we can provide you most suitable system as you need.

深圳人体密码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基因技术研发、基因技术应用于一体的高新科技型企业，公
司拥有一批技术精湛、项目经验丰富和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有优质的品牌供应商和国内外专
家顾问组。目前公司已开发完成的 GenSeizer 基因捕获方案是国内唯一自主研发的基因捕获技术体系，
公司健康项目研发中心与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等密
切合作，推出并致力于人类重大疾病及癌症的风险筛查，美容抗衰老基因检测，以及儿童天赋和健康
成长基因的检测等项目，为您提供国内超精准权威的基因检测服务！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J16

2J17

J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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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商情
China Electronic Market

深圳市中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Zhongma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北京复兴路 49 号 A 座 7 层
No 49 Fuxing  Road Beijing China

详细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Shenzhen Before the seaDeep port zone The former bay 1 Road Room 201 No.1 A building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yangbm@ceac.com.cn
www.chinaem.com.cn

中国   China
341583482@qq.com
www.heng8888.com

中国电子商情杂志
magazine

细胞能量仪
Cellular energy meter

《中国电子商情》杂志社创刊于 1995 年，是中国大陆创刊时间最早得到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的电子
元器件行业的商业杂志。杂志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主管、中国电子器材总公司主办，面
向全国发行，每月 8 日出刊，拥有 25000 的专业读者群。
China Electronic Market, CEM, a monthly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China Electronic 
Appliance Corporation ( CEEIC ), under guidance of China Electronic Corporation ( CEC ), 
providing Chinese electronics engineers, purchasers and executives with in-depth analysis 
of mainstream technical trends, market trends and key driving factors of prevalent Electronic 
components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深圳市中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水健康事业。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总部设在深圳市龙岗区
坂田上雪科技园，是一家涵盖生物科技和互联网电子商务、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
大型量子能低频共振水生产设备制造企业。
2016 年 1 月，中玛生物自主研发生产的量子细胞能量仪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等十
多项专利。（专利号：Zl 2016 2 0019775.8）2016 年 6 月，中玛生物科技当选为深圳市军民融合
发展协会的执行会长单位，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军工体系的量子能量水仪器制造的民营企业。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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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吾迪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WU DI TECHNOLOGY COMPANY LTD.

详细地址：深圳寶安 35 區安華工業區新柯城工業大廈 B 棟五樓（507）
Suite 507, 5F, Block B, Xin Ke Cheng Industrial Building, An Hua Industrial Park, District 35, 
Bao An, Shenzhen,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spring@goldenright.com.tw

AVIR 智能雾霾口罩，IDI 个人式冰风扇，主动式电容触控笔。
AVIR Intelligent mask, IDI Personal mini air-cooler, Active stylus pen

在深圳成立 15 年之久，目前更名為深圳吾迪科技有限公司，我司有設計部門可以研發和設計新產
品，並建立了完善的生產體系，優質的服務及品質的保證，一直是我們堅持且奉行不渝的目標，在誠
信踏實的腳步裡，不斷追求更專業、更有效率的服務。憑藉著多年的經驗與自身實力及優質的服務
態度，在同行業之間享有不錯的聲譽，目前由台灣研發部門，讓我司的產品有強大的競爭力，在中
國深圳設有完全檢驗廠，未來將結合企業、員工與客戶之願景，邁向專業卓越之高科技優質服務。  
目前國內外國際市場競爭激烈，企業紛紛尋找各種宣傳媒介，宣傳企業形象，擴展知名度，提高競爭
參與能力，我們有多項專利產品深受國內外客戶的青睞，我們所生產的產品和各項指標均符合歐洲
CE 標準深圳吾迪科技有限公司 & 台灣金瑞特企業有限公司更會持續的努力期望與廣大的客戶群共同
創造美好的商機。
Our company had been set up for 15 years, and was renamed as Shenzhen Wu Di 
Technology Company LTD. Our company has design department which invents and designs 
new product We build a complete production system. Offering excellent service and high 
quality guarantee is our consistent goal. We pursued more professional and effective service 
in a surefooted growing. Depending on our multi-year experience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We enjoyed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profession. Our inventing department in Taiwan makes 
our product very competitive. We have a complete inspection factory, we will combine wishes 
of companies, stuff and clients, providing excellent and high quality technology service Now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are highly competitive. Companies are seeking for 
various advertising mediums, advertising good image of companies, increasing publicity, 
enhancing the ability of competiveness. Our products comform with European CE, and we 
have many patented products which are popular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lients. 
Shenzhen Wu Di Technology Company LTD. and Golden Right Co.,Ltd will make constant 
effort and expect creating commercial possibilities with our wide clients.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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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乐比舒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meizhoushi lebishu weisheng yongpin youxiangongsi

港大思培（北京）咨询有限公司
HKU SPACE Executive Academy

详细地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大新城新金街 3-10 号

详细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5 号 财富金融中心 FFC28 层 01-03 单元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1849349533@qq.com
www.lebishu.cn

中国   China
sophie.li@hkuspace.hku.hk
icb.hkuspace.hku.hk

乐比舒智能纸尿裤，乐比舒智能卫生巾，乐比舒智能马桶盖，乐比舒智能胸罩，乐比舒智能避孕套男 /
女 性疾病检测装置，乐比舒多功能智能检测牙刷。
LEBEASU zhineng zhiniaoku, LEBEASU zhineng weishengjin, LEBEASU zhineng 
matonggai, LEBEASU zhineng xiongzhao, LEBEASU zhineng biyuntaonan/nv xingbing 
jiance zhuangzhi, LEBEASU duogongneng zhineng jiance yashua.

梅州市乐比舒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女性、婴儿卫生用品研发、生产、制造的综合型科
研企业。十几年来持续与医科大学、理工学院的专家教授团队深度合作，专门通过对人体丰富的检
测点，研发穿戴式、检测健康的智能自检芯片。在全国率先倡导创造女性、婴儿健康卫生用品新时代，
努力打造国内女性、婴儿智能数字化卫生用品、是一家创新型科技企业。公司现拥有十几项国家专
利技术，旨在以雄厚的专家团队为核心，以创新科技的健康产品为基础，以“打造健康社会，开创
智能科技新生活，关爱女性、婴儿健康”为理念，将发明的女性和婴儿智能穿戴科技产品、推广到
全球市场。
乐比舒智能数字化卫生巾、多功能护理婴儿尿裤等专利新产品的发明突破性利用现成成熟的医学技
术运用尖端科技中，将医疗高科技检测技术应用在女性卫生巾、婴儿纸尿裤产品中，创造出一系列
健康环保、舒适女性、婴儿的日用品。目前乐比舒智能数字化卫生巾、化多功能护理婴儿尿裤拥有
智能自动检测分泌物、尿液、粪便等系列产品。公司拥有的专利还有：一种智能数字化胸罩、一种
多功能数字化马桶盖、一种利用避孕套检测男性性病的装置、一种利用避孕套检测女性性病的装置
等十几项专利技术。公司旨在以雄厚的专家团队为核心，以创新科技的健康产品为基础以“传统中
华医学文化，开创智能科技，呵护女性、婴儿健康”为理念将女性、婴儿科技智能卫生用品推广到
全球市场。

香港大学 SPACE 企业研究院，专注于中港两地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终身学习。依托香港大学傲视全
球的学术资源，以“Prospective（前瞻）”和 “Perspective（视野）”为教育理念，融汇全球顶
尖学者与商界领袖为教学团队，贯彻教学相长、自我提升、朋辈互促的学习模式，搭建内涵丰富、外
延广阔的终身学习平台，旨在培养同时具备 “全球思维”和“地方智慧”的企业领袖。
HKU SPACE Executive Academy ( SEA ) has been dedicated to the lifelong learning of 
senior executives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With world-class academic resources 
from the University, as well as leading scholars and business leaders across the world in the 
faculty team, SEA endeavors to cultivate emerging business leaders with both "global vision" 
and "local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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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士国际包装有限公司
PACKWARE ( CHINA ) INTERNATIONAL LTD.

详细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长和路 88 号
No.88 Changhe Road, GangZha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Nanto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zhouxiang@packware.com.cn

PET 带，打包机，缓冲产品
PET STRAP, PET STRAP packing tool, packaging buffer product

宁士国际包装有限公司系台商独资企业，隶属台湾宁士股份有限公司（PACKWARE）。宁士股份
公司成立于 1979 年，主要代理 TITAN、Columbia、OMS、KOHAN KOGYO、Greel light 等
国际知名品牌之打包、标识、缓冲系统，期间不断培育各种包装设备专业人员，提供包装作业方面
专业的设计与规划，深受各界好评与信赖。
is a wholly owned enterprise, which belongs to the Limited by Share PACKWARE 
( CHINA ) INTERNATIONAL LTD. was founded in 1979, the main agent of TITAN, 
Columbia, OMS, KOHAN KOGYO, Greel light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well-known 
brands of packaging, labeling, buffer system, during the continuous cultivation of various 
professional packaging equipment, packaging design and operations planning, by all 
praise and trust.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J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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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
ShenZhen Sheet Metal Industry Association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宝珠花园
Bui lding, Baozhu Garden, Nanshan District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szbanjin@163.com
www.cshma.com

钣金国际大赛获奖作品
Sheet metal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ward winning work

深圳市钣金加工行业协会成立于 2008 年，是政府支持、服务于深圳市从事钣金加工行业各企业单位、
自愿参加的社团法人单位，是深圳市钣金加工领域最具权威的行业自律自治机构，是会员企业沟通政府、
开拓市场、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是由深圳市各从事钣金制造加工、研究、设计和开发的企、事业单
位和个人自愿组织的行业性、地方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于 2016 年 06 月在深圳市社会组织等级
评估中被评为 5A 级社会组织。
协会宗旨：
遵守国家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积极协助政府加强行业管理，充分发挥协会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广泛开展国内外的经济、技术、贸易交流，为钣 金加工行业提
供一个发展、交流、提升的平台，为会员服务，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创造钣金加工和谐局面，为我
市钣金加工行业的快速发展作出贡献。
业务范围 :
( 一 ) 协助政府加强行业管理，促进会员间的联系与合作，在会员生产、技术、产品、市场和政策等方
面进行协调，组织总结和交流会员的先进经验，提高行业的地位和影响，推动行业技术进步与繁荣。
( 二 ) 代表全行业的共同利益，向政府及社会各界反映企业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争取获得政府支持和帮
助，为企业解决实际存在问题。
( 三 ) 制定行规行约，建立行业自律机制，组织专家协助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行业内产品质量、价格、
标准、技术鉴定等进行指导、监督和协调，保护行业平等竞争，维护企业合法利益。
( 四 ) 为会员企业提供行业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培训，以解决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短缺的问题。
( 五 ) 组织企业举办和参加国际专业展览、商务考察和国内外同行企业的交流合作活动，帮助企业开拓
国内外市场。
( 六 ) 为会员提供政策文件、技术资料、信息咨询和设备维修等服务。组织同行聚会、联谊活动等，促
进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承接政府或企业委托的事项，为外商或国内企业在深圳投资置业、商务考察
等方面提供帮助。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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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乙田余科技有限公司
Yitianyu

深圳市牙洁仕科技有限公司
ORALION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路中审大厦 1804 室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万科中央广场大厦 3003 室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yty@chinayty.com

中国   China
oralion@126.com
www. oralion.cn

自动机械式升降蓝牙音响，智能体温管家。
Automatic mechanical lifting Bluetooth sound, Intelligent temperature housekeeper.

牙洁狮洗牙器
yajieshixiyaqi

深圳市乙田余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1 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电子数码产品公司。公
司拥有一支优秀的管理、研发及营销的团队，已成为行业中拥有自主研发及设计电子产品的知名企业。
公司以电子产品、智能穿戴设备为主营方向，兼营其它产品。产品涵盖蓝牙音箱、智能体温计、智能
手表、平板电脑等一系列产品，深得国内外客户的认同。
公司以“创新是生存的根本”为理念一直致力于创新化产品的研发，高度重视产品的质量，为客户提
供新、奇、实用及性价比高的产品。
高品质、有生活。乙田余与您共同发展，共创辉煌。

研发销售智能口腔护理产品，电动牙刷，便携式洗牙器，家用洗牙器，咖啡壶，咖啡杯，牙线，牙签！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K06

2K08

K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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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医学
engtis.com

深圳市诗碧曼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ipimo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北京市云景东路 68 号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瀚城二号路 2 号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2297504144@qq.com
www.engtis.com

中国   China
wave.lee@qq.com

肛肠届 APP
Anorectal realm APP

诗碧曼美发精华液白金版
Sipimo Hair Essence

主要以肛肠科医生为服务对象，提升肛肠科医生专业技术，协助医护人员统计专业数据，开展线上继
续教育、分享名医执业心得，同时辐射肛肠科病人，了解肛肠科相关知识，减少痛苦，提升生活质量。

深圳市诗碧曼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公司致力于以新工艺、新方法发掘中医药中的精华成分，
以传统中医药为基础，以抗衰老研究为方向，以创新配方、创新工艺为手段，为人类的肌肤、头皮、
头发等提供更加健康的护理方案。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K09

2K10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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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交易网
IC.NET

Hitech Greenway

详细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113 号银网中心 A 座 1903--1905 室
113 Zhichu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lock A, E-center 1903--1905 Room

详细地址：307 Sanhak 56, Munemi-ro 448 beon-gil, Bupyeong-gu, Incheon, 21417 rep. 
S-kore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gaopo@ic.net.cn
www.ic.net.cn

中国   China
ksc10367@hanmail.net
www.hitecgreenway.com

媒体网站，媒体网站。

北京创新在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黄金地带。以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服务
于电子元器件行业。公司主营项目：IC 交易网、Etime、佳友软件、ICGOO。
IC 交易网（www.ic.net.cn），是华语地区首家最大的电子元器件交易平台，自 1999 年成立至今，
已经拥有遍布全国各省市，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在内的行业注册用户 30
万家，付费会员 12700 家，最活跃的付费会员 8000 家，有效库存数量 8500 多万。IC 交易网为
行业用户提供整套的电子商务解决文案，真正使网上交易平台成为人性化的集成服务平台。
Beijing Chuangxin Online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was founded in May 2000, 
which is located in zhongguancun-silicon valley of Beijing in china. Of the same year, it 
founded a branch in Shenzhen. The company mainly provides professional service for 
the electronic component industry through computer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information medium,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lectronic industry. It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items.

Hitech Greenway 是一家韩国智能健康洗脸机公司，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健康安全的智能洗脸机，
其产品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K12

2K15

K

展位号 /Boot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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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线缆与连接
YALIAN CULTURE MEDIA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二路 298 号得胜大厦 6 楼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szcia08@163.com
www.cable-connector.cn

《国际线缆与连接》专刊
Special issue of international cable and connection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迅猛发展的雄健脚步，《国际线缆与连接》也走过了近二十年的风雨历程。
自 1998 年创刊以来，在一拨又一拨同仁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勤汗水的艰苦耕耘下，历经曲折，
收获了耀眼的辉煌 , 成为中国连接器和线缆行业的一张名片。
二十年风雨兼程，二十载春华秋实，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造就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企业和成功的企业
家，连接器和线缆行业更是如此。目前，在中国的大地上，耸立着众多响誉全球的连接器和线缆工厂，
他们为全世界的各行各业提供品质优良，性能可靠的连接器和线缆。在深圳市连接器行业协会现在
的会员中就有 8 家上市公司。
在这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国际线缆与连接》一直伴随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矢志不渝，始终
秉承初衷，服务于连接器和线缆行业；二十年来，坚持每月期刊，基本逢展必参，竭尽全力为广大
企业输送知识，传播信息，推广产品，开拓市场，扩大影响。
今天，互联网大潮汹涌而至，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平面媒体面临巨大的冲击，
这是机遇也是挑战。《国际线缆与连接》杂志将一如既往的为行业用户，广大读者提供主题明确、
知识丰富，内容新颖，行业领先的期刊。同时，为了顺应潮流，迅速扩大影响范围，同步进行互联
网网站推广和微信等推送，用百倍的努力为广大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
在此，更感谢一路走来对《国际线缆与连接》杂志支持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和朋友，没有您们的无私
奉献就没有《国际线缆与连接》的今天，让我们携手共进，在世界经济的新形势下，再创辉煌！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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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医大医编
China Medical content base hight

智品说
smart life media

详细地址：上海静安区铜仁路 299 号 SOHO 东海广场 2 楼 2R10
2F, SOHO east plaza, 299 tongren road, jing an district, Shanghai20040 China

详细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5-11 号
beijing zhongguancun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grace@dayibian.com
www.dayibian.com

中国   China
309256819@qq.com
www.zpshuo.com

智品说——智能生活系统
smart life

大医编大医编是首家医健学术知识内容服务供应平台和学术自媒体，依托于医健领域的学术 KOL 核心
内容生产能力，打造数据分析－信息提炼－知识生产－内容工具化－数据应用可视化的内容生态闭环。 
目前拥有垂直十几大疾病领域以及心理领域的内容数据生产模式与医学编辑标准化生产与内容应用
路径。帮助国内移动医疗工具、社交平台及医药器械康复养老等机构提供专业的医学支持服务。 
国内首个医学编辑工作室，拥有 1000+ 学术品牌成功推广案例，服务世界 500 强医疗与国内领域标杆领
袖企业。国内首个医学编辑职业培训基地，拥有 5000+ 医学编辑人才数据库及国内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专业类培训课程体系。成为拥有强大内容输出能力的专业学术第三方平台和媒体。
China Medical Editor China Medical Editor is the first provisioning platform of medical academic 
content service and academic We Media. Depending on the ability of core content production for 
academic medical KOL i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area, China Medical Editor is striving to make a 
circle of data analysis-information processing-knowledge production-content instrumentalization-
data applications visualiz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tandardized content and data production 
modes and content application paths of more than a dozen disease areas and the psychological 
fields, to help domestic mobile medical tools, social platforms and medical equipment rehabilitation 
and other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medical support services.
China Medical Editor is China's first medical editing studio, with more than 1,000 successful 
academic case of brand promotion, serving the medical enterprises of Fortune 500 and domestic 
leading enterprises. China Medical Editor is China's first vocational training base for medical editors, 
with a database of more than 5,000 medical editorial talents and the first professional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China Medical Editor has 
become a professional third-party platform and media with powerful content output capabilities.

智品说——智能硬件领域垂直平台，专注于物联网智能的前沿科技报道、新奇酷炫黑科技产品的体验式交
互以及渠道导购，引领大众智能生活。项目源起于 2014 年发起的“智者会俱乐部”，经过 3 年的发展，
平台已吸纳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地智能硬件企业 600 多家，合作智能硬件产品 1300 多款，覆盖了
智能可穿戴、AR/VR、智能家居、人工智能、无人机、3D 打印等多个品类。截至目前，平台已推送智能
硬件企业参与 GMIC、SINOCES、AWE 等业内展会活动 120 余场，合作国美、淘宝、京东等产业链机
构 270 余家，合作线下智能硬件销售渠道近百家，助力国内智能硬件企业更好的宣传推广和市场开拓。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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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盟迪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 ZHEN MONDIAL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Miki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珠古石路 92 号
Shenzhen longgang district liuzhou street bead 92 ancient stone road

详细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软件产业基地 1 栋 A 座 17 楼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1712839380@qq.com
www.szmondial.com

中国   China
chen_f@mikimobile.com

按摩器材，智能车载电子 .
Massage equipment, Intelligent vehicle electronics.

健康管理一体机
Health management all-in-one machine

深圳市盟迪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是个年轻、富有活力及创新的民营企业，成立于 2001 年，公司集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生产商，她以人类健康为主题，旨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
精心打造按摩器材，提供 OEM 贴牌生产或加工定单，保健器材及新一代生活用品等系列产品，近年来，
公司成功创立并推广了以 MONDIAL 为品牌的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美容、礼品、电子、
日用品等行业。 我们以优良的品质，良好的服务赢得了客户、赢得了市场，产品远销中东、欧美及东
南亚地区。
SHEN ZHEN MONDIAL TECHNOLOGY CO.,LTD. setting up in 2001, the predecessor 
having been a professional model manufacturing factory. Now, the main product is: 
Massager. Our company is a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service of 
professio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Meanwhile, we supply OEM and process order. We 
are located at Zhan Mi Ling Industrial Zone, Xin Mu, Ping Hu, Long Gang District, Shenzhen, 
P. R. China. South of us is Ji He expressway and north is the largest industrial material 
wholesale market on Chinese main land-Hua Nan City. It is rather convenient. 

深圳市三木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移动终端、互联网设备和车联网设备等无线通信设备的提供商
与医疗产品的研发、制造的提供商，2005 年 6 月成立于中国深圳，经过了 11 年的用心耕耘，经历了
风风雨雨的经济环境，打造了近千人的团队，拥有了深圳和惠州 2 个研发中心以及惠州米琦工业园，
三木智能超过 50 个客户遍布全球七大洲，连续 3 年的营业收入均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三木智能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确保公司行业领先地位，实现社会价值和公司品牌价值。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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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孚赛恩健康文化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LifeShine International Co.Ltd.

深圳市盗梦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Dream Catcher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田保税区摈榔道创意文化保税园 A2 栋 102

详细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五和大道万科星火 online6-106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chenh@lifeshineinc.com
www.lifeshineinc.com

中国   China
184052186@qq.com
www.daomz.com

LifeShine 赴日高端智慧医疗
LifeShine Japanese Wise Medical

视频播放
play video

莱孚赛恩健康文化管理（深圳）有限公司，简称莱孚赛恩，名称取自英语 Lifeshine 单词的音译，
这体现了我们公司的创立宗旨——希望客户的人生如阳光般闪耀。 
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健康管理的创新型企业。总部位于广东省深
圳市福田保税区内，并在日本创立了分公司（LifeShine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以更好的开展
业务。

深圳市盗梦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由凤凰卫视资深导演发起组建，公司以视频制作服务，
自制出品影视作品为发展方向。纪录片、微电影、宣传片是最具竞争力的服务产品。爱奇艺、凤凰卫视、
深圳广电集团的战略合作单位。目前服务过的企事业单位超过 50 家，由公司独立出品的电影和网络
剧网络点击率累积超过 5000 万。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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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orks

深圳同乐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TOLEDA DIGITAL TECHNOLOGIES CO.,LTD

详细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港四路 18 号光谷汇金中心 3B-1

详细地址：深圳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办浪口工业区金地大科技园 B1 幢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nj@e-works.net.cn
www.e-works.net.cn

中国   China
jonmsx@tongleda.com.cn
WWW.TONGLEDIGITAL.COM

e-works 两化融合贯标服务
E - works two fusion, jitc service

智能健康手环
SMART BAND

e-works（武汉制信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智能制造网络媒体和两化融合专业服务机构。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4 月，由著名制造业专家，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李培根院士创立，总部位于武汉，在上海、
南京、温州、南宁设有子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媒体中心。现有员工 130 余名，旗下有 e-works 数字
化 企 业 网（www.e-works.net.cn）、e-works 咨 询、e-works 培 训、e-works 论 坛、e-works 
Research、《数字化企业》期刊等知名品牌。e-works 先后承担了三项国家 863 项目，曾荣获湖北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深圳市同乐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智能穿戴产品，蓝牙相关产品软
件及硬件供应商，公司创立于 2008 年，前期主要从事移动存储及影音视听类产品的 OEM/OEM 订
单的研发与生产，主要服务欧美、日韩等国家的知名品牌。
2013 年，同乐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强势开拓 TOLEDA/ 同乐达品牌产品的国内及国际市场，成立品
牌产品销售平台及销售网络，专注“智能穿戴”及“蓝牙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 经过多年
的品牌产品的运营与推广，我们品牌的产品在国内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各大线上商城（淘宝，天猫，
京东，亚马逊，移动腾讯各大积分平台，Amazon，Aliexpress.com，Ebay…等）及线下全国各大
电子产品市场及各大零售卖场都有我们品牌的产品在销售。
公司拥有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和工程定制等综合能力，并拥有多项产品专利技术，同乐达数码在深
圳拥有 3000 平米的研发生产基地，八条标准专业化生产作业流水线，拥有标准的各类生产设备和检
测设备，完善的 ISO9000 国际品质管理体系，期待与您的合作。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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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弘港科技电子有限公司
Chizhou HongG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onics Co.,Ltd

详细地址：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经济开发区东河园弘港科技园
Donghe Park,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Qingyang County, Chizhou of Anhui Province,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ypp@hongang.com
www.hongang.com

轻触开关 / 微型马达
Tact Switch / Micro motor

池州市弘港科技电子有限公司专业致力于电子电气类开关和小微型马达，集设计、开发、生产和销
售于一体，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本着“质量求生存，创新求发展”的理念，不断引入人才，技改
创新，逐步建立弘港品牌。部分核心产品荣获国家多项专利，公司已通过 ISO9000、ISO14000
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
Chizhou Hong Kong Technology Electronic Co.,Ltd. is a mobile phone vibration motor, 
magnet and so on products of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companies, 
has a complete,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hizhou Hong Ko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s good faith, strength and quality of products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Welcome friend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come to visit, guidance and 
business negotiation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2K28

K

氧合众国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EVOLUCARE Technologies

详细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3018 号世纪汇都会轩 3904 室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emilie04@hotmail.com
en.evolucare.com/healthcare-information-systems.html

医学成像信息系统，术麻综合管理系统，重症监护综合管理系统。
ECS Imaging, Opesim, RetinOpTIC.

EVOLUCARE 科技集团是一家由医学信息技术专业团队创建于 1988 年的法国软件公司。集团致力
于提供广泛的健康领域的产品和服务，并不断扩大其产品和服务的范围。
时至今日 , EVOLUCARE 软件产品线包含了该领域内最佳的管理重症监护和医学成像的信息系统。
重症监护产品系列为麻醉师以及强化护理团队，设计和提供了先进的专业管理工具。
医学成像系统实现了通过例如 PACS、RIS 或者网页在线查看软件 ( 无需安装 ) 等高级工具，存储、
分享和查看卫生医疗机构的医学影像。
我们希望通过运用精准算法和人工智能而生成的决策方案，去拓展产品范围以壮大我们的核心业务：
病人信息管理。作为我们合作创新战略的一部分，这些算法在 Evolucare 实验室领导下不断进行研
发优化。
Evolucare 集团是医疗健康领域 IT 解决方案的主要推动者。
在全球 200 多名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已有超过 1900 家医疗机构正在使用 Evolucare 的产品。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简介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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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泰莱笙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tailaisheng technolgy co.ltd

深圳市森丰泰电子有限公司
SHEN ZHEN SenFengTai electronics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水湾路 244 号红塔大厦 801 

详细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前进路边西乡林果所恒明珠工业园厂房 C 栋五楼西
5/F, HengMingZhu Tower C, Baotian industrial estate, 2 QianJin Road,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vincent.zhai@gold-pace.com

中国   China
senfeng04@126.com

Telligent 智能婴幼儿睡眠监测系统
Intelligent infant monitoring system

远红外线光灸光谱能量屋，远红外线光灸护颈，远红外线光灸眼罩，远红外线光灸抱枕，远红外线光
灸机能床垫，远红外线光灸机能床垫，远红外线光灸护膝，远红外线光灸护腰，遠紅外線光灸機能保
暖背心。
Far Infrared Moxibution Energy House, Far Infrared Moxibustion Neck Guard, Far Infrared 
Moxibustion Goggles, Far Infrared Moxibustion Throw Pillow, Far Infrared Moxibustion 
Mattress Pad, Far Infrared Moxibustion Waist Pad, Far Infrared Moxibustion Knee Pad, Far 
Infrared Moxibustion Waist Pad, Far Infrared Moxibustion  Warm  Vest.

珠海泰莱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 年，核心成员为海归及业界资深人士，在生命健康、医疗设备
研发、移动互联网等方面具备丰富经验。公司专注于移动健康领域，采用高科技终端产品采集人体生
理参数，利用云平台加以分析处理，并通过现代移动通信网络实现对用户的交互服务，可广泛应用于
移动医疗，个人健康，慢病监测，运动保健等领域。本项目产品在国内外同类产品中处于先进地位，
已获得多项专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以及良好的市场前景。

研发、生产、销售光炙热能保健产品。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主要展品名称 /The Main Exhibit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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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百运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Byetone Health Tech.Co.,Ltd

深圳脉康穿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aikang Wearable Devices Technology Co.,Ltd.

详细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龙涌工业区 10 号
No 10, Beijiao Yong Yong Industrial Zone, Shunde District, Foshan, Guangdong

详细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大道 8288 号大运软件小镇 39 栋 3 楼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所属国家 /Country :  
邮箱 /E-mail          : 
网址 /Website        : 

中国   China
864575634@qq.com
www.byetone.com

中国   China
cml@szmaikang.com

颈椎健康电脑支架
Automatic Rotating Monitor Mount

智能手环，智能眼镜。
Smart Bracelet, Smart Glasses.

佛山市百运通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运动健康器械研发制造与销售运营的初创型高科技企
业，拥有多项知识产权，为办公族、中老年人等亚健康人群提供全面有效的健康解决方案，致力于打
造大健康领域的独特品牌，树立“为健康工作创造价值”的企业愿景。公司秉承以科技为本与不断创
新来推动企业成长为宗旨，以诚心负责、创新为要、成就客户为核心价值，致力于让顾客、股东、员工、
合作伙伴分享公司成长所带来的利益，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的创新型企业。

深圳脉康穿戴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是由香港上市公司独资的一家专注于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创新型科技公
司，主要产品有智能眼镜、智能手环、智能手表等智能穿戴设备。公司融设计、研发、生产、市场营销、
国际贸易为一体，注重技术创新与探索，在智能穿戴领域拥有多项专利、商标、软著等自主知识产权，
产品通过 CCC 认证、CE 认证、FCC 认证等多项电子产品国际认证，并取得了 UN38.3 安全认证及
RoHS 认证。
公司主打产品“墨奇奥”智能眼镜，具有拍照、录像、接打电话、直播、听音乐、行车记录等功能，
产品具有手势触控、语音命令、App 操作三重控制模式。该产品使用方便灵活，功能多样、技术成
熟、贴近生活，其快速抓拍和实时直播功能，更适合户外运动、旅行、聚会等场合，真正做到解放双
手，让佩戴者既能尽情享受愉悦时光，又可轻松记录精彩时刻，更可一键分享至微信、微博、QQ、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网络平台，深受时尚人士和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脉康穿戴始终坚持智能穿戴领域自主研发，以智能穿戴技术为核心，致力于打造开放性、包容性的智
能穿戴科技产品，创新、智能、贴近生活，将是我们一贯奋斗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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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编医学编辑培训蓝皮书》阐述了内容平台

建设和医学推广的经验流程，系统规范的培养临

床及非临床医学人士的基本学术编辑技能。促进

医学信息时代各行业的学术规范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