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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ech SRL 绝缘材料 意大利

河南新耀电气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中山展晖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 中国

TECNO-MAS di Masserini Massimo  Rotor and stator stack line 意大利

ME.GA. Tecnologie Srl special machines 意大利

苏州凯英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深圳市高图先进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铁芯 中国

河南亚安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宁波华辉磁业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体 中国

宁波宁港永磁材料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体 中国

彼利奥集团 电磁线、绝缘材料、铁芯、胶带 中国香港

Micrometal INC 铁芯 中国香港

四川佳信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成都图南电子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体 中国

北京霍兰德贸易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变压器、线圈、铁芯、线圈与电动马达电机维修设备 中国

苏州太湖电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绝缘材料 中国

中山彼科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 中国

深圳联华绝缘材料工贸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深圳凯中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换向器 中国

佛山市中研非晶股份有限公司 铁芯 中国

常州迈咔达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美国

佛山南海矽钢铁芯制造有限公司 铁芯 中国

广州贝新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次啊聊 中国

济南玖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 中国

丽钢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铁芯 中国

北京凯菲特设备有限公司 绕线机 中国

宁波惠丰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电机轴 中国

上海闵行机械工程技术研究所 绕线机设备、线圈和电动马达、电机维修设备 中国

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广日电子机械有限公司 绕线机 中国

汇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绝缘纸板、成型件、纸管，纸管原纸） 中国

蔼科颂上海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环氧树脂、稀释剂、固化剂 法国

Ruff GMBH 环形绕线机 德国

劳士领机械制造(昆山)有限公司 铁芯 德国

浙江宝捷机电有限公司 矽钢片 法国

常州斯克赛思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Kaneka North America Ltd Insulation Material 美国

浙江先登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电磁线 中国

广州安的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热保护器 中国

永康市豪泰工贸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电气绝缘材料和胶带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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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特克自动化设备杭州有限公司 电磁线 中国

宁波帕曼特磁电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体 中国

河南许绝电工绝缘材料 绝缘材料 中国

江苏鼎茂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电机铁芯、变压器、线圈 中国台湾

株洲南方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 中国

天津恒通时代电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电气绝缘材料和胶带 中国

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绝缘纸 中国

肯博（厦门）绝缘科技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德国

丹阳拓邦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宽固粘胶剂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粘胶剂 中国

常州依索沃尔塔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电气绝缘材料 奥地利

Zeus Indutries Products 聚合物管材 德国

杰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台湾

厦门捷明商贸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焊接设备、真空绝缘浸渍设备 瑞士

盐城爱达斯绝缘材料 绝缘材料 中国

池州九华汉高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电气绝缘材料 中国

常熟市华强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电气绝缘材料和胶带 中国

中山卓越机械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 美国

迅斐利电工（上海）有限公司 电磁线、绝缘材料 德国

宝应县精工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变压器、线圈和电机维修设备、绝缘材料、电气绝缘材料和胶带 中国

保定湘化绝缘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万磁电子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体 中国

圣欧芳纶（超美斯）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绝缘纸 中国香港

佳腾电业（赣州）有限公司 扁漆包线 中国

无锡统力电工有限公司 电磁线、线圈 中国

杭州奥士玛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绕线机 中国

马斯利自动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 意大利

铜陵精迅特种漆包线有限公司 电磁线 中国

深圳市和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电磁线 中国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体 中国

瑞安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艾仕得涂料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绝缘漆 美国

昆荣机械（昆山）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焊接设备 中国

上海科锐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复合材料 中国

深圳昊天龙邦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复合材料 中国

艾伦塔斯电气绝缘材料珠海有限公司 电气绝缘材料 德国

丰罗上海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瑞士

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 日本

杜邦中国有限公司 绝缘纸 美国



部分参展企业                       

3

公司中文名 产品 国家/地区

上海达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宁波同创强磁材料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体 中国

阿诺德磁材深圳有限公司 磁性材料 美国

天津天和磁材技术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体 中国

株式会社日本理化工业社 绝缘材料 中国

常州金龙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吴江固德电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英国

常州常达电器有限公司 热保护器 中国

江苏荣腾精密组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铁芯 中国

苏州东豪碳素有限公司 碳刷 中国

Prolific Test System 印度

汉罗特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比利时

杭州乔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线圈 中国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绕线机设备 中国

Micamation Ltd 绕线机设备 瑞士

Meier Prozesstechnik Gmbh Eletricl Machine System 德国

珠海松田电工有限公司 电磁线 中国

上海迪安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机铁芯 中国

安徽大地熊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体 中国

深圳星创磁业有限公司 磁性材料 中国

L.H. Industries 测量仪 美国

嘉兴鹏特电机有限公司 磁钢 中国

烟台中和平电磁线有限公司 电磁线 中国

宁波万思特磁业有限公司 稀土永磁体 中国

马来西亚柯吉比上海代表处 绝缘材料 马来西亚

深圳市顺敬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环形绕线机 德国

迈图化工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美国

腾普（常州）精机有限公司 矽钢片 美国

上海中拓电磁线有限公司 电磁线 中国

比德利工业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真空绝缘浸渍设备 德国

埃塞克斯电磁线苏州有限公司 电磁线 中国

DMG Meccanica S.R.L. 绕线机 意大利

杭州千和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张力器、张力计 中国

Lamina Dieletrics Ltd Insulation Material 英国

宁波贝递同步带有限公司 同步带 中国

青岛东恒利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中国

恒亚电工昆山有限公司 电磁线 中国

Cobham Technical Service Vector Fields SubSystem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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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V Ltd Insulation Material 英国

Pillarhouse International Ltd Soldering Machine 英国

利里达尔线材（太仓）有限公司 电磁线 瑞典

Promeco Prototype Machine 爱沙尼亚

深圳市若晨广告有限公司 媒体 中国

《微电机》杂志社 媒体 中国

《电机与控制应用》杂志社 媒体 中国

深圳市八方资源广告有限公司 媒体 中国

易孚迪感应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焊接机 挪威

苏州巨峰电气绝缘材料系统有限公司 电气绝缘材料 中国

天津福恒电机有限公司 铁芯 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