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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ight + Sound Shanghai 2013 
上海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展覽會 
 
10 – 13 October 2013,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re (SNIEC), China 
2013年 10月 10-13日，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2013上海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展覽會參展企業及品牌名單 

  

加拿大 

VTC 

Xilica 

Yorkville 

  

捷克 

KV2 

  

丹麥 

DPA 

Martin Professional 

  

法國 

Chromateq 

Prodipe 

  

德國 

Coolux 

Inline Marketing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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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syntropy GmbH powered by domeprojectioncomR 

TW Audio GmbH 

Ventuz 

百靈達 

法蘭克福國際大型活動及通訊技術、音像製作及娛樂展覽會 

  

香港 

DJ-Tech 

馬田專業燈光（香港）有限公司 

鳳凰音響燈光技術（香港）有限公司 

聲麗佳（亞洲）公司 

  

義大利 

FBT Elettronica SpA 

K-array 

Marani 

Proel 

  

韓國 

Aepel Co Ltd 

KOBA2014 (Korea E&Ex Inc) 

Leem Products Co Ltd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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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南海黃岐科聖電子廠 

藍寶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憬楓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愛拓燈光設備廠 

杭州帝特電子有限公司 

恩平市超達音響器材設備有限公司 

臺灣炫音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牧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三特盛茂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北京榜首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市幹凱進出口有限公司 

深圳市大普鐳射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寶聲資訊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博聲電子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百瑞音響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賽全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長春新產業光電技術有限公司 

常州市鼎明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創思特音響有線公司 

慈溪艾尼斯電子有限公司 

西恩聲學有限公司 

廣州沃朗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奧特光電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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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迪克斯電子有限公司 

華祺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千晟電聲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的信電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索碼音響技術有限公司 

東莞市億金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東莞浩楊電子有限公司 

東莞市英格爾機電設備有限公司 

東莞晶典燈飾五金有限公司 

東莞立生電子有限公司 

東莞石碣科正電子廠 

東莞巨集強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勇祥音響有限公司 

上品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恩平市樂揚音響器材廠 

恩平市奧美音響有限公司 

恩平市貝加爾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恩平市戈雷專業音響器材廠 

恩平市華電電子有限公司 

恩平市通利電子有限公司 

恩平市方格音響科技有限公司 

恩平市富特朗電子廠 

恩平市恒達電器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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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華源音響器材廠 

恩平市晉升音訊有限公司 

恩平金百靈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恩平市金爵電子有限公司 

恩平市力博電子廠 

恩平靈特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恩平市曼卡頓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恩平市麥卡頓電子廠 

恩平市歐歌電子有限公司 

恩平市帕思高電子有限公司 

恩平市斯瑪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恩平市勝意電子有限公司 

恩平市名咪電子廠 

恩平市聲爾電子廠 

恩平市新創美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恩平市影響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音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廣州依威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愛高音響有限公司 

奉化市曙光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飛達音響專業器材有限公司 

方圓音響（香港）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明添光電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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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區迅博演藝設備有限公司 

佛山市韻揚電子有限公司 

浙江皓遠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飛揚音響技術有限公司 

恩平市加百利電聲器材廠 

恩平市高品電位器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恒之光光電照明設備廠 

恩平市晉達電子廠 

廣州普士全能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佛山南海精業光華電子有限公司 

上駿環球工業有限公司 

寧波維科工貿有限公司 

廣州市浩洋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宏圖電子舞臺設備有限公司 

巨唐東方專業音訊製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立翔慧科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廣典工程設備有限公司 

廣東得勝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艾敏特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愛維迪燈光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市井帛斯燈光設備廠 

廣州博晟舞臺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創盛舞臺燈光設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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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彩浪演藝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得力舞臺特效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德瑪電聲有限公司 

廣州市迪聲音響有限公司 

廣州敦帝舞臺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迪韻專業音響有限公司 

廣州晉佳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市恒名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依士能舞臺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哈雅光電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恒峰光電有限公司 

廣州高浪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虹麗舞臺燈光有限公司 

廣州市鴻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匯盈電子產品有限公司 

廣州市愛遞思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佳明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金之輝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佳鎂舞臺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金燁舞臺燈光設備廠 

廣州麗華舞臺燈光音響有限公司 

廣州市馬蘭寶電子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馬其納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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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白雲區新奇樂舞台燈光設備廠 

廣州市白雲區江高諾瑪舞臺燈光設備廠 

廣州市歐瑪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菲星數碼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炬豐舞臺燈光設備廠 

廣州悅欣舞臺燈光設備廠 

廣州譜萊聲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普豐舞臺燈光設備廠 

廣州奇豐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全亞貿易有限公司 

廣州倫柏光電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流星雨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銳豐音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廣州市朗聲音響有限公司 

恩平市上譽專業音訊設備廠 

廣州晟巨集舞臺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聲響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獅爾音響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耀納舞臺道具有限公司 

廣州星諾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廣州斯全德燈光有限公司 

廣州市斯特銳舞臺特效設備廠 

廣州市聲功電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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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尚聲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斯芭克舞臺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華氏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新特瓏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市信威演藝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台電舞臺燈光音響設備廠 

廣州台美電器有限公司 

廣州市天時達光電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同興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競上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天浪音響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威之特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萬騎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威能士達電業製造有限公司 

廣州威格舞臺燈光有限公司 

廣州市夏煜電子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鑫宇舞臺燈光設備廠 

廣州雄鷹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炫熠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雅格萊燈光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源來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億禾音響器材廠 

廣州怡隴光學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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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揚朗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市雲效光影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聲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海鹽安達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龍歸韓洋電子廠 

漢得音響 

杭州時代廣播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杭州環球廣播音響有限公司 

杭州譜聲電子有限公司 

杭州聲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樹園音響器材廠 

杭州聲藝電子有限公司 

杭州斯達特樂器有限公司 

杭州西愛斯艾電聲有限公司 

東莞市恒富電子製品有限公司 

海頓直線電機(常州)有限公司 

廣州市番禺區大石合生舞美器材廠 

佛山海川專業燈光有限公司 

高萊音響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龍歸宜佳科技照明設備廠 

香港迪可電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區巨集藝誠演藝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火盛電子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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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邦友舞臺設備有限公司 

惠州市雅韻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中天信視聽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愛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創響音響有限公司 

寧波傑德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廣州傑士萊電子有限公司 

濟南恒大視訊科技有限公司 

濟南卓奧電子有限公司 

凱琳電子 

寧波啟發電子有限公司 

恩平市科美電子廠 

廣州創亮舞臺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恩平市坤鴻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北京凱威圖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力潔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遠明雷射技術有限公司 

廣州樂迪卡舞臺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麗晶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雷舞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廣州市誠立惠電子有限公司 

星火舞臺燈光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常州美碩電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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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沙市瑪雅舞臺設備有限公司 

北京市聲望聲電技術有限公司 

廣州漫美帝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寧波楊家樂電子有限公司 

南京中昊（哈勃）燈泡廠 

廣州市夜太陽舞臺燈光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艾卡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鄞州奧創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艾通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市北侖精誠電子電器有限公司 

寧波市北侖區甬侖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中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市江北百韻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寧波慈溪市恒河鎮宏達電器塑膠廠 

寧波酷瑪音響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迪比音響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賽音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愛歌電聲電器有限公司 

寧波好思特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華宇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市北侖漢聲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慧祥電子有限公司 

甯波音沛樂電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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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金熠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佳爾音響工貿有限公司 

寧波江北艾聲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市江北雪海音響有限公司 

寧波市江北鑫泰電聲器材廠 

寧波技美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精益電子電器有限公司 

寧波東錢湖旅遊度假區凱馳通電氣有限公司 

寧波知音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寧波利坤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諾盛電聲有限公司 

寧波東錢湖旅遊度假區品聲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柏人艾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普洛咪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仁和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銳豐音響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日興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立騰音訊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鄞州聲科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天琪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天升嘉華塑膠製品有限公司 

寧波同鑫電子廠 

寧波東源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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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市頂聲音響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特耐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鷹翔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江北鑫祥音響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炫聲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多樂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隆升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瑞海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鄞州音源電聲電器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永興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市偉傑電器有限公司 

廣州市番爾德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東莞番爾康金屬製品有限公司 

廣州暉騰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北京方誠德聲科技有限公司 

2014中國（廣州）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展覽會 

張家港市塘橋鎮妙橋彩虹慶典製作廠  

銳高電子有限公司 

臺山市仁豐五金電器有限公司 

上海仁添燈光音響有限公司 

佛山市蜚聲演出器材製造有限公司 

恩平市仙笛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恩平市上格電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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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電音企業(昆山)有限公司 

廣州聲德電子有限公司 

寧波西尚電子有限公司 

上海/寧波聯傑線圈有限公司 

上海冠頭電子電器有限公司 

上海力富展示系統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聯嘉舞臺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上海尚勝電子有限公司 

上海帥音電子有限公司 

嵊州市華達電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齊普光電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創顯光電有限公司 

深圳光祥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佳韻豐舞臺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皓龍鐳射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鐳宇鐳射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力洋演出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音樂經典視聽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深圳鐳思克鐳射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上宏光電有限公司 

深圳市遠視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天地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正威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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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番禺巨源雙木音響設備廠 

聖峰集團英國有限公司 

恩平市金馬士音訊設備廠 

甯波音王電聲股份有限公司 

恩平市斯巴達音響器材廠 

恩平市聖保羅音響設備廠 

恩平市遠勝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東莞市常平歌寶電子廠 

廣州先飛影視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升功音響設備廠 

旭廣企業發展( 上海 )有限公司 

蘇州聯盛鋁業有限公司 

騰威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泰興揚聲電子有限公司 

廣州市德士奧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佛山市弘孜演藝設備有限公司 

天朗照明國際有限公司 

天津市華音宇科工貿有限公司 

恩平市天悅音響科技有限公司 

同創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魅影燈光有限公司 

廣州達森光電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霄漢演藝設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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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拓訊達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廣州市域聲電子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雅駿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東莞市維仕創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廣州王牌燈飾 

廣州市萬亞音響器材有限公司 

廣州市威之發桁架有限公司  

無錫樂信視聽設備有限公司 

廈門視誠科技有限公司 

恩平市新盈科電聲科技有限公司 

艾科斯鐳射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廣州市白雲區藝鋮舞臺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市韻鵬燈光設備有限公司 

育康國際專業音響公司 

余姚市奇奇塑膠製品廠杜克音響器材支架 

浙江磐石電子有限公司 

浙江威星技術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百納音響有限公司 

上海文建音視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皓韻音視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新啟邦威電子有限公司 

上海演藝教育基地 

上海偉俊金屬製品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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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聲海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寧波市鄞州宏成電器有限公司 

佛山市尚灝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南京優融機電設備有限責任公司 

恩平市永耀音箱廠 

恩平市湘龍音響器材廠 

恩平市東升音響器材廠 

恩平市聲雷音訊設備廠 

恩平美奇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碩展電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雷淩顯示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東微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雪馬集團 

廣州市巨正電子產品有限公司 

廣州鑫瓏舞臺設備有限公司 

廣州銳聲音響設備廠 

廣東省恩平市中浦電子有限公司 

廣東演藝設備行業商會 

  

俄羅斯 

2014俄羅斯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娛樂活動技術及服務展覽會 

 

斯洛伐克 

Showtacle s.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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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Triple Onda 

馬其納 

  

瑞典 

Dataton 

Watchout 

  

臺灣地區 

Antari 

CAMFO 

THAT 

ViTa Light 

Vivitek 

德基貿易有限公司 

金扣企業有限公司 

達瑪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立治有限公司 

舒伯樂 

上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亞弘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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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SL Group Ltd 

Strand Lighting 

Apora Audio 

Turbosound 

Penn Elcom 

  

美國 

Arriba Products LLC 

Hartke 

Medialon 

Pangolin Laser Systems Inc 

Peluso Microphone Lab 

Samson Technologies Corp 

Warm Audio 

Zoom 

凱亞兄弟 

 

(更新至 2013年 9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