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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物联网博览会—苏州站

展会时间： 2019 年 3月 13日 -15 日    

展会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B1、C1 展馆（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688 号）

主办单位：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深圳市零售智能信息化行业协会、深圳市智慧零售协会

承办单位：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深圳市易信物联网络有限公司、苏州市友智信物联网络有限公司 

综合信息

IOTE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由物联传媒集团创办于 2009 年 6 月，展会规模每年实现

20%以上增长，展会影响力不断扩大，是全球目前专业度最高、买家最专业的物联网展，是物联网产业发

展的风向标。

IOTE2019国际物联网博览会—苏州站是中国物联网产业链一次最完整的展示，包括物联网感知层（

RFID、 MEMS、传感器、智能卡、条码、定位、生物识别、视频监控）、网络传输层（ NB-IoT、

LoRa 、 eMTC 、 2G/3G/4G/5G、 eSIM、 Bluetooth、 WIFI、 UWB、 GPS、北斗、 ZigBee 、 Z-

wave ）、运算处理层（中间件、大数据、云计算、云平台、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等物联网技术，覆盖

物联网在交通、工业自动化、智能电网、智能家居、物流、防伪、人员、车辆、军事、资产管理、服饰、

图书、家用智能化、城市管理、环境监测、车联网、智慧城市、智慧零售等领域的全面解决方案。

展会同期举办一系列覆盖物联网、 RFID、传感器、定位、无线通讯（ NB-IOT、LoRa）、物联网

平台和数据安全、智能家居、智慧零售、工业物联网等 10 余场专业性论坛，汇聚政府官方、科研机构、厂

商、用户多方资源，成为业内线下顶尖交流平台。

IOTE为全球的物联网产业企业提供了一个涉及物联网全产业链的厂家、供应商、经销商、应用集成

商聚合、展示、交流与洽谈合作的完善平台。同时，展会也通过广泛而有影响力的宣传，邀请了大量的物

联网各大应用行业的终端客户、信息化服务提供商、软件开发集成商新临现场，实现供需双方的近距离相

互了解和商务合作。

展会介绍

2019(第十一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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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特色

感知层：

传感器、 RFID、 MEMS、智能卡、条码、生物识别、定位、视频监控；

传输层：

NB-IoT、 LoRa 、 eMTC 、 2G/3G/4G/5G、 eSIM、 Bluetooth、 WIFI、 UWB、 GPS、 北 斗 、

ZigBee 、 Z-wave ；

运算处理层：

中间件、大数据、云计算、云平台、数据安全、人工智能；

应用层：

1. 智慧零售：无人零售、移动支付、零售信息化

2.精确定位系统：人员、动物、资产室内、户外、动态、静态精确定位；

3.智慧城市：交通、消防、路灯、水务、城市服务与安全；

4. 工业物联网：工业信息化、智能化、柔性制造；

5. 智能家居：家居安全、娱乐系统、生活服务；

以及车联网、农业、金融、军事应用

注：具体的展品内容，以现场为准。

MEMS、传感器、RFID、

智能卡、条码、生物识别、

视频监控......

NB-IoT、LoRa、eMTC、

2G/3G/4G/5G、eSIM、

Bluetooth、WIFI、UWB、

GPS、北斗、ZigBee、

Z-wave......

中间件、大数据、

云计算、云平台、

数据安全、人工智能……

4.工业物联网：工业信息化、

智能化、柔性制造、智慧物流；

5.智能家居：家居安全、

娱乐系统、生活服务；

以及车联网、农业、金融、

军事应用……

1.智慧零售：无人零售、移动支付、

零售信息化

2.精确定位系统：人员、动物、

资产室内、户外、动态、

静态精确定位；

3.智慧城市：交通、消防、路灯、

水务、城市服务与安全；

感知层

运算处理层

传输层

应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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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SI.COM.CN
.com.com

宣传媒体
Media of the Show
特别鸣谢以下对展会进行宣传报道的专业媒体：

展会宣传合作媒体：

测控⼈每天都要上的⽹站

中国零售⽹中国零售⽹
WWW.LINGSHOUW.COM
中国零售⽹

8

China Business Press Release Newswire

《中国⾃动识别技术》杂志社
�www.aidchina.com.cn

展会宣传战略合作媒体：

WWW.CNAIN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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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二届）中国物联网CEO千人大会
主办：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2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101-104

时间 演讲主题

8:30-9:00 会议签到、参会嘉宾认识

9:00-9:15 领导致辞

9:15-9:40 新型智慧城市-产业互动，标准护航

钱恒 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总体组 副组长

山东省科学院新一代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院长

9:40-10:00 5G 窄带物联网进入“裂变”期

陆志宏 华为中国区 IoT 业务部 部长

10:00-10:20 共建物联生态，推动产业创新

陈建华 中国电信物联网公司 产业链合作部 总经理

10:20-10:40 中国移动助力行业新赋能

中国移动

10:40-11:00 欧普 物联网时代超越所见

金鑫 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市场官兼智能系统规划负责人

11:00-11:20 “物联之星年度评选”颁奖环节

卓越人物、最具投资价值企业、物联网生态、最佳创新产品

11:20-11:40 OID 在全球物联网中的应用指南

王立建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技术总监

11:40-12:00 数字化转型对于未来商业的影响

许永硕 思爱普（中国）有限公司资深数字化专家

12:00-12:30 “物联网+的战略与影响”圆桌论坛

1、物联网产业如何迎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国家战略？

2、物联网怎样与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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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G、卫星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影响

4、物联网+的落地商机有那些？

主持嘉宾: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秘书长 王正伟

12:30-14:00 自助餐与交流

14:00-14:20 物联网发展态势、热点和挑战

罗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技术与标准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14:20-14:40 “The Eyes”——生态环境多源立体感知技术和平台

潘巍松 江苏南大五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14:40-15:00 星座物联网带来全球化连接革命

吕强 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CEO

15:00-15:20 “芯”随物动，一“芯”跟随

苏爱民 上海一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裁

15:20-15:40 Zigbee——给智能家居更多选择

宿为民 Zigbee 联盟 中国成员组主席

15:40-16:00 电力物联网技术在城市精细化管理中的探索应用

王欣 上海枫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首席运营官（C00）

16:00-16:30 “物联之星年度评选”颁奖环节最具影响

物联网平台企业、最佳应用方案、物联网传感企业、物联网通讯企

业、物联网安全企业、物联网定位企业、智能家居企业

16:30-16:40 茶歇交流

16:40-17:00 接入，交互，交易。物联网的两套商业逻辑

周受钦 深圳中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17:00-17:30 百炼成金，如何打造一个共赢的物联网数据生态圈？

1、什么是物联网数据生态圈？

2、如何打造成功的物联网数据生态圈举措

3、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4、数据百炼成金与合作共赢

主持嘉宾:杭州市数据资源开发协会执行秘书长徐明

17:30-18:00 休息与自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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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19:30 物联网 CEO 产业合作交流酒会

1、产业链合作伙伴联谊

2、各领域的需求探讨与合作对接

3、物联网项目与资本对接

第三届（2019）中国智慧零售数字化高峰论坛
主办：深圳市零售智能信息化行业协会 承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2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主题一：英特尔 POS技术研讨会（SPOSM），3月 12日上午 会场 A108-9

时间 议题安排

8:30-9:00 会议签到

9:00-9:10
领导致辞

英特尔交易零售全球市场总监 George Loranger

9:10-9:40
英特尔零售策略分享

Lu，Ying

9:40-10:10
英特尔 SPOSM 介绍

Patrick，Feng

10:10-10:50
打造下一代 POS 解决方案——吉方 SPOSM 介绍和应用案例分享

吉方研发总监 赵浩峰

10:50-11:10
智慧门店整体解决方案分享

协会专家 程永生

11:10-11:30 产品演示

11:30 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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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二：2019中国智慧零售数字化高峰论坛，3月 12日下午 会场A108-10

12:30-13:00 签到

13:00-13:20

开幕致辞

李洪明会长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彭建真秘书长

英特尔交易零售全球市场总监 George Loranger

13:20-13:50
中国零售业数字化展望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秘书长 彭建真

13:50-14:20
英特尔打造下一代零售方案

英特尔交易零售全球市场总监 George Loranger

14:20-14:40
企业微信连接智慧零售新生态

腾讯企业微信智慧零售行业总监 Allen chen

14:40-15:00
从电商经济体到产业共同体

盛景集团合伙人、富基控股创始人 颜艳春

15:00-15:20
生鲜发展与信息化之旅

钱大妈副总裁 周林

15:20-15:40
信息化赋能新零售

原王府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刘长鑫

15:40-16:00
流量与数据共生

微领地副总裁 任耀萍

16:00-16:25
2018 中国商业信息化行业研究报告

协会秘书长 李文忠

16:25-17:00

论坛：共筑新生态 共享新未来

特邀零售企业代表、品牌厂家代表、经销商代表

秘书长李文忠主持

17:00-18:30 茶歇、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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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三：颁奖&答谢晚宴，3月 12日晚上 会场A108-10

18:30-18:40 晚宴致辞

18:40-18:50 轮值会长任命和协会专家聘任仪式

18:50-21:30

2018 行业评优（品牌类）颁奖典礼

2018 行业评优（产品类）颁奖典礼

2018 行业评优（个人类）颁奖典礼——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商业

信息化行业卓越贡献人物颁奖典礼

2018 渠道服务商 100 强颁奖典礼

22:00 宴会闭幕

第三届（2019）中国智慧零售数字化高峰论坛

同期会议
主办：深圳市零售智能信息化行业协会 承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3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3月 13日 排队网、微领地产品发布会 3月 13日下午 会场 A208

14:00-16:00
2019 排队网全国连锁餐饮粉丝营销私享会（苏州站）

深圳排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6:00-18:00 微领地网络 2019服务商合作招商会

长沙微领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月 13日 保资、觅达产品发布会 3月 13日下午 会场 A110

14:00-16:30
搭乘巨头战略风口--微信零售服务共创项目觅达说明会

深圳觅达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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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8:00
保资 2019 新品发布暨合作伙伴招商说明会

上海保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月 13日 商维宝、店小伙产品发布会 3月 13日下午 会场 A107

14:00-16:00

真正的蓝海市场—资产管理数字化转型暨商维宝合作伙伴招商说

明会

南京商维宝科技有限公司

16:00-18:00
店小伙“营销通”新品发布暨合作伙伴招商会

北京店小伙科技有限公司

2019（第十五届）RFID世界大会
主办：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3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101-102

时间 演讲主题

09:40-10:00 主旨演讲：RFID 技术之前沿应用探索

上海交通大学 RFID 与物联网研究所所长 王东教授

10:00-10:20 FRAM RFID 多维度助力 IoT 的无源创新解决方案

富士通半导体有限公司 系统存储设计开发部 FRAM RFID 高级工

程师 罗建

10:20-10:40 RFID 打印解决方案的行业应用

深圳市博思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副总裁 刘方

10:40-11:00 优衣库工厂“RFID 全自动成品打包发货流水线”

广州罗维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营销总监 杜晋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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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20 ECO RTT 绿色环保的 RFID 技术

斯道拉恩索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发展经理 张晓翔

11:20-11:40 案例：挖掘 NFC 潜力，把 NFC 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上海飞聚微电子有限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刘建新

11:40-12:00 案例：安踏新零售智慧门店数据采集

深圳市销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总监 杨浩

12:00-12:30 2018 年度“物联之星”品牌企业颁奖典礼

14:00-14:20 如何提升 RFID 测试的计量准确性

上海聚星仪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邵晖

14:20-14:40 案例：诺基亚 RFID 资产管理系统

杭州东识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田华平

14:40-15:00 案例：平安城市两轮电动车管理项目应用

深圳市华士精成科技有限公司 运营实施总监 黎锋

15:00-15:20 案例：RFID 电子内飞，掀起一场普洱茶身份的革命

江苏秀圆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刘东兵

专场：物联网模式下衣联网的应用实践

15:30-15:50 中国服装行业现状及未来发展需求

中国服装协会专职副会长、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副主席 周一奇

15:50-16:10 服装行业 RFID 编码规范发布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应用推广部副主任 杜寒

16:10-16:30 衣联网解决方案及实践

青岛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洋

16:30-16:50 RFID 解决方案

品冠物联 CEO 蒋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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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苏州国际物联网通信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

主办：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3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105-106

时间 议题安排

9:00-9:50 会议签到

9:50-10:00 开幕/嘉宾介绍

10:00-10:20
即插即用 GSP 平台解决物联网碎片化问题

中兴克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建业

10:20-10:40
5G 产业进展及与行业的融合发展探讨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电力能源院咨询设计院总工程师 王劲

10:40-11:00
智能城市的应用对无线通信技术提出哪些新的要求

研华（中国）工业物联网事业群产品经理 吕家怀

11:00-11:20
LoRa、NB-IoT 物联网技术在智能水气表具上的应用实例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张吉太

11:20-11:40
物联网行业细分领域的智能终端介绍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海斌

11:40-12:00
通信技术在车联网领域的应用

江苏迪纳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总监 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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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苏州国际物联网传感器高峰论坛
主办：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3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105-106

时间 议题安排

13:30-13:50 会议签到、参会嘉宾认识

13:50-14:00 开幕致词

14:00-14:20

智能传感器实现高能效的物联网方案

安森美半导体 (ON Semiconductor) 智能无源无线传感器 Smart

Passive Sensor 市场拓展和技术应用 顾春红

14:20-14:40
智慧城市：无线智能传感器的主战场

西安中星测控有限公司 总经理 谷荣祥

14:40-15:00
生态环境多源立体感知技术及应用

江苏南大五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想

15:00-15:20
基于 MEMS 及纳米阵列气体传感器的人工嗅觉

苏州慧闻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首席科学家 孙旭辉

15:20-15:40
数字 NTC 温度传感器及智能压力传感器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高洪连

15:40-16:00
微型姿态传感器在物联网系统中的应用

无锡北微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时广轶

16:00-16:10 合影留念，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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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苏州零售智能创新应用大会（第四届）
主办：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4 日上午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101-102

时间 演讲主题

09:30-10:00 会议签到

10:00-10:20
探索智能零售的破局之路

上海巧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 波

10:20-10:40
大中台战略 解决智慧零售进程中层出不穷的“新业务流程”

深圳市巨益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COO 如 海

10:40-11:00
智能魔镜在新零售中的场景应用

深圳市锐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EO 金 飞

11:00-11:20
智能药诊店如何赋能医药改革

深圳市极客健康有限公司 CEO 罗杰诚

11:20-11:40
新技术赋能新零售

万店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朱友闻

2019 苏州国际工业物联网应用研讨会
主办：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4 日上午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105-106

时间 演讲主题

09:40-10:00 聚焦价值，持续领跑——工业互联网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树根互联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裁兼营销总经理 刘子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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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20 听见、看见、洞见、遇见，制造+工业互联网构建“数字化工厂”

金蝶软件 制造行业高级咨询顾问 李立成

10:20-10:40 Oracle 物联网云服务帮助各行业如何实现服务创新

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Oracle 资深技术顾问 徐海

10:40-11:00 微服务助力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

网易研究院 资深架构师 张亮

11:00-11:20 为什么工业互联网要使用时序数据库？

北京涛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 陶建辉

11:20-11:40 开发和部署关键工业物联网系统之现实挑战的探讨

深圳市飞思捷跃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杨捷

2019 苏州物联网产业合作论坛
主办：苏州市物联网协会、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深圳市物联传媒有

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3 日上午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108-109

时间 演讲主题

9:00-9:10
主持人开场

开场

9:10-9:15
致辞

工信局领导

9:15-9:10
致辞

中国电信苏州分公司领导

9:20-10:00
趋势：物联网发展态势、热点和挑战

中国信通院副总工程师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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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0:30
趋势：物联网开放平台介绍

中国电信物联网公司

10:30-11:00
案例：NB-IoT 助力欧普智慧照明

欧普照明研发总监王洪波

11:00-11:30
案例：三一重工 MEC 边缘计算应用

三一重工

11:30-12：00
案例：苏州电信物联网新技术应用

苏州电信物联网中心经理周晓东

2019 苏州国际高精度定位技术与应用高峰论坛

主办：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4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105-106

时间 议题安排

13:00-14:00 会议签到

14:00-14:05 开幕/嘉宾介绍

14:05-14:30
基于智能手机的高精度室内定位技术

武汉大学 陈锐志教授

14:30-14:55
高精度位置信息服务为一些行业带来的变化

成都恒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伟航

14:55-15:20
高精度定位技术打造医疗物联网全新应用体系

苏州真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袁协

15:20-15:45

基于北斗授时+声技术的亚米级定位技术与公共自行车无桩停车

系统？

浙江大学 王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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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5-16:10
北斗/GPS 技术在物联网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上海零零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少斌

16:10-16:35
NB-IoT 在人员定位和资产管理的应用

上海欧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俞文杰

16:35-17:00
多尺度位置感知及其在新零售领域的应用探讨

中科劲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CEO 刘军发

17:00-17:30 自由交流

2019 智能门锁标准与生态落地峰会
主办单位：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

公司、全国智标委智能门锁标准工作组、锁联

时间：2019 年 3 月 13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108 厅

时间 演讲主题

13:00-13:30 嘉宾观众签到入场

13:20-13:30 主持人致辞

中国锁博会组委会 总经理 朱永康

13:30-13:40

嘉宾致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IC 卡应用服务中心 主任、全国智能建筑及居

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马虹

13:40-13:50

嘉宾致辞

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总经理、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秘

书长 杨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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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4:00

标准与安全：支撑智能门锁健康发展

全国智能建筑及居住区数字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技术标准中心

主任 尚治宇

14:00-14:20

智能门锁生态建设

全国智标委智能门锁标准工作组 组长、智居云锁联盟 秘书长

钟美生

14:20-14:40
生物识别：比亚迪指纹芯片 破壁行业瓶颈

比亚迪 产品总监 杨云

14:40-15:00
控制板： 智能控制板和 T-SMART平台助力智能锁企业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总监 刘天喜

15:00-15:20

AI 芯片：可重构 AI语音和图像识别芯片与智能门锁应用完美结

合

北京清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TO 欧阳鹏

15:20-15:40
OS系统：华为 Lite OS 系统应用

华为 LiteOS 高级产品总监 刘旭明

15:40-16:00
NB-IoT模块：NB-IoT智能门锁解决方案

深圳高新兴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模块产品线总监 陆大明

16:00-16:20
安全芯片：智能门锁信息安全

国民电商 副总经理 关仕源

16:20-16:40
B端市场：金融+长租 自如公寓运营

北京自如 智能家居事业部高级经理 刘陶

16:40-17:00
案例分享：知名锁企

知名锁企

17:00-17:20
案例分享：互联互通打造美好便利生活

北京亿速码数据处理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陈超华

17:20-17:40 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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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18:00 合影

2019 苏州国际物联网平台与数据安全高峰论坛

主办：中国物联网产业应用联盟 承办：深圳市物联传媒有限公司

时间：2019 年 3 月 14 日下午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 A101-102

时间 议题安排

13:30-14:00 会议签到

14:00-14:10 开幕，嘉宾介绍

14:10-14:30
透过新名词看物联网计算平台演进的本质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 首席技术顾问 管震

14:30-14:50
可视化云平台促进物联网项目落地

北京优诺科技有限公司 VP 沈祎岗

14:50-15:10
物联网安全，从芯片、OS到云端

Arm - Director of Sales & Business ISG Group - Ray Chen

15:10-15:30
物联网科技推动智能制造

华云数据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架构师 王斌峰

15:30-15:50
物联网+智慧园区

上海莱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总经理 汤寅冬

15:50-16:10
“数治城市”，城市物联网解决方案

软通动力 物联网业务负责人&咨询总监 吴俊昭

16:10-16:30
物联网最后一米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苏州深信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云飞

16:30 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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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苏州站

时间：2019 年 3月 13 日-15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IOTE
始自 2 0 0 9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展—苏州站
The 11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Exhibitor 参展商介绍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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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名录 EXHIBITORS LIST
深圳市荣睿和芯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ROYALRAYSCIENCE&TECHNOLOGY CO., LTD................................ 27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eiG Smart Technology Co.,Ltd............................................................................................28

深圳立芯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Shenzhen Laxce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Limited Company................................................. 29

上海一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SIM TECHNOLOGY LTD...................................................................................................30

深圳市罗丹贝尔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RodinBell Technology Co., Ltd.......................................................................... 31

江苏唐恩科技有限公司 ........................................................................................................................................................32

深圳友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Friendco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32

上海飞聚微电子有限公司 Shanghai Feiju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33

上海枫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FENGYU ENERGY TECHNOLOGY CO.,LTD.............................................. 34

惠州德聚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uizhou DeJu IO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35

杭州品铂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PinPoint Technology Co., Ltd.......................................................................................36

无锡品冠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Wuxi Pinguan IOT Technology Co., Ltd.................................................................................37

广州市众创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 chuang iot technology co.,ltd............................................................. 38

深圳源明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YuanMingJie Technology Co., Ltd..................................................................... 39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ColliHigh Sensor Technology Co.,Ltd................................................................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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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

深圳市荣睿和芯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ROYALRAY SCIENCE&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市荣睿和芯科技有限公司专业致力于 RFID读写器系列产品的开发、生产、销

售，全线产品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涵盖 13.56MHz、860-960MHz等 ISO14443A/B、

ISO15693、ISO18000-6C/6B等多项国际标准。产品已获得欧盟 CE、美国 FCC，日

本 VCCI、台湾 NCC、韩国 KCC和 EK认证。并坚持前瞻的产业观、务实的企业观、

创新的产品观和体贴的服务观实现客户的价值。

Shenzhen RoyalRa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is dedicated in providing RFID

series reader products and system solutions. All products own fully self-propriet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ver 125kHz, 134.2kHz, 13.56MHz, 860-940MHz, 2.45GHz

multiple frequency bands and ISO14443A/B, ISO15693, HF EPC, UHF EPC

Gen2(ISO18000-6C), ISO18000-6B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 products have acquired

CE certification of EU, FCC certification of USA and NCC, KCC, EK approvement via

Taiwan, Korea companies. RoyalRay RFID products have established an industrial

example with its stability, sensitivity, conformity and high performance/price ratio.

RoyalRay sticks to Foreseeing Industry Concept, Pragmatic Enterprise Concept, Creative

Product Concept and Considerate Service Concept and strives to realize our customers’

value.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秀峰路 2号秀峰工业城 A1栋四层 FC座

电话：86-755-25531562 网址：www.rr-rfi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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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2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MeiG Smart Technology Co.,Ltd

美格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总部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并在深圳、上

海、西安、武汉分别设立研发中心。公司整体员工规模 1500人左右，其中研发人员

接近 600人，公司于 2017年 06月在深交所中小板成功上市（股票简称：美格智能；

股票代码：002881）。公司的核心业务是无线通信模组（M2M）的研发生产销售。

LTE模组产品已经在移动支付、车联网、工业路由、智能电力、智能抄表等领域形

成大规模应用。

MeiG Smart 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headquartered in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City, and in Shanghai, Xi'an, Wuhan, respectively, set up R & D

center. The company's overall staff of about 1,500 people, of which nearly 600 R & D

personnel, access to the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certifi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City. The company in June 2017 in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small plate successfully listed. (Stock abbrevi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orgia smart; stock code: 002881).Base on new 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long distance wireless data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we focus on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IoT smart terminals,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ules ( M2M) and smart

terminals. We also develop precise injection tooling and produce precise structural

components. Our products, including IoT smart terminals

地址：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凤凰第四工业区岭下路 5号方格科技园

电话：86-755-32937895 网址：www.meigsm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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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立芯电子信息有限公司

Shenzhen Laxce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Limited Company

立芯科技致力于提供物联网智能设备、AI 产品、行业解决方案、以及 RFID产品设

计制造服务。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承担了国家创新基金，入选美国红鲱鱼私

营科技企业全球百强等殊荣，拥有相关产品专利 80余项。公司建有先进的电子标签

产品研发检测试验室、大型微波暗室等研发试验环境，与工业与信息化部国家集成

电路公共服务平台共建物联网技术创新中心，拥有业内领先的芯片倒封装产线以及

宁波、深圳两个研发制造基地。

Laxcen is consistently working on offering solutions for IOT industry,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high-quality RFID products. Our company is one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s, being selected in many national innovation R&D projects, such as National

Innovation Fund . Moreover, our company is honored to be one of the American Red

Herring Top 100 Technology Enterprises , owning more than 80 product patents.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松白路 2035 号宏发科技园 C栋一层

电话：86-755-86707762 网址：www.laxcen.cn/物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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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4

上海一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SIM TECHNOLOGY LTD.

上海一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注册资本 1.5亿元人民币，2017年与世

纪鼎利并购上市，股票代码：300050。一芯智能总部坐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拥有

华东、华南两大生产基地，并在全球设有多个子公司和办事处。公司以“物联网解决

方案、RFID产品、工业机器人装备”为核心产品，是专业从事物联网行业新技术/新

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全球领先的综合物联网

解决方案提供商。

Esim Technology Ltd. is a leading provider of IoT solutions. Esim is a national-level

high-tech enterprise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formulation of on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and

two national standards. It owns more than 50 domestic and foreign patents, 10 of which

are patent of invention. The company is headquartered in Shanghai. It has two production

bases in East China and South China, a branch office in Zhongshan, a subsidiary in Hong

Kong, and offices in nine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main business includes

manufacturing of industrial robots,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RFID products and IoT

solutions. Esim provides integrated IoT solutions for various industries. The main area

includes smart data acquisition, personnel and asset management, smart fire control, smart

community, smart laundry, smart warehousing, smart logistic, covering the sensor layer

and network layer, application layer.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路 2885号金领之都 B区 14号楼

电话：86-21-58182600 网址：www.esimte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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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罗丹贝尔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RodinBell Technology Co., Ltd

罗丹贝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致力于工业和商用智能设备及其解决方案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我司在微波通讯、嵌入式操作系统、工业设计、大型应用软件

开发四大领域有着超过 20年的深厚积累。目前，我司已创造出多款业内的标杆产品，

形成了多个系列、型号，其性能，可靠性和设计水平已经达到国际一流，在国内外

的物流、零售、公路、铁路、教育、烟草、金融、煤矿、港口、安防、博彩、工业

现场等各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Founded in 2010， Shenzhen RodinBell Technology Co., Ltd. is one of the leading

companies that offers products and industrial solutions and commercial intelligent area.

Out of respect to the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odinBell’s R & D

team is composed by a group of experts with more than 20 years experience from

microwave communications, embedded operating systems,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design fields, in respond to our goals of reaching the convergence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consequently. Over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odinBell

operates varieties of pioneering products with steady performance, high reliability and

exquisite appearance. we are dedicated to increase value and efficiency in demanding

environments with keen hopes. By far, RodinBell produc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logistics, retail,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finance, security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etc.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五和大道星河WORLD雅宝一期 B栋 9层

电话：86-755-28225530 网址：www.rodinbel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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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7

江苏唐恩科技有限公司

唐恩科技源自于南京大学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定位技术研发团队，自 2004

年成立以来，推出了基于卫星、UWB、惯导和视觉技术的多种定位产品，是国内领

先的多模态定位技术软硬件产品和解决方案提供商。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科教城创研港 1号楼 18F

电话：86-519-86339750

展台号：B8

深圳友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Friendco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深圳友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致力于为各行业提供物联网无线通讯

模块和解决方案，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7年，

友讯达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300514。

公司的核心技术包括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FDA无线传感网络技术、LCFDA低功耗

传感网络技术和双模异构通信技术等。公司参与制定了多项国家通讯标准和各种行

业无线通讯技术标准。

目前，公司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电网的用电信息采集和智能电能计量、

公用能源计量、智慧工业和智慧城市等无线物联网领域。无线传感网络节点达到8000

万个，成功稳定运行8年以上。

Shenzhen Friendcom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and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IoT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ules and solutions for various

industries.In 2017, Friendcom was listed on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with stock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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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514.

The core technology of Friendcom is a fixed CellMesh wireless network technology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cluding CFDA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LCFDA low-power sensor network and dual-mode heterogeneou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company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a number of 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and various industry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s.

At present, Friendcom’s core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wireless

IoT area such as power grid information collection, public energy metering, smart

industry and smart city. The number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nodes reached 80 million,

and it has been successfully operating for more than 8 years.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塘头大道万业隆科技园

电话： 0755-8602 6600 网址： www.friendcom.com

展台号：B9-1

上海飞聚微电子有限公司

Shanghai Feiju Microelectronics Co., Ltd.

上海飞聚微电子专注于 RFID&NFC 芯片设计和研发，产品有 NFC 标签芯片、非接触读

写器芯片&手机 NFC 芯片、图书芯片、无人零售芯片、安全防伪芯片、双接口 NFC 芯

片、智能卡芯片、NFC 模组、NFC 标签、智能卡和个性化芯片定制。芯片用于智能卡、

图书管理、新零售、无人零售、防伪溯源、智能类型（家居、仪表、医疗）、航空

包裹、行李识别、商品流通控制、电子防盗、商品检测、货架标签、快速配对、票

务、设备认证等。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毕升路 299弄 13号 102室

电话：86-21-58599366 网址：www.nfci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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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9-2

上海枫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FENGYU ENERGY TECHNOLOGY CO.,LTD.

上海枫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兴电力（集团）旗下的以能源互联网为平台综合利

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手段，专注于智慧能源领域的核心技术研发和应

用的科技型企业。

枫昱能源科技坚信以科技为导向，以专业人才为中心，依托枫昱能源科技核心团队

（10%博士、60%硕士）以及与“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的产

学研合作优势，打造“智能感知和综合管理”的创新一体化服务，致力于成为智慧

能源的管理专家。

Shanghai Feng Yu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is a technology enterprise under ZTE

Electric Power (Group), which takes energy Internet as the platform to make

comprehensive use of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Internet of things and other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ore

technologies in smart energy field.

Feng Yu Energy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 firmly believ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guide, with professional talents as the center, relying on the core team (10% Ph.D.,

60% Master) and th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Institute of Acou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dustry-university-institute cooperation advantages, build

"intellisense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tegration services. It is

dedicated to becoming a management expert in smart energy.

地址：中国上海市静安区平陆路 601号 302室

电话：86-021-36355879

网址：www.fengyu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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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7

惠州德聚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uizhou DeJu IO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惠州德聚物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物联科技（RFID

技术开发）企业。我们有专业的生产与销售团队，致力于智能电子标签（RFID）及

智能卡的生产与销售，助力物联网大发展。

公司规模：公司总部在惠州市惠阳区，并在深圳市设有智能卡生产基地。

产品种类：包含超高频、高频、低频的各种频段的干 inlay，湿 inlay，标签，智能卡

等。

We are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zed in RFID tags. Our own main products are RFID

laundry tags, RFID silicone tags, PPS tags, LF,HF,UHF wristbands, fabric tags,

Anti-metal tags,and other customized products.

DEJU have advanced tooling and products processing equipment. There are Reversed

assembling machines, Compound die cutting machines, Model-cutting machines, a set of

RFID tags performance testing equipment, A number of electronic tags packaging

production lines, etc.You will get high quality one-stop service here.

Integrity, high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as our key mission are approved by all

customers,. We have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one to one customer

service helps you obtain benefit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

Our RFID tags not only have excellent performance, but also have stro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cost, not only provide with preferable market demands

domestically, but also increasing favor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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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JU is now capable of producing all kinds of High-frequency (HF) and Ultra-high

Frequency (UHF) RFID tags of more than 1 billion. The RFID labels have been

extensively applied in railway traffic, books managements, asset tracking, Logistics

supply chain,medicine,one-way ticket of subway, large-scale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and other fields.

Our customers are involved in various countries worldwide such as Germany, Italy,

American, South Korea, Japan and Singapore, etc. To join with DEJU! To cooperate

with DEJU! To get win-win strategy with DEJU!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益发工业区 B3栋 3楼

电话：86-752-8227082 网址：www.deju-RFID.com

展台号：B18

杭州品铂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PinPoint Technology Co., Ltd.

杭州品铂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自主研发 ABELL无线实时定位系统，销售高精度

定位软、硬件产品，并提供室内外精准定位、精准导航等一系列解决方案。

ABELL定位系统可实现 3D空间定位、2D平面定位、1D线性定位，实时定位

精度最高可达 0.1米，典型环境可达 0.5米；可靠性和抗干扰性显著提升，能够帮助

系统集成商、终端用户实现不同的定位业务需求。

Hangzhou PinPoint Technology Co., Ltd, main business: UWB based positioning system

developing, ABELL real time localization systems, sales of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hardware and software, providing indoor and outdoor precise localization solutions.

The ABELL localization system can realize 3D, 2D and 1D precise localization. The

accuracy of localization is 0.5m in typical environment and can reach to 0.1m in bes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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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and anti-interference performance is improved than other systems, which can

satisfy system integrator , and users’ specific localization needs.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诚业路 51号斯毕士大楼 4楼

电话：86-571-28289619 网址：www.pinpointloc.com/

展台号：B19

无锡品冠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Wuxi Pinguan IOT Technology Co., Ltd

无锡品冠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是小乙物联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9047）

的全资子公司，是专业的 RFID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涵盖 RFID电子标签的设

计生产、RFID读写设备的研发制造、互联网+云平台的数据服务和运营。产品广泛

应用于服装、民航、金融、零售、物流、电力等领域，服务于海澜之家、海尔、海

南航空、人民银行、国家电网等行业巨头。

Wuxi Pinguan IOT Technology Co., Ltd is a wholly-owned subsidiary by Thinkgo

Technology Co.,Ltd (stock code 839047). We're a professional total RFID solution

provider with various RFID solutions,labels,readers & data service.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apparel, retail, aviation, logistics, banking & electric power.So

far,we have achieved 41 patents.Well-known enterprises such as Heilan Home, Haier,

Hainan Airlines, People's Bank of China & State Grid are our customers.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200号中国传感网国际创新园 G10栋 3层

电话：86--6661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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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20

广州市众创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 chuang iot technology co.,ltd.

广州市众创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数字化喷印系统、RFID标签、RFID

写读喷检一体机等物联网成套设备产品的生产、开发与销售为一体的公司；

众创科技拥有来自中科院、北京物联网智能管理系统研发中心的工程师研发团队，

有能力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高品质的 RFID标签和系统，并可面向医药、日化、食

品等行业客户提供包括软件、硬件、耗材于一体的完整的物联网供应链解决方案。

Guangzhou Zhongchuang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Co., Ltd.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sales of IoT complete sets of equipment

such as digital printing system, RFID tag, RFID writing, reading and inspection machine;

Zhongchuang Technology has an engineer R&D team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Beijing IoT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ystem R&D Center. It has the ability

to provide high-quality RFID tags and systems according to customers' needs, and can

provide software for customers in the pharmaceutical, daily chemical, food and other

industries. Complete hardware IoT supply chain solution with hardware and consumables.

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225号中塔六楼

电话：86--82517191 网址：www.gdzciot.com

物
联
传
媒



2019IOTE Exhibitor 下一站，深圳！The 12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
（第十二届）国际物联网展—深圳站

始自 2 0 0 9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xpo.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39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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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21

深圳源明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YuanMingJie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源明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明杰）成立于 2010年,是国内 RFID电子

标签与智能卡生产设备及整体解决方案的代表力量之一，2016年挂牌“新三板”，股

票代码是：839786，是国内第一家走向资本市场的专业化生产 RFID与智能卡专用

设备的企业。

Shenzhen Yuanmingjie Technology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Yuanmingjie) was

established in 2010. It is the representative force and overall solution of domestic RFID

tag and smart card production equipment. In 2016, Shenzhen Yuanmingjie Technology

Co., Ltd. was awarded the "New Third Board". The stock code is 839786. It is the first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RFID and smart card equipment in China.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红星社区大田洋西坊工业区 12栋厂房 B

电话：86-755-27918093 网址：www.ymjkj.com

展台号：B22-1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ColliHigh Sensor Technology Co.,Ltd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GJB

国军标体系认证、船级社质量体系等行业质量体系认证。昆仑海岸起草的“物联网

温度变送器”国家标准 34072-2017，已经由国家标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具备严

格的产品生产质量控制能力;完善的环境老化试验室、电磁兼容试验室等各种标准试

验设施。昆仑海岸拥有员工 200 多人，其中中级以上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7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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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随着物联网无线传感器、数据交换网关、云数据对接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昆

仑海岸正在从单纯的硬件生产商向现场数据提供商转型，为流程工业生产现场、制

造业生产线、现代农业、仓储、物流以及冷链全程提供一揽子数据测量、采集、记

录、传输和数据对接服务。

Beijing ColliHigh Sensor Technology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94 and has passed the

certification of ISO 9001 quality system, GJB national military standard system and

classification society quality system. The national standard of "Internet of Things

Temperature Transmitter" drafted by ColliHigh, 34072-2017, has been officially approved

and issued by the National Standards Committee. Has strict product quality control

capabilities; perfect environmental aging laboratory,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laboratory and other standard testing facilities. ColliHigh has more than 200 employees,

of which more than 70% are technicians above intermediate level.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wireless sensor, data exchange gateway and cloud data docking service

system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olliHigh is transforming from a simple hardware

manufacturer to a field data provider, providing a package of data measurement,

acquisition, recording, transmission and data docking services for the whole process

industry production site,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line, modern agriculture, warehousing,

logistics and cold chain. Business.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1号 1-1号楼 A栋 8层

电话：86-010-82671108 网址：www.klha.cn

展台号：B22-2

上海谷米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Gumi Industrial Co., Ltd.

万位科技（上海谷米实业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全领域物联网位置服务品牌。总

部位于上海，分别在广州、湖南、南京设有研发中心和解决方案中心。我们面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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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人、家庭、行业和公共提供个人消费级和企业级物联网数字服务。面向物与物、人

与物的 IoT（Internet of Things）联接管理平台，支持多种垂直行业应用快速集成，

提供多种 API满足多样化设备接入，满足运营商、企业和行业构建物联网端到端整

体解决方案。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蕰川路 1999号亿博大厦 23楼

电话：86--4006966360 网址：www.wanwaytech.com/

展台号：B22-3

向秦计算机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XiangQin Embedded Software Co., Ltd

向秦计算机软件(上海)有限公司,专注于嵌入式底层基础支撑软件系统的开发和大型

通信软件的开发，专注于物联网整体解决方案的研发和部署，专注于国产物联网协

议的研发和推广。

帮助企业定制硬件，软件，云服务，物联网协议，应用 APP等

1：专业高效的国产物联网云服务器，可同时管理百万级用户。

2：专业的物联网嵌入式终端，帮客户解决联网和嵌入式开发的困难。

3：专有物联网协议，数据加密，价格便宜。

XiangQin Embedded Software focus on low layer embedded software development and

debug. We focus on turn key solution for IOT system. We supply hardware, embedded

software, IOT transport protocols, cloud server and uppper layer IOT application to our

customer.

Customer will quickly setup their IOT application based on XiangQin IOT system. Our

IOT solution greatly benefit middle and samll size enterprise on IOT applic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and deploy.

物
联
传
媒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苏州站

时间：2019 年 3月 13 日-15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IOTE
始自 2 0 0 9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展—苏州站
The 11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Exhibitor 参展商介绍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42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 800号 1楼盘古创业

电话：13636321722 网址：http://www.jxembdsf.cn

展台号：B22-4

德国 EC Sense 有限公司

EC Sense GmbH

EC SENSE 研发中心位于德国慕尼黑，团队核心成员均来自电化学气体传感器领域

几十年研发经验的资深专家，公司核心研发目标主要以毒气传感器，氧气传感器，

可燃气体传感器，VOC传感器。

EC SENSE团队通过多年的努力成功研发出基于电化学原理的新型“聚合物电化学

气体传感器”该技术目前在全球范围均属领先科技，我们的产品在技术性能和生产

工艺上，均得到了跨越提升，该产品具稳定性好、高分辨率、高精度、全量程纯线

性、长寿命、耐低温、超小体积、低功耗、批量化等特点，开创了电化学气体传感

器的新支术革命。

"The EC SENSE R & D center is located in Munich, Germany. The core team members

are all senior experts which have ha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of electrochemical gas sensors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core R & D targets are

gas sensors, oxygen sensors, flammable gas sensors, and VOC sensors.

The EC SENSE team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 new ""polymer electrochemical gas

sensor""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electrochemistry for many years. The technology is

currently the leading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Our products have been improved in both

technical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product has many characteristic, like good stability, high resolution, high precision,

the whole range of pure linear, long lifespan, low temperature, ultra

small volume, low power consumption, batch and so on, which created a new revolution

in electrochemical gas 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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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地址：浙江·宁波市鄞州区金谷北路 228号 中物·科技园 17幢 4层

电话：0574-88097236 网址：www.ecsense.cn

展台号：B25

南京百杰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Baijieteng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南京百杰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由英国石墨烯安全有限公司，南京紫金（新港）科技

创业特别社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致力于石墨烯印刷天线在物联科技与大众安全的

公司。在 RFID卷标辨识结合可撕毁、可控制远近距离读取 RFID标签以及印刷天线

轻薄的独特性应用日渐增加，石墨烯安全有限公司直接以更环保的网印制程来制备

可撕毁及可控制远近距离读取的 RFID标签，除了可以应用在现今 RFID标签既有市

场外，更可开创更新颖的应用。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达路 3号科创基地 501室

电话：86-25-83126066 网址：www.bjtiot.com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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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26

南京沃旭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Woxu Wireless Co.,Ltd.

南京沃旭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是国内首家开发 IR-UWB 产品及应用的

高新技术企业，也是 Decawave官方指定的主要合作伙伴。沃旭专注于 UWB 技术研

究并提供位置数据整体解决方案，拥有上百项知识产权，主要应用于电厂、化工、

智能制造、隧道、仓储、足球等多个领域，为各行业提供精准稳定的位置数据，在

安全和效率提升方面为客户创造价值。根植中国，放眼全球，沃旭已在美、韩、德

等多个国家成功开辟市场。

Nanjing Woxu Wireless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2,it is the first to develop

IR-UWB products and applic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and it is also Decawave

designated key partners.

Woxu focuses on UWB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provides location data solutions.It has

hundred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is mainly used in power

plants,chemicals,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tunnels,storage,football and other

fields,providing accurate and stable location data for various industries,creating value for

customers in terms of safety and efficiency.

Rooted in China and looking around the world,Woxu has successfully opened up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South Korea,Germany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8号研发一区 2号楼 401室

电话：86-25-83208836 网址：www.woxuwirel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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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台号：B27

上海普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NYID TECHNOLOGY(SHANGHAI) CO.,LTD.

上海普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是一家专注于提供 RFID读写设备的技

术开发、产品制造、行业定制及其应用服务的高科技企业，是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在 RFID、微弱信号识别，自动控制领域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产品包括读写模

块、读写器、通道设备、手持设备等全系列读写设备，涵盖 125kHz、13.56MHz、915MHz

等多个频段，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制造、零售、餐饮、安防、交通等领域。

AnyID was set up in 2009. It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focusing on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produc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ustomization and application services of

RFID reading equipments. It is also a high-tech enterprise in Shanghai. The company has

leading technic advantages in the fields of RFID, weak signal recognition and automatic

control. Products include reading and writing modules, readers, channel equipments,

handheld equipments, etc., covering 125 kHz, 13.56 MHz, 915 MHz and other frequency

bands. The produc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manufacturing, retail, catering, security,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fields.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盛夏路 560号国家 RFID产业化基地 606室

电话：86-21-20252822 传真：86-21-20252628

网址：www.anyid.com.cn 邮箱：hgw@anyi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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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28

温州华邦安全封条股份有限公司

WENZHOU HARBOR SECURITY SEALS CO.,LTD

温州华邦安全封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年 9月，注册资金 2898万元，生产车

间 30000 平米，是一家集 RFID电子标签、安全封条锁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对客户的保密、安全、防盗需求提供系统的、专业的解决

方案。产品种类从传统的塑料封、钢丝封、卡扣封、高保封等发展到 RFID电子封

印、电子标签、GPS定位封，成为客户物品风险的防范专家。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创新单位荣誉证书。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乌牛镇东蒙工业区

电话：86-577-67223000 网址：www.hbseal.com

展台号：B29

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Quanshun Honghong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市铨顺宏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专注于 GNSS和 RFID无线射频技术的

开发和应用，秉承“实力源自基础”的理念，凭借多年来技术的沉淀积累，于 2015年

成功获得“国家高新企业”和“深圳高新企业”荣誉，自 2014年至 2018年，累计获得

21项软件著作权和 3项实用新型专利。

Shenzhen Quanshun Honghong 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GNSS and RFID radio frequency technology,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strength comes from the foundation", relying on 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y over the years, it successfully won the honor of "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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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tech Enterprise" and "Shenzhen High-tech Enterprise" in 2015. From 2014 to 2018,

it has gained 21 software copyrights and 3 practical new products. Type patents.

地址：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红花路 99号长平商务大厦 39楼 3921室

电话：86-755-25314080 网址：www.fuwit.com.cn

展台号：B30

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GUODIAN HI-TE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td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航天高科技公司，主业为物联网星座运营，

已获批 UHF频段双向通信资源及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为国内唯一拿到频率资源

并具备开展全球物联网星座运营资质的民营企业。工信部相关机构依托公司成立物

联网卫星星座工作委员会，推进行业标准制定和应用推广；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依托公司成立卫星物联网专项委员会，推动产业化应用；公司与北京邮电大学和芬

兰奥卢大学成立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展卫星网络技术研究和卫星应用创新研究；公

司与中集集团、联想懂的、中巽云等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开拓卫星物联网市场。

Beijing GUODIAN HI-TEC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td is a private aerospace high-tech

company and its main business is operation of IoT constellation. GUODIAN HI-TECH

has been granted UHF band two-way communication resources and value-added

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license, which is the only private enterprise in china that has

frequency resources and qualification to carry out global IoT constellation operation. The

IoT-Constellation Working Committee is set up by relevant institutions of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lying on GUODIAN HI-TECH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 Two joint laboratories with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University of Oulu are established to jointly carry

out research on satellite network technology and satellite application innovation.

GUODIAN HI-TECH has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China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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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 Containers, Lenovo Connect and ACMTC to explore the IoT constellation

application market.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68号用友产业园西区 1号楼

电话：86-010-62434088 网址：www.guodiangaoke.com

展台号：B30-1

北京博大光通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GTI IoT Technology Co., Ltd

博大光通（www.bd-gti.com），全球领先的物联网全产业链技术与服务提供商,2011

年 3月由麻省理工学院多名海归博士作为技术领军人物创立于北京亦庄，将“让世界

更加智能，以物联网比互联网部署和使用更简单”为使命，经过波士顿 7年的技术积

累和北京 8年的孵化创业，携手华为云成功推出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安全可信的

微物联平台”，正在研制基于 GTiBee协议的无线传感网通讯芯片和微物联智慧生态

APP。

GTI, founded by a number of doctors of MIT in March 2011 in Beijing E-town, is a

global leading technology and service provider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IoT. The

entrepreneurial team is highly efficient and professional. Over the years, the company

upholds the concept of "creating and meeting needs of users in the future" and is with 7

years of technology accumulation in Boston and 7 years of incubation in Beijing. Working

with Huawei Cloud, GTI successfully put forward an IoT Platform which is secure and

reliable. Besides, the IoT Communication Protocol GTiBee developed by GTI is with

completely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y Chinese. Communication chips of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series and an open platform of smart life are und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rotocol. GTI works to build and share a sensing ecosystem of IoT with

industrial counterparts to carry out the plan of building a smart city "water droplets plan".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 2号 52-1幢 5层

电话：86-10-57235958 网址：www.bd-gt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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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台号：B31-1

深圳市金鸽科技有限公司

KING PIGEON HI-TECH.CO.,LTD.

深圳市金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年 5月，是一个在全球具有行业领先技术水准

的 GSM RTU,GPRS RTU,3G RTU,4G RTU，以太网、无线通信技术、云平台、web

监控以及 APP应用的移动物联网 IoT数据采集监控专家。产品有M2M,DTU,遥测终

端，数据采集器终端，短信远程控制终端，以太网远程 I/O模块等。产品广泛应用

于各种工业物联网场合，为用户提供完整高效的无线物联网解决方案。

King Pigeon is a global leading Cellular IoT Data Acquisition and Monitoring System

Manufacture. More than 13 years design and global market experience, professional

OEM/ODM customized service support. Complete products lines covered

Wireless/4G/3G/GPRS/GSM/NB-IoT and Modbus/Ethernet/DeviceNet/CANope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Provide whole front-end solutions,from tranducer to wireless

transmission,Cloud Platform APP and remote Web monitoring.

Products Line:

4G LTE Automation RTU Switch, 4G/3G Modbus Modem, 4G/3G SMS Modem, 4G IoT

M2M DTU, 4G 3G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Data Logger, GSM 3G 4G Apartment

Intercom, 4G/3G Power Measuring RTU, Cellular Electric Measuring RTU, 4G

3GTelemetry Systems,GSM GPRS Remote Controller, 3G Environment Alarm,SMS

Monitoring Center, Modbus TCP Ethernet Remote I/O Modules, Serial to Ethernet and

Wifi Module, Modbus Remote IO Modules,DAM Remote IO Modules,

CANOPEN/DeviceNet Remote IO Modules, Cloud APP and Web Monitoring,etc.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桥头社区富桥三区 A14栋 2楼

电话：86-755-2945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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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31-2

鹰潭市希特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Yingtan XITE league technology co., LTD

鹰潭市希特物联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七号路-0007

厂房（中国鹰潭移动物联网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主要是开发生产 NB 物联网

智能门锁及相关的 NB产品设备

Yingtan XITE league technology co., LTD., located in yingtan city, jiangxi province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industry development zone road no. 7-0007 workshop yingtan (China

mobile Internet industry innovation business incubators). Mainly develop and produce NB

iot intelligence door lock

地址：江西省鹰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七号路-0007厂房

电话：86-701-7072998 网址：WWW.MCPO.COM.HK

展台号：B33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Shandong Senter Electronic Co., Ltd

山东信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年，是一家致力于 RFID、电力、银行、公

安、测绘等领域的行业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产品为：移动物联网智能终端、

RFID识别终端、高精度定位终端、多种扩展接口的工业级 PAD和手持机，同时我

们公司还有成熟的实名认证方案和智能监控机器人。我们本着专业、品质、创新的

发展方略，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最先进的方案、最优质的产品，最可靠的质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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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Shandong Senter Electronic Co., Ltd was set up in 1996 and is a leading provider of IOT

solutions in RFID, electric power, bank, police and survey and draw fields. Main products:

Industrial Tablet PC and PDA, RFID Identification Terminal and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Terminal, at the same time our company owns mature Real-name

authentication scheme and Intelligent Monitoring Robot. Our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major, quality and innovate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e the most advanced solutions,

the best quality products, the most quality and the most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for

users.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柳毅山路 18号

电话：86-533-3980075 网址：www.senter.com.cn

展台号：B34

上海联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POINT-LINK INFORMATION TECH CO.,LTD.

上海联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对产品赋码与追溯、信息管理、系统集成，解决

方案的提供商。

公司拥有一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和软件开发人才。专注于在线可变数据打印管理、

采集、系统集成，在线与离线工业高速打印设备的自主研发、生产、应用为核心的

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广泛应用于：

防伪标签、电子标签、可变数据打印系统集成

RFID标签芯片数据读写、UV喷印、检测一体机的开发与应用

物流追溯码防串货系统集成

Shanghai Point-link Information Tech Co., Ltd. is a provider of product code and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tegration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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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ny has a group of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talents.

Focus on online variable data printing management, acquisition, system integration,

online and offline industrial high-speed printing equipment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pplication as the cor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Security label, electronic label, variable data printing system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FID tag chip data reading and writing, UV printing

and detection integrated machine

Logistics traceability code anti-stringing system integration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高科技园区惠申路 353号

电话：86-21-66245728

展台号：B35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

Auxn Technology Co.,Ltd

佛山澳信科技有限公司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产品质量通过国际 ISO9001：

2008质理管理体系，公司主营产品有：4G/LTE 、3G、WIFI、WIMAX、RFID、VHF/UHF、

TV、MIMO、CPE、GPS、GSM、CDMA等移动通讯和WLAN、读卡器智能化管理、

卫星通讯，无线监控及无线射频应用等领域的天线及无线配件。

Auxn technology company integrating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sale. Product quality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ISO9001:2008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mpany's main

products are: 4 g/LTE, 3 g, WIFI and WIMAX, RFID, VHF/UHF, TV, MIMO, CPE,

GPS ,GSM, CDMA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WLAN, card reader intelligent

management,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wireless monitor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radio

frequency antenna and in the field of wireless accessories.

地址：中国广东省佛山三水西南科技工业园兴业四路十号

电话：86-757-88763388 网址：www.aux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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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汉德霍尔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andheld-Wireless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汉德霍尔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专业的手持智能终端设备制造商，具有深厚的

智能终端产品研发和功能定制技术背景。公司所有的产品从外观设计，到整机研发

生产，从硬件到软件均自主实现，灵活加装模块，支持操作系统定制修改，从而更

好的配合客户的应用需求。相关产品已广泛的应用于物流、医院医药、电力、金融、

公安、教育、税务、交通、旅游、零售行业。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民治街道东方天德大厦 A区 801

电话：86--400-9920-618

展台号：B37

深圳市博思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POSTEK ELECTRONICS CO., LTD.

POSTEK博思得，条码/RFID打印解决方案引领者，致力于设计和研发能用科技简

化并提升商业效率的打印设备。引领打印行业风向标，不止技术领先更具创造力。

POSTEK高频/超高频 RFID打印机涵盖从商业级到工业级。POSTEK大力推广技术

领先的 RFID打印解决方案，在诸多项目中的成功应用，使 POSTEK走在行业前列，

推动了 RFID智能打印解决方案应用的实施，引领国内 RFID产业更快速的发展。

Postek is a leading developer and manufacturer of barcode/RFID printers that deliver

ultimate ease of use and durability.

Postek Electronics Co., Ltd. established in 1998 in Shenzhen, China to meet consumer

demands for AIDC solutions through delivering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ve

design in their top quality barcode/RFID products and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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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k barcode/RFID printers have earned a reputation for excellent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speed of printing, user friendliness, and ease of maintenance. This has resulted

in Postek printers being the first choice of many corporations in such diverse fields as

logistics, retail, healthcare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智慧广场 B栋 2座 18楼

电话：86-755-83240988 网址：www.postek.com.cn

展台号：B38

西安富立叶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CILICO Microelectionics Ltd

西安富立叶微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级物联网大

数据终端及云平台服务提供商，是国家级高新技术认定企业和国家双软认证企业。

富立叶始终坚持设计驱动，研发创新，质量为本，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产品已广

泛服务于商超零售、物流交通、移动巡检、产品溯源、智慧医疗、资产管理、国家

电网、制造业等多个行业领域，畅销全球 70余国家和地区。

Founded in 2001, CILICO Microelectronics Ltd.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and provider

of IOT Handheld Terminal such as Wireless Barcode Scanners, Industrial Tablets and etc.

Cilico brand products mainly apply to various industries including medical institutes,

supermarkets, retailing stores, logistics and express, transportation, ticketing system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ventories, asset management, traceability and etc. All of the

products are approved by major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g. IP68, CE, RoHS, FCC, BIS

and etc.

地址：陕西·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一路 1号汇鑫 IBC A座 4层

电话：86-29-88605865 网址：www.cilic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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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台号：B39

北京优锘科技有限公司

uinnova

优锘科技隶属于北京优锘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致力于以 Digital Twins的理念提供新

一代智能可视管理平台，实现对万物互联的数字化世界的可视化、智能化、人性化、

众创化的创新管理，优锘科技的技术团队由来自 IT管理软件和计算机图形两个领域

的顶尖专家组成，专注于用户交互方式的不断创新，以“让人们更好的认知和管理数

字化新世界”为企业愿景，自主创意并研发了新一代物联网可视化PaaS平台ThingJS。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北里 14号楼北京国际画材中心 5层

电话：86-10-84945022

展台号：B40-1

深圳亚迪欣电子有限公司

AMBITION ELECTRONICS CO.,LTD

亚迪欣团队 2000年开始研发基于MCU平台的语音专用 DSP，覆盖语音压缩解码、

RF数据采集传送、语音识别等领域。2010年开始基于 ARM内核设计研发语音 DSP，

提供 IOT物联网领域智能语音系统解决方案。应用于智能安防，智能车辆 PKE无钥

匙防盗系统，IOT物联网终端产品，智能门锁，语音识别交互。亚迪欣拥有经验丰

富的资深设计研发团队，提供从解决方案到模块，甚至芯片级的定制，让客户的产

品拥有核心竞争力。

ABT team began to develop voice-specific DSP based on MCU platform in 2000,

covering voice compression and decoding, RF wireless data acquisition and 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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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 recognition and other fields. In 2010, we began to design and develop voice DSP

based on ARM core, which provides all-round intelligent voice system solutions in the

field of IOT Internet of Things. Mainly used in intelligent security, intelligent new energy

vehicle PKE keyless anti-theft system, IOT Internet of Things terminal products,

intelligent retail counter, intelligent door lock, speech recognition interaction. ABT has

experienced senior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eam, providing customization from solution

to function module, even chip level, so that customers'products have core

competitiveness.

地址：深圳龙华新区民治大道民泰大厦四楼 3A12室

电话：86-755-28188396 网址：www.cszyadi.com

展台号：B43-1

上海卡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Kali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卡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个性化证卡打印解决方案及设备专业供应商，一直专

注于个性化证卡打印机的技术普及和推广，为客户提供各种个性化新产品和解决方

案。与美国 ZEBRA，英国MAGICARD，美国 DATACARD及 FARGO，法国 EVOLIS，

德国（DIS）迪艾斯，台湾（HITI）呈妍等世界名牌证卡机生产厂家建有长期紧密战

略合作。

Shanghai Kali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supplier of personalized

card printing solutions and equipment. It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popular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personalized card printers,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a variety of

personalized new products and solutions. With ZEBRA, MAGICARD, DATACARD,

FARGO, EVOLIS, DIS, HITI and other world famous card machine manufacturers have

established long-term close strateg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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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沪闵路 8075号虹梅商务大厦 422室

电话：86-21-31261790

展台号：B43-2

南京中卡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Zhongka Scienc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南京中卡是集智能卡与 RFID系列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始创于 2008年，位于南京空港新区。公司成立至今，致力于用最先

进的技术，经过多年技术开发与研究，目前拥有二十余项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并被认定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先后通过国家工业生产许可证、ISO9001国际质量

体系认证。目前已经成功开发出适合各行业应用的标签产品，为国内外物联网系统

商提供配套的 RFID产品。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工业园区神州路 37号禄口创 智产业园 C栋

电话：86-25-84504977 网址：www.zhongka360.com

展台号：B44

江苏安智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POTAG ELECTRONICS(JIANGSU)CO.,LTD

江苏安智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种频率及规格的 RFID电

子标签的高新技术企业，工厂执行 ISO9001质量体系，严格控制电子标签性能的可

靠性和一致性，工厂产品涵盖低频、高频和超高频领域内的 PCB材质标签、陶瓷标

签、软质抗金属标签、柔性可打印抗金属标签、洗涤标签、带壳标签、汽车电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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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耐高温标签等。工厂热忱欢迎各界朋友。

SPOTAG ELECTRONICS (JIANGSU) CO.,LTD. is a high-tech factory specializing in

RFID tags, which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with the reliability and performance consistency.

Lots of cost-effective PCB tags, ceramic tags, printable on metal tags, laundry tags, high

temperature tags are available.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四海路 11号 1号楼 8楼

电话：86-512-51915799 网址：www.spo-tag.com

展台号：B45

北京中科国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国技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是领先的 RFID、OTA测试方案提供商。

中科国技自研的 RFID产品线涵盖芯片、读写器性能/射频协议测试及读写器近场/远

场天线测试系统。2012年起成为 Voyantic中国地区唯一合作伙伴，共同为标签厂家

及认证机构提供标签研发、认证及生产测试解决方案。目前服务全球 80%以上的大

型标签研发生产企业，院校及认证实验室用户超过 250家，如美国阿肯色/奥本大学

RFID实验室。

Beijing Hwa-Tech Information System Co., Ltd. was registered in Beijing ’ s

Zhongguancun high-tech enterprises, A leading solution supplier of EMC, RFID and OTA

testing.

As solution partner of Keysight technologies Inc. , Hwa-Tech has core technology and

R&D capabilities in 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software,

hardware and special instr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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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东路 2号院金源时代商务中心 2号楼 A座 8C

电话：86-10-59799882 网址：www.hwa-tech.com

展台号：B45-1

芬兰 voyantic 公司

Voyantic Ltd.

Voyantic公司提供完整超高频和高频的RFID测量解决方案。其明星产品Tagformance

UHF标签性能检测仪是业界标准的 UHF RFID性能测量设备，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

顶尖的标签制造商、标签设计商、系统集成商、科研院所及测试中心。其 Tagsurance

UHF/HF的高速、宽带、性能一致性检测能力，更是量产标签必备的。Voyantic客户

遍及全球五大洲共 34个国家，系统交付超过 600套。

Voyantic Ltd. provides RFID testing and measurement solutions. These solutions cover

both UHF and HF frequency ranges, and are well suited for tag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purposes. Voyantic Tagformance system is

the industry de-factostandard in UHF RFID tag performance testing, used by many of

the leading tag manufacturers, tag designers, system integrator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est centers.

Voyantic Tagsurance UHF/HF is a high-speed, wideband, performance testing solution in

production line. It is a "Much Have" tool for tag suppliers. Voyantic has a proven track

record with over 600 systems delivered globally and clients in 34 countries on five

continents.

Customers outside China, please contact Voyantic APAC Director Mr. Smoos Peng to

arrange the appointment at this event:

smoos.peng@voyantic.com

Mobile: +886 993 407 457

WeChat ID: smoosp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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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Kutojantie, Espoo, Finland

电话：358-20-7888190 网址：www.voyantic.com

展台号：B46

恒高 EHIGH

恒高（EHIGH）UWB 定位系统，定位精度高达 10cm，同时具备高动态、高容量、

低功耗等优点。该定位系统由硬件定位设备、定位引擎和应用软件组成，可提供实

时位置显示、历史轨迹回放、智能考勤、电子围栏、智能巡检等功能。恒高 UWB

技术和产品研发团队均来源于电子科技大学，且研发团队有着 8年专业领域经验和

多年产品研发经验。目前，恒高 UWB 定位系统已在化工、电力企业、公安司法、

制造业等行业领域均有着广泛应用。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百草路 898号

电话：86-86-4000289090 网址：www.everhigh.com.cn/

展台号：B47

深圳市量必达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iangbida Technology Co.,Ltd

量必达多年来坚守诚信、专业、创新的企业文化，专注于安全与识别领域的智能卡、

SIM卡、M2M、RFID标签和读卡器的生产及开发，是一家集研发、制造、营销、

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产品广泛应用在金融、电信、保险、医疗、税务、交通、

教育等多个领域。拥有 15000平米的独立工业厂区，10万级的全封闭无尘车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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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异完备的生产设备，通过 ISO与 BV，SGS等国内外专业机构的认证。

LBD stick to following honest, specialty, innovation as enterprise culture. We are focus on

producing and R&D smart cards , SIM cards，M2M，RFID stickers & Smart reader which

used for security, identification fields. Is a high tech enterprise which set R&D , produce,

market, service in one,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finance, telecommunication,

insurance, taxes,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etc.

15000 square meters manufacturing district, 100000 grade dust-free workshop, best

production equipment,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such as ISO, BV, SGS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prove that we can finish each process when we produce smart cards &

stickers by ourselves to promise lead time and quality.

“Quality goes first, Quantity meets. “ is our slogan, every staff take part in and strict

control processes, then quality promised. Improving quality and management system will

meet clients every requirements. We set new record on client satisfaction again and again.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前进二路 135号河西航城工业区 B栋一.二.三楼

电话：86-755-29966288 网址：www.lbdcard.com

展台号：B48-1

欧普道路照明有限公司

OPPLE LIGHTING CO., LTD.

欧普道路照明专注于为客户提供需求咨询、方案设计、方案实施以及售后服务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欧普道路照明依托于欧普强大的研发及产品制造能力，自主研

发了多款性能优越的 LED路灯、太阳能路灯、庭院灯、草坪灯等等。欧普道路照明

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安全、专业、高效的道路照明光环境。

Founded in 1996, Opple has been engaged in R&D,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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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sales services of lighting sources, lighting fixtures and controls, operating in over 7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Asia Pacific, Europe, Middle East and South Africa. As an

industry giant with in-house R&D capabilities and focused on lighting products, Opple

constantly expands its product line to artistic switches, integrated home furnishing,

kitchen and bathroom appliances and accessories and expands all of its business units

using its huge dealer base, with a view to becoming a provider of lighting system and

integrated hardware solutions. With a powerful marketing team and a well-established

worldwide marketing network, it now has over 100,000 outlets of sale of various types.

Opple became a listed company in 2016 (stock abbreviation “Opple Lighting” , stock

code 603515.SH). Opple Lighting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spaces across the board and

lightens each detail of life for you.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1799号万象城 V3栋

电话：86-21-38550000

展台号：B48-2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Kingdee Software(China)Co.,Ltd. Suzhou Branch

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于 1997年成立，作为金蝶国际软件集团在苏

州的全资机构，以致良知，走正道，行王道为核心价值观，致力于成为最值得信赖

的企业服务平台。在成立至今的 20多年一直为苏州地区的广大用户提供从管理咨询

到 ERP系统落地的企业管理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进一步拓展了云计算、移动互联、

大数据、企业上云等多种创新服务。.

Kingdee Suzhou (Kingdee Software (China) Co., Ltd Suzhou Branch) was established at

1997. In these twenty years, Kindee Suzhou Branch has providing the professional

solution to local customers, including consulting service, ERP implementation service,

customization service, and maintenance service. The innovation service covers Clou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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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Computing, Enterprise Mobile Internet, Big Data, and Cloud on Business etc.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大道 1355号国际科技园 4期 8楼

电话：0512-68669180 网址：www.kingdee.com

展台号：B49

上海尼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Nitai Tech Co.,Ltd

上海尼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浦东新区南汇工业园区，是专业生产 RFID电子标

签、EAS新型环保标签的生产厂家。

公司总体投资战略是为建立一流的电子标签生产基地和 RFID研发中心而努力，

公司研发人员能够在 4小时内完成一款新型产品的设计。在节约能源的同时，致力

于为全球客户在诸多 RFID应用领域中降低成本并提高运营效率。

Shanghai nita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nanhui industrial park, pudong

new area, is specialized in the production of RFID electronic tags, EAS new

environmental labels （green label)manufacturers.

The company's overall investment strategy is to build a first-class electronic label

production base and RFI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the company's r & d

personnel can complete the design of a new product in 4 hours.While saving energy, we

are committed to reducing costs and improv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for our global

customers in a wide range of RFID applications.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南汇工业园区园中路 233号 1幢 2层

电话：86-21-5800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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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53

广州驰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ILI AUTUOMATION EQUIPMENT CO.,LTD

广州驰立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坐落于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高新科技企业，

专注开发及生产工业型 RFID标签自动复合设备、RFID标签高速检测设备及自动贴

标设备，以及在生产线上与自动贴标相结合的配套设备及相关的系统整合工程。本

公司产品立足国内市场，同时远销美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土耳其、新加坡、

摩洛哥等欧美国家。

CLS locates in Guangzhou Economical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District of China.

CLS’s business is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f RFID label lamination

machine; RFID label detection machine and automatic labeling equipment for the industry,

as well as system integration in the production line around the automatic labeling process.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225号

电话：86-20-82219561 网址：www.clsgd.com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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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台号：B54

广州安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nde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广州安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年 6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1020万元，是知

名专注于 RFID设备研发、生产、销售和提供解决方案的高科技公司。经过多年的

研发和应用积累，我们的技术和产品性能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产品的可靠性让我

们在国内率先提出产品免费质保期升至三年；更为突出的是公司为 RFID图书馆、

无人便利店及售卖机、智慧门店、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客户提供高性能的产品和领先

的解决方案。

Guangzhou Ande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was founded in June 2007 with RMB

10.2 million registered capital. Andea Electronic focus o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olution provider of RFID equipment.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on R&D and

application, Andea Electronic has been taken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is industry as its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Excellent product reliability make us

confident to promise three years quality warranty in domestic. Among lots of applications,

we get greater achievement on RFID library, unmanned convenience stores, automatic

vending machines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玉树工业园敬业三街 1号 H栋东梯 4楼

电话：86-20-32039550 网址：www.gzand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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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55

上海塞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Shang Hai Sai Zhong Auto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上海塞仲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塞雨机电）自创立于 200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

制造 RFID电子标签设备并研发软件数据系统。公司有专业的软件工程师、自动化

专案设计师及售后技术人员。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导向，以创新技术为支撑，以

诚实守信为根本，深得客户的信赖。

Shanghai saizhong auto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saiyu electromechanical

co., LTD.) has been committed to manufacturing RFID electronic label equipment and

developing software data system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5.

The company has professional software engineers, automation project designers and

after-sales technical personnel.

The company has always adhered to customer-oriented, innovative technology as the

support, in order to be honest and trustworthy as the fundamental, won the trust of

customers.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高科技园区九泾路 128号 2号楼

电话：86-21-33509801 网址：www.ah-saiy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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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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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56

上海莱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Legenio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莱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Legeniot）是国内领先的 LoRaWAN 物联网解决方案

提供商。作为国际 Lora 联盟（LoraAlliance）的成员，公司自主研发提供基于

LoRaWAN从模组、网关到 NS网络服务平台的端到端全链产品及服务。团队整合广

域通讯、云计算、大数据处理等技术，打造了集低成本、低功耗、远距离、稳定高

效的物联网解决方案。行业涉及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慧园区、智能物流等。

Shanghai Laijing (Legenio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is a leading LoRaWAN

Internet of Things solutions provider. As a member of the Lora Alliance, the team moved

its R & D team back to China from North America in 2017 and continued its global

distribution strategy. Legeniot provides the LoRaWAN End-to-End full rang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cluding LoraWAN module, gateway, and NS network service platform. The

team integrates LoraWAN technologies with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processing

together with the IoT ecology of various industries and sensor manufacturers to provide

IoT solutions with low-cost, low-power, long-distance, robustness and efficiency.

Solutions cover Smart City, Smart Farming, Smart Communities, Smart Manufacturing,

etc.. The team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he Shanghai City Wireless Metro Internet of

Things project in 2017, which is highly supported by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新路 88号 5号楼 2层

电话：86-21-51590039 网址：www.legen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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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57

深圳市传麒智能电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Shenzhen Chankey Intelligent Electronic Machinery Co.,Ltd.

深圳市传麒智能电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创立于 2015年，是以运动控制和机器视觉两

大核心技术为基础，集非标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我司主要研发制造 RFID电子标签复合机及检测设备、圆刀模切机、视觉平刀机、

圆刀平刀一体模切机、包装机等非标自动化设备，我司拥有一支优秀的研发团队，

从机械设计到控制系统均由我司自主研发，可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定制最佳的自动

化解决方案。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汇业路 8号汇业科技园 1A栋 1楼

电话：86-755-29948953 网址：www.chankeyvision.com/

展台号：B58

深圳市赛尔瑞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EAORY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赛尔瑞科技有限公司是集智能卡生产、个性化发卡设备和智能卡应用系统研

发与销售的高科技公司。公司总部位于中国科技领域最前沿最具创新能力的城市深

圳，并同时在香港、北京、印度开设了分支机构。我公司自有品牌产品"SEAORY（飒

瑞）"证卡打印机已经正式面市。我们一直在奔驰，带着突破与创新；我们时刻保持

进步，更加贴心于服务；发展路途中，"卓越品质、完美服务"始终是我们秉承的理

念，真诚期待与您携手共发展。

SHENZHEN SEAORY TECHNOLOGY CO.,LTD is a hi-tech company which is

物
联
传
媒



2019IOTE Exhibitor 下一站，深圳！The 12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
（第十二届）国际物联网展—深圳站

始自 2 0 0 9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xpo.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69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specialized in smart card manufacturing, personalization card printer and application

system research & development & sales of smart card. Our head office is located in a

most forefront and creative city of high technology area, SHENZHEN. We also have

branch offices in Hong Kong, Beijing, and India.In personalization card printer line, we

have our own card printer 'SEAORY '. We keep improving and innovating all the time. We

are pursuing 'high quality, perfect service'on the way of developing. We welcome the

honest suggestion from you and hope to group up with you day by day.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桥头社区榕树路富民工业区 5栋 3楼

电话：86-755-26997700 网址：www.seaory.com

展台号：B60

深圳市正大信维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专业研发、生产、销售物联网终端天线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龙东社区爱南路 54号三楼

电话：86-755-28839286 网址：www.zdxvt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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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64

苏州天智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Tianzhito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公司是业内综合实力领先的智慧社区系统方案供应商，拥有软件开发类相关的专业

资质、计算机系统集成、测绘、CMMI等各类资质。

公司凝，主要为客户提供智慧社区、地理信息（GIS）、融合视讯等领域产品与方案。

依靠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以及对智慧社区业务的理解，依托超前意识、创新能力和

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理念，公司在蓬勃发展的智慧社区领域内不断取得成功的业

绩，获得了客户和合作伙伴的认同和赞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99号 D511-512

电话：86-512-65918382

展台号：B65

北京芯联创展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Silion Technology Corp.,Ltd.

北京芯联创展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年 3月在全国股转中心挂牌上市，股

票代码 836205。公司致力于为新零售行业客户提供最具性价比的 16口超高频 RFID

读写器和多款 RFID模块，同时还提供新零售专用超高频 RFID天线、新零售专用

RFID标签等物联网设备的周边配套产品和全面的新零售行业解决方案，多项产品为

完全自主研发，并获得了多项知识产权。

Established in 2005,Silion Technology is a professional RFID technology service provider

of IOT.

Silion provide professional RFID products and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in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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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manufacturing,anti-counterfeiting and tracing,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etc.We have senior RFID technology consulting team to help our customers

to develop the optimal solutions.And we promise our customers the best and professional

pre-sale and post-sale services.

Silion Technology provide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UHF RFID products especially the

fixed readers,integrated readers,UHF RFID module and RFID tags exclusively for

Internet of Vehicle.Among these products,we have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ith advanced applications and technology,we firmly believe that our products and

solutions will bring you a better business.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龙域北街 3号金域国际中心 A座 508

电话：86-1-62153540 网址：www.silion.com.cn/

展台号：B66

南通海元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Nantong Hysmart Technology Co.,Ltd

南通海元芯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销售 RFID智能设备的企业。坐

落于江苏省南通市开发区，注册资金 1.28亿。主要生产销售 RFID智能复合设备、

RFID检测设备、芯片绑定设备、物联网相关设备、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物联网

系统集成、研发及制造等。

公司集研发销售服务于一体，不断开拓创新，引进高新技术，自主研发新产品，秉

承以质为本，服务至上的宗旨，为广大用户提供一系列完善且专业的售前售后服务。

Nantong Hysmart Technology Co.,Ltd is a good reputation enterprise in China,which

specializing in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RFID technology intelligent

equipments.Located in development zone,Nantong City,Jiangsu Province.The registered

物
联
传
媒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苏州站

时间：2019 年 3月 13 日-15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IOTE
始自 2 0 0 9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展—苏州站
The 11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Exhibitor 参展商介绍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72

capital is 128 million RMB.The main produces including RFID smart composite

equipment,RFID test equipment,chip binding equipment,IoT(Internet of things)related

equipment,electronic industrial specialize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IoT(Internet of

things)systems integration,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nd manufacturing,etc.

Our company s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sales and service into an organic

whole,through continuous learning,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the introduction of high

technology,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adhering to

the"quality is the first,service is the highest"for the purpose,continues to provide a series

of consummate and professional pre-sales after-sales service to customers.

地址：南通市开发区星湖大道 1692号/昆山市周市镇优比路 367-2创业园 17号

电话：86--13390858288 网址：www.hysmart.net

展台号：B67

无锡市宸豪科技有限公司

Wuxi ChenHao Technology CO., Ltd.

无锡宸豪成立于 2010年，拥有专业软件硬件研发团队，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和制

造物联网智能卡一体喷印设备，UV喷墨系统，可变数据一物一码喷印解决方案，标

签数码印刷，图像检测，RFID喷印读写视觉校验一体化设备等产品。本着“以质量

为本，追求卓越”的理念，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的方针，始终把质量和

客户的利益放在首位，回报广大客户。公司愿交天下朋友，诚与各界人士携手合作。

地址：桃园工业园

电话：86-510-83551226 网址：www.wuxichenha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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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68-1

深圳市海振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Hesibond IOT Technology Corp.,Ltd.

深圳市海振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物联网锁，智能家居，智能防盗，居

家养老等行业应用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我们公司凭借近 20年在通讯设备，物

联网等技术领域的研发经验和研发成果，通过专业的研发团队对物联网锁，智能家

居，智能防盗和居家养老等领域进行原创性开发和技术整合，致力于为国内外广大

客户打造更加安全，智能，舒适的居家环境。

Operating since 1999

Shenzhen Hesibond IOT Technology Corp. Ltd was founded in 1999. Our company's line

of business specializes in th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communication systems, communication terminals, integrated circuits, computer

peripherals, consumer electronics, electronic instrumentation, systems of integrated

software and products.

Focusing on Micro Control Unit (MCU) and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

Our company's development strategy focuses on micro control unit (MCU),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DSP) to develop the embedded application software and system of intelligent

chip, integrated circuit chip, high frequency RF chip and wireless module, based on CTI

technology integrated software.

Our company respects talented and knowledgeable personnel, adheres to utiliz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our productive force, and has a group of highly qualified and

technical professionals who are dedicated on providing customer oriented services.

地址：深圳市南三区南山大道深意工业大厦 4楼

电话：4000161008传真：0755-88840868网址：www.hesibo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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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68-2

北京理工科技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IT Science Park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北京理工大学科技园始建于 1992年，于 2001年成为北京市大学科技园，于 2005年

被认定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于 2012年被认定为 A类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依托北京

理工大学的学科与科技创新优势，目前北理工科技园已经形成 “在京两期工程+全国

两个分园”的地理布局，集国家级孵化器、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生科技创业见习基

地、技术转移中心、北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孵育基地、北京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

台为一体的平台体系。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ience Park (BITSP) was founded in 1992, and was

identified as Beijing-leve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 In April 2001, and was recognized as a

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 in 2005, and was recognized as A-level 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 in 2012. Relying on the resources of variou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IT) , the current BITSP has

been formed “ two projects in Beijing + two branches around the countrywide"

geographical layout, set a National Incubator, Overseas Student Pioneer Park, College

Students Science and Innovation Training Base,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Center,

Beij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cubator, Beijing Public Service Platform for SMEs

as a general platform syste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9号理工科技大厦 902室

电话：86-10-68470075 网址：www.bits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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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脉煦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煦霖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年 5月，在上海市静安区和金山区分别设立

了研发设计中心。

公司致力于各种智能化设备、物联网设备的研发与推广。包括工业化设计、结构设

计、硬件电路设计、嵌入式软件设计、安卓/Linux智能化设备的设计。通信方案涵

盖 2G、3G、4G、NB-IOT以及未来的 V2X车联网和 5G等。产品主要应用于智能零

售、智慧城市、智慧物流等。

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737弄共和国际商务广场 B栋 406室

电话：86-21-57252210

展台号：B70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Sunray Technology Co.,Ltd.

上海桑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是专业从事物联网微功率无线通讯

技术的高新科技企业，是自有知识产权创新型企业。公司致力于物联网微功率无线

通讯模块、LoRa/NB-IoT模组及产品、整体解决方案以及云平台系统的研发、生产、

销售和服务。低功耗无线物联网通信产品和解决方案覆盖智慧水务、智慧燃气、智

能电表、智慧消防、智能停车、智能路灯控制、能耗监控管理等多个行业领域。

Shanghai Sunra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4, hi-tech

enterprise with China's ow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fessional in Internet of micro-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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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Internet of things micro-powe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ule, the overall solution and cloud platform system.

The company passed the ISO 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O 14001 environment

system and OHSAS 18001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Sunray insist core technology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lready gained a number of core technology patents, utility model patents, hi-tech

achievements, computer software and othe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ompany products approved FCC & CE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and the Chinese radio

model approval certificate.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盛夏路 560号北大二期

电话：86-21-50275255 网址：www.51sunray.com

展台号：B70-1

江苏东洲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Dongzhou IOT Technology Co., Ltd.

东洲物联是一家致力于物联网、智慧城市及软件服务的创新公司。业务涵盖物联网、

智慧城市及软件服务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服务等。公司开发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物联网平台及各行业应用方案。东洲物联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核心产业领域为客户带来创新完善的解决方案，特别在物联网应用领域，东洲物

联从终端、网络到软件服务平台的建设，给出了综合、创新、智能、高效的解决方

案，形成东洲物联独具的风格与优势。

Dongzhou IOT is an innovative company dedicated to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mart cities

and software services. The business covers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services for IoT, smart cities and software service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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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oT platform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application solutions for

various industries. Dongzhou IOT brings innovative and perfect solutions to customers in

the core industries such a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Internet of Things applications, Dongzhou IOT builds from

terminals and networks to software service platforms. A comprehensive, innovative,

intelligent and efficient solution has formed the unique style and advantages of Dongzhou

IOT.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团结路 99号孵鹰大厦 A座

电话：86-25-86638196 网址：www.dongzhouwulian.com

展台号：B73-1

深圳华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uapu IOT Technology Co.Ltd

我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游乐产品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为儿童游艺配套产品

提供技术服务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主要产品有：无刷电机控制器，有刷电机控制器，

童车电机驱动器，对战碰碰车控制器，对战碰碰船控制器，对战机器人控制器，机

台型通用无线控制器，方向盘遥控类控制器，航模驱动器，远距离大功率打窝船、

水文监测船控制系统，电调无线接收器，智能红外感应器，电玩、游戏机电脑板控

制系统，射频无线通信应用等多类产品。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路常兴时代广场东座 10H

电话：86--18928989058 网址：www.huapu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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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73-2

无锡漫途科技有限公司

WuXi ManToo Technology Co.,LTD

无锡漫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是智造物联网产业服务商，物联网传输产

品与云平台提供商，智慧物流信息化解决方案提供商。

专注于物联网行业应用产品、工业领域高端无线通信传输设备，物联网平台，蚁蚕

智能城配系统的研发、生产、推广和服务，目前已形成 MT 系列工业物联产品，

MANTOO云平台系统，YICAN智能城配系统，OEM制造服务，四大核心产品业务。

行业包括智慧城市，智能环保，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

Wuxi Mantoo Technology Co., LTD,founded in 2014,is a service provider of IOT

industry .It provides IOT transmission products, Cloud Platform System,and intelligent

logistics information solutions .

Mantoo focuses on IOT industry application products ,high-e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ransmission equipment in the industrial field and IOT platform.It also focuses on the

R&d, production, promotion and service of YICAN intelligent urban distribution system.

At present, we have formed four core products business ,MT series of industrial products,

MANTOO cloud platform system, YICAN intelligent urban distribution system and OEM

manufacturing service. Our products can be applied in many industries, such as intelligent

city, intellig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t logistics

and so on.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纺城大道 299号深港亚太中心 10-905

电话：86-150-66885950 网址：www.mant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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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73-3

交通运输通信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Group Co.,Ltd

交通运输通信信息集团有限公司隶属于交通运输部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CTTIC），

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际移动卫星系统（Inmarsat）在中

国的运营和管理。2016年 3月 7日正式取得中国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资格。构建

了 Inmarsat 全系列业务标准地面站，直接覆盖印度洋和太平洋，提供陆地、海上和

航空宽带业务，形成了有序的销售服务、入网登记、帐务结算、网络建设、客户服

务、系统集成、技术研发等一体化服务体系，并与中国三大基础运营商建立了业务

互连关系。结合低极轨道卫星搜救系统（Cospas-Sarsat）、中国民用卫星导航系统、

交通应急宽带卫星系统（VSAT）及全球海上遇险和安全通信系统（GMDSS）等资

源。

China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Group Co., Ltd belongs to China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Center (CTTIC), which was founded and authoriz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in 1979. BJMCN joined Inmarsat on behalf of Chinese government and is Responsible for

Inmarsat business operation and solution management in China. On March 7,2016, BJMCN was awarded

the Basic telecommunication business license.It gradually builds a full range of Inmarsat operation

standards Land Earth station which directly covers Indian Ocean and Pacific Ocean, provides broadband

services on land, at sea and in the air, forms well-organized integrated service system of marketing services,

network registration, account settlement, network construction, customer service, system integr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tc., and build business interconnection with three major Chinese fundamental

telecommunication operators. Combined with Low Polar Orbital Satellite Search and Rescue System

(Cospas-Sarsat), China Civil Satellite Navigation System, Transport Emergency Very Small Aperture

Terminal (VSAT), Global Maritime Distress and Security Communication System (GMDSS) mastered by

CTTIC.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外馆后身 1号

电话：010-65293620网址：http://www.bjm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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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73-4

深圳市迪晟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Disheng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市迪晟能源有限公司是一定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各种太阳能电池组件及太阳

能应用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以向社会提供优质、环保节能的太阳能光电产品

为宗旨，肩负向太阳索取能源、服务社会及造福人类的使命。

公司可按客户的特殊要求设计制造，以及为客户提供快捷的 OEM服务和完善的

太阳能光伏系统和太阳能应用产品的设计方案。

ShenZhen Desun Solar Technology Co.,Ltd specialize in solar products since 2009.

Founded in Fuyong Shenzhen, we moved to Shiyan town in 2015 after 9 years' develop ,

with factory area from 1200 ㎡ to more than 7500 ㎡ and employees from 60 increase

to about 250

As a professional solar factory, we aim to be specialization,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new solar products.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 108号 B、C栋 2、3楼

电话：86-755-29191169 网址：www.desunpv.com

展台号：B74-2

TEKTELIC Communications Inc.

关于 TEKTELIC（泰科通信）

TEKTELIC作为国际一流的 LoRaWAN物联网网关传感器和定制应用的运营商及产

品供应商，提供一整套强大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可轻松快速有效地满足物联网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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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高标准要求。公司成立于 09年，核心成员来自于北电网络的移动通信基站主要

设计团队。在运营商及蜂窝基站产品开发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成功开发并大批量

生产过高性能的 RRH，BBU，高功率 PA和 Smallcell，覆盖从 2G到 5G的所有蜂窝

技术的标准。

目前我们重点布局低功耗物联网 LoRaWAN 领域，提供市场上具备核心竞争力的

LoRaWAN 端对端解决方案，以 LoRa高性能多通道网关为核心基础，打造无线传输

性能优越，网络覆盖距离广，高可靠性，高兼容性的 LoRaWAN整体应用系统，可

轻松、快速和有效地部署，满足广大的 IoT用户高标准的功能定制化要求。现阶段，

我们的解决方案已广泛实现于智慧消防，智慧家庭，智慧楼宇，智慧办公，智慧城

市，LoRaWAN城域网建设等具体应用，为客户提供优质成熟的服务体验。。

更多关于 TEKTELIC 的物联网网关产品及技术案例，将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15日

在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苏州站现场展示，届时欢迎大家莅临交流。

地址：7657 10 Street NE Calgary, Alberta, Canada, T2E 8X2

业务联系人：姚兵兵 （中国区市场总监）

电话：86-13662556514 网址：www.tektelic.com

展台号：B75

深圳市博纬智能识别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roadradio RFID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博纬智能识别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博纬智能”）,是专业从事 RFID硬件产品

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双高企业，包括超高频 RFID天线、rfid电子标签、rfid

门禁、一体机、rfid文件柜等。博纬智能以“需求引导应用，应用驱动产品”的战略思

路，把技术创新第一时间融入 RFID 产品中，以“物联、创新”为理念，以专业的团

队和项目设计经验为支持，全方位地为客户提供整体 RFID（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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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和平社区福园一路 30号富尔达工业区厂房 2栋 301-303

电话：86-755-26653596 网址：www.brrfid.com/index.html

展台号：B76

江苏南大五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University 5D Technology Co.Ltd.

江苏南大五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物联网传感与成像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物联网先进传感和高端成像技术领域拥有核心知识产权，

部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公司自主研发的物联网环境监测系统(水质监测、气体

监测、土壤监测等)和各类物联网传感器已在国内全面推广应用；同时公司是国内领

先的智慧城市应用方案提供商，拥有完整的仪器研制、应用软件和系统架构开发以

及工程施工能力。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18号国家广告产业园 4栋 13楼

电话：86-25-86750209 网址：www.tech-5d.com

展台号：B77

深圳市哈德胜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Hadesheng Precision Technology Inc.,Ltd.

哈德胜是一家专注于提供模切行业整套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成为精密圆

刀模具、自动圆刀机与智能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全球合作伙伴。

为电子、印刷包装、RFID、医疗、生活卫生用纸及新能源行业提供个性化与全方位

的专业服务。公司研发团队已超过 150人，在深圳、北京、苏州等地拥有十大生产

服务基地，产品远销 20多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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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ESHENG, a high-tech company focusing in providing a whole set of solution for die

cutting industry. We are targeting to become a world partner in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of precision rotary dies, automatic rotary die cutting machine and intelligent

automatic equipment.

We are providing tailored professional service for many industries, such as consumer

electronics, printing and packaging, RFID, medical, daily using and sanitary paper, new

energy, etc. We have more than 150 employees in ou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and 10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bases in Shenzhen, Beijing and Suzhou, etc.

Our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to over 2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霆路 154号 A栋 1层

电话：86-755-295784802

展台号：B78

深圳市稳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Winda Network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稳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稳大网络）是一家专注于设备物联应用的，集

硬件开发，软件开发和用户解决方案于一体的软件开发服务商。公司坚持以智能硬

件为基础，以软件为载体，以服务为中心，专注于为制造业及检测检测行业，提供

从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数据呈现到数据管理的整体化物联解决方案。

展品关键词：智慧工业、倍采设备物联整体解决方案、倍控云监控管理平台、数据

采集卡、环境可靠性试验设备管理及监控系统

地址：深圳市稳大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电话：86-755-89239058 网址：www.wind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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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78-1

上海壹凌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Yiling New Energy Technology Co., Ltd.

赣州壹凌科技有限公司”（聚合物电芯生产地）总部位江西赣州，其在分别在东莞及

上海特设立了分公司。壹凌是一家专业从事聚合物锂电池的研发、生产及进出口销

售的高科技企业。 壹凌的锂电池产品包括常规电池、耐高温/低温电池、弧形电池、

倍率电池、18650圆柱型锂电池等，提供产品及方案的定制化服务，合作伙伴包括

沃尔玛、京东、飞利浦、海尔及摩拜单车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ilink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a subsidiary of Yilink Group, is professionally

specialized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manufacturing of polymer

lithium battery. With the registra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CE, SGS, UKAS, ROHS, Yilink

has set sail smoothly to the worl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Yilink has viewed the

philosophy of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as a paddle, and has regarded the

ultimate goal of becoming your veritable “battery expert”

地址：江西省上犹县壹凌产业园

电话：86-769-82978391

展台号：B79

高达计算机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GoldenTech Computer Technology(Suzhou) Co.,Ltd.

高达计算机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2年，坐落在美丽的金鸡湖畔，是苏州最

早的软件开发服务商。

公司拥有高水准的专业研发团队，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开发与服务经验，积极推动云

物
联
传
媒



2019IOTE Exhibitor 下一站，深圳！The 12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
（第十二届）国际物联网展—深圳站

始自 2 0 0 9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xpo.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85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计算、物联网、AI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的应用发展。

公司以“一站式互联网+和物联网解决方案提供商”为战略目标，依托于多行业设计开

发经验，秉承“创新▪敬业▪合作▪共赢”的价值观，为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专业的服务。

地址：中国江苏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103号

电话：86-512-67630301 网址：www.golden-tech.com.cn

展台号：B80

戎天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Royalty 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戎天电子（上海）有限公司于 2009年成立，是法国 SAFT品牌在全球最大的代理商，

同时也是日本 Panasonic物联网电池，韩国 VINA超级电容和日本 TAIYO物联网电

容在中国地区的专业代理。主要产品有（1）SAFT一次性锂电池和可充电电池系列：

（2）VINA和 TAIYO超级电容系列：（3）锂离子超级电容系列：（4）精工电源

管理芯片和锂电保护芯片（5）可充电电池组（可按照客户要求定制）。

Royalty 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9. It is the largest agent of

French SAFT band batteries. It is also the professional agent of Japanese Panasonic IOT

batteries, Korean VINA supercapacitors and Japanese TAIYO IOT capacitors. The main

products are (1) SAFT disposable lithium batteries and rechargeable batteries series; (2)

VINA and TAIYO supercapacitors series; (3) Lithium ion supercapacitors series; (4)

Seiko power management chip and lithium protection chip; (5) rechargeable battery packs

(customized according to customers’ requirement). Royalty has successfully applied the

products above in various marketing segments and is always providing better power

management solutions for customers.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25号同济晶度大厦 1111室

电话：86-21-35091271 网址：www.royalty-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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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81

上海东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Eastample Technology Co.，Ltd.

东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Eastample Lnc.）是国内领先的物联网射频器件及系统解方

案提供商。提供的产品涉及各种 RFID天线、电缆、电缆组件、复用器、切换器、

RFID防雷器、环形器、天线安装支架等产品，同时也为客户的产品、设计提供咨询、

综合解决方案等相关技术服务。总部位于上海，在深圳、成都、西安、北京设有销

售联络点并在香港成立独立子公司。

Shanghai Eastample Technology Co.，Ltd. is the leading provider of IoT RF devices

and system solutions in China. The products provided include various RFID antennas,

cables, cable assemblies, multiplexers, switchers, RFID lightning arresters, circulators,

antenna mounting brackets, etc., as well as consulting,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for

customers' products and designs. Related technical services. Headquartered in Shanghai, it

has sales contact points in Shenzhen, Chengdu, Xi'an and Beijing and has established an

independent subsidiary in Hong Kong.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新丹路 359号 6栋 3层

电话：86-21-55897698 网址：www.eastamp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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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83

大连思捷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思捷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成立于 2015年，是一家致力于

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打造智慧物联行业解决方案

的高新技术企业，可提供完整的智慧水利水务、智慧农业、智慧园林、智慧工业、

冷库、供热、用电安全管理、4表抄表等 10多类解决方案，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公用

事业、工业自动化、园林、农业等领域。

地址：大连市高新园区高新街创业 e港 3号楼 515

电话：86-411-39576175

展台号：B84

湖北华威科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HUBEI HUAWEIKE INTELLIGENT CORP.,LTD.

湖北华威科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4 月，股票代码 871288。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具有软件企业、系统集成、军工保密等多项资质、多项技术专利和软件

著作权。

公司专业从事 RFID标签成套生产设备、RFID智能包装成套生产设备研发、销售，

提供倒封装、标签复合、检测写码、分切等全套标签生产设备及全套工艺解决方案。

公司还提供 RFID标签研发、生产、销售及解决方案以及标签 inlay代工服务等。

Hubei Huaweike Intelligent Technology(HIT)Co.Ltd.,was founded in April 2013,whose

stock code is 871288.The company has the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software

enterprise system integration level 3 qualification military industry level 2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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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fication,It has 29 patents and 19 software Copyrights。

Th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RFID label complete sets of production equipment、RFID

intelligent packaging complete production unitR&d and sales。With RFID electronic tag

backpacking composite detection code writing/cutting hand bang machine and other

complete sets of equipmen。In addition, the

Company can provide RFID tag r & d design and production and solutions。Library

labels, new retail labels, wine security labels and so on have been widely used。

The company can als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the overall application of new retail

business solutions。 Including providing RFID unmanned retail counter production and

sales and after-sales。

地址：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建设大道特 1号

电话：86-27-65272021 网址：www.hbhit.cn/index.html

展台号：B85

深圳市鸿陆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Hopeland Technologies CO., Ltd.

深圳市鸿陆技术有限公司是物联网领域领先的 RFID硬件及方案集成商，多年来一

直专注于 RFID领域的技术研究，拥有独立的研发中心与产品开发中心，获批多项

发明专利与国际认证。迄今，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新零售、工业 4.0、资

产管理、仓储物流、智慧交通、智能称重、生产线管理、智能电网等领域均有所建

树，并积累了丰富的产品应用以及项目管理经验。

Shenzhen Hopeland Technologies Co., Ltd, a leading RFID hardware manufacturer,

previously named as Shenzhen Clou IoT Technologies Co.,Ltd,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Clou Group.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OT&RFID

technologies, especially in UHF RFID are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Main products: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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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ed reader, RFID handheld terminals, special type RFID tags and other related smart

grid specialized devices.

Until now, our products and system service have been offered to more than 7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w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supply chain & retail shop

management, intelligent production line tracking, fixed assets management, warehousing

&logistics, intelligent traffic, intelligent weighing, smart grid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地址：中国广东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宝深路科陆大厦 A栋 17层

电话：86-755-36901024 网址：www.hopelandiot.com/

展台号：B86

福州福大信捷天线技术有限公司

福大信捷成立于 2018年 4月，专注物联网领域，致力于掌握天线设计的核心技术，

成为物联网天线领导者。公司拥有涵盖射频识别、卫星定位、卫星通信等三大天线

产品线，已参与卫星通信天线研发和国家标准制定。客户涵盖卫星定位通信、无人

机、海洋渔业、新零售、通用航空、电力、气象、军警等领域。公司已有完善的产

品研发管理体系及产品原材料管理、生产与产品出货质量控制等系列流程；公司研

发实力雄厚，已拥有和申请专利 12项。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大学城福州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4号楼 3层

电话：86-591-8370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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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88

厦门硕道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Xiamen SDIOT Technology Co,.LTD

厦门硕道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物联网行业解决方案及高品质

RFID产品设计制造服务。公司主营产品以 RFID、NFC电子标签为主，同时对柔性

抗金属标签，各类定制应用的异形标签有丰富的经验及工艺设计。公司产品主要面

向：服装 RFID tag、智慧图书、电力行业，及无人零售、智慧档案、危险品管理、

防伪识别、供应链物流仓储管理等多个行业领域。

Xiamen Shuodao IOT Technology Co., Ltd. has been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IoT industry solutions and high quality RFID product designs and manufacturing

services for many years.The main products are RFID and NFC label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rich experience and process design for flexible anti-metal tags and RFID hard tags for

all kinds of customized applications.Our company's main products : RFID clothing tag,

smart books, power industry, and unmanned retail, smart files, dangerous goods

management, anti-counterfeiting identification, supply chain logistics and warehousing

management and other industries.

地址：厦门市集美区锦亭北路 239号

电话：86-592-6093794 网址：www.shuodao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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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贝源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ackPower Tech. Co., Ltd

深圳市贝源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业界专精于手机/平板扩展背夹的研发、生产、销

售及政企移动信息化行业硬件解决方案定制商，通过智能手机/平板 + 多功能数据

采集扩展背夹来替换传统 PDA的部分市场, 以满足政企行业客户通过手机/平板来

实现移动办公需求并补足手机/平板在数据采集方面的短板，让客户真正分享到手机

/平板日新月异的性能迭代便利和更好的操控体验。目前，基于公司 10年来开创性

的研发设计，公司产品已被业界各行业所采用，同时引领着多功能背夹产品的发展。

我们将竭诚为客户提供专业产品及个性化行业定制服务。

Shenzhen Back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specialized in R & D,

production, sales and customization of hardware solutions for mobile phone / tablet

expansion back clip. Replace parts of the traditional PDAmarket with smart phone / tablet

+ multi-function data acquisition. To meet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industry

customers through mobile phones / tablets to achieve mobile office needs and make up for

the mobile phone / tablet in the data acquisition aspects of the deficiency, Allows

customers to truly share mobile / tablet performance iteration convenience and better

manipulation experience. At present, based on the pioneering R & D design of the

company in 10 years, The company products have been adopted by the industry and

lea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functional back-clamp products. We will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professional products and customized services.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固戍二路时代科创中心大厦 403〜406室

电话：86-755-23215595 网址：www.backpow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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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90

宁波柔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NINGBO FLEXO ELECTRONIC TECH CO.,LTD.

宁波柔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成立于 2017年的中英合资企业，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公司开发了基于纳米银、铜等新材料的导电功能浆料及印刷工艺技术，

集成低温光子烧结设备的卷对卷印刷制造设备，及柔性电子产品的设计、制造技术

方案。通过印刷增材制造技术，可实现在薄膜、纸张等材料上柔性功能电路系统的

制备，可为客户提供环保、优质、低成本的柔性功能电路系统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

Ningbo Flex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begins with an awardee of The Thousand

Talents Plan, who is the famous flexible printing scientist and four doctors who are from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FET is committed to R&D of flexible electronic

products. The company has developed conductive nano silver ink, conductive nano copper

ink, photonic curving equipment, roll to roll production line integrated with curving

system, RFID tag and flexible terminal products.

NFET based on the printing method is a kind of green additiv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which belongs to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dvocated worldwidely.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new method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ese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industry.

NFET operates globally with a well-balanced and diversified portfolio. Its business scope

covers integrated whole industry chain with material, equipment, craft and terminal

products.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金源路 669号宁波柔印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86-574-8803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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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MOSTYLE (HONG KONG) CORPORATION LTD.

时尚科技（香港）股份有限公司——EM中国代理

时尚科技成立于 1992年，自成立至今一直秉持着一贯的信念，坚持提供最好的产品、

专业的加值服务、信守对客户的承诺。时时关心客户的需求及市场的变化，将讯息

完整的反应给供应商，完美地扮演着客户与供应商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并视其为

成长路上永远的伙伴，追求及维护与所有员工、客户及供应商同创共荣的长久合作

关系。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天利中央广场二期 C座 1401室

电话：86-755-82805780 网址：www.mostyle.com.tw

展台号：B93

深圳市宝兰德斯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BLUELANDS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宝兰德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自有工厂及工程研发团队，是集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学习型组织公司。主要创始人及团队骨干具备多年电子产品

和硅胶制品设计研发生产经验，熟悉各种材料综合应用及精通模具结构和生产工艺

改善。目前主要产品为 RFID腕带、柔性洗衣标签、RFID商标吊牌和特种标签等产

品。

Shenzhen Bluelands Technology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RFID wristband and tag

manufacturer who specialise i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bespoke RFID wristband

and RFID related products for both person and company.A professional and experienced

物
联
传
媒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苏州站

时间：2019 年 3月 13 日-15 日

地点：苏州国际博览中心

IOTE
始自 2 0 0 9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展—苏州站
The 11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Exhibitor 参展商介绍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94

team can meet your requirements and your idea for RFID wristbands. What's important i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thoroughly tested and we have a passion and experience in the

RFID market.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下十围路深和商务大厦 403

电话：86--13809610316 网址：www.aaarfid.cn

展台号：B95

莆田市澳普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OPP IOT Technologies CO., LTD.

澳普物联是我国生产 RFID工业标签的代表企业。公司致力于物联网核心设备的研

发与销售，并为合作伙伴提供高性能、可靠性的射频识别产品而努力。

我们设计和制造高性能的超高频抗金属电子标签和柔性标签，为全球众多工业级行

业标识、追溯和连接关键业务流程中的资产和物件，实现工业智能化。

我们立足之本是“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自主生产”。公司拥有一支国内一流的研发

团队，在超高频 RFID行业内有丰富的经验积累。

OPP IOT Technologies Co., LTD is one of the trusted leaders in products, services and

solutions related to Asset Tracking, Attendance Taking, Environment monitoring, Access

control and Warehouse Management etc. Product fields covering UHF Tag, UHF Metal

tag , Industrial UHF tag etc.

Active in smart industry since 2013, OPP IOT Technologies continuously develops and

innovates passive RFI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on Specific UHF Tag. He is

recognized by leading technology, robust quality, professional service,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ve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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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莆田市西天尾镇龙山工业龙山村圳下 196号七号楼 5层

电话：86-594-2790031 网址：www.oppiot.com/

展台号：B98

无锡中世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WUXI ZHONGSHIFA IOT TECHNOLOGY CO., LTD

中世发创办于 2000年，是专注于标签、RFID标签研发、生产，物联网技术开发以

及整体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专业的工程研发中心、有国内领先的 RFID

生产技术，引进了世界领先的高速 RFID标签复合生产设备、高速的 RFID写码设备、

数码印刷、柔印和凸印等设备，可以满足各行业的工艺和应用性能要求，服务领域

涵盖医药食品、日化、电子制造、服装、零售、航空多个行业，已为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提供产品及服务。

Founded in 2000, Zhongshifa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label, RFID label

development, production, IoT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overall solutions. We

introduced the world's leading high-speed RFID tag composite production equipment,

high-speed RFID writing equipment, digital printing, flexo printing and embossing

equipment, that we can meet all kinds of production and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industries. our service sector covers pharmaceutical, food, daily products,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clothing and other industries. Now we are providing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many Fortune 500 companies.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200号中国传感网国际创新园 B221

电话：86-510-85387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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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00

迈纵（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Mountech (Shang Hai) IT Co.,Ltd

迈纵（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7月。是一家专注于 Laird天线, Ericsson

DC/DC电源模块，Johanson电容/电感元件以及周边器件代理和分销的企业。同时为

客户提供天馈系统及刀片电源的整体解决方案。公司在物联网，铁 路，国防，通信

等市场拥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和合作伙伴。公司以诚信为根本,人才为支柱, 用开放和

理解来对待外部的商业伙伴, 努力为客户提供优质和高效的增值服务。

地址：上海闵行区漕河泾浦江高科园新骏环路 588号 24幢 A203室

电话：86-21-38701739 网址：www.mountech-it.com

展台号：B101

深圳市融智兴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R&X TECHNICAL CO.,LTD

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融智兴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5年 3月，是经认定的国家级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获 得 国 家 工 业 产 品 IC 卡 生 产 许 可 证 （ 编 号 ：

XK09-008-00276）,ISO9001:2008 质量体系认证（编号：11711QU0048-07ROS）,住

建部 COS证书（CTC(IC)-2013-1028）等各类资质。是恩智浦半导体、上海复旦微电

子、华虹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等芯片商在华南地区授权指定的封装厂家。

R&X SMART CARD Co.,Ltd,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Shenzhen was founded in 200

5 March. It won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products production license of IC card (No. XK09-008-00276), ISO quality system cert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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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ion (No. 11711QU0048-07ROS)

and COS Certificate (CTC (IC) -2013-1028) and so on. We are the chip packaging manufa

cturers designated in Southern

China area authorized by NXP semiconductors, Shanghai Fudan Microelectronics, Huaho

ng IC company.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大富工业区金豪创业园 F栋二，三楼

电话：86-755-29824680 网址：www.szvipcard.com/

展台号：B102

惠州市惠德瑞锂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uizhou Huiderui Lithium Battery Technology Co., Ltd

专注于一次锂电池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锂锰电池、

超薄锂电池、锂铁电池等。产品性能优异，与松下等世界一流企业在国外市场同台

竞争。公司研发力量强大，有多名极富经验的高学历电池及设备专家，并拥有多项

专利。公司及产品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CE、UL、UN、SGS（RoHS）等认

证。产品主要应用于电、水、气和热表、安防、医疗、GPS、RFID、军事等领域。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和畅西三路 67号

电话：86-752-2652968 网址：www.huider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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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03

南京启纬智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FUSENS MICRO

公司立足于 TurboNFC技术，专注于下一代颠覆性的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卡、无线

充电以及物联网设备等新兴市场，从事新型专用集成电路产品和系统的开发与销售，

运用创新的软硬件架构和设计方法，提供可快速市场化的多项物联网产品整体解决

方案。公司现正在开发多款高性能、低功耗的芯片产品，其中 NFC能量采集动态标

签芯片，正在向客户送样。同时，基于 TurboNFC技术研发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也已

经面世。

FusensMicro's market of focus includes next-gen wearables, smartcards, and IoTs. With

the help of innovative SW/HW architecture and cutting-edge development methods,

FusensMicro provides IC products, consumer products, and solution packages to our

partners and clients. FusensMicro has establish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multiple

leading companies in the market. Currently, FusensMicro is developing high-performance

IC products based on their innovative TurboNFC technology. The TN21 series NFC

energy harvesting IC has taped out and is currently being evaluated by our clients. In the

meantime, our innovative consumer products based on TurboNFC are about to enter the

market. Several of these products are truly unique. For example, our Touch n'Lock passive

smartlock is the world's first battery-less smartlock product. Our AnyTag NFC smart tag is

the world's first flexible battery-free Eink tag.

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团结路 99号研创园孵鹰大厦 C座 418-419

电话：86-25-58741909 网址：www.fusen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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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0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nveng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9年 12月，2007年 8月在深交所

上市（股票代码：002161），是中国物联网产业的代表企业，全球领先的 RFID技

术、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远望谷聚焦铁路、图书、零售三大业务，同时大

力发展纺织洗涤、智慧旅游、烟酒管理、智能交通等 RFID物联网垂直应用领域，

提供高性能的 RFID技术、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

Founded in 1999, Invengo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he representative company

of Chinese IOT industry, is a worldwide leading provider of RFID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solutions. Invengo went public and listed on the Shenzhen Stock Exchange, China, in

2007(SSE: 002161 SZ).Invengo focuses on three chief strategy industries of railway,

library and retail. It also provides high-performance RFID products and solutions for

laundry, smart tourist, tobacco and alcohol management, smart transportation.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十道 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27、28楼

电话：86-755-26711633 网址：www.invengo.cn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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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05

深圳市大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DTO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Ltd.

深圳市大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物联网领域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目前主要致力于 RFID及智能卡行业封

装设备的研发，同时为客户提供综合的配套解决方案。大通公司坚持以人为本，以

市场为导向的根本发展原则，不断增强设备品质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专注为

客户提供高效且贴合工艺要求的自动化设备。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务实高效的原

则，为广大业界朋友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路 304号顺鑫工业园 2栋 2楼

电话：86-755-21005029

展台号：B106

DUALi Inc

DUALi 自成立以来的 17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 RFID/NFC 领域领导企业，是提供智

能卡方案的企业。

公司于 2000年成立，提供优质的 NFC硬件和方案。

公司通过不断的研究开发和客户导向服务来满足全世界客户的需求。

DUALi的方案分为支付结算、出入管理、保安及使用性高的 NFC方案。

DUALi公司的竞争力，第一是技术。第二是系统。第三是质量。第四是优秀的人力

资源。

DUALi is total smartcard solution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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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2000, we've been providing quality NFC devices to various service sector. DUALi

also designs system solution relating payment & ID/security sector. We br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System integrator, Payment service provider for convenient yet secure

solution.

In order to bring convenient yet secure U-life, all staffs of DUALi are fully committed to

supporting clients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ies & our accumulation of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We believe the efforts of DUALi, which pursues convenience in human life, will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地址：1-309 306 Sinwon-ro yeongtong-gu Suwon-si Gyeonggi-do, SUWON 16675 Korea,

Republic Of

电话：82-31-2130074 网址：www.duali.com

展台号：B107

巨心物联网实验室（深圳）有限公司

JUXIN IOT LAB (SHENZHEN) Co.,LTD

巨心物联网实验室（深圳）有限公司，物联网实验室资源服务平台，建立了一支围

绕 RFID实验室项目为中心的研发团队，用心服务于国内外多家企业、学校、研究

机构，并建立自己的实验测试室，为产品质量和项目实施提供测试环境保障，与行

业企业建立共赢关系。

服务范围：

电子标签设计、打样、测试、实验设备

电子标签应用展示、示范演示中心规划、建设

RFID物联网教学实训平台建设

RFID电子标签情景实验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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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铁岗社区桃花源科技创 新园孵化大楼 B栋 6层 609

电话：86-755-86621196 网址：www.rfidpro.cn

展台号：B109

北京朗硕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langshuo Digital Co.,Ltd

北京朗硕成立于 1997年，是一家专注于新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

朗硕为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能凭借自身核心技术，同时具备生产混合、树脂、TTO和

水洗碳带等系列高端领域条码碳带的民族企业，在行业内率先打破了进口垄断的局

面；

热转印碳带整个行业市场容量非常庞大，结合朗硕的技术优势，公司将会沿行业纵

身发展。除系列混合、树脂和水洗等高端条码碳带产品，公司也会将拥有成熟技术

的分切机和涂布机推向市场。

Started from 1997, Beijing Langshuo Digital Co., Ltd is a high science and tech

manufacturer specialized in R&D and production of new materials,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Langshuo Digital is the only one factory, which with its core technology, producing

wax-resin, resin,TTO and washable resin TTR,etc. The ribbons serves the barcode

printing, also break the technological monopoly of abroad.

The amount of TTR is jumble, with our tech advantage, langshuo will develop vertically.

Besides wax-resin, resin and washable resin barcode ribbon, langshuo enjoys its mature

technology of cutting machine and coating machine, which will be in market.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 67号院

电话：86-10-85789883 网址：www.violetimages.com

物
联
传
媒

http://www.violetimages.com


2019IOTE Exhibitor 下一站，深圳！The 12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
（第十二届）国际物联网展—深圳站

始自 2 0 0 9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xpo.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103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台号：B115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实结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是一家专注于位置服务和物联网产品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作为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双软企业，

自成立以来便致力于用质量、服务和创新提升合作伙伴的市场竞争力。公司现有产

品主要包括 GSM 模组产品线、GNSS 模组产品线、WIFI 模组产品线、蓝牙模组产

品线、NB-IOT模组产品线、4G模组产品线等系列产品，产品均已通过行业产品标

准质量体系认证。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风西三路 1号博实结产业园

电话：86-752-2616520 网址：www.bsjkj.com

展台号：B116

佛山市桥恩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桥恩通讯是一家从事天线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性企业，专注于 RFID

射频识别、无线网络覆盖天线技术解决方案。

随着射频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客户对天线指标的要求越来越高，产品品种越来

越多，同质化产品已经满足不了客户的需求。我司深刻的认识到设计创新、保证产

品质量、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重要性，我是坚持自主创新、提高研发力量、提高

员工素养，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满足客户需求。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金祥四路 1号 A车间

电话：86-757-87610086 网址：https://www.qiaoent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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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17

苏州中科沿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中科沿芯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射频通信芯片及系统模块的研发。公司提

供面向物联网领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现有产品包括符合国家标准、国家军方标准

及国际标准 EPC C1 GEN2 的 UHF RFID读写器芯片及读写器模块、433MHZ无线

收发机芯片，用于无线抄表领域的 433MHZ无线组网模块。中科沿芯期待与有识之

士合作共赢，共创未来!

地址：江苏省苏州张家港市杨舍镇国泰北路 1号 B栋 305

电话：86-512-58188150

展台号：B118

深圳市艾赛克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ISEC Technology Co., Ltd.

艾赛克主要面向《智能制造+智能建造》行业，提供系统解决方案，致力于为制造业

及建造业提供基于工业 4.0的解决方案及服务，帮助企业顺利迈进中国制造 2025。

艾赛克是中国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软件开发与服务供应商，在多年的技术开发和用户

服务中，秉承优秀企业基因，自诞生之日起就致力于“成为软件行业的领导者”的理

想。为国内外众多企业成功提供了企业管理系统、智能制造系统、服务号等在内的

各种智能化系统与产品服务。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南区深圳软件园 T2-A栋 502

电话：86-755-26630755 网址：www.szi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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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uatent IOT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华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注册于深圳。主要从事物联网行业应用平台的研发、

建设及维护，平台数据收集、分析、管理，相关产品设计及生产。以下为公司主要

展品说明：

智能回收箱监控系统、智能道路围栏监控系统、智能广告牌检测系统、智能井盖监

控系统、智慧停车系统、两轮车管理系统、烟感系统等。系统运用平台与智能软硬

件技术，支持远程监控状态，APP实时告警上报，形成报表进行系统分析，实现低

成本高效益。

ShenZhen HuaTeng WuLian technology co., LTD. is registered at ShenZhen. Company

services are contains the platform research, implement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system

application related to NB-IOT technology, which included the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management, hardwar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The following are the main exhibits as

above mentioned:

1.Intelligent rubbish recycle box monitoring system, Intelligent road fencing monitoring

system,Intelligent billboard monitoring system,Intelligent manhole cover monitoring

system,Intelligent parking system,Two-wheel vehicle control system, smoke sensor

system etc.

2.System is using the intelligent tech. to combine the hardware, software with platform

modules to support the remote monitoring condition such as APP software to report the

on-time alarms and generate the Excel sheet for system analyzes in future. The target is to

achieve the lower cost and higher profits.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洲石路深业沙河 U中心 C座 307室

电话：86-755-29495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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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20-1

菱铁（厦门）机械有限公司

Lingtie (Xiamen) Machinery Co., Ltd.

菱铁（厦门）机械有限公司 15年专注于研发、生产高精度全自动卷对卷丝网印刷机。

我司的卷对卷印刷机已被国内外 RFID行业厂家广泛应用于印刷天线的生产。可印

刷银浆，铝浆，铜浆等。印刷天线质量高，污染少，是环保的生产方式。欢迎 RFID

行业的朋友前来了解我们的设备和生产方式，助您一臂之力。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西塘路 101号之一

电话：86-592-6222505 网址：xmlingtie.cn

展台号：B120-2

杭州东识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donwit Co.,Ltd.

杭州东识科技有限公司（DONWIT东识）致力于 RFID物联网解决方案领跑者。公

司产品主要聚焦 RFID智能制造、RFID资产盘点、RFID仓库管理、RFID周转箱管

理等领域，我们持之以恒基于 RFID技术为客户提供物联网解决方案，目前客户已

经有 1000家以上，遍布全国。

自公司成立以来，坚持以“智慧引领未来”的使命，“共识、共创、共享”的公司文化

理念，为客户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地址：杭州拱墅区祥园路 38号祥园创意产业园西区 313室

电话：86--15868139083 网址：www.donw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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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21

佛山市三水启瑞天通讯有限公司

Kreet Communication Co.,Ltd

佛山市三水启瑞天通讯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 RFID天线于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专业生产定制 RFID天线，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交通，无人零售，仓

储物流，门禁管理，图书管理，珠宝管理，服装管理等项目领域！启瑞天自有专业

的研发团队及原材料加工中心，能快速解决客户的定制需求并大大缩短了样品及批

量供货的周期。智慧城市，物联天下，专业品质，卓越服务！

Kreet Communication Co.,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which is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RFID antennas.Kreet specializes in the production of custom

RFID antennas, they are widely used i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unmanned retail,

warehousing and logistics, access control management, book management, jewelry

management, clothing management and other project areas. Kreet has professional R&D

team and raw material processing center, can solve customer's customization demand

quickly and shorten the lead time of sample and mass production order greatly.Smart

Cities,Connecting All Things!Quality product and excellent service!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金祥四路 1号

电话：86-757-87573751 网址：www.kre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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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22

深圳市迈洛克实业有限公司

SHENZHEN M&LAK INDUSTRY CO.,LTD

深圳市迈洛克实业有限公司是由迈洛克集团（香港）公司全资控股，专业从事 3V

锂锰电池、扣式锂离子 LIR 电池、扣式电池座、电池焊片及 PIN脚、电池焊脚加工

的综合性电池制造企业。公司于 2000年创建，形成了以扣式电池及扣式电池周边附

件为核心的专业服务体系。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广深路 375号金山工业园

电话：86-755-27863350 网址：www.malak.cn

展台号：B123

深圳市金瑞铭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enrace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市金瑞铭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物联网

产品服务商。长期致力于 RFID技术、无线传感技术、通信技术等物联网核心产品

的研发和应用，并拥有多项物联网产品自主知识产权，已成功为国内外众多客户提

供具有竞争力的产品方案与 ODM服务。

Shenzhen Genrace technology co., LTD is an IOT (Internet of Things) product and service

provider engaging in product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With long-term commitment to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OT core products,

such as RFID technology, wireless sensor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Genrace has own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f IOT and has also

successfully provided competitive products and ODM services to numerous client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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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home and aboard.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龙发路 80号 12栋 3楼 深圳市金瑞铭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755-82789178 网址：genrace.com/

展台号：B124

上海华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HuaH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上海华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借助物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华贺已成

长为集代理，商贸，生产于一体的科技型公司，旗下有浙江华贺物联网，RFID标签

工厂，RFID设备工厂，专业的研发，销售，售后团队奠定了华贺成长的基础。华贺

公司主要代理和分销品牌有 Laird，Johanson，Alien，MTI 等，自主研发和生产的产

品有，2.4G各种天线，RFID阅读器，RFID天线馈线等。

地址：浙江嘉兴复兴路 286号嘉报广场 1幢 4楼

电话：86-21-52232593物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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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25

全感（苏州）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TOTALSENSETECH

全感(苏州)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是以归国留学人员为核心团队创建的智能安全高科技

企业，注册资本 500万元。公司依托最新智能安全核心技术，为救灾、环保监察、

特种作业监测等行业提供实时监测系统解决方案。在互联网+技术及应用迅猛发展的

当今时代，本公司开发的系统解决方案，使得极端环境下作业人员的智能化生命保

障成为可能，并将引领未来相关市场的发展。

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99号 B6-4F

电话：86-512-62823589 网址：www.totalsensetech.com

展台号：B126

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卓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提供工业物联网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

成立于 2008年，注册商标“ZLAN”，公司生产通过 ISO9001认证。产品包括：串口

服务器、物联网芯片、串口转以太网、Modbus网关、串口转Wifi、2G/3G/4G DTU、

远程 IO控制器和各类工业接口转换器。上海卓岚可以提供各类物联网定制项目，公

司在采集设备定制、物联网通讯协议设计、物联网方案选型方面有核心优势。

Shanghai Zhuol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providing industrial Internet of Things solutions. It was established in 2008 with the

registered trademark "ZLAN", and its production has passed the ISO 9001 certification.

Shanghai Zhuo Lan products include: serial server, Internet of Things chip, serial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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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ernet, Modbus gateway, serial to Wifi, 2G/3G/4G DTU, remote IO controller, optical

fiber switch and various industrial interface converters. Shanghai Zhuolan can provide

various Internet of Things customization projects. The company has core advantages in

customization of acquisition equipment, design of Internet of Things communication

protocol and selec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solutions.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园文路 28号世宏金源中心 2001

电话：86-21-64325189

展台号：B129

苏州华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HUAPIN IOT Technologies Co.,LTD

苏州华频物联是一家专业从事 RFID电子标签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和技术服务一

体的公司，公司拥有先进的 RFID自动化复合设备，数码印刷设备，个性化数据处

理设备等，公司的主营产品有：INLAY标签，柔性抗金属标签，易碎防伪标签及标

签定制化服务等，广泛应用于档案管理，资产管理，智慧零售，防伪溯源，物流运

输，智慧医疗等领域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浒杨路 36号 D栋 302

电话：86-512-62913337 网址：www.szhuapi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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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30

深圳市汇径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Huijing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市汇径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汇径科技）是一家专注于 NB-IoT智能锁产品的研发、

物联网控制平台运营，应用平台运营，以及 NB-IoT生态商业模式开发的科技公司。

拥有资深的专业人员，产品质量稳定、可靠，销售、服务系统完善，得到了海内外

客户的认可。多年来汇径科技始终坚持“品质为先，用心服务”的经营理念，为房地

产前装市场、电信运营商入库产品、长租公寓、政府项目、养老院等场所提供多种

智能锁及整体解决方案。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华源科技创新园 D座 320室

电话：86-755-29766610 网址：www.tegongo.com

展台号：B131

深圳市优友互联有限公司

UYOU Connection

深圳市优友互联有限公司是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围绕移动

通讯终端产品、数码电子消费产品、通信服务、移动互联网等领域，形成了智能终

端、移动互联网、通信服务三大业务板块。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健兴科技大厦 C座 8楼

电话：86-755-21519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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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33-1

上海阳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Yangdu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上海阳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近年来不断地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及制造工艺，研发新技术，增强技术优势，

改良产品设计，力求创造质量一流的产品。产品涵盖了工业用压力传感器，变送器、

高温熔体压力传器，变送器、熔体压力表、压力开关、压力爆破阀、智能数字仪表、

称重系统及各类传感器芯体等产品。

Shanghai Yangdu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 comprehensive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any has continuously

introduced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developed new technologies, strengthened technical advantages, improved

product design, and strived to create first-class products. The products cover industrial

pressure sensors, transducers, high temperature melt pressure transmitters, transducers,

melt pressure gauges, pressure switches, pressure explosion valves, intelligent digital

instruments, weighing systems and various sensor cores.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鹤永路 599号

电话：021-64028330 邮箱：aldrin@163.com

展台号：B136

深圳市金中楷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Kinsky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金中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RFID 电子标签材料产品供应商。拥有完整的

RFID电子标签材料生产线，掌握了标签材料从涂布、复合、分切、印刷等技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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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艺成熟稳定，供货快捷。公司以“诚信、创新、高效”的经营理念，主要产品有：

生产和印刷 RFID无基材双面转移胶带、PET基材双面转移胶带、RFID航空行李标

签、图书标签、服装吊牌标签、珠宝标签、智能电表标签、车辆挡风玻璃标签、热

敏合成纸等标签材料。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白花洞富民大道第一工业区 B15－1栋厂房三楼

电话：86-755-26586369 网址：www.kinsky.cn

展台号：B138

广东可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可得致力于生产兼容打印机色带及相关热敏打印产品，收银机的专业厂商。集研发，

生产，销售于一体，积极开发高品质产品，以让利为主，解决用户需求为核心，坚

持质量为基准，稳固产品市场为目标，与广大客户携手共创双赢。

我司的证卡打印机兼容色带秉承高质的打印性能，实惠的价格优势和专业的售后团

队深受海内外客户的青睐和肯定。证卡色带产品型号齐全，适用于市面上各品牌证

卡打印机，同时也为客户单独开发专用证卡色带。

地址：No.2043 DongMen North, Luohu District, Shenzhen,Guangdong, China

电话：86-755-23204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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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美思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ANGZHOU ONTIME I.T. CO., LTD.

杭州美思特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智能零售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产

品包括零售行业 EAS 防损方案，RFID蚀刻天线及零售应用方案，电子产品防盗展

示，电子价格签及智能促销交互系统等。RFID应用团队为服装、物流、烟草、食品

等诸多行业客户提供了：智能防伪、智能溯源、智能防窜、智能仓储、智慧门店、

智慧供应链等集成服务。同时 RFID蚀刻天线目前已拥有 10条蚀刻线和年产 100亿

张以上铝蚀刻天线生产产能。

Hangzhou Ontime I.T. Co., Ltd is a leading professional provider of smart retail solutions,

which includes EAS loss prevention solution, RFID etched antenna, RFID application, SP

digital security display, ESL electronic shelf label and iKnow smart retail interaction

system for retail industry.The RFID application team provides integrated services for

customers in clothing, logistics, tobacco, food and many other industries: intelligent

anti-counterfeiting, intelligent traceability, intelligent anti-channeling, intelligent

warehousing, smart stores, smart supply chain, etc.At the same time, RFID etching

antenna has 10 etching lines and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of more than 10 billion

aluminum etching antennas.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808号西溪壹号 27号楼 6楼

电话：86-571-86775951 网址：www.ontimesm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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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41-1

苏州寻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Seekc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

苏州寻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物联网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2014年 6月，

公司以室内外精准定位技术为核心，面向化工、医院、养老院、工程建设、办公大

楼等场景提供了广泛的物联网硬件设备及解决方案。公司成立至今，总销售设备数

达百万套，牢牢占据室内定位市场的主导地位。网络设备被腾讯、中国铁建、中国

化工集团等合作伙伴应用于国内外超过 3000个大型建筑，推动无数场景步入智慧时

代。

Suzhou Seekc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in the

field of Internet of Things. It was founded in June 2014. The company takes indoor and

outdoor high-precision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s the core, and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hardware equipment and solutions for the scenarios of chemical industry,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ffice buildings and so 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pany has sold millions of sets of equipment, firmly occupying the

leading position in the indoor positioning market. Network equipment has been used by

Tencent,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Corporation

and other partners in more than 3,000 large-scale buildings at home and abroad,

promoting countless scenes into the era of wisdom.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328号创意产业园 16-A401单元

电话：86-400-9990380 网址：www.seekc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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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台号：B141-2

深圳市速普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uprint Smart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速普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热升华技术的研发—彩色照片的打印、各

种卡的发行解决方案。目前是中国大陆地区首家掌握热升华核心技术并实现产业化

的公司。

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有:

SUP300单面彩色卡片打印机;

SUP400双面彩色卡片打印机系列；

DYP1000桌面高速发卡机系列；

MTH30多卡槽系列产品.

公司现已拥有 20多项发明、实用新型及外观专利。

Shenzhen Suprint Smart Technology Co.,Ltd, established in 2014 and focusing on R&D

of thermal printing technology, photo printing and cards issuance solutions. At present we

are the first company in China mainland who grasp the core technology of thermal

printing and fulfill the industrialization accordingly.

Here are the products with autonomous technology:

SUP300 Printer for single-sided cards

SUP400 Printer for two-sided cards

DYP1000 Desktop High-speed Card Issuer

MTH30 Series with multiple slots

We now own over 20 patents for inventions, utility models and appearance designs.

CREATED IN CHINAAND CUSTOMER RELIABLE are our pursues in the long run.

地址：中国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滨河大道 9003号湖北大厦南 11D

电话：86-755-83794326 网址：www.suprin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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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45

深圳市万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VANCH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万全智能作为专业的 RFID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13年来专注于 UHF RFID读写

器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产品广泛应用在仓储管理、人员管理、资产管理、门禁控制、

工业自动化管理、智能交通、零售、产品溯源以及运输物流等各个领域。公司已累

计获得软硬件著作权专利授权 40多项，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软件开发设计企

业，通过 IS09001:2008标准认证。产品通过 CE/FCC认证，远销全球 60多个国家与

地区。

VANCH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engaged in RFID field over 13 years. VANCH focus on

UHF RFID reader R&D and manufacturing. With rich project experience, VANCH

products are widely applied in WMS, logistics, library, assets tracking, access control,

production automation, retail and etc. Honored 40 kinds of HW/SW copyrights & patents,

certified with ISO9001 QMS/CE/FCC, VANCH sales network has covered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 535栋 502

电话：86-755-82426775 网址：www.vanch.cn

展台号：B146

富士通电子元器件（上海）有限公司

Fujitsu 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富士通电子元器件（上海）有限公司是富士通在中国的半导体业务总部，负责统筹

富士通在中国半导体的销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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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销售产品包括 Custom SoCs (ASICs), 代工服务，专用标准产品（ASSPs），铁

电随机存储器,继电器，GaN（氮化镓），MCU，电源功率器件和传感器等，广泛应

用于高性能光通信网络设备、手持移动终端、影像设备、汽车、工业控制、家电、

穿戴式设备、医疗电子、电力电表、安防等领域。

Fujitsu 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FES) was established in August 2003 as Fujitsu’

s semiconductor business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Headquartered in Shanghai, it has

branch offices in Beijing, Shenzhen and Dalian to provide sales and service support to

customers throughout China.

Main product offerings of Fujitsu Electronics (Shanghai) Co., Ltd. include Custom SoCs

(ASICs), foundry services, application specific standard products (ASSPs), Ferro-Electric

Random Access Memories (FRAMs) ,Relay, GaN (gallium nitride), MCU and Power

Device, which can be provided separately or as a complete solution, and are widely used

for high-performance optic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equipments, portable mobile

terminals, imaging equipments, automobiles, industrial control, household appliances,

wearable devices, medical electronics, power electronics and security/protec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蒙自路 757号歌斐中心 6楼 03-05室

电话：86-21-61463688 网址：fujitsu.com/cn/fes/物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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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50

温州旭弘机械有限公司

WENZHOU XUHONG MACHINERY CO.,LTD.

温州旭弘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全自动、半自动裱卡机的印后设备公司。公

司集二十多年印后加工设备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在业内成功打造了具有一定知名度

和信誉度的“启迪”品牌，专业制造裱卡机系列。其中 BK-800裱卡机和 FBK-800全

自动裱卡机属国内首创并拥有多项技术专利，创造性的引入胶印机结构，双前规、

双侧规定位，专业致力于吊牌（RFID）、酒盒、儿童拼图等高精度对裱，为客户提

供完善的裱卡解决方案。

Wenzhou Xuhong Machinery Co.,Ltd, which specialize in manufacturing post-press

equipment,Semi-automatic and Automatic Cardboard Laminating Machine, We have

process modern factory,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core

technology.This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 applied to manufacture garment hangtag

（RFID）、wine box、shoes box、food box etc.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潘岱街道瑞湾工业区

电话：86-577-65663638 网址：www.xuhongjx.com物
联
传
媒



2019IOTE Exhibitor 下一站，深圳！The 12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
（第十二届）国际物联网展—深圳站

始自 2 0 0 9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xpo.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121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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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捷通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etong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捷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于一体

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掌握无线射频（RFID）读写器的核心技术，尤以超高频（UHF）

领域技术研发见长。捷通科技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低价格、高性能的超高频读写

器产品，满足有差异的客户定制需求和提供多领域产品整体解决方案,技术团队核心

研发人员均有着 10年以上的 RFID 行业经验。

Shenzhen Jietong technology Co. Ltd is a high-tech company focus on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UHF RFID hardware. Jietong has own R&D team which the engineers has

more than 10 years of R&D experience.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est service and product to

customer, Jietong is in continuously development to offer whole solution for the project,

after-sale servi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 1055号丽河工业园 7栋 4楼

电话：86-86-400 网址：www.jt-rfid.com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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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52

四川西部芯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VinStarChip

四川西部芯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于 2018年 7月成立，拥有 30多项发明专利，并被

国标 GB/T 28925-2012引用，参与制定集装箱射频识别国家标准，技术先进性被国

际标准组织认可（ISO SC31/WG4/SG3）,现开发了基于自主专利和标准的面向物联

网应用的 RFSoC芯片。西部芯辰将凭借完整的技术服务团队，为企业打造超低功耗

物联网平台，为智慧城市、工业物联网、农业物联网等带来更优质的整体解决方案。

地址：成都市天府大道中段 1366号天府软件园 E区 E8-1，3楼西部芯辰

电话：86-28-87623609 网址：vinstarchip.com

展台号：B153

浙江帕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Zhejiang Pamo Data Technology Co.,Ltd

浙江帕摩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年 9月，是一家基于大数据解决方案的高新

技术创新型企业。公司主要从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业务。其子公司浙江也麦

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也麦数据”），与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

资成立。 公司产品有义乌商城室内导航系统，篁园服装市场共享推车，资金流综合

分析实战平台，公安反电信网络诈骗平台，大数据可视化中心等。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婺江路 217号 2号楼 1107室

电话：86-571-88051707 网址：www.pamo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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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恩福赛柔性电子有限公司

Enfucell printed electronics Ltd.

恩福赛柔性电子是一家集技术研发、解决方案提供、生产经营于一体的产品及解决

方案提供商，公司旗下各类产品是基于我司董事长张霞昌博士发明的纸电池为基础，

依据公司十数年的研发生产经验，根据不同领域的多样化需求，定制了：医疗健康、

冷链运输、防伪监控、智能包装、穿戴设备等多领域的不同解决方案，如『柔性印

刷薄膜电池 』、『 智能温度标签』、『柔性半有源柔性 UHF电子标签』、『智能

包装 』，『离子渗透应用 』等。

Enfucell is a product and solution provider which integrates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olutions providing,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The products are based on

the paper battery invented by Dr. Zhang Xiachang, chairman of Enfucell. In the past 10

years of R & D and Production, we have designed several solutions for different

requirements in sectors. Including: medical health, cold chain transportation,

anti-counterfeit monitoring, intelligent packaging, wearable equipment and many other

different solutions. These mature solutions are "Paper Battery", "Smart Temperature Tags",

" UHF flexible electronic tag", "Intelligent packaging", "Ion penetration application"

and so on.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辽河路 91号 A座 2F

电话：86-519-88850171 网址：www.ksfp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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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55

上海起典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Qidian Software Co.,Ltd.

上海起典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物联网云平台(QDCloud)和物联网设备、智慧医疗

领域（显微镜设备及图像处理）的软件解决方案，为企业提供全面、丰富的移动端

及 PC端的整体解决方案。在物联网云平台，主要解决方案有智慧能源、工业互联网、

智能电表、智能路灯等。在医疗云平台，主要解决方案有超高倍显微镜全自动临床

诊断软件、智慧病历云、智慧报告云等。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 2875号康琳创意园 1号楼 3001室

电话：86-21-50868858 网址：www.qdclouds.com

展台号：B156

深圳市新民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民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智慧住房精准场景解决方案的科技企业，致

力于打造一个行业领先、体验独特的智慧住房生态系统。以智慧门锁为载体，以物

联网通信技术为链接，实现对住房、住户身份以及住户关联账户的智能化管理。旗

下品牌为“初到”，旗下产品包括初到 APP、初到管家 APP，PC端、初到智慧门锁、

智慧门禁、智能水电表、房源智能管理系统、无人酒店智能管理系统、保障房人口

信息智能化管理系统等。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雪岗北路 302号

电话：86-755-83557165 网址：www.100ch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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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灵科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LINKYVIEW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灵科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物联网软硬件，系统解决方案的一体化研发性

企业，研发产品涵括生产底层物联网生态与系统应用生态系统；

从产品硬件开始，灵科科技研发生产了一系统物联网设备，包括基于低成本物联网

接入设备到基于视音频接入转发及多信号接入物联网服务器等一系列解决方案；产

品面向市场常见物联网接口设备接入，实现不同厂家、不同协议、不同型号等设备

接入与云中心化终端数据分析、存储与分析处理；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清祥路宝能科技园 7栋 B座 5楼 I单元

电话：86-755-83136253 网址：www.linkyview.com

展台号：B158-1

苏州丹唯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ANVESS INTELLIGENT TECHNOLOGY

苏州丹唯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由多位在物联网、互联网+等行业工作多年且项目产品

开发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于 2014年创建，致力于研发 DAN领域(大数据-bit Data、人

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和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软硬件产品与行业解决方

案。我们秉承“客户第一、长期合作 的理念，坚持以高质量的产品、踏实的服务、

创新的观念为客户提供最满意的支撑。

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湖街 32号崇文路国华大厦 B501

电话：86-512-62561835 网址：www.danv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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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58-2

南京中谷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Nanjing Zhong Gu X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京中谷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物联网领域，是专业的无线数据采集终端设计生

产 厂 商 和 行 业 解 决 方 案 提 供 商 。 公 司 核 心 产 品 有 自 主 研 发 的

NB-IoT/3G/4G/WIFI/LORA DTU系列硬件产品和具备大规模并发处理能力的物联网

设备连接管理软件平台。在核心硬件产品和软件平台基础上，中谷芯与合作伙伴共

同研发了消防、能源、环保、智慧城市等行业的物联网应用产品，形成了业界领先

的端到端一体化物联网行业解决方案。

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大道 118号 B2栋 2层东

电话：86-25-58599675 网址：www.zhongguxin.com

展台号：B159

泰芯智能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Tysin Technology(Kunshan)Co.,ltd

泰芯是一家全球性的 RFID解决方案提供商，于 2018年 12月 23日加入美国 RAIN

RFID联盟，成为正式会员，主要业务涉及生产、销售超高频金属与非金属标签、可

变数据、条形码打印、Inlay设计以及系统软件服务，为满足客户不同需求也可个性

化定制。我们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制造业、物流管理、仓储货架管理、公

务及 IT设备跟踪等领域。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使工业供应链、产品交易、资产跟踪更

加高效和安全。

Tysin is a global loT solution provider includes UHF on metal & off metal tags, variable

data & barcode printing, inlay designing, system software services, and other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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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customer’ s requirements,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automobile indust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ogistics management, storage shelf management, official

business and IT equipment tracking, etc.Tysin can make industrial supply chains,

transactions, asset tracking more efficient and secure.

地址：昆山市周市镇金茂路 888号 3号楼 2楼

电话：86--57386002

展台号：B160

广州市宝比万像科技有限公司

Baobiwanxiang Technologies Co.,Limited

宝比万像公司致力于研发和推广新一代的宝比万像智慧管理识别方案，打造集硬件、

软件、服务于一身的高品质产品，旨在为智慧城市提供全方位的信息化产品与服务、

降低信息化成本、提高效率。公司研发团队融合、创新、发展 RFID智能识别技术，

提供基于云平台、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的、具有前瞻性、实用性的、软硬

件结合的宝比万像 RFID智能医院信息系统，助力推动智慧医疗建设与发展。

Baobiwanxiang Technologies Co.,Limited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R&D,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various kinds of software products, electronic products. With

reliable product quality and a high degree of credibility, for years we have been providing

identification solutions and services for domestic and overseas customers from various

industries including large medical institutions, amusement parks and activity

organizers.With its great superiority in R&D and production, Baobiwanxiang provides

reliable identification solutions by integrating its product series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新和村第九经济合作社

电话：86-20-86780687 网址：www.baobiwan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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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61-1

合肥皖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Hefei WNK Smart Technology Co., Ltd..

合肥皖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4年，是一家专注于各种技术先进、质量可

靠的传感器、变送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的专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

为广大用户提供面向不同领域应用需求的传感器、变送器和产品技术解决方案，公

司拥有专利近 30项。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温度、压力传感器、变送器等现场测量仪表。公司产品和服务广

泛用于智慧城市物联网应用需求，如：智慧水务、智慧燃气、智慧消防。

Hefei WNK Smart Technology Co., Ltd., established in 2014, is a professional state-level

high-tech enterprise that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various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reliable quality sensors and transmitters. It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users with sensors, transmitters, and product technology solutions

for applications in different fields. The company has nearly 30 patents.

The company's main products include temperature, pressure sensors, transmitters and

other on-site measuring instruments. The company's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city Internet of Things, such as: smart water, smart gas,

smart fire fighting.

地址：中国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168号

电话：86-551-65369666 网址：www.w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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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61-2

柚子（北京）移动技术有限公司

APICloud

APICloud是中国领先的企业互联网化生态平台，通过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的混合开发

技术帮助企业快速实现移动互联网布局。在 APICloud完善的生态服务平台中，可为

企业提供业务互联网化、需求分析、产品原型、项目管理、app开发、应用运营、数

据分析等全生命周期服务。凭借创新的开发技术和商业模式，APICloud被全球最具

权威的 IT研究与顾问咨询机构 Gartner评为中国区 Cool Vendor。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 44号院文教产业园 F座 4层

电话：86-10-82088840 网址：www.apicloud.com

展台号：B162

佛山市冠乐电子有限公司

Foshan Times Antenna Co., Ltd

佛山市冠乐电子有限公司拥有 15年的天线行业经验，拥有先进的测试设备和生产设

备，专业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团队，是集通讯设备与无线通信天线产品开发、研制、

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企业。2018年，公司已经成功研发了 5G天线（698-6000MHz）、

反无人机天线，另外主营基站与小区美化天线、4G（TD-LTE）天线、电调天线、

MIMO天线，兼营WLAN 天线、WIFI天线、2G天线、3G天线、RFID天线等等

Foshan Times Antenna Co., Ltd has 14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antenna industry. We are

equipped with advanced testing equipment an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nearly 100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personnel. We are an enterprise integrating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communication antennas and equi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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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8, our company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5G (698-6000MHz) antenna and

Anti-UAV antenna. In addition, we also specialize in decorative and disguised antenna,

4G (TD-LTE) antenna, ESC antenna, MIMO antenna, and concurrently operating

WLAN/WIFI antennas, Electrical Downtilt antennas, 2G antennas, 3G antennas, RFID

antennas, UHF antennas, etc. We will also be tailor-made for a variety of antenna products

and provide solutions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customers, winning the trust of

customers and users.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朗宝西路 26号三座 512-514

电话：75782589219-757-82589219 网址：www.timesantenna.com

展台号：B164-1

深圳市众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众云世纪科技有限公司，拥有强大的自主研发团队。专注于 Android主板定

制整套解决方案，并具有完整的产品生产体系。我们基于对行业需求的深刻理解，

坚持以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为核心，在相关的产品领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方案

被广泛地应用到 AI（人工智能）、人证合一、智能会议系统、裸眼 3D、互动一体

机、安防、医疗、交通、金融等大数据智能控制领域。产品稳定畅销 9年，赢得了

市场与客户的广泛赞誉。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固戍航空路 7号索佳科技园综合楼 305

电话：86-86-075523328965 网址：www.zysj-s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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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乐实业（上海）有限公司

Goale Industrial （Shanghai）Co., Ltd

够乐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够乐科技）成立于 2014年，是一家以自主

研发高科技电子产品开发，以物联网信息平台为基础，面向重点行业提供相应的信

息化解决方案与服务的供应商。公司以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并拥

有一批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具有较强的软件，硬件，结构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自

成立以来，够乐科技一直以高新技术领域为起点，为客户提供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

IT及电子产品与解决方案。公司核心管理及技术骨干全部来自行业知名企业，在移

动射频系统，基站定位系统，工业设计，结构设计，软件设计，生产执照，测试，

品牌保障等领域有丰富的经验，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定制的解决方案。通过对

市场的调研和分析，制定符合市场发展需求的产品发展路线，力图依靠创新的设计

理念，先进的技术优势，完整的解决方案和完善的服务为客户提供合理的一站式解

决方案。

Based on IoT information platform, Goale Corporation Shanghai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4, our company is focused on independently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high-tech

electronic products. Integration of R&D,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service, we have a lot

of senior engineers with advanced software & hardware technology and strong ability in

structural design & production. Committed to provide advanced technology with

industry-leading IT,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solutions, our engineers are experienced in

mobile RF systems, base station positioning systems, industry design, structural design,

software design, production licenses, testing, brand assurance etc., we can provide

customized solutions to meet various demands. Through the market research and analysis,

we formulate the product development route. With our advantage of innovative design

concepts, advanced technology, complete solutions and perfect services, Goale is

confident in providing a reasonable one-stop solution service.

地址：中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祥科路 58号（炬创芯研发大楼）603室

电话：021-63806232-855 网址：https://www.alphagoa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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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67

深圳市卡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卡立方集团成立于 2010年，现旗下有深圳市卡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鑫卡

立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皇家金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卡动力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等十几家子公司。生产总部位于深圳市坪山区，另外设有龙岗分公司、

上海分公司、韩国分公司、宁夏分工厂。卡立方工业园占地面积达 20000平方米，

旗下产品有：智能锁、门禁机、门禁系统、RFID智能卡、RFID硅胶腕带、RFID定

制化产品。

地址：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社区龙窝工业区 3栋

电话：86-755-89300340 网址：www.kalifang.com

展台号：B168

浙江企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Qipeng Network Technology Corp., Ltd.

浙江企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总部位于杭州，在北京、上海、香

港、深圳设有分支机构，并在武汉、合肥等地设立办事处。公司创始团队拥有 10余

年的互联网创业经验，核心团队来自阿里巴巴、腾讯、中国移动等公司。企朋旗下

产品有云片、SIMBOSS、维客等，涉及云通讯、物联网卡及卡平台、电商类 CRM

服务等业务。目前，企朋已累计 8年企业服务经验，受到数十万家企业级用户的认

可。

地址：浙江省 杭州市 西湖区 蒋村街道 紫霞街 176号互联网创新创业园 1号楼 10F

电话：86--89936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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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易泰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uzhou Etag-Technology Corporation

苏州易泰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可视化智能电子标签系统的专业制造商，拥有丰富

的可视化电子标签研发、设计、安装维护经验，是国内第一批从事智能电子标签研

发、设计、制造的供应商。公司拥有一支多年从事智能电子标签研发、生产、销售

及维护团队，凭借丰富的产品开发经验，过硬的技术实力，自主研发超高速率、超

长待机、零误差、智能感知的智能电子标签系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产品附加

值给客户提供更多增值服务，改善用户体验。

Suzhou Etag-Technology Corporation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visual intelligent

tag system. It has rich experience in visual tag development,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It is the first batch of intelligent tag R & D and design in China.Help

customers to reduce costs,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improve customer competitiveness.

The company has been engaged in intelligent ta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maintenance team for many years, relying on rich product development

experience, strong technical strength,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ultra-high

speed rate, ultra-long standby, zero error, Intelligences intelligent tag system, and on this

basis continuously expand the added value of products, provide customers with more

value-added services, improve the user experience.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仁爱路 166号中国科技大学明德楼 103室

电话：86-512-6724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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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1

福建小飞科技有限公司

Fujian Jofee Technology Co., Ltd.

福建小飞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的电子价签产品及解决方案提供商，是集研发、生产、

销售为一体的产品公司。公司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创立于 2017 年 7 月，注册资金

6000万元，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具备全链条生产能力。

小飞价签广泛服务于生鲜百货、家居时尚、3C零售等领域，帮助商超轻松实现价格

管理。小飞 ESL系统可与商超系统无缝对接，使价格实时同步；同时可根据用户需

要，实现单店操作模式，满足小微商家的使用需求。

Jofee Technology is a professional electronic shelf label product and solution provider，It

is a product company that integrates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Founded in 2017 and

registered funds 60 million yuan,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Fu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with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and entire industrial chain of

independently production.

Jofee price tag widely serves fresh department stores, home fashion, 3C retail and other

fields, helping the business to easily achieve price management. Jofee ESL system can

seamlessly interface with the hypermarket system to achieve real-time price

synchro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users, the single-store

operation mode can be realized to meet the needs of small and micro merchants.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东路 70号

电话：86-591-87307111 网址：www.jofe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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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保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Blozi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Ltd

上海保资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基于物联网、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科技创新企

业。

公司成立于 2011年，立足于用智能化产品与解决方案帮助全球零售企业改善经营并

提高效率。

保资智能坚持自主研发、自主制造及授权制造相结合，定位为全球领先的智价系统

与商业防盗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研发中心位于上海总部，分别在北京和广州设立了两家销售型子公司，在昆山

设立了生产型子公司。

BLOZI Intelligence is a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mpany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unded in 2011, BLOZI is focused on helping retail enterprises improve their operating

methods and efficiency by intelligent products and solutions.

BLOZI Intelligence adheres to serve the new economy with the smart technology, insists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ersists in branding, and looks to matters of

global reach.

Research – and-Development center (R & D) is located in the company's

headquarter(Shanghai).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城北路 1818弄上海金融谷 23B栋

电话：86-21-55089978 网址：https://www.blozi.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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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7

广东唯拓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唯拓投资有限公司（vtop）是一家商用收款机及其专用外围设备的研发、制造、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百货、超市、卖场、便利连锁店、

精品店、餐厅、酒店等服务行业。公司凭借专业的人才优势和丰富的系统集成经验，

为客户提供各种完善的信息化管理解决方案，帮助客户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及利润，

实现品牌价值的不断提升。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台工业园 53号小区 2栋四楼

电话：86-752-2500345 网址：www.vtoppos.com

展台号：C9

杭州力汇电子有限公司

Hangzhou Livil Electronics Co,Ltd.

公司自 1994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商业销售终端、自助交易终端、触摸查询终端、

平板计算机、工业控制计算机等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产品广泛

应用于零售、餐饮、娱乐、工厂、医疗、银行、通讯、政府和教育行业。

公司本着“力汇一处，共创辉煌”的企业精神，与国内的众多知名软件企业结成

战略联盟，并为多个厂商提供 OEM或 ODM服务。

地址：杭州市西湖科技园西园九路 8号 E201

电话：86-571-85216868 网址：www.livil.cn

物
联
传
媒



2019IOTE Exhibitor 下一站，深圳！The 12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
（第十二届）国际物联网展—深圳站

始自 2 0 0 9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xpo.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137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台号：C16-1

广州捷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捷宝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2006年，总部位于中国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是物联网领域专业的智能终端与解决方案供应商及信息服务商。十多年来，公司专

注于手持和台式多功能智能终端的研发生产（PDA、POS），专注于为行业客户提

供专业的产品定制开发服务（ODM），具有强大的产品设计研发实力和 12年行业

应用实战经验。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骏业路 257号圣力科技园 B栋 302

电话：86-86-4008885159

展台号：C16-2

深圳市华创智能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创智能商用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是一家由零售行业资深专家与风

险投资机构共同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自主研发和生产华创自助收款机系列，

专注为零售企业创造新价值、提供智能化的自助收银产品及相关的产品解决方案。

我们针对传统零售企业人力成本上升、场地租金高企、顾客体验差以及购物排队等

痛点，融合多项研究发明专利成果及软件著作权，精心打造新型智能化自助收银系

统解决方案。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大发浦里浦街 5号博兴楼 307

电话：86-755-2891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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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19

深圳市易联达商用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易联达商用设备有限公司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热情洋溢、努力拼博的优秀团

队，有着完整的管理体系及国际供应链支撑，是一个积极探索、勇于尝试、使命必

达的创新型公司！我们从产品研发到生产制造，持续关注客户体验与市场需求，不

断的积累和创新，让易联达成为 POS收银行业的受欢迎品牌！我们从产品的外观、

应用方案、品质稳定、建置成本、售后服务等方面悉心设计，力求为客户带来更安

全、更便捷、更稳固的收银体验。

We focus on research,development and product manufacturing of touch POS.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such as finance,medical

services,sports,recreation,retail and hospitality, and won a number of customers

worldwide.

Elanda stablished modern industrial factory with advanced production line and QC

equipments, support large and urgent order.

Elanda have a very experienced products research team to develop more popular products

for our own brand, we have at least 2 new models in one year.

At the same time, is also actively undertaking a large number of ODM and OEM

productions for some large and well known companies in this industry.

Elanda has become one of the popular brand in POS MACHINE industry.

We provide stable and reliable quality, competitive quotation, patien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OEM service,We will ccontinue to have a win-win attitude with our customers to

create a brilliant future together!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镇怀德翠岗工业园五区 30栋

电话：86-755-23321933 网址：www.elanda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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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22

深圳市晶博科技有限公司

晶博科技，国内一线民族存储品牌

2011成立至今，晶博存储(Kingbomars)坚持品质为先，用心服务的理念，已经发展

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为一体的创新型高新技术企业

晶博存储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智慧银行、智慧医疗、智慧商显、智慧教育、智能

交通、智能零售、云计算、机器人、网络安全、工业控制等行业……

未来晶博存储将加大研发投入，为客户智造更稳定的存储产品。存储梦，晶博梦……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三围东华工业区 A2栋 6楼

电话：86-755-27203639 网址：www.kingbomars.com

展台号：C22

鑫唐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鑫唐信息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是一家凭借自身研发为核心，以满足和引导市场

需求为目标，为企业及个人用户提供迷你主机，主板产品的科技型公司。

公司研发部门拥有资深高级工程师数名，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宗旨，为市场提供高性

价比，稳定的主机及主板产品，主要应用于交通，商业显示，金融，教育，机器人

等人工智能控制领域。

公司产品理念：“领跑科技创新，用心做好产品”。

鑫唐坚信只有不断创新及注重品质，才可以为用户带来最佳的体验和长期稳定的合

作。将继续致力于发展自身品牌，秉承：“领跑科技创新，用心做好产品”的核心

理念，加大投入，规范管理，吸纳人才，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先进，稳定的产品。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航空路索佳科技园综合楼 3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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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27

新加坡 ABS 科技电脑有限公司

ABS COMPUTER PTE LTD

新加坡 ABS科技电脑有限公司始建于 1988年，是国际著名的收款机专业生产厂商。

从 1988年推出第一款 POS机至今，始终致力于世界先进的，高品质的 POS机的研

发与制造，先后推出了基于八大系列的六十余款 POS机，畅销全球 70多个国家及

地区，目前 ABS在全球的年销量达 8万余套，并且通过了 ISO9001、FCC、TUV、

CE、UL、CCC等多项国际质量体系的认证。

地址：江苏南京市玄武区太平北路 80号凤凰座商务楼 5F

电话：86--4000602002 网址：www.abs1988.com

展台号：C24-2

北京迪文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DWIN Technology Co., Ltd.

北京迪文科技有限公司是以提供客户高品质人机交互产品和相关系统集成服务为主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总部位于北京中关村核心区，在北京、苏州、长沙、广州、

深圳等地设有区域营销和应用支持中心，制造和服务基地位于湖南省桃源县。 深耕

国内市场的同时，迪文也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在美国、欧洲、韩国和巴西等地设有

常驻机构或本地销售渠道。

Beijing DWIN Technology Co., Ltd. is a world-leading high-tech industrial automation

enterprise which is dedicated to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UART LCM. The head office of DWIN is located in the core area of China’s “Silicon

Valley”—Zhong Guan Cun. The company has set up offices in many provinces of China

(Beijing, Suzhou, ChangSha, GuangZhou and ShenZhen etc.), established th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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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 channels and branches in Northern Europe, America, India, Turkey, Brazil and

Korea. The manufacturing center of the company is seated at DWIN Hunan Technology

Park covering 28000 ㎡. The manufacturing centers are equipped with high cleanliness

assembly lines, quality improvement centers, laboratories and aging test workshops. A

4500-square-metre Application Support Center has been built in Guangzhou for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 2 号院（北京理工大学国防科技园）5 号楼 18 层

电话：4000189008 网址：www.dwin.com

展台号：C28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ECHOM SCIENCE&TECHNOLOGY CO.,LTD.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总部坐落于风景秀丽的国家级重点高新

技术开发区广州科学城内，注册资本 4.01亿元人民币，在全国拥有安徽毅昌、江苏

毅昌、青岛恒佳、沈阳毅昌、重庆毅翔等十一个子公司，在汽车城底特律设北美分

公司，总资产 35亿元人民币。毅昌人以“让客户体验美好的科技生活”为使命，设计

产品涉及智能硬件、家电、汽车、军工等行业，服务全球近三百家客户，努力实现

中国工业设计的腾飞！

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29号

电话：86-20-32200999 网址：www.ech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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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29

深圳市甲田电子有限公司

SHENZHEN JTPOS ELECTRONICS CO., LTD

深圳市甲田电子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8年，专注于研发生产更适用于各行业信息化管

理且更具性价比的智能商业硬件。公司秉承“品质、创新、高效、服务”的企业理念，

持续不懈地在智能商业硬件寻求创新，以不断突破产品和服务为目标，以最完善的

技术支持和服务提供给世界各地客户，致力于成为全球最佳的智能商业硬件制造商，

让每一个甲田员工都以身为甲田人而骄傲、让甲田成为一家受到行业及社会尊重的

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荣路科伦特低碳产业园 B栋 4楼东边

电话：86-755-29020233 网址：www.jtpos.cn

展台号：C30

常熟毅博电器有限公司

Changshu Yibo Electric Co., Ltd..

常熟毅博电器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常熟市经济开发区。公司拥有一流的全自动生产

流水线、检测设备以及产品测试中心。年生产能力 5万台。公司拥有一支成熟的专

业队伍，从事直冷柜、风冷展示柜、药品柜、自动售货机、冷柜、制冰机、岛柜等

产品的研制开发及生产销售；有一套成熟的质量体系以及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的

营销策略，拥有各类技术人员。 

Yi Bo as a national key enterprises, at all levels of leadership, friends of concern, support,

to bigger, so fine, and stronger enterprises as the goal, highlight the brand, integrity

management, "to restore well-known old brand" strategy, integration tradition Essence,

modern technology, business philosophy, portrait dedication market. Today's Yi Bo not

only has a high-quality workforce,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of techn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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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ipment, its high taste, high reputation, high market share of freezer products are

increasingly popular with consumers at home and abroad. Enterprise scale has been

expanding, economic efficiency year after year growth, has developed into Jiangnan

largest freezer enterprises.

地址：常熟市义虞路 68号

电话：4000860729 网址：www.csyibo.com

展台号：C31

重庆首巨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首巨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年，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客户至上，

诚信立业的经营原则，专注于电子产品的生产、销售及研发并提供全套收银系统解

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触摸点餐机，超市收银机立式红外查询机，商显，排队叫号

系统等周边设备。我们一直以优质的服务、质量屹立于竞争激烈的市场。每一位到

我们公司采购产品的客户往往都会成为朋友，因为我们以城信对待每一位客户，尽

心尽力的为每一位客户排忧解难。

Chongqing Shouju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10. Since its inception, it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people-oriented, customer-oriented and honest business,

focusing on the production, sales and R&D of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providing a

complete set of cashier system solutions. The main products include touch point dining

machine, supermarket cash register vertical infrared inquiry machine, business display,

queuing and calling system and other peripheral equipment. We have been standing in the

competitive market with high quality service and quality. Every customer who comes to

our company to purchase products will often become friends, because we treat every

customer with Chengxin and try our best to solve every customer'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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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重庆市巴福镇九龙园 C区标准厂房 10栋 4层

电话：86-86-400-998-1130 网址：www.cqshouju.com

展台号：C35

深圳中商龙飞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hina Business Longfly Technology Co.,Ltd

深圳中商龙飞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经营、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科

技企业。公司专业致力于 POS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我们的主要以触摸屏收款

机、智能收银秤、自助收款机等其他收银设备为主。在云南，广西、贵州、江苏、

深圳等 31个省市建立了分公司和维修服务站，全方位一站式品牌服务体系未来，让

客户在任何地方都能轻松得到产品及服务支持。

地址：深圳市宝安创业二路 125号创锦 1号 C座 306

电话：86--88853455 网址：www.cbfo.cn

展台号：C36

深圳市思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Sixun Software Co., Ltd.

深圳市思迅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838758），总部位于深圳软件产业基地，

是第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市重点软件企业”。2017年成功进入新三板

创新层，是国内 POS行业中率先进入创新层的公司。旗下拥有“思迅”、“美食家”、

“eShop”、“天店”、“客至”等品牌，致力于零售流通业、商业自动化与餐饮娱乐行业

信息化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拥有 1400多家合作伙伴实现全国 4小时现场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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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园路 1003号深圳软件产业基地 2C栋 13楼

电话：86-755-26520701 网址：www.sixun.com.cn/

展台号：C37

深圳市觅达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ida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市觅达科技有限公司，是微信生态体系项目，定位门店客户经营专家。

觅达融合了先进的移动互联网思维，并结合十多年的经验技术积累，助力实体门店

构建自己专属的私有客户体系。

未来，零售企业卖什么将变得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有一批信任你的客户，有客户才

有价值！

私有客户体系将成为门店新的竞争力，谁先掌握并运用的好，谁就拥有了主动权和

商业先机！

Shenzhen Mida Technology Co., Ltd. is a WeChat ecosystem project, and it is a business

expert whose positioning is customers in the store.

We have integrated advanced mobile Internet thinking and combined with more than ten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technology accumulation to help physical stores build their own

private customer system.

In the future, what retail companies sell will become less importan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re is a group of customers who trust you. And customers make you

valuable.

The private customer system will become the new competitiveness of the store. Who

masters and uses it first has the initiative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一道 9号中科大厦 3楼

电话：86-8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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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38

深圳微兔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Wetool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微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收银软硬件产品开发、设计、生产、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基于移动互联网下新零售市场的变化，公司自主研发了

多款微兔智能收银机及适用于全行业的微兔WeOS收银系统，致力于通过软硬件一

体化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从前台收银到后台商品管理、报表统计、会员管理、营销

等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帮助用户高效收银的同时，打通数据多端同步，实现线上线

下业务全覆盖，全面提升店铺运营效率。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泰华梧桐岛 6B栋 2层

电话：86-755-33942030 网址：www.wetool.com

展台号：C40

苏州中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中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是国内领先的零售行业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依托业内知名实体企业，采用先进的云端技术，自主开发基于 SaaS架构的零售

软件，打造出集软硬件产品、开放平台、大数据平台、中仑学院为一体的服务生态

体系，旨在助力零售行业转型升级，为商户提供智能化运营解决方案。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 328号创意产业园 1-B502

电话：86-512-67582423 网址：www.zhonglun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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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台号：C41

北京中科锐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Open Sesame

中科锐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经验丰富且充满活力和创业激情的年轻企业，公

司聚集了高新技术专业人员，包括一流的 RFID商品识别技术、互联网、物联网、

商品零售、市场营销等相关领域行业精英。中科锐星致力于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零

售柜硬件设备和具有 20年资深 ERP软件服务经验，做智慧零售时代的平台服务商，

鼎力支持用户零门槛进入“智慧零售”时代，最终实现缩短供应链，助力零售行业

升级和消费升级，为社会创造福祉。知码开门是中科锐星主推的新一代智能售货柜

自有品牌。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柳树北路 17号富海国际港 17层 1705室 上海虹口区西江湾

路 230号 a座 802

电话：010-88580186/13661989393

邮箱：zhaohui@wemall.com.cn 网址：http://www.wechain.com.cn/

展台号：C45

深圳市易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YIJIETONG TECHNOLOGY CO.,LTD

深圳市易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是国际领先的智慧 POS系统服务

商，专注于新零售信息化智能 POS的研发、制造、服务和销售。是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国家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代码：870259），行业内唯一一家进入创新层的

企业、零售智能信息化领域高端定制化硬件解决方案领导者，致力于向全球商业合

作伙伴提供商业信息化及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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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固戍航城大道易捷通科技产业园

电话：86-755-29657495 网址：www.ejeton.cn/

展台号：C53

深圳排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Paidui Networks Technology Co.,LTD.

深圳排队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排队网）首创餐饮营销服务平台，致力于为商家

提供精准营销及餐饮管理系统，现已形成“节流+开源”的服务模式。产品包括聚食汇

•智慧云、会员营销、粉丝运营平台等。依托排队网海量的商户和粉丝资源，强大的

业务分析模型，真正实现基于受众的精准投放。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科技南七道二号豪威科技大厦 19楼

电话：86-755-88399918 网址：www.paidui.com

展台号：C65

上海悦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悦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无人零售设备开发和运营，我们拥有丰富的产

品线，无人点，智能售货柜，太空舱，贩卖机等等。其中我们的无人售货柜得到了

市场的广泛认可和应用。已经在全国 20多个城市落地运营。我们将不断开发更深更

可靠更稳定的产品，以人工智能作为方向。打造更智能更便捷更快速的消费体验场

景产品。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树屏路 588弄 52号 605室

电话：86--59950000

物
联
传
媒



2019IOTE Exhibitor 下一站，深圳！The 12th International Internet of Things Expo 2019
（第十二届）国际物联网展—深圳站

始自 2 0 0 9

企业参展报名：0755-86227155

网址：www.iotexpo.com.cn

期待与您再次相见！

149

2019（第十一届）国际物联网博览会—深圳站

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台号：C74

上海巧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巧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研发无人零售领域相关技术并运营悦逛宝盒无人

零售终端 SaaS 平台，通过提供无人零售终端设备及配套 SaaS 运营平台的方式赋能

设备运营商，为设备运营商提供智能营销服务、商品招商服务、广告招商服务、点

位拓展服务等，真正帮助设备运营商降本增效、高效管控、精细化运营，并最终实

现盈利。

目前，平台提供的终端设备包括智能货架、自动售货机、RFID 智能柜、重力感应售

货柜、视觉识别售货柜、无人店等，并综合利用了电子控制技术、RFID 技术、重力

感应技术、视觉识别技术、移动互联网开发技术、SaaS 平台架构技术、开放平台架

构技术等，实现了购物过程的便捷化、消费行为的数据化、设备管理的精细化、营

销活动的智能化，满足各类消费场景下的无人自助零售终端运营。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万荣路 1268 号市北高新云立方 A座 4楼

电话：13524699672 网址： www.yueguangbox.net

展台号：C81

深圳致明兴科技有限公司

ZMIN Technologies Co.,Ltd.

深圳致明兴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RFID/条码标签打印机制造商。致明兴(ZMIN)

品牌标签打印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提供完备的系统解决方案和优质的软硬件服务

支持。致明兴(ZMIN)RFID条码标签打印机支持打印标签同时 RFID读写、仅打印或

仅 RFID读写。它外观精巧、性能强劲，紧凑性与耐用性相结合，满足小空间占用、

高强度打印的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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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ZMIN Technologies Co., Ltd. (ZMIN) was founded in 2011 which is

specialized in R&D and manufacture of RFID/barcode label printer .We are keep on

developing and creating the products with emphasis on quality and ease of use, also to

maximize the customer to provide the most complete hardware and software support

services.

ZMIN has a innovative R&D team with our ow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team strives on building firm foundation for the company development.

We are pleased to be your trustworthy partner.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创业二路 139号宝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园 C座 405

电话：86-755-23213336 网址：www.zmin.com.cn

展台号：C82

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enzhen MinDe Electronics Technology Ltd.

深圳市民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 2004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条码识读设备的

设计、研发、生产和品牌营销的科技公司。2017年 5月 19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简称“民德电子”，股票代码：300656。

民德电子已建立较完善的条码识读设备产品线，包括：微型扫描引擎、嵌入式/固定

式扫描器、手持条码扫描器、影像扫描平台、数据采集器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制造、

零售、邮政、物流、医疗卫生等领域。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智西路 5号 25栋 1段 5楼

电话：86-755-86141288 网址：www.minde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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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 年 7月 30 日-8 月 1日

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展台号：C99

厦门开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XIAMEN KAICO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厦门开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精于热敏打印机的研发和制造，给客户提供完整打印

解决方案的集研发、生产、销售 POS打印机、票据打印机、打印单元、控制板及 POS

周边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打印应用软件、多平台驱动程序、嵌入式应用、

结构设计以及工程、测试、品质管理等的各个技术领域都有多年的技术积累。产品

广泛应用于金融、税控、消防、医疗、仪器仪表、商场、汽车车载、等行业。

Xiamen Kai Co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specializes in the R & D and

manufacture of thermosensitive printers. It provides customers with complete printing

solutions for R & D,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OS printers, Bill printers, printing units,

control boards and POS peripherals. The company has many years of technology

accumulation in various technical fields such as printing applications, multi platform

drivers, embedded applications, structural design, and engineering, testing, quality

management and so on.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finance, tax control, fire fighting,

medical treatment, instruments and meters, shopping malls, automotive vehicles, and

other industries.

地址：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洪塘头村美人山中路 288号 2号楼五楼

电话：86-592-5210293 网址：www.cay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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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108

深圳中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IMC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中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双软认证企业。成立于 2008

年，隶属于中集集团，是装备物联网行业龙头企业。

中集智能在智能零售装备领域具有丰富的设计、研发、生产和服务经验，曾打造出“缤

果盒子”无人便利店，2号店等多款国内知名品牌产品，获得业界认可。

中集智能可为客户提供产品包括：无人便利店，智能售卖冷柜、智能售卖格子柜、

先进的云端运营管理平台、产品运维服务等综合解决方案。

Shenzhen CIMC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 CIMC

iTECH”),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national dual-soft certification enterprise. CIMC

iTECH was founded in 2008 and affiliated to CIMC Group, a leading enterprise in the

intelligent Internet of Things equipment industry.

CIMC iTECH has fruitful experiences of R&D, manufacture and service in smart retailer

industry. Its products, “Bingo Box unmanned CVS”and “NO.2 Store” , have been

well-known and recognized in domestic market.

CIMC iTECH dedicates to providing best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our customer,

including unmanned convenience stores, intelligent vending refrigerator, intelligent

vending grid-cabinet, customized products, operating services, and financial services, etc.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高新南七道深圳软件园 T3栋 B座 218室

电话：86-755-2162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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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德沃雄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雄氏是一家专业从事商业触摸收款机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专业化技术服务为

一体的高科技企业。创始人凭借着多年来对收款机的生产销售经验以及对客户需求

的充分了解，研发了新一代触摸收款机系列-----艾客视品牌系列产品。此系列收款机

以简洁明快的一体化设计，焕然一新的时尚外观，一经推出市场，便受到了广大用

户的喜爱。所有产品拥有外观专利,从设计研发至批量生产，均拥有自主生产线，具

有强劲、持续的开发和创新能力。

XS is a one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that is professionally engaged in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ervices of

commercial touch cash register.With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cash register production

and sales and full understanding of customer needs, the founder has developed a new

generation of touch cash register series- AIX brand products. As soon as the launch of the

market,this series of cash machines have been popular with the majority of users with

concise and bright integrated design, a new fashion appearance.All products have

appearance patent.All have independent production line and strong,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ability from desig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batch

production.

地址：昆山开发区章基路 135号 4号厂房 3楼

电话：86-512-5772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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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124

青岛方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Ftrend software technology CO.,LTD.

方象软件 16年来致力于零售流通业信息化技术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拥有强大的技

术和客户服务体系，坚持不断创新，引领行业发展。方象始终坚持以客户中心，为

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技术服务和支持，与客户一起同成长、共发展。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科苑纬三路 19号 建工电商科技产业园 7层

电话：86-532-80974666 网址：www.ftrend.cn/

展台号：C125

上海曌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ADELANTE CO.,LTD

上海曌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防盗报警设备及配件研发生产的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拥有完善的产品线，产品款式多样新颖，适用于超市、百货商场、服装店、

数码店、化妆品店、图书馆等各类场所。资深安全顾问可根据客户的要求提供标准

化、个性化的安全保护解决方案。

Adelante is a corporation specialized in innovating intelligent electronic security products

and solutions.

Thinking, designing, solving,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we are always doing.

We concentrate on designing avantgarde design, durable and time-saving products.

Adelante has built a strong R&D department, which applied more than 20 patented

products. We not only design for our own brand, but also customize for a great number of

famous garments, fashion bags, staple brands, etc.

The core technology and primary products can be divided into: multi-alarm tag, RF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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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深圳会展中心

electronic shelf label (ESL), display security, etc.

Adelante keeps on innovating goods in a pioneering spirit.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号 302部位 368室

电话：400-892-1883 网址：www.adelanteworld.com

展台号：C126

广州优库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8年是一家专注于条码识别解决方案的创新型科技企业。核心团队由中科

院上海物理所博士、科磊半导体归国博士带队，研发团队汇聚了众多机器视觉图像

处理博士、硕士。研发团队包含了算法、嵌入、硬件、光学、上位机应用软件开发

的完整团队，人数达 43人。产品线包括：工业条码扫描模组定制开发、商用条码扫

描引擎与模组、商用引擎模组定制开发、商用成品条码扫描枪与扫描平台。

地址：广州市黄埔开发区长荣路 4号

电话：86-20-82065617 网址：www.chinayoko.com物
联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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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5

上海商米科技有限公司

SUNMI TECH

商米科技是一家专注于智能商业领域 开发各类智能商用硬件设备的科技公司 也

是第一家在智能商用领域获得小米科技连续两轮融资的企业

Sunmi is a technology company that is focused on the field of intelligence business and

provideing a full range of intelligent hardware solutions based on Android's operating

system for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淞沪路 388号 7号楼 605

电话：86-21-61079307 网址：http://www.sunmi.com

展台号：C17

长沙微领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微领地网络致力于发展成为一家互联网多元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核

心价值，以跨界领域的新零售、新电商、新技术和大数据，形成战略整合，打造智

慧商业服务生态。微领地网络以“精致、细致、品质、极致”为经营理念，业务范

围涵盖餐饮、酒店、零售、美业、文娱等多个支柱产业，现已完成在全国三十多个

省市的战略布局，并在多区域设立分公司及办事处，截止到 2017年微领地网络已服

务千万个人用户、数十万商家用户。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麓谷企业广场 E5-2栋

电话：86-755-28282497 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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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20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英特尔借助云计算的力量、物联网的全方位普及、最前沿的存储和编程解决方案，

以及永不间断的 5G连接承诺，颠覆着各个行业，帮助解决全球性的各种挑战。我们

在政策制定、保持多样性和包容性、教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引领行业，据此为股

东、客户及社会创造价值。

地址：2070 Shen Nan Road,shenzhen,China

电话：86-755-25830868 网址：

展台号：C39

南京商维宝科技有限公司

SWEIB

南京商维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数字化资产管理的高科技公司，是国家双

软认证企业，致力于新零售的创新与发展，通过自主研发的服务+交易的供应链协同

云平台，为零售商、供应商和服务商提供降本增效的增值服务。为零售商提供固定

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资产的精准可信寻源、交易全过程管理、专业售后服

务管理、盘点、闲置资产处理（二手货）等服务，满足并引领客户的需求，是国内

领先的资产管理专家。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 5号创新科技大楼 B座 823室

电话：86-25-66031400 网址：http://www.swei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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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C52

北京店小伙科技有限公司

店小伙是一家零售科技服务企业，商超行业领先的互联网营销及管理解决方案提供

商。公司成立于 2016年，总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始团队成员均来自

清华大学，在北京、青岛设有研发中心。目前，在 300多个城市拥有业务合作伙伴，

为商超企业打造新零售门店保驾护航。目前旗下拥有七大产品：营销通、无人店与

自助收银、老板助手、供应链系统、慧店、云店、快店。帮助客户在新零售时代提

高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科技园创业大厦 410房间

电话：86-400-6192588

展台号：C68

深圳市智百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智百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部位于深圳市华强北商圈，是一家“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和“深圳双软件认证企业”的公司。长期专注于零售、

餐饮业 POS-ERP、SaaS、移动互联网、O2O技术平台等领域的开发和运营服务商。

并为客户提供从管理咨询、移动支付、设备采购、系统集成到技术服务的全方位解

决方案。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南光大厦北门四层智百威科技

电话：86-755-82807558 网址：http://www.bw884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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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台号：B17-1

福州东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Fuzhou East of Technology Co.,Ltd.

福州东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位于福建高新技术创业园，公司于 2015年 7月加入 LoRa

联盟，是中国大陆第三家加入 LoRaAlliance的企业。

东日信息是 LoRa低功耗广域物联网领域的领先企业，致力于为物联网行业提供完善

全面的无线通讯解决方案。广泛应用的无线物联网方案有：LoRa无线时分多址方案；

LoRa无线报警方案；LoRa无线主动上传方案；LoRa mesh自组网方案；LoRa无线

地锁方案；蓝牙锁方案；FSK电力故指指示器方案；LoRaWAN方案等。

公司由毕业于中科大少年班的肖先生领衔研发团队，已获发明专利 1个、实用新型

专利 6个、软件著作权 18个。在审发明专利 5个。东日“LoRa时分多址自适应星

型组网无线抄表系统”获评“福建企业创新优秀成果”。

地址：福州市工业路 611号福建高新技术创业园 1号楼 4层东 3

电话：0591-87323661 网址：www.fetek.com.cn

展台号：B17-2

沈阳耀福施封锁有限公司

Shenyang Shining Fortune Container Seal Co., Ltd.

我公司生产的 RFID电子封锁产品，可广泛用于港口、石油、供电、供水等行业。

是一种加装了非接触式的可识别 RFID芯片的封签，电子标签与所标示物体等信息

在数据库中进行绑定，通过手持机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得相关数据,从而达到识别标示

物的目的，具有可追溯性、高安全性及防伪性；涵盖了物联网的各个领域。公司现

有二十多种型号产品，也可根据用户的需求制作所需要的样式进行封装，以满足用

户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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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factory E-series are RFID products. RFID technology is widely applied in our lives

today. Applicable to all kinds of container door, electric meter, water

meter,bank ,supermarket, transport company etc.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technology delivery us many benefits. So we develop some products that they base on

machinery seals and RFID technology. RFID security seals has machinery seal physical

performance and electron protect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t provides more

security performance and improves more efficiency for us. Each type RFID product ha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 They can be applied respective area.

We will be happy to supply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you may need and we can also do all

kinds of mould or a credible solution for clients o meet the special requirements of the

user.

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南二十六路 8号

电话：86- 24-89254116 网址 http://www.sfseal.net/

展台号：C116

深圳博时特科技有限公司

Bozz Technology（ShenZhen）Co.,Ltd.

深圳博时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是一家快速成长的高新技术科技企业，产

品包括：智能触控安卓一体机、触控 POS机、人脸识别访客机、Windows智能终端、

安卓工控一体机、工控触摸显示器等等。广泛应用于多媒体广告传媒、智慧餐饮、

零售、家居、智能门禁、交通运输、金融、电力、旅游、酒店、智能制造等各行各

业，产品销售遍布亚欧美三十余个国家及地区；与国内多家知名企业展开深度合作，

提供专业的智能硬件定制服务。长期为海内外知名品牌提供专业 OEM/ODM/EMS

服务的经验。

公司拥有百余名工程师的强大研发团队，具有极强的软件、硬件、外观结构定制开

发能力。2018年，团队贡献了多项创新型发明专利，在安卓触摸一体机的基础上集

成了双屏异显异触、内置打印机、条码/二维码扫描、人脸识别、二维码收款、二代

身份证读取、指纹采集、电磁原笔迹签名、高拍仪、收发卡器、点钞机等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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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成熟，均大批量出货，可满足智能设备的软硬件定制需求。

公司占地面积 21500平方米，自有高速贴片机、注塑机、模具车间及无尘自动生产

线，PCBA板卡的年产能为 230万片， 整机的年产能为 200万台。目前公司已经通

过质量保证体系 ISO9001和环境认证体系 ISO14001认证，公司产品已通过CE，FCC，

CCC， U/L，EUP，Rohs，Reach及国内 3C等认证。

期待与海内外供应商、客户展开长期合作。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油松路 103-2号中陆科技大厦

电话：86-755-29307923 网址：www.bozztek.com

C114 中国通信网

C114（（www.c114.com.cn））自 1999年创立以来，为通信行业、ICT、AI、金融等

行业累计超过 300家公司和品牌提供长期稳定的优质服务，品牌影响力及用户美誉

度始终位居行业前列，集 App、网站（PC、手机）、微信微博、小视频等多种新媒

体产品于一身，同时在今日头条、百度、腾讯、新浪、搜狐等多家合作渠道都能看

到 C114输出的优质原创内容。拥有海量原创专业资讯和读者的同时，C114始终以

“推动智能 连接世界”为己任，为客户提供精准有效的新媒体整合营销服务。

Web：www.c114.com.cn

Tel：021-54451141

Add：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 418号 1104/1105室

亿邦动力

亿邦动力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电商知识平台，立足电商，覆盖了 2000余万国内

外电商经理人，在零售、大宗、农业、跨境、大健康、汽车、电商服务、国际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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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重点电商领域与方向上建立了广泛的影响力。

亿邦动力向全行业提供包括电商媒体、电商会展、电商服务对接、线上线下电商培

训、电商数据交易等在内的全产业链知识服务。

目前，亿邦动力拥有在各个细分领域里有重要影响力的网站、App产品和业务，包

括：亿邦动力网、亿邦商学院、思路网、DT电商网、亿邦营销、亿邦会展、亿邦动

力研究院等。

Web：www.ebrun.com

中国品牌服装网

中国品牌服装网：品牌服装网是集合服装品牌招商、加盟，汇聚国内外知名服装品

牌名录、世界顶级奢侈品牌大全,全球品牌服装资讯报道的大型品牌服装行业平台。

Web：www.china-ef.com

中国品牌童装网

中国品牌童装网：品牌童装网是专为儿童服饰、鞋帽、用品等孕婴童品牌提供形象

宣传、招商加盟、国内外童装品牌名录、展会信息、资讯报道等专业服务的平台。

Web：www.61ef.cn

中国智能制造网

中国智能制造网成立于 2006年，是中国工业 4.0时代智能制造领域的“互联网＋”

服务平台，荣获中国行业电子商务网站 100强、中国行业网站百强等荣誉。网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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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先后经历中国工控展览网、工控网（百站）、工控中国、中国智能制造网三次演

变。网站主要为智能控制、机器人、物联网、智能装备、3D打印等制造业相关企业

提供信息发布、网站建设、网站推广、网上贸易工作，尤其是网络、展会的全方位

推广等服务。

Web：www.gkzhan.com

Tel：0571-89719789

E-mail: IM2025@qq.com

Add：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391号西湖国际科技大厦 D座中区 301室 P.c：310012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

《智能建筑与智慧城市》（原名《智能建筑与城市信息》）创刊于 1994年，由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主管、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主办、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工程智能设计分会

和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协办的综合性专业技术刊物，是国内第一本智能建筑行业期

刊。内容主要涵盖智能建筑的相关专业，对专业技术进行介绍与交流，展开分析与

探讨，为相关部委、省市领导、信息化管理部门及广大设计院、系统集成商、建筑

工程公司、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产品生产厂商等相关单位提供各类参考

资料。

Web：www.ibzxchina.com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社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社是由国家质检总局主管，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和中国自

动识别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出版机构，负责《条码与信息系统》与《中国自动识别

技术》两份期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 2006年创刊，注重自动识别行业新技术（条码、射频识

别、生物特征识别等）、新设备、新方案的宣传，关注自动识别技术发展，推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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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识别技术应用，是行业内权威性专业杂志。

《条码与信息系统》杂志 1993年创刊，立足于为全球统一标识系统（GS1系统）成

员服务，重点宣传报道物品编码、商品条码、二维条码、产品电子代码（EPC）、

物联网和 RFID技术，把编码技术在各行业中的应用作为宣传的主要内容。目前，

每期发行量超过 20万册，深受各界读者的喜爱。

Web：www.aidchina.com.cn

Tel：010-84295667

Add：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号皇城国际大厦 B座 3-6层 | 邮编：100011

安防世界网

安防世界网（www.gdafxh.org.cn）是广东省公安厅宣贯法律法规的重要“助手”平

台。同时，网站作为协会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承担着宣传协会动态、行业资讯的

重担，关注的人群包括重点技防建设管理部门、省安防协会上千家会员单位决策者，

并凭借全国省际友好协会平台，使受众范围扩大到全国各省市科信、安防协会及其

当地安防企业。

Web：www.gdafxh.org.cn

Tel：马志豪 18818390365

Add：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软件园软件路 11号 D栋四楼

推酷

推酷是旨于打造一站式 IT知识整合分享社区，目前推出的产品主要有：1)最为专业

的个性科技阅读社区，其通过对信息的自动聚合、挖掘和推荐，打造无小编的智能

推荐引擎，并针对个性订阅打造更为高效的阅读方式。2) 国内最为丰富和便捷的 IT

类活动聚合分享平台，旨在为广大 IT人提供最简便的发现周边好活动的途径，并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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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活动举办方推广活动以找到潜在的活动参与者。

Web：www.tuicool.com

E-mail：biz@tuicool.com

21ic 电子网

21ic电子网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电子专业站点，从 2000年 3月开始运行以来，每天向

广大电子设计工程师和经销商提供最新的电子技术，新产品和行业新闻，运用新兴

的网络技术，使中国的电子工程师们站在技术的最前沿，为工程师们提供全面的设

计、技术、产品、市场信息和解决方案，是工程师们学习和交流的平台，电子设计

和产品选型的得力助手。

21ic is the leading website for engineering managers and designers in China’s electronics

industry. It delivers the most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to China’

s EE professionals, decision-makers and it focuses on producing high-quality independent

content. With the largest information database as well as tremendous daily traffic

generated by qualified audience, 21IC is known as the No.1 choice for IC vendors.

Web：www.21ic.com

中国智能化网

中国智能化网（www.zgznh.com）是工业智能化、智能制造领域资深门户平台，创建

于 2002年，是我国工业智能化领域专业、权威的网站之一。辐射智能工业、智能电

子、智能机械、智能交通、智能建筑、智能电网、物联网、新能源、市政建设等几

十个行业和领域。

中国智能化网重点围绕智能工控、智能仪器仪表、智能建筑、智能机器人四大行业

及智能机械、智能通讯、智能电子等周边行业，并借助《工控智能化》、《仪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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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智能化》DM杂志强强联手、网刊互动，为客户带来更多的增值服务。

Web：www.zgznh.com

Tel：0755-83089925

Add：深圳市龙岗区布澜路 31号李朗软件园 A2栋 808

中国制造网

中国制造网（Made-in-China.com）是国内领先的综合型第三方 B2B电子商务服务平

台，专注服务于全球外贸领域，在帮助中小企业应用互联网开展国际营销、产品推

广方面拥有超过 20年的成功经验，已成为海外买家采购中国制造产品和中国中小企

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渠道。

(中国制造网是国内领先的综合型第三方 B2B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是海外买家采购中

国制造产品和中国中小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重要渠道。)

Introduction

Made-in-China.com (http://made-in-china.com) was developed in 1998 by Focus

Technology Co., Ltd.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leading marketplaces for global trade. As

one of the leading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 portals connecting global buyers with

China suppliers, we have been devoted to facilitating two-way trade with China via our

multi-language website. Millions of quality China suppliers and their products are listed

online for global buyers to visit frequently.

(Made-in-China.com is one of the leading B2B (Business to Business) portals connecting

global buyers with China suppliers, )

Web：made-in-china.com

Tel： +86-25-6667 7777

Add： 江苏省南京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星火路软件大厦 A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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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象网

CCTIME飞象网由中国通信行业资深专家项立刚先生发起，有中国信息通信行业数

十位媒体精英加盟，定位于中国信息通信领域第一门户网站，致力于推动中国信息

通信产业的发展。北京飞象互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以创新、专业、

高效、服务为经营理念；专注于互联网服务——以资源整合、先进的市场营销方案，

以充分发挥人才潜能为核心，走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发展道路； 致力于创造更

加和谐经营模式——不断突破超越传统的经营合作模式，通过运用个性化的经营管

理思路，形成自身特色的运营和发展。

Web：www.cctime.com

E-mail：djj@cctime.com

镁客网

镁客网是一家以原创内容、高端活动与全产业渠道为核心的垂直类硬科技产业媒体。

我们关注新兴创新的硬科技领域，提供有价值的报道和服务，连接硬科技创业者和

各种渠道资源，助力硬科技产业化。

Web：www.im2maker.com

Tel：025-58819385

Add：南京市建邺区国家广告产业园君泰国际 C栋 14层

中国时尚品牌网

中国时尚品牌网系中国大陆首家全方位系统介绍、展示国内外知名时尚品牌的专业

网站，栏目包括名品世界、时尚品牌、品牌黄页、时尚报道、时尚名店、商贸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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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启示、权威调查、流行地带；品牌内容涉及男装、女装、休闲、运动、内衣、

恤衫、婴童用品、毛衫/羽绒、鞋类、皮具、皮草、家居用品等。

Web：www.chinasspp.com

触摸屏与 OLED 网

触摸屏与 OLED 网 ( 51Touch.Com ) 是中国首家以触控面板和 OLED行业为基础的

大型资讯、供求商机和论坛网站平台。自 2003年 9月创立起，触摸屏与 OLED网一

直致力于提供触摸屏与 OLED行业资讯与商务服务，深受触摸屏与 OLED行业用户、

业内企业和公司的首肯，其品牌影响力和用户满意度均位居业内第一。触摸屏与

OLED网凭借强大的信息资讯频道，产品展示频道，供求商机频道，触摸屏与 OLED

论坛频道，触摸屏与OLED微信公众号成为业界公认的全球最大的触控面板与OLED

行业门户网站。

Web：www.51Touch.Com

猎云网

猎云网是一家全新的科技创业服务平台，坚守用心服务创业者的理念，专注创业创

新，产业趋势报道，关注新产品、新公司、新模式，以原创独家报道、分析，以及

美国硅谷的一手报道闻名业界。公司先后获得阿里巴巴，盛大等巨额融资，是国内

领先一线创投服务机构。

猎云总部设在北京，倡导创新的同时坚持“接地气”的运营理念，把服务向外延伸，

目前已陆续上海、杭州、成都、深圳、西安、厦门、武汉、广州等地设立了分站，

迄今已成业界同行效仿的标杆。

除了媒体服务之外，猎云网还成立了猎云资本、联合办公、技术孵化、整合营销等

等，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截止目前，报道、累计服务过超过 5万家初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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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中超过 2000家公司获得融资，被业内人士公认为初创公司寻求报道首选平台。

Web：www.lieyunwang.com

智家网

智家网(www.znjj.tv)始建于 2012年 2月，是中国智能家居领域权威的 B2B行业网站

和网络媒体，也是智能家居行业最大的销售渠道信息服务商。智家网为超过 100家

智能家居企业、品牌厂商提供渠道招商、品牌宣传、广告、项目对接等服务，成为

国内智能家居市场的风向标和厂商推广产品、渠道拓展、品牌传播的主要渠道。

Web：http://www.znjj.tv/

Tel：400-888-6371

Add：郑州市高新区中原广告产业园 3号楼 11层

《传感器与微系统》

《传感器与微系统》系创刊于 1982年《传感器技术》的新更名，是国内外公开发行

的科技期刊，月刊。本刊系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

数据库来源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全国优秀科技期刊；工信部精品期刊；

是中国元件协会敏感元器件与传感器分会会刊。报道国内外各类传感器及微系统的

最新科研成果及其技术，包括各类敏感材料、敏感元件与传感器、微系统及其应用

仪表、装置、系统等，并刊登相应产品的广告。

Web：www.china-tmt.net

Tel：0451-82510965

Add：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 2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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