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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autron Suzhou Co.,Ltd

苏州工业园区东景工业坊 35号
电 话：0512-6265 7532
电 邮：judy.yang@norautron.com
网 址：www.norautron.com

企业特点
Norautron Suzhou is a Norwegian company in China. Focus on high mix, low to 
medium volume, medical and industrial products. 
Delivering customized extended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 and high 
level box build with cabinet assembly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1. Horten, Norway
2. Suzhou, China
3. San jose, USA
4. Vänersborg, Sweden
5. Zduńska Wola, Poland

产线设备
SMT facilities:
• Siemens/ASM Siplace lines with 3D SAKI AOI
• ERSA wave soldering and selective wave soldering machines
• JUKI AI machine
PTH facilities:
PCBA Cleaning Facility:
• Cleaning line with DI water or solvent Coating facility:
• Conformal Coating lines with Asymtek and PVA machines
• 3D GE X-ray machine
• Dust free room
• Cabinet assembly
• Conveyor Assembly lines
Others:
• Potting, Hot-bar, Press-fit, Cabling & wiring and burn-in test

覆盖行业
Marine, Offshore, New Energy, General Industry, Defense & Aerospace

Kitron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Ningbo) Co., Ltd

浙江宁波镇海区北欧工业园东辉路 189号
电 邮：James.yu@kitron.com
网 址：www.kitron.com

企业特点
Kitron is a leading 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s company in Scandinavia, 
delivering improved flexibility, cost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power throughout 
the value chain.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Norway, Lithuania, Sweden, Germany, China,USA and Poland

覆盖行业
Defence Avionics (eg: Defence Avionics, Defence Communication; COMROD, 

THALES)
ENERGY (eg: Protection and Control Systems for HV Transmission, High Voltage 
Rectifier Control units; ABB, TRITECH)
TELECOMS (eg: Access Telecoms, Detect and Positioning systems; Infinera, 
Cellmax)
INDUSTRY (eg: Vehicle Control Systems, Electronic Control Units (ECU); ABB, 
VOLVO)
MEDICAL DEVICES (eg: Ultrasound and Cardiology System, Respiratory Ventilators; 
GE Healthcare, MAQUET)
OFFSHORE/MARINE(eg: Subsea control systems, Seismic sensors and equipment; 
ABB, HERNIS, FMC)

FALCON INDUSTRIAL LIMITED

Flat A1 & A3, 11/F., Block A,Kailey Industrial Centre 12 Fung Yip Street Chai Wan 
Hong Kong
电 话： ++852 2885 0721
电 邮：info@falcon-ind.com
网 址： www.falcon-ind.com

企业特点
Our primary advantage is the ability to provide an efficient and high quality 
service by making full use of the experience accumulated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our self-developed system. We can combine a variety of services matched 
to the customer’ s request, short lead-time plus low costs, respond quickly and 
appropriately, and can provide solid support to our customers’ businesses based 
on our own expertise.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Japan, Dongguan, Hongkong

覆盖行业
We offer extensive experience and know-how in custom-built consumer 
products as well as professional applications. This includes, for example, the 
high volt power supply, power modules, wireless charging units, complicated 
pcba, e-payment pos, digital price tag & etc.

Trio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香港红磡民裕街 51 号凯旋工商中心 2期 5楼 J室
电 话：00 0852 2765 8787

企业特点
Trio Engineering is a full EMS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s) provider 
with particular expertise in manufacturing power electronics (using our 
own in-house magnetics), control electronics assemblies and full turnkey 
solutions.We have over 36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industry and a large and 
loyal customer base in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Asia/Pacific.Our pursuit of 
excellence is manifested in our distinguished T-MICS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and our continuous efforts to achieve the respectable industry 4.0 
accreditation.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Hong Kong–Headquarters 
Panyu, Guangzhou–Manufacturing plant

Dublin, Ireland
Aschheim-Dornach, Germany

产线设备
SMT Lines
Production Equipment 
Wound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Custom Cabinet Build

覆盖行业
Custom Power Supplies and Converters (Linear regulated Power Supplies, Switch 
Mode Power Supplies, Mains AC/AC and AC/DC Converters, High Voltage Power 
Supplies, EMI Filters)
Industrial Battery Chargers (Wide range of battery chargers)
EV charger (Wall mounted, Portable, Rugged Portable)
Self Service and Vending Systems (Retail & Vending, ESS Employee Self Service, 
Education, Travel Security, Health Care, EV Charging Management)
Custom
Products & PCB Assemblies (Security devices, Access control systems, Control 
panels, Pumps & Water Treatment, Circuit protection devices, Microscopes and 
Cameras, Lighting control)
Renewable Energy (Filters, Inverters)
Wound Components (Mains linear transformers: EI & Toroidal Laminated, High 
frequency switch mode transformers & chokes, Ferrite & metal powder cores, 
Encapsulated transformers mains & switch mode, Surface mount transformers 
with tape and reel packaging, Chokes, inductors and filters)

东莞市弘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塘厦镇沙新路 111号楚东科技园 A栋 3楼
电 话：0769-3900 0699 to 801/803
电 邮：HXB@dgptechs.com
网 址：http://www.dgptechs.com/

企业特点
东莞市弘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精密电子制造的高科技企
业 ,其前身是成立于 2000年 7月的淦汇源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最大生产能力
SMT生产线 8条，DIP插件生产线 6条，后焊线 6条，测试线 4条，
总装生产线 1条
SMT贴片生产能力为 1000万 CHIP/天（0402和 0201组件贴装能力为
800万 CHIP/天），DIP插件生产能力为 120万个件 /天

产线设备
Fully Automatic Screen Printer, SPI（在线锡膏检测仪），SMT Machine
（贴片机），SMT Machine VCTA-V850, SMT 8Line ( 贴片 8 条线），reflow 

soldering, reflow soldering, automatic plug-in machines, Solder Paste 
Inspection, 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 System, Automatic Optical Inspection 
System, X-RAY, BGA re-work, automatic wave soldering system, dampproof box, 
Auto Soldering Robot

覆盖行业
消费类电子、WiFi 无线通讯模块、蓝牙通讯模 块，4G/5G通讯模块汽
车电子（车载 DVD、GPS、行车记录仪）、安防监控产品、计算机主板、
液晶电视（LCD 、 TV）、数字电视机顶盒（DVB）、 网络电视机顶盒等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专业承接 SMT贴片、DIP插件、测试和整

机生产（OEM）等来料加工业务 
客户如：Cultraview、惠普、华为、VTECH、联想、Canon、华硕等

产品案例
Complex Mother Board Solutions
Consumer & Industry Electronics

东莞緑成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清溪福龙路 25号
电 话：769-8203-8678
电 邮：kim@midoriya-dg.com
网 址：www.midoriya-dg.com

企业特点
我司不仅仅是部品贴装，从设计开始到产品组装为止均可对应。总
公司（绿屋电气）是以日系电子部品为中心，与众多供应商签订特
约店·代理店合约。

最大生产能力
7条 SMT生产线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

产线设备
自动上板机，全自动印刷机，印制锡膏检测设备，贴片机
（2连），回流炉，2D
图像检查机

覆盖行业
OA产品：复印机（MFP）、HDD
车载：汽车导航、汽车音响、后视镜
情报通讯设备：电子笔、媒体转换器、卫星接收器
消费类：BT耳机、音响相关机器、LED台灯、美容设备、热水器、移
动电池
娱乐金融：赌博机呼叫灯、ATM、纸币识别机、硬币交换机
产业相关：LED照明、自动门、电磁泵、CO2感应器（冰箱）、电源模块、
水表（智能水表）

广州永运欣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大石镇官坑工业园三栋二楼
电 话：020-3489 1541

企业特点
永运欣电子 1998年创立于广州，于 2009年 5月 1日搬迁于番禺立足
于大石，辐射珠三角地区。

最大生产能力
9条标准生产线（分别是插件、SMT、后焊、装配）

产线设备
日本富士高速贴片机 CP643、CP642各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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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贴片机四台
AOI光学检测仪、全新 ICT测试仪、上八下八之十六温区无铅 /有铅
回流焊、无铅 /有铅波峰焊、超声波清洗机等
自动及半自动丝印机高速运转全自动贴片拉四条

覆盖行业
加工过的产品有液晶显示器、VCD/DVD驱动板、车载 VCD/DVD解码、
充电器、音响、电脑主板、显示卡、U盘等

广上科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开发区保盈南路 19号
网 址：www.3cems.com

企业特点
以成本效益及客制化服务为核心竞争力，以提供独特的服务迎合少
量多样的需求，以绝对准时的交付实现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

最大生产能力
广上事业部 –广州
SMT 产线 : 15条 SMT 
产能 : 1.35 kkk/月 
组装线体 : 8条 
组装产能 : 240k/月 
插件线体 : 11条 
插件产能 : 1080k/月

最高加工精度
锡膏印刷 • SMT (BGA, uBGA, PoP and 01005,008004) • BGA/CSP/CBGA/CCGA/PGA
（可做到 140微米的间距）• COB, PoP, Multichip, Chip on FPC • Flip Chip（倒装
芯片的芯片尺寸在 0.5~50mm）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广州、马来西亚、台湾

产线设备
贴片机 /自劢贴片机 • 高速机 • 泛用机 • 固晶机 /焊线机 • 底部填充点
胶机 • 回焊炉 • 锡膏机 • 分割机 • 点胶机 • 超声波熔接 /压合机 
 PCB 外观检测机 • 锡膏厚度测试机 • 3D SPI/AOI/ICT/X-ray • FAI 首件样品检
验机 • 飞针测试 • 边界扫描

覆盖行业
智能城市
医疗电子（美容仪器商品、心音侦测器、血糖仪、健康腰带；客户如
PCH、SLENDERTONE）
消费电子（智能家居产品、无人机、主板、电竞计算机、触控面板、
智能穿戴；客户如 Finisar、IIVI、光迅科技；客户如 GIGABYTE、华硕、
贝格斯）
光通信（网络处理器、路由器、光纤连接器、网盘 /数据中心设备、
光纤网络、嵌入性产品）
工控（智能楼宇控制装置、海事舰桥系统、测试仪器、物联网无线
控制不传感器、无线支付设备、ATM 安防控制设备、精密马达模块；
客户如 KONGSBERG、Goodman、Honeywell）
高科技
汽车（车载网通 /电子控制系统、ADAS（车载自劢侦测系统）、电

劢汽车充电桩、汽车仪表、汽车娱乐系统、电池管理系统；客户如
Mobileye、吉利、传祺）
电竞

产品案例
智能楼宇控制装置 • 海事舰桥系统 • 测试仪器 • 物联网无线控制不传
感器 • 无线支付设备 • ATM 安防控制设备 • 精密马达模块

湖北兆元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流芳园南路 18号
电 话：138 8611 5579
电 邮：xuyong@gtems.com.cn

企业特点
湖北兆元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中国光谷，公司主
要业务方向为配合华中地区客户电子装配加工需求，同时面向国内
外客户提供电子产品加工服务（贴片、插装、手工焊、测试、三防
喷涂、整机装配、老化等），服务方式有来料加工和代料加工等模式。

最大生产能力
SMT电装线 10条、THT插件波峰焊接 2条、三防喷涂线 2条、成品装
配线 4条

最高加工精度
01005器件贴装

产线设备
全自动锡膏印刷机 MPM Momentum BTB125，捷智在线锡膏检测仪 (SPI)，
松下多功能贴片机型号：AM100，松下多功能贴片机，ERSA回流焊
HOTFLOW 3/20，3D X-RAY DAGE XD-7600，金相显微镜 Nikon LV150N，二次
元影像测量仪 YF-2010T，三防喷涂
Coating machine, 在线测试设备（开，短路）ICT test (solder open & short 
check)

华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楠梓加工出口区 811中三街 9号
电 话：07-3613131*35288 
电 邮：Ken_Tseng@ose.com.tw
网 址：www.ose.com.tw

企业特点
华泰电子在专业电子代工制造服务业 EMS中，已是名列全球前 50
的电子代工制造服务 EMS大厂，对 High-Mix Manufacturing有独到的
技术经验及全球性的好口碑。提供客户完整的一站式服务 (Turn-key 
solution)，从晶圆测试、基板 /导线架设计、封装设计、封装制造、
成品测试以及终端系统组装 (EMS) 等。

最大生产能力
39条线

最高加工精度
大型基板组装 610*610mm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半导体据点：美国、中国台湾高雄总部
EMS据点：美国、中国台湾、中国苏州

覆盖行业
提供客户完整的一站式服务 (Turn-key solution)，从晶圆测试、基板 /导
线架设计、封装设计、封装制造、成品测试以及终端系统组装 (EMS) 等。

产品案例
Class 3军规类产品，石油 /天然气探勘设备 /卫星；ISO 13485医疗仪
器产品；IATF 16949 车用电子

惠州光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响水河开发区永达路 5号
电 话：0752-510 8688
电 邮：yangjian@dbg.com.cn
网 址：www.dbg.com.cn

企业特点
光弘科技成立于 1995年，是一家专业提供制程技术研发、工艺设计、
采购管理、生产控制、仓储物流等完整的电子制造服务 (EMS) 企业，
在华南地区（惠州、深圳）、华东地区（嘉兴）、印度建有生产基地，
为国内外知名的品牌厂商及运营商提供专业电子产品的定制化制造
服务，产品发货遍布全球。同时，公司全面推动实施精益生产、六
西格玛精英培训，持续推进质量文化建设、质量预防控制和改进活动，
不断创新与突破，向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最大生产能力
SMT：120亿点 /月  整机组装：1000万台 /月

最高加工精度
组件英制 01005  尺寸为长 0.4MM*0.2MM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1工厂：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开发区永达路 5号 
2研发中心 &工厂：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东区永
平二路 13号 3楼
3工厂：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华严路 699号 
4海外工厂：Plot No.2, Sector-8, Bawal industrial Area, Bawal, Rewari (Haryana) 
123501

产线设备
FUJI NXT 线体、SIEMENS线体

覆盖行业
涉及消费电子、网络通讯、汽车电子、物联网、医疗电子、安防监控、
工业控制等行业。

产品案例
积累了二十五年电子产品的丰富制造经验，产品类型主要有智能手
机 (5G)、平板电脑 (5G)、笔记本电脑、无线接入局域网 (Wi-Fi6)、车
载 OBD、车载 T-BOX、车载智能后视镜、行车记录仪、通信模块 (5G)、
智能 POS机、人脸识别监控摄像机等等

江门市科能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经济开发区华电科技工业园
电 话：133 1676 3317
电 邮：hr@xhhuadian.com
网 址：www.xhhuadian.com

企业特点
配套有国际先进的电子产品制造设备和检测设备，主要为三星、松
下贴片生产线。公司拥有一流的防静电洁净空调车间，厂房面积
5000m2。公司通过了 IATF16949: 2016; ISO9001: 2015; ISO14001: 2015; VDA6.3: 2016
质量管理体系

最大生产能力
SMT 线 5条（Line5升级中），SMT产能 700万件 /天，PTH &Touch up线
5条

最高加工精度
高速贴片中精度达：±50µm@µ+3σ/Chip, ±30µm@µ+3σ/QFP；宽广的
组件适应范围：Chip最小 0201; 01005 升级中，QFP/BGA/SOP芯片最大
55mmX55mm, Connector 长度可达 75mm，芯片最小间距 0.3mm, BGA最小
球径 Φ0.3mm
全自动锡膏丝印机：印刷精度±0.025mm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广东省江门市

产线设备
高速、高精度贴片机，全自动锡膏丝印机，无铅热风回流焊，全
自动卧式 AI插件机，全自动无铅双波峰焊，BGA返修工作站，3D X-Ray 
(SEC 5100) 检测仪，在线锡膏检查 SPI/ 离线锡膏厚度检测仪，AOI 
自动光学在线 /离线检查机，ICT 在线测试（工装 &设备华电自己
制作）

覆盖行业
客户如：中车、江淮大众、华霆、赛纳、汉格威、浙江三花、地尔汉
宇、科裕、ABB、海信等

江苏新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康元路 111号
电 话：0512-6578 0888
电 邮：yaoxg@simand.com.cn
网 址：http://www.simand.com.cn/

企业特点
先进的设备 Advanced Equipment: 公司专业从事创新产品设计，新品 试
样和验证，PCB板布局，可制造 性设计，系统组装测试及智能制造 
和尖端技术研发。是全球智慧控制 集成方案提供商。
精湛的工艺 Exquisite Process: 无铅制程 免清洗双面 SMT和选择性波峰
焊 超细间距 0.3mm组件组装 24层板 PCB 组装工艺 0.3mm间距 BGA 组
装技术 高密度压接
制造系统 Manufacturing System: 流水线和蜂窝 BTO（订单生产）CTO（配
置生产）多品种小批量 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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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行业
智能家居：洗衣机控制器、空调控制器、净化器控制器等
网络通讯 /工业控制：无线控制板、LCD液晶控制板、通讯基站板等
汽车电子 /轨道交通 /新能源：车载音响系统、电子导航系统、车载
通讯系统、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轨道机车控制板等
客户如：三星、海思、科勒、BMW、奥迪、福特、YAMAHA、夏普等
金融设备 航天航空

江西智微亚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工业园安顺路 2号
电 话：0792-778 5888
电 邮：sales@zcom.com.cn
网 址：http://www.zcom.com.tw

企业特点
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江西省名牌企业，智微亚拥有员工数百
余名，其中研发技术人员占比超过 30%，拥有多项发明、实用新型 
等国家专利技术。凭借集团耕耘通信行业近三十年的深厚积累，智
微亚始终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专注于无线宽带应用产品的研发、
生产制造以及现网产品的运行维护，提供国际领先的企业与智能城
市无线网络产品与系统解决方案。

最大生产能力
SMT日产能（20HR计算）：4000K 点（3条线） 
DIP日产能：5000pcs AP（2条线）

最高加工精度
1005

产线设备
（Panasonic NPM-D3 松下双轨高速贴片机） 
（Panasonic NPM-TT 松下双轨泛用贴片机） 
高速机（JUKI FX-1R & JUKI FX-3R）
二浪涌发生器，交变盐雾箱，RoHS检测仪，IQView, IQNxN MIMO测试仪，
快速温循箱，RoHS检测仪，浪涌发生器，交变盐雾箱，VeriWave 性能
测试仪，IQView IQNxN MIMO测试仪，矢量网络分析仪，SmartBits 压力
测试仪

覆盖行业
通讯产品：室内中小企业级 AP、室外 AP & VAC、户外无线基地台、
LTE-Fi
模块：11ac Wave2 PCI-Express、11n/ac dual concurrent、USB模块、SDIO/SIP、
SMB AP PCBA
消费性电子产品：数字相机、无线数位电话、电缆线数据机、无线网
络中继器
客户如：中国移动、华为、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兴、at&t等

产品案例
模块 11ac Wave2 PCI-Express 11n/ac dual concurrent USB模块 SDIO/SIP SMB 
AP PCBA 
消费性电子产品 
数字相机 无线数位电话 电缆线数据机 无线网络中继器 
通讯产品：室内中小企级 AP，室外 AP&VAC

捷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长安镇连心北路 7号
电 话：0769-8535 8646

企业特点
是一家从事 SMT贴片、bonding、DIP插件和 OEM代工代料及成品组装
的专业工厂

最大生产能力
SMT生产线：8条，日产能 1600万点 /天
绑定生产线：12条，日产能：400万条 /天，可根据客户订单量配线
及增产
DIP+测试线：2条，可根据客户订单量配线及增产

产线设备
Koh Young SPI, Koh Young KY-8030 FOV, NXT III, NXT M6 II, Koh Young KY-8030, 
JUTZE-MD200, 8372cph/chip, JUTZEMI3000, COB-E101

覆盖行业
客户如：三星、惠普、小米、TCL、华硕等

三河市梧集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河北省三河市燕郊经济开发区迎宾北路 730号
电 话：0316-599 7119
电 邮：mktg@wujismt.com
网 址：WWW.wujismt.com

企业特点
公司核心管理团队均在电子产品代工行业具有十几年的管理经验及
技术沉淀。
公司管理架构完善，尤其是工程技术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经验丰富、
配置齐全，与同行业相比优势明显。
公司通过推行管理干部激励考核和一线员工计件工资，使公司各级
人员的综合工资处在北京及周边同行前列，干部和员工队伍稳定性
高，平均人员流失率控制在 4%左右。
产品的各年度出厂合格率均达到 99.6%以上。

最大生产能力
SMT贴装：针对老机型能实现当天领料，夜班 SMT贴片，第二天组装，
第三天交付。
波峰焊接：日均可完成 150000件插件，可完成 30000只电力载波模块
的插件生产。
六条进口全新高速 SMT生产线，十余条整机组装测试生产线，两波
峰焊接生产线。

最高加工精度
SMT车间 0201贴片组件、0.3MM的 BGA贴装

产线设备
SMT贴片机 YAMAHA-YS24, SMT贴片机 YAMAHA-YSM20, SMT贴片机 YAMAHA-
YS12F, SMT贴片机 YAMAHA-YS12，全自动视觉印刷机 G5，松下 NPMD3
贴片机，松下 NPMD2贴片机，回流焊炉 Vitronics Soltec XPM 820，回
流焊炉 Vitronics Soltec XPM II，回流焊炉 Vitronics Soltec MRII，全自动

光学检测仪，BGA工作站，全自动 PCB分板机，旋转脉冲焊接机，
L20M*W400mm*H750mm平面输送组装线，无铅波峰焊焊接机，有铅波
峰焊焊接机，光纤激光打码机。
超便携数字存储示波器

覆盖行业
高频类产品（4G基站、雷达天线等）、汽车电子类（ECU、汽车行驶
记录仪、OBU、GPRS）、医疗电子（血糖仪、血氧仪、呼吸机、麻醉机等）、
工控类产品（工业计算机、数控机床控制）、网络通讯类（网络交换机、
智能手机、汉王电子书等）、信息安全类（二代身份读卡器加密模块、
二代身份证读卡器、银行 U盾、POS机）等
客户如：京东方、汉能控股、大唐电信、京汉集团、清华紫光、GKG、
汉王、中国华大等

上海巨传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市闵行区春申路 2328弄 2号
电 话：021-5482 2721
电 邮：sales@smtworks.com.cn
网 址：www.smtworks.com.cn

企业特点
巨传电子是一家为客户提供专业 PCB制造、物料采购、PCBA一站式
快速生产等优质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上海，苏州

产线设备
G5全自动锡膏印刷机，SINIC-TEK 
3D-SPI检测设备，SE300，日立高速贴片机，YAMAHA YSi-V 3D-AOI检测设备，
GEX-Ray检测设备，Rehm回流焊，JTR-1000N氮气回流焊，SMART-450波
峰焊，日东波峰焊，ZSW选择性波峰焊，三防漆涂覆产线，美国 VJ 
Summit 1800，铣刀式 PCB分板机 RM-285

覆盖行业
通信网络、汽车电子、消费电子、科研、医疗、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客户如 Intel、惠普、BYD、中兴、华东师范大学、Honeywell、YAGEO等

深圳诚达伟业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艺工业园四区 4号
电 话：137 1429 3854
电 邮：492235689@qq.com

企业特点
深圳诚达伟业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承接电子产品 SMT贴片、DIP插件
后焊组装加工生产服务商；智能化电子产品、物联网产品硬件方案配
套方案商。公司研发设计团队实力熊厚，多名大专学历 10年以上工
作经验硬件工程师，嵌入式软硬件工程师，系统软件工程师。

最大生产能力
日加工产能 200万点，日产能 20万件

最高加工精度
最小贴装 0201元器件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

产线设备
SMT设备，全自动印刷机

覆盖行业
智能家居、物联网项目开发、智能电子产品 PCBA、智能锁方案 PCBA、
指纹锁方案 PCBA，并承接电子产品 OEM、ODM订单

深圳市安科讯电子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市盐田区北山道北山工业区 4栋、5栋、数字能源大厦
电 话：0755-2527 3686
电 邮：zouyiting@szaction.com
网 址：www.szaction.com

企业特点
深圳市安科讯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是安科讯全资子公
司。是集研发、销售、生产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以来
先后取得了国际认证组织 ISO9001, ISO14001, OHSAS18001, IATF16949等多项
国际先进管理体系认证，公司主要给华为、索尼、汇川、英威腾、
蓝海华腾、雷赛等客户做全流程的电子产品加工服务，是华为能源
的核心主力优选供应商。

最大生产能力
有 SMT自働化生产线 40多条，DIP生产线 20多条，组装线体 20多条，
涂覆线体 20多条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苏州

覆盖行业
网络能源（运营商基站电源，客户如华为）、工业自动化（客户如英
威腾、雷赛）汽车电子（新能源汽车控制器）、企业网、物联网、医
疗电子

深圳市海能达通信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宝龙高新园区宝龙四路 3号
海能达科技园
电 话：+86 7558 9788 999
电 邮：ems@hytera.com
网 址：www.hitg.com.cn

企业特点
全球分布――建立了覆盖全球的营销和服务网络，在全球 设有 100 
多 个分支机构，与 全球 4000 多家经销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产品遍布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智慧工厂――5条以上 打样专线、与西门子共同打造工业 4.0 智能 工
厂、器件级追溯能力、定制化的解决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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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响应――7x24小时快速响应；持续技术革新，提供极致服务；物
料齐套，量产是最快 16h 交付
整套测试解决方案、可靠性实验室和失效分析实验室
夹具开发――公司拥有机械加工中心，可自主进行夹具的设计与制
造，帮助客户降低成本，提升品质，提升效率。

最大生产能力
32条 SMT生产线、7条波峰焊、3条选择焊、10条三防涂覆

最高加工精度
PCB尺寸 (50mm×50mm, 610mm×508mm) ；元器件尺寸 (008004、03015、
01005、0.4mm Pitch BGA、0.185mm Pitch Flip chip)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东莞，南京，哈尔滨，鹤壁，西班牙，德国 巴特明德，英国 剑桥，
加拿大 多伦多

覆盖行业
通信（光通信、通信设备、5G 通信；客户如汽车电子（车身控制系统、
电池控制系统、无人驾驶技术、车联网、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服
务机器人；客户如服务器、人工智能

深圳市恒昌盛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桂湾片区卓越前海壹号大厦 B座 808室
电 话：+86-755-8693 836
电 邮：sales@szeternity.com
网 址：www.szeternity.com

企业特点
恒达科技控股 (1725.HK) 旗下深圳市恒昌盛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3
年，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制造基地位于中国 深圳市坪山区莹展工
业园，同时在北美、欧洲、香港设有 办事处。大批量（HMHV）生产
模式和多品种少批量（HMLV）生产模式。

最大生产能力
12条SMT生产线，2条波峰焊线，2条选择性波峰焊线，10条整机组装线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北美、欧洲、香港、深圳、惠州

覆盖行业
通信设备：物联网模块、智能语音控制板、基站系统板；客户如有方、
中兴
金融设备：自助柜员机控制板、POS支付终端、OBU车载电子标签；
客户如怡化、天喻信息
新能源：风机变流器控制板、光伏微型逆变器、智能路灯控制器；客
户如金风科技、GE
工业控制：IGBT驱动板、压力校验仪控制器、DTU物联网设备；客户
如 TOSHIBA、OTIS、BAKER HUGES
汽车电子：胎压检测仪、BMS电池管理系统板、电机控制 /驱动板，
客户如 BYD、HONDA、金龙汽车
医疗电子：超声诊断仪控制板
消费家电：扫地机器人控制板、直饮水机控制板、自动喷香机控制板，
客户如

深圳市隽美泰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头工业区裕民路 4号
电 话：（86) 134 2380 5071 (0755) 2686 7827
电 邮：yuki@window-group.com
网 址：http://www.window-group.com

企业特点
专业于柔性电路板及软硬结合板（1—10层）的设计与生产（制造及
SMT）

最大生产能力
现有产能 15,000M2/Month 可扩充到 20,000M2/Month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西安、香港、日本

产线设备
2.5次元测量仪，4端子测试机，金镍膜厚测试仪，金相显微镜，LCR
测试仪，微电阻测试仪，盐雾测试机，ROHS测试仪，自动垂直连续
电镀铜线 (VCP)

覆盖行业
汽车电子 ：车载蓝牙车载媒体装置、动力电池信号采集、车用 LED
灯模块、ETC智能收费系统
笔电：键盘 LED 背光模块、摄像模块、天线
无线通信：基站高频模组、柔性天线、雷达信号模组
智能手机：电池保护线路、摄像模块、LED 背光模块、指纹识别、触屏、
天线
消费电子：平板计算机、智能家居、电子书、RFID

产品案例
LCM模块，Camera模块 I/O模块，Fingerprint模块，SIM模块，RF模块，
BTB模块，IC模块，传感器 模块，电源模块，工业模块，镂空 FPC，
超韧性 FPC，软 /硬板结合，天线，LED模块

深圳市曼联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愉盛工业区第 8栋 2楼
电 话：0755-2641 3552
电 邮：mengwen.sun@manunited-pcba.com.cn
网 址：Http://www.ml-smt.com

企业特点
深圳市曼联电子有限公司于 1999年成立，公司以 SMT贴片、PCBA来
料加工为起点，经过二十多年的沉淀与发展，公司形成能提供软件、
硬件、云一体化服务的新型智能硬件制造企业，为全球数百家高新
技术企业提供一站式 EMS电子制造服务。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市

产线设备
永信上板机 BL-250W-ST  —8台
德森自动丝印机 DSP-1008  —8台

SPI检测设备   —2台
日本 SONY高速贴片机 SI-F130WK  —16台
日本 SONY多功能贴片机 SI-F209  —4台
美国 HELLER9温区回流焊  —4台
在线 AOI检测设备   —2台
美国 PACEB BGA维修站  —1台
日本 SONY AOI测试仪 SI-V100  —4
日本 X-Ray检测仪   —1台
永兴工业焗炉   —3台
自动双波峰焊插件线  —2条
自动皮带式后焊生产线  —3条
成型、组装线   —2条
自动皮带式清洗包装生产线  —2条
超晋达全自动超声波清洗机  —3台
电脑测试维修设备   —1批

覆盖行业
ICT（信息与通讯技术）、新能源、工业自动华、汽车电子、物联网

深圳市铭华航电工艺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光明新区怡景工业园 B7栋
电 话：400 181 2881
电 邮：850437158@qq.com
网 址：WWW.XMPCBA.COM（中文） WWW.K-PCBA.COM（英文）

企业特点
铭华航电是一家专业为电子行业创新型研发公司提供云端 “智”研服
务的工业互联网云平台（简称“小铭云平台”），提供包括研发方案、
研发数据库资源、设计咨询、研发成果转化（物流、工艺、制造、质量、
运营）、标准输出（工艺、流程）及智能化服务（管理团队、制程管控、
会员客户团队的教练、生产设施的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深度改造）
等综合性平台服务，助力注册客户提升产品品质和研发成果转化效益。

最大生产能力
30条产线

最高加工精度
最小英制 01005~最大 45*45mm，最精密的焊球间距 0.30mm 的 BGA，引
脚间距最小 0.30mm的 QFP， 引脚间距最小 0.50mm的 QFN。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

产线设备
松下、雅马哈 SMT贴片线，德国 ERSA选择性波峰焊，锡膏检测 3D 
SPI、AOI、 X-ray、BGA返修台等设备

覆盖行业
汽车电子（客户如海马、华宝）、医疗电子（三星医疗、天际）、新能源（客
户如拓日新能源、拓科新能源）、智能家居（联智通达、华屹物联）、
网络通讯（客户如星网锐捷、缤歌网络）、通讯（客户如三火通信、、
工控（客户如科陆、欧科蓝）、安防（大华、汉邦高科）

深圳市深博电路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松岗燕罗街道北部工业园 C4栋三楼
电 话：0755 2372 7602
电 邮：sales@chinaquickpcb.com
网 址：www.chinaquickpcb.com

企业特点
1. 一站式服务介绍：PCB制造、SMT贴片、元器件供应
2. 紧急项目 6*24对应，一对一服务理念，在库阻容物料丰富，样品
阻容料数量 1-100PCS免费提供；

3. 有专业的 PM项目团队全流程跟进，充当客户的驻厂代表，
4. 高品质快件：最快 6小时交付，常规交付 48H交付，3天交付率高
达 95%+

最大生产能力
两家 PCB制造工厂，一家 SMT贴片组装工厂，8条 SMT生产线规划

最高加工精度
可最小贴装 03015、01005、0201、0.25MMBGA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研发制造总部

产线设备
自动上板机 , 全自动锡膏印刷机，SPI-全自动 3D锡膏检测仪，FUJI NXT 
M3 +M6, FUJI AIMEX多功能机，十 /十二温区无铅回流炉 ,全自动 AOI检测 ,
全自动收板机，3D全自动
X-RAY检测

覆盖行业
工业工控：CVTE、永联科技、富凌电气、SIEMENS、大族激光、DELPHI
物联网：TCL、EPSON、Seeed
汽车电子：飞歌、小鹏、上汽、海马
消费类：三星、万利达、大疆、PHILIPS
医疗器械：迈瑞、中科拜尔、开立
半导体：NXP、Intel、XILINX
通信类：华为、OPPO、中兴、
其他：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航天、北京信息大学

深圳市天地通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宝田一路桃花源科技创新园
第二分园 A栋二楼
电 话：0086 0755 2331 2402
电 邮：Cathy@tdt-ele.com
网 址：www.tdt-ele.com

企业特点
深圳市天地通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年，是一家专注 PCBA方案设
计和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本公司致力于通讯、汽车、医疗器械、工控、
消费类等行业的高精密、高难度电子产品的 PCBA生产制造。

最大生产能力
FUJI NXT-III: 8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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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K ≧ 1.33，
每小时 6万点

最高加工精度
能贴最小封装：01005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总部，在沙井，惠州，珠海设有分厂

产线设备
高速 高精密 贴片机

覆盖行业
通讯、汽车、医疗器械、工控、消费类；客户如国家电网、华为、江
淮、信利、measurement、BMW等

深圳市兴科讯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石龙社区工业二路 6号亿源达工业园三楼
电 话：0755 8148 6688
电 邮：wxp@cycos.cn
网 址：www.cycos.cn

企业特点
1. 公司拥有 ISO9001：2000的质量体系证书、IATF 16949:2016体系认证
2. 工厂配套成熟的 MES系统

最大生产能力
6条 SMT产线，1条插件线，2条组装线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

产线设备
MPM、GKG、德森、振华兴、思泰克、FUJI、劲拓、日东、深圳爱思普、
台湾振昇 、广东艾斯瑞

覆盖行业
汽车电子、医疗器械、军工、通讯、工控、安防、电力

深圳市雅鑫达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衙边学子围
工业园 B栋
电 话：0755 8177 1600
电 邮：zjh@yxdelec.com
网 址：http://www.yxdelec.com

企业特点
PCBA制造能力：大、精、超、快

最大生产能力
日产能：500万点

最高加工精度
精密器件规格 01005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深圳

产线设备
YAMAHA，波峰焊，自 动 印 刷 机，AOI

覆盖行业
汽车控制板，轨道交通，高速嵌入式板，医疗、新能源，通讯，航天，
工控，电力，自动化

深圳市英创立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珠光创新科技园 1栋 7楼
电 话：0755 2605 4178
电 邮：sales@abp.net.cn
网 址：www.abp.net.cn

企业特点
深圳市英创立电子有限公司（ABP）成立于 2004年，专注于 PCB生产、
元器件采购、SMT贴片加工、组装测 试。是一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
样品中小批量一站式电子制造服务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最大生产能力
3条 SMT生产线，2条后焊生产线，日产 100万点

最高加工精度
0201封装

产线设备
SM411贴片机，SM471贴片机， 8温区无铅回流焊，劲拓波峰焊

覆盖行业
工业控制、通讯电子、汽车电子、医疗设备、消费电子、安防设备、
人工智能、航天航空等行业；客户如：大族电机、光启科技、联想研
究院、吉利汽车、华大基因、日本电产等

深圳市则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办莲塘工业区 6栋 3楼
电 话：0755-8996 8168-8928/181 2823 3866
电 邮：warren.wong@fpcba.com
网 址：Http://www.FPC.cn

企业特点
则成电子是全球优秀的基于柔性应用的定制化模组模块的集成商，
也是 这个细分领域的开创者，目前已成为众多世界 500强公司的合
格供应商。公司拥有智能模组模块、电子装联、印制电路板三项基
本业务，形成了 业界中独特的业务布局。

最大生产能力
6条 SMT生产线和 2条波峰焊生产线

最高加工精度
1005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珠海、深圳、惠州

产线设备
SILK-SCREEN, PICK-PLACE, REFLOW, AOI, WAVE SOLDER

覆盖行业
汽车电子：汽车传感器模块，包括 EPS转向系统核心模块（角度方向
传感器）、触控传感器模块
医疗电子：医疗传感器模块，包括应用于心电、血糖、血氧、肺活量
等人体数据采集及分析的移动智能监护模块产品
生物识别：生物识别模块，包括电容式触控、指纹识别模块产品
5G通信：包括物联网和 eMBB应用等模块产品
消费类电子：包括无线通讯、高端视听等模块产品
客户如 GE、DELL、BOSE、Honeywell、SHURE、Medtronic、MAGNA等

意拉德电子（东莞）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田头村第三工业区
电 话：0769 8220 8938 EXT 8945
电 邮：kelvin.wang@elrad-int.cn
网 址：www.elrad-int.cn

企业特点
意拉德国际集团成立于 1997年， 是欧洲知名电子制造综合服务商。集
团总部位于斯洛文尼亚， 在中国东莞，塞尔维亚，墨西哥等地设有制
造运营中心。
连续两年客户品质个位数 DPPM 
20年电子制造服务经验 
强大的研发及工程团队
国际化管理团队 
99.5% 准时交付率 
全球一体化生产
领先的设备及自动化解决方案
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覆盖行业
专注电子控制板，智能控制器，锂电池管理控制板的开发与生产，
产品主要运用于：电动工具、园林工具、小家电、汽车工业、工业控
制、白色家电、其他等；客户如：BOSCH、Miele、BSH、Husqvarna、三星、
Panasonic、SANYO等

漳州万利达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漳州市南靖靖城万利达工业园
电 话：138 6085 3906
电 邮：zzh@malata.com

企业特点
漳州万利达科技有限公司南靖工厂，位于福建省漳州市靖城高新区
万利达工业园园区内，是万利达集 OBM/ODM/OEM产品为一体的生产
基地，更是一个花园式的工业园区。
该基地成立于 1997年，历经影音产品 /智能控制 /移动通信 /智慧教
育 /智能显示等中高端产品的不断洗礼，多个世界 500强企业的验厂、
深入合作，至今已形成跨领域生产 &品质 &物控等各环节科学管控
体系。

最大生产能力
贴片线 16条，2000万点 /天以上
组装线 30条，120万台 /月
年生产能力：1440万台

最高加工精度
器件贴装能力：01005
贴装精度：±0.01mm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福建省漳州市

覆盖行业
影音产品 /智能控制 /移动通信 /智慧教育 /智能显示等，客户如：
福特、KIA、科大讯飞、Intel、高通、华硕、PHILIPS、LG、JBL等

郑州市牧和电子公司

郑州市高新区西四环 399号生茂光电产业园 2号楼
电 话：0371 6789 8699/155 3833 2278
电 邮：muhe@muhe99.com
网 址：www.muhe99.com

企业特点
郑州市牧和电子产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年，是河南省内较早致力
于 PCBA加工制造及总装服务为一体的专业 EMS（电子制造服务）高
新技术企业之一。通过十余年不断努力，逐步发展成为华北区域电
子制造服务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现代化企业。与郑州大学、河南工
业大学、商丘师范学院等多家高校建立有校企合作关系（电子产品
研发与生产、学生教学实验等）。合作领域中，其中尤以汽车电子、
高铁产品等高可靠性产品见长。

最高加工精度
0.3mm BGA芯片、0402、0201规格

产线设备
自动上板机 , GKG全自动 印刷机 ,SPI锡膏检测机 , Panasonic CM602高 速
贴片机 , Panasonic CM602高 速贴片机 , Panasonic CM212多 功能贴片机 ,AOI
自动光学检测 , 日东波峰焊机 , X -RAY检测设备 , 环球插件机

覆盖行业
PCBA制造 /组装：汽车电子、航空航天、主机板、手机板、VGA显卡、
单片机控制板、电源板，通信网络设备、GPS、仪器 仪表、生物医疗、
电力设备、教育电子等高科技行业 PCBA电子产品生产。 
成品组装类：智能网络终端、油烟监测仪、电力设备、医疗保健设备、
移动存储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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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如：郑州日产、宇通、三一、淮海汽车、河南天海集团、河南许
继集团（国家电网）、河南蓝信（高铁产品）、富士康科技集团、新
开普

产品案例
VCU（整车控制器），客户：郑州日产、宇通（一级供应）
BCM（车身控制器），客户：淮海汽车（二级供应）天海集团（一级供应）
遥控收发模块 ,客户：一汽大众（二级供应）
载波模块 , 客户：国网（一级供应）

资电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南路福中
工业区 B栋整套（在深圳市宝安区航
城街道鸿翔工业园区设有经营场所）
电 话：0755 2992 4157 613
电 邮：pm@dataed.com.cn
网 址：www.EmeraldEMS.com

企业特点
1980年成立，美资企业总部位于波士顿，2002年在中国深圳设工厂，
专业从事 SMT贴片加工，少量多样 PCBA方案解决供应商。主打行
业有半导体设备、医疗、工业控制、通讯 、金融、机器人、大数
据等

最大生产能力
150000000零件数 /月

最高加工精度
SMT最小器件尺寸 01005 BGA pitch: 0.3pitch

研发或工厂地域分布
中国深圳

产线设备
7条 SMT生产线（西门子 +环球）品牌的贴片机

覆盖行业
有半导体设备、医疗、工业控制、通讯 、金融、机器人、大数据等

产品案例
MKS/迈瑞 /开立 /步科等

NEPCON 手机应用& NEPCON 智慧会刊

2020升级版隆重上线
New Upgrade NEPCON APP & NEPCON Smart Directory 2020

NEPCON 手机应用  NEPCON APP
扫码下载NEPCON 手机应用，选择“NEPCON ASIA”，下载资料包
Scan the QR code to download the NEPCON APP，
select “NEPCON ASIA” and download

NEPCON 智慧会刊    NEPCON Smart Directory
微信扫描NEPCON 智慧会刊小程序，并将其添加收藏至“我的小程序”
Scan the QR code via Wechat and collect the Wechat mini program

使用方法  How To U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