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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 & Magnetic Expo

第17届深圳国际小电机及电机工业、磁性材料展览会
The 17th Shenzhen (China) International Small Motor, Electric Machinery & Magnetic Materials Exhibition

2019.5.8-10 深圳会展中心3/4号馆
Hall 3/4 Shenzhen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China)
深圳国际小电机磁
性 材 料 展 创 立 于 2003
年 ， 经 历 16年 的 积 累 与
发展，已成为电机行业
品 牌 展 会 。 第 17届 展 会
将 于 2019年 5月 8-10日
在深圳会展中心盛大举
办！本届展会将汇集近
400家国内外知名参展企
业 ， 展 出 面 积 超 过
20000㎡，共 分 为 电 机
展区、磁材展区、军民
融合展区、粉末冶金及
硬质合金展区五大展
区。

2019深圳国际小电机磁材展助力智能制造
推动节能减噪，成业界焦点。

当今电机行业“能效
管理、节能减噪”问题
备受行业关注，随着
“ 中 国 制 造2 0 2 5 ”概 念
的深度推广，智能制造
成为国内制造企业转型
升级的方向，而作为关

键零部件的电机也迎来了新的机遇，机器人、无人机、智能汽车、智能硬件、智能工厂、智能家居将
成为新的市场驱动力；同时，智能时代的来临对电机的位置、转矩、节能减噪、能效控制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因此中国大多数电机企业需要尽快解决能效控制、节能减噪、驱动等方面的技术落后困局，
利用最新的材料技术提升产品品质，以提供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

主办单位
国家精密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香港智展国际有限公司

重点合作单位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磁性材料分会
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
日本电机工业会
亚洲钕铁硼协会
日本粘结磁性材料协会
英国磁学学会
湖州市电器工业商会
嵊州市电机行业协会
宁波市磁性材料商会

同期活动及展会
◆2019微特电机行业技术发展论坛

MOTOR-EXPO 2019深度聚焦行业热点，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将是企业向业界展示最新产品和技术的
大舞台，截止目前，展会已吸引了斯玛尔特、航天微电机、贵州林泉、广东
金力变速、宁波韵升、白银一致长通、唐山晶玉、湖南宇晶、中钢天源、包
头金山、威斯特姆、海天磁业、金力永磁、成都图南、江西森阳、佑田电机、
汉中万目仪电、意大利Laboratorio elettrofisico、泰国IME、锦科、
青岛艾普、精达、鸿达模具、璋祐机械、万特机械、屹铭智能装备、鑫精工
平衡机、昆嵘机械、比尔迪赛、马步崎、东菱电机、阿诺德、宁波兴隆、万
磁、新日升等数百家企业报名参展。

众多权威机构联合举办，展会规模创新高

◆第四届电机人研讨会沙龙
◆2019深圳国际小电机磁性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会
◆专业买家洽谈会
◆2019深圳国际线圈工业、电子变压器、绕线设备
及绝缘材料展览会
◆2019深圳国际新能源汽车电机电控展览会
◆2019深圳国际粉末冶金及硬质合金展览会
◆中国(深圳)激光智能制造博览会

作为全球唯一通过国际展览业协会（UFI）认证的专业电机展，MOTOREXPO 2019由国家精密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精密
微特电机产业联盟、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共同举办。同时还邀请了中国电子材料
行业协会磁性材料分会、日本电机工业会、亚洲钕铁硼协会、日本粘结磁性材料协
会、英国磁学学会、嵊州市电机行业协会、湖州市电器工业商会、宁波市磁性材料
商会全面参与2019深圳国际小电机磁材展的组展、同期活动及专业买家邀请的工作
中。在众多权威机构联合加入，MOTOR-EXPO 2019 将在国际化程度及行业影响
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MOTOR-EXPO 2019注定不凡！

分享最新资讯，多项行业高峰论坛及会议将于展会
同期举行

组委会联系方式 :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中国区成员，广东会展组展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中国十佳品牌组展商)

电话：020-29193588 29193589
传真：020-29193591
邮箱：ex36008@126.com

展会官网:www.motor-expo.cn

展会同期，主办方将举办超过30场行业高端论坛及活动，2019深圳国际小电机
及磁性材料业发展峰会、中国磁性材料行业发展论坛、第四届电机人沙龙聚会、
2019深圳国际小电机磁性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推广会、专业买家洽谈会等多场同期
活动。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大学教授及行业龙头企业高管，共同探讨行业最新技术
及发展趋势，帮助解决企业技术难题。是企业拓展行业资源，发掘贸易契机的绝佳
场所。
第17届深圳国际小电机及电机工业、磁性材料展，2019年5月8-10日与您相约
深圳会展中心！

18122398032

motor-expo

扫描二维码，参展参观了解更多展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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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展中心

同期活动篇
2019微特电机行业技术发展论坛
主办单位：国家精密微特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精密微特电机产业联盟、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时 间： 2019年5月8-9日
地 点：深圳
规 模：20+场专题演讲，300+名业内及应用领域技术人员及企业负责人参会
媒体支持：大比特资讯、产业在线、环球磁电、旺材电机、若晨传媒、中自传媒、中国磁材网等

会议背景
微特电机作为基础性的电子器件广泛存在于各种机电设备中，近年来，我国微特电机产量整体保持较快的
增长势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微特电机的生产国和出口国。在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以及政策利好的情况
下，2017年我国微特电机行业总产量约127亿台，根据《微特电机“十三五”发展展望》，到2020年我国微特

第四届电机人沙龙
时间：2019年5月8日

地点：深圳

第17届深圳国际小电机及电机工业、磁
性材料展览会将于2019年5月8-10日在深圳

电机产量将达到150亿台。随着汽车行业、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办公自动化、高端装备自动化、机械制造、
航空航天、医疗、仪器仪表及高科技产业等迅猛发展，为微特电机行业带来了不可多得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市
场空间。
基于市场的“高速增长”，行业必然转型升级和创新，企业需要更多关于市场、技术、转型创新等问题的
思考。为此，本次论坛我们将会邀请到微特电机及磁性材料行业国内外领先企业、研究机构、知名院校、产业
园等行业专业人士齐聚深圳，与大家共同交流探讨、共话微特电机未来发展新技术、新趋势！

会展中心举行，参展企业400余家，展会规
模20000平方米。MOTOR EXPO同时也获

会议主题及方向

国家商务部重点引导扶持并通过国际展览业
协会（UFI）认证，是中国小电机行业的品
牌展会之一。
组委会在展览会同期还策划了多项高端
活动，沙龙活动做为展会同期活动之一已成
功举办两届，并获得了业界人士的高度认
可，故组委会定于2019年5月8日继续举办
2019电机人沙龙活动，为行业人士提供充分
的交流机会与平台。
时 间： 2019年5月8日
地 点： 深圳
组织单位： MOTOR EXPO组委会——广东

微特电机行业发展形势分析与技术创新

微特电机配套零配件

微特电机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应用

微特电机制造、测试设备的发展

新能源电机核心技术的发展与突破

磁性材料发展趋势及技术创新

微特电机行业的智能化、自动化

磁性材料的应用与产业化趋势

微特电机在各应用领域的研发方向

新能源汽车行业中永磁材料的应用

新兴领域的发展对微特电机行业的影响

新兴领域的展对磁性材料行业的影响。

高效节能电机

磁性材料在新能源汽车中的应用

微特电机关键零部件及材料

...........

参会对象

杨向宇教授、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微特电机、磁性材料生产企业及研究机构技术工程师及高层管理人员；
▲汽车主机厂高工及管理人员；
▲新能源汽车行业机构、产业园区暨科研机构；
▲新能源汽车材料企业；
▲电机、变压器、电源、家电、通讯、计算机、自动化、电子、国防军工、航天航空、汽车电子、电芯企业，

副院长黄守道教授、国家精密微特电机工程

电池系统集成商，热管理系统集成商等；材料与配套企业：电池材料，充电桩，导热材料，电池箱，保护板，

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邀请嘉宾：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副院长

技术研究中心教授以及知名采购商总工；
活动安排： 18：40
18：40--18：50
18：50--19：00
19：00—19：30

活动开始
嘉宾介绍
主办方发言
所有参加沙龙的人员

自我介绍
19：30—21：30

讨论交流环节

收 费： 150元/人
此沙龙为公益活动，参会费用AA制(费用包
括：咖啡厅场地费、咖啡费、服务费)。
报名方式:
添加微信号：18122398032直接报名。添

过流保护片，超级电容器，电阻，绝缘片，隔热材料，密封导热胶，传感器，新能源汽车等相关领域研究人员
及技术工程师；
▲专业媒体记者、协会成员。
参加此次论坛可获得：
可与供应商、制造商、终端用户、研究院所专家学者面对面交流；获取行业市场最新信息，了解行业发展最新
动向;吸引更多商务伙伴，创造双方多方面合作机会；与行业知名专家近距离接触，免费咨询企业生产中遇到的
技术问题;现场展示宣传企业优势产品和最新技术，突出企业竞争优势；帮助企业开拓潜在市场;

会议拟邀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沈建新

教授

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机工程学系

任 雷

博士

历任深圳润杨集团（深圳）有限公司/（原上海鸣志公司技术总监）

加成功以后请发送：公司名称+参会人姓名

马

+职务+手机

杨向宇
黄守道

教授

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组委会联系方式：
广东智展展览有限公司
【国际展览业协会(UFI)中国区成员，广东会

陈 强

总士

工程中心副主任、航天林泉的总士

展组展企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沙龙联系 ：吕艳美小姐
电 话：020- 29193588 29193582
传 真：020-29193591
E-mail: ex360kf01@126.com
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金菊路10号万宜华轩
3楼AB室
展会官网：www.motor-expo.cn

达

秘书长

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学电力学院副院长（大洋电机新能源电机研发顾问）

张 华

执行秘书长 中国金属学会非晶合金分会

刘景林

博士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院长

梁得亮

教授

古惠南

总经理 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梅兴泰

B产品线副总监/整车专业总师

陈珍贞

技术部科长

比亚迪有限公司

郭伟男

项目部经理

比亚迪动力电池工厂

黄 鲲
荆汝宝

副总经理

广汽研究院

国家智能汽车零部件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威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汽车事业部

低频电磁技术专家 安世亚太

※专家及议题以最终确定为准，更多行业知名专家正在确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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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传 推广篇

◆ 重点合作

协会合影

◆ 参加行业展会

◆ 近90家行业专业媒体

◆ 网站新闻发布

◆ 主流媒体

◆ 朋友圈广告

◆ 杂志合辑

深圳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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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会展中心

采购商组织篇

采购商范围
电机、家用及工业电器、汽车、工业自动设备、办公自动化设备、电源、变压器、线圈、电力设备、电子、
电声器件、散热器、机床、模具、通用设备、手机、数码产品、IT、电动工具、玩具、智能家居、仪器仪表、
医疗器械、健身器材、灯具、航天航空、军工设备、印刷、包装机械、应用行业协会、进出口商、各类科研人员等。

参观享受如下VIP服务
◆海外及广东省外首次参观的买家可获主办方免费提供的酒店住宿；
◆免费大巴接送服务（此项服务仅限2019年3月1日前成功报名组团参观的珠三角地区企业）；
◆对于团体参观一次超过40人的，深圳市内可专享地面交通接驳服务。
◆主办方将为上午到访的专业观众提供免费的精美午餐；
◆专属VIP参观证，现场无需排队等候领证由VIP专用通道直接进场参观采购；
◆获赠展会会刊（价值100元），涵括展会全部展商信息；
◆免费进入VIP休息区上网、免费享用饮料、点心等，在VIP休息区与参展客户洽谈；
◆免费参加由组委会组织的供需双方客户配对、撮合服务；
◆优先参加组委会组织的参观行业企业、产业园活动；
◆优先参加展会同期举办的各种论坛、技术推广会等；

采购商邀请名单（部分）
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
营业经理
广州中国科学院工业区技术研究院
常务主任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技术员
深圳航天技术研究所
技术员
深圳航天技术研究所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所长助理
上海ABB工程有限公司
客户经理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师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师
创维集团彩电事业本部
富士康科技集团
富士康科技集团
工程主管
深圳比亚迪
科长
富士康科技集团
课长
富士康科技集团
课长
比亚迪
富山工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TCL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投资经理
比亚迪公司
威灵控股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中心
威灵控股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中心
威灵控股有限公司
电机开发工程师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
副主任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第十三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德昌电机集团 采购
主管
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威灵控股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中心
威灵控股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中心
威灵控股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中心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德昌电机集团
采购员
德昌电机集团
采购员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博士
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大学机电与控制
高级工程师
美的
高级工程师
广东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电机开发工程师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
副经理
坪山比亚迪
工程师
坪山比亚迪
工程师
坪山比亚迪
工程师
威灵控股有限公司
工程师
观澜富士康
管理人员
比亚迪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电机 设计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九川集团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富士康
工程师
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公司
富士康
工程师
ABB(中国）有限公司
销售主管
威灵控股有限公司
工程师
比亚迪
工程师
比亚迪 技术
领班
华尔达集团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格力电器
研究员
格力电器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
深圳比亚迪
工程师
富士康
工程师
富士康 机械工程
佳能（苏州)有限公司
比亚迪
惠州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
变压器技术科长
艾默生网络能源
德昌电机集团
富士康科技集团
广东省钢铁研究所
富士康科技集团 工程师
富士康科技集团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日立金属集团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大客户经理
Foxconn
工程师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富士康 员工
佳能（苏州)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长春精密机械与物理 研究员
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珠江松下马达
课长
富士康
金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经理
德昌电机
采购助理
珠江松下马达
课长
富士康
德昌电机
采购助理
创维集团彩电事业本部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师
德昌电机
富士康集团
工程师
航嘉公司
SMC 销售
香港城市大学 博士
深圳大学机电与控制工程学院 工学博士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电机工程师
美的
工程师
广东美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工程机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控制技术研究所
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中山大学工学院 副教授 博士
华南理工大学 博士
奇妙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德昌电机集团
高级工程师
德昌电机（深圳）有限公司
工程师
华为
工程师
华为
BYD
Foxconn
工程师
德昌电机
德昌电机
德昌电机
德昌电机
工程师
佳能（苏州）有限公司
富士康
工程师
广州松下空调器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工艺 工程师
南方科技大学
副教授
Foxconn科技集团
课长
深圳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资源开发 工程师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元器件公司
工程师
广东美的微波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高级工艺 工程师
TOSHIBA
生产部
中山市电脑业商会
干事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
深圳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研发二室主任
福特汽车奇点汽车
宝沃汽车集团
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
知豆电动汽车
上汽大众奇瑞EXEED
上海捷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恒大法拉第未来长安汽车研究院
浙江吉利新能源商用车有限公司
观致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青鸟众齐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零跑科技有限公司
华人运通(江苏)技术有限公司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领途汽车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小鹏汽车蔚来汽车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集团公司
CMF设计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研究员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应用研究员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研究员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CMF项目经理
珠海格力电器 材料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珠海格力电器
材料工程师
中央研究院产品创新平台
先行研究高级工程师
中山市世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山市世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中国扬子集团 商务经理
滁州扬子空调器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浙江玉立电器有限公司 研究高级工程师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浙江苏泊尔家电制造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浙江苏泊尔炊具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长天电器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长虹创新设计中心 长虹多媒体公司结构所新I艺新材料组组长
长虹创新设计中心远大空调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能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CMF 工程师
小熊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小能电器 研发
夏新电子有限公司
项目工程师
万利达集团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经营部部长
帅康集团
销售经理
深圳新世纪饮水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深圳市易安诺科技有限公司
ceo
深圳市康佳智能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深圳市康佳智能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结构工程师
深圳市康佳智能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设计工程师
深圳市康佳智能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深圳市康佳智能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副经理
深圳创维- RGB电子有限公司
工程师
深圳创维- RGB电子有限公司
工程师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上海上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
采购
上海广电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山东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荣事达集团
区域经理
热水产品电热技术研究 应用研究
工程师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mf工程师
宁波方太集团
技术总监
美菱集团
工程师
美的空调事业部 项目管理
美的集团热水器事业部 材料工程师
美的集团冰箱事业部 先行研究工程师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规划主管
合肥晶弘电器有限公司
副科长
台肥晶弘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材料图层研究工程师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创新中心负责人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创新中心业务扩展经理
广州华凌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广州奥松电子有限公司
总工
广东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广东顺德斗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广东格兰仕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广东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主任
珠海格力电器 材料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 材料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 材料工程师
珠海格力电器 注塑工艺组
珠海格力电器 注塑工艺组
珠海格力电器 注塑工艺组
德豪润达 家电
春兰(集团)公司
销售经理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厨热事业部热水产品电热技术研究 应用研究 工程师
厨房和热水事业部 应用研究 工程师
博世集团
工程师
VestelSourcing Group Manager
Vestel 采购专员
Vestel 项目工程师
Vestel 采购经理
tcl空调事业部
总经理
TCL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
工业设计总监
深圳无人机行业协会
大疆无人机
中国无人机竞速联盟
总经理
深圳九星智能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哈瓦国际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经理
广州朱雀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总经理
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区域总监
深圳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 业务经理
全球鹰(深圳)无人机有限公司 研究员
深圳市艾特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销售
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
总经理研究员
华南农业大学 常务 副主任
深圳市唯真电机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深圳中科大智航空技术有限公司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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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金力变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鑫宝达电机有限公司

GUANGDONG KINGLY GEAR
CO.,LTD

Shenzhen Sinbad Motor Co.,Ltd

环驰轴承集团有限公司
China•Huanchi Bearing Group
Co.,Ltd

12F,13F DC GEARED
MOTOR

Coreless DC
Gear Motor

12F,13F齿轮减速电机

deep grove ball
bearing

空心杯稀有金属
电刷直流电机

深沟球轴承

36P555 PLANETARY
GEAR BOX
36P555行星齿轮箱

Coreless Brushed
DC Motor with Encoder
331180 WORM GEAI
REDUCTION MOTOR

tapered roller
bearing

空心杯碳刷直流电机

33Z180 蜗杆减速电机

圆锥滚子轴承

Coreless brushless
DC motor with Hall
Sensor

宁波金科磁业有限公司

空心杯无刷直流有
感电机

长沙天恒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Ningbo JK Magnets Co.,Ltd

Tunkia Co.,Ltd.

常州思玛特拓迈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Ring
圆环

Changzhou smart automation motor
manufacturing Co.,Ltd

Brushed Dc Motor
有刷直流电机

Arc Magner
瓦片

Testing System for AC Magnetic
Properties of Soft Materials
TD8120软磁交流测试系统

Td8220 Testing System for DC Magnetic
Properties of Soft Materials
TD8220软磁直流测试系统
Ｂｌｏｃｋ Ｍａｇｎｅｔ
直线电机磁钢

Brushless Dc Motor
无刷直流电机
Td8320 Testing
System for
Permanent Magnetic Materials
Td8320永磁材料测试系统

深圳市大齐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海天磁业股份有限公司

Daqi Technology Shenzhen
Limited Company

MAGSUPER (DONGGUAN) CORP.

Dynamic Balancing
Machines
动平衡试验机

深圳大华轴承有限公司
Shenzhen Daiwa Bearing
Company Limited

Precise Bonded Nd
Magnet

NMB R-830ZZ
云台轴承

精密粘结钕铁硼磁铁
Injection-molded Magnet
and Component
注塑和组件

Surface Texture
Measuring Instruments
表面粗糙度测量机

NMB L-520ZZ
微型进口轴承

Roundness and
Cylindrical Profile
Measuring Instruments

An-isotropic bonded
Nd Magnet

圆度圆柱度测量机

各向异性钕铁硼粘结磁体

SMR74ZZ
不绣钢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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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比尔迪赛有限公司

建谊实业有限公司

Ningbo BLDC Co,.ltd

KINDLY INDUSTRIAL CO., LTD.

Bb系列直流
无刷电机

深圳威斯特姆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WISDOM WISDOM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LTD

DC motor
直流马达

磁瓦专用检测机

BBP无刷直流行
星减速电机

DC Geared motor
直流齿轮箱马达
磁环光
学筛选机

Bc无刷直流
减速电机

Motor partsworm and gear
马达配件

其他磁性
材料检测机

深圳市永兴电机有限公司
Shenzhen Yongxing Motor Co.,Ltd.

深圳市鑫精工平衡机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 SEIKO BALANCE
MACHINE CO.,LTD.

DC Gear Motor
直流减速电机

橡胶制品光
学筛选机

全自动五工
位平衡机
Planetary Gear Motor
行星减速电机

淄博齐银永磁材料有限公司
ZIBO QIYIN PERMANENT MAGNETIC
MATERIAL CO., LTD.

全自动两
工位平衡机

DC Worm Gear Motor
蜗轮蜗杆减速电机

BONDED NdFeB
MAGNET
粘接钕铁硼永磁体

卧式高精度平衡机
BONDED NdFeB MAGNET
粘接钕铁硼永磁体

安徽宁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Ning Magnet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江门市蓬江区杰诚磁电有限公司
Jiangmen Pengjiang District Jie
Cheng magnetoelectric Co., Ltd.

高性能烧结钕铁硼
电机用磁钢

BONDED NdFeB MAGNET
粘接钕铁硼永磁体

Capacitive pulse
magnetizer
电容脉冲式充磁机

米巴精密零部件（中国）有限公司
直线电机用磁钢
Numerical control
magnetizer
数控式充磁机

磁性联轴器用
钕铁硼磁钢

Automatic magnetizing
and measuring equipment
自动充磁、测磁一体设备

Miba Precision Components (China)
Co.,Ltd
SMC Motor Stator
软磁复合材料电机定子铁芯

Axial Flux Motor
轴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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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asicmotor.com

深圳市航天电机系统有限公司
Shenzhen Casic Motor System Co.,Ltd.

宁波摩盛轴承有限公司
Ningbo Mosheng Bearing Co.,LTD

SY30S-CS-009S
直流行星齿轮箱减
速电机

东莞市福磁电子有限公司
Dongguan FuCi Electronics
Co., Ltd

Deep Grove Ball
Bearing
深沟球轴承
Rubber magnet 橡胶磁

ZWS70C-003
直流无刷电机
Deep Grove Ball
Bearing
深沟球轴承

ZYT077U-CS-002
直流减速电机

NdFeB magnet 钕铁硼
Deep Grove Ball
Bearing
深沟球轴承
Rubber magnet Sheet 橡胶磁板

www.lqmotor.com

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
Guizhou aerospace linquan motor
Co.Ltd

宁波马格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Magnetic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Brushless DC Motors
无刷直流电动机

Sinopro Electric Motion (Shenzhen)
Co., Ltd

rotor（sintered ring magnet）
电机转子(烧结辐射环)

sensor
传感器

Fans
风机

中创机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High speed
generators
高速发电机

pot magnet
吸盘

SEM5808 Outer Rotor
Brushless Motor
5808外转子电机

SEM4820 Electric
Hammer Brushless
Motor
4820无刷电锤电机

SEM5030 Angle
Grinder Brushless
Motor
5030无刷角磨电机
http://www.smmc-motor.com/

深圳斯玛尔特微电机有限公司
Shenzhen Smart Micromotor
Co., Ltd.

温岭市东菱电机有限公司
Wenling Dongling Motor CO LTD

杭州智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Small Wind Turbine
Generator
小型风力发电机

S20L series stepper motor
S20L系列步进电机

HANGZHOU FORESEE GROUP
HOLDING CO., LTD
Sintered NdFeB,
SmCo ,Alnico Magnets
烧结钕铁硼，钐钴

Series PM Synchronous
Motor
第列永磁同步电机

UB series synchronous,
stepping motor
UB系列同步步进电机

SUV series synchronous,
stepping motor
SUV系列同步步进电机

Series AC Permanent Magnetism
Low-speed Synchronous Motor
系列交流永磁低速同步电机

Bonded Magnets
粘结磁

2019

部分展品预览

Motor & Magnetic Expo

深圳市杉磁实业有限公司

肇庆市恒毅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八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han Magnetism
Industry Co. , Ltd.

Zhaoqing Hengyi Mechinaicl &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ltd

Babu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 Ltd.

Fully automatic on line
glue spraying machine

Magnetizer
充磁机

全自动在线式喷胶机

Fully automatic multi
station embedded
production line

Magnetizer Coil
充磁线圈

全自动多工位嵌入式生产线

www.wanmugear.com

汉中万目仪电有限责任公司
Hanzhong Wanmu Instrument & 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充磁测量
自动化设备

Special-shaped plate
separator
异形分板机

成都图南电子有限公司
微型齿轮减速器

Chengdu To-Nan Electronics
Co., Ltd.

天津邦特磁性材料有限公司
TIANJIN NIBBOH MAGNETS
CO., LTD

Spindle Motor Magnets
步进电机类磁体
微型齿轮减速电机

www.aipuo.com

青岛艾普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Magnet Assembly Parts
磁体组装件
Bonded NdFeB
粘结钕铁硼永磁体

Qingdao AIP Intelligent Instrument
Co., Ltd

Special Shaped Magnets
异型磁体

直流无刷电机综合
测试系统_电机测
试系统

Sintered NdFeB
烧结钕铁硼永磁体

www.btjscc.com

电机整机（定子）
综合测试系统_
电机测试系统

包头金山磁材有限公司

宁波华驰轴承有限公司

Baotou Jinshan Magnetic Material
Co.,Ltd.

NINGBO HARDCHN BEARING
CO.,LTD

New energy vehicles
新能源汽车

608ZZ

626ZZ

Servo motors and
traction motors
伺服、曳引电机

6900ZZ

电枢转子综合
测试系统_电机
测试系统

Information industry
信息产业
电机定子真空测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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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www.onewattmotor.cn
英文www.onewattmotor.com

深圳市依特电机有限公司

东莞市赛仑特实业有限公司

www.smartech-atm.com

SHENZHEN ONE-WATT MOTOR
CO.,LTD

Dong Guan Silent Industry CO.,LTD

精达自动系统研发部

YT3163-04

两工位自动
平衡修正机
YTMT160-02

YT6035-04

DC GEARBOX MOTORS
微型直流减速电机

四工位全自动
平衡修正机

小型平衡测量机

www.mbqmotor.com

www.magnettec.com

荣成宏秀山磁业有限公司
Rongcheng Hong Xiushan Magnetic
Industry Co., Ltd

江苏马步崎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jiangsu Mabuqi motor
manufacturingco.,LTD

永磁直流行星
减速电机

奉化市朝旭机电配件厂
Fenghua Zhaoxu Electrical
& Mechanical Accessory Factory

Sintered Nd-Fe-B permanent magnet materials
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

步进行星减速机

电机轴
Motor Shaft
Small magnetic steel sheet
微电声磁钢片

涡轮减速无刷电机

www.yitiangufen.cn

浙江易田精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Yitian Precision Machinery
co., Ltd.

www.pinchengmotor.com

微型轴
Micro Shaft

深圳市品成电机有限公司
Shenzhen pincheng Motor Co.,Ltd

龙门式高速精
密四导柱冲床

B-STAR
RFN30&130电机

宁波宝思达轴承有限公司
Ningbo Baostar Bearing Co.,ltd

ball bearing 688ZZ
滚珠轴承688ZZ

闭式双点快速冲床
减速电机

ball bearing MR16ZZ
滚珠轴承MR126ZZ

单曲柄精密冲床
370B 真空泵
ball bearing MF148ZZ
滚珠轴承MF148ZZ

2019

部分展品预览

Motor & Magnetic Expo

东莞市钛格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Dongguan Taige Precision
Metal Co.,Ltd

杭州千和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璋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Qian He Precision Machine

Zhang Yu technology (Shenzhen)
Co., Ltd.

全自动点焊/测试一体机
ZUGIP2GZD

SF-Ⅱ伺服张力器

Custom shaped shaft
異形軸系列

全自动变频式电枢点焊机
ZUHQ1G2

MTA磁性张力器
变频式电枢点焊机
ZUGIP2

Thread shaft
搓花軸系列
伺服张力杆

东莞市万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三点全自动变频式电枢点焊机
ZUHQ1X5G

DONGGUAN WANTE MACHINERY
CO., LTD

宁波万思特磁业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园林工具
直流无刷电机绕线机（双工位）
标准型/增强型/加强型

Vast Magnet (Ningbo) Co., Ltd.

粘结钕铁硼磁体
（异形、薄壁环及注塑件）
Bonded NdFeB Magnets
变频风扇/无刷水泵/缝纫电机
无刷电机绕线机（四工位）
标准型/增强型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INGBO ZHENYU TECHNOLOGY
CO., LTD

无刷电机转子
BLDC Rotor

水泵电机转子
Pump Rotor

航模电机/无人机绕线机
无刷电机外绕机（双工位）

progressive lamination die
定转子铁芯级进模具

宁波风正磁应用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Faizeal Magnetic
Technology Co., Ltd

安徽中马磁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nhui Zhongma Magnetic Energy
Technology Co.,Ltd

成都晨航磁业有限公司
永磁铁氧体磁钢

Laminated Magnet Assembly
叠片磁钢组件

Chengdu Ascend Magnetic Technology
& products Co.,ltd.

SmCo Magnet
钐钴磁钢

永磁铁氧体磁钢
Magnetic Couplings
磁性联轴器

永磁铁氧体磁钢
Linear Motor Stator
直线电机定子

Permanent magnet series device
永磁系列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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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isheng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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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轴承

都江堰市恒通磁电有限公司

瑞安市庆固电器有限公司

Dujiangyan Hengtong Magnetoelectric
Co.,Ltd

Ruian Qinggu Electric Appliance
Co., Ltd

精机产品

Digital Motor Magnet
数码电机磁瓦

换向器(Q-138 Q-201 Q-202)

commutator
(Q-101A Q-146 Q-206)
换向器(Q-101A Q-146 Q-206)

Automobile Motor
Magnet
汽车电机磁瓦
电机/减速机

commutator
( Q-138 Q-201 Q-202)

commutator
(Q-109A Q-115H Q-124G)
换向器(Q-109A Q-115H Q-124G)

精机产品

Air Conditioner
Motors Magnet
空调电机磁瓦

东莞市朗亿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瑞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Langyi Technology Co., Ltd

Dongguan RKE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深圳信仪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Shinyi Metrology Co., Ltd.

Coreless motor
有刷空心杯电机

Glass Plate Optical
Sorting Machine
玻璃盘影像筛选机

Shaft Straightening
Machine

轴芯校直机
Rotary Disk Optical
Sorting Machine
Motor Vibration and Noise
Inspection Machine

分度盘影像筛选机

Brushless motor
无刷空心杯电机

电机振动及噪音检测机

360 degree Thread Damage
Optical Sorting Machine

Motor Waveform Analysing
Machine

螺丝360°光学检测机

电机波形自动分析仪

常州市武进红东电子有限公司
Changzhou Wujin Hongdong Electronics
Co., Ltd.

自贡恒基电碳厂

The magnetic ring of the
6 pole rotor of the isotherm
permanent magnet sintered
ferrite

Zigong HengJi electric carbon factory

佛山市顺德区威越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异方性永磁烧结
铁氧体6极转子磁环

Foshan Shunde Wei Yue instrument
and Equipment Co., Ltd.
Micro-Motor Carbon
Brush

微电机用电刷

Motor performance test system
电机性能测试系统
（测功机）

Ferrite gas meter inside
and outside magnetic ring

铁氧体燃气表内外磁环
Earthing brush
for rail transit

轨道交通接地电刷
Motor stator testing
system

电机定子测试系统
New energy automobile
graphite products

Electrical comprehensive tester
电器安全性能综合测试仪

新能源汽车石墨制品

Y10T permanent
magnet sintered
ferrite magnetic
ring

Y10T 永磁烧
结铁氧体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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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精钜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JINGJU MACHINERY
TECHNOLOGY CO.LTD.

PB-6T粉末冶金成型机

合肥市雅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德诺迪斯科技有限公司

Anhui Asort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SHENZHEN DNDS TECHNOLOGY
CO.,LTD

NdFeB intelligent optical
detection sorting equipment
钕铁硼智能光学检测分选装备

Fastener intelligent optical
detection sorting equipment

单组份环氧树脂结构胶

单组份环氧树
脂结构胶

紧固件智能光学检测分选装备
PM-25T粉末冶金成型机

Lithium battery cap optical
detection sorting equipment

单组份环氧树
脂结构胶

锂电池盖帽光学检测分选装备
PM-18T粉末冶金成型机

深圳市盛福来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骏材（深圳）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东莞市向瑞机械厂

Shenzhen Shengfulai Motor Technology
Co.,Ltd.

Aic Engineering Ltd.
M20 DC Motor
M20直流微电机

Dongguan Xiang Rui Machinery
Co.,Ltd.
烧结钕铁硼
Fully automatic five in
one rotor assembly
machine

全自动五合
一转子组装机

N20 DC Motor
N20直流微电机
烧结铁氧体

M10 DC Motor
M10直流微电机

釤鈷

东莞市中堂德龙机械设备厂
DELONG MACHINERY

杭州萧山之江永磁材料有限公司
Hangzhou Xiaoshan ZhiJiang Magnet Co., Ltd

COIL INSERTING
MACHINE
嵌线机

山本科技（东莞）有限公司
Yamamoto Technology(Dong Guan) CO.,Ltd

铝镍钴磁铁

Magnetic tile mould
磁瓦模具
WINDING MACHINE
绕线机

钐钴/钕铁硼磁铁

LACING MACHINE
绑线机

Permanent mould
永磁模具
磁性器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