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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 CON 2015主办单位诚挚感谢下列公司
对今年整个活动的帮助和宝贵支持！

赞助商
首席赞助

企业赞助

钻石赞助

金牌赞助

Mini-Circuits

Mini-Circuits
®

ISO 9001

ISO 14001

AS 9100

银牌赞助

铜牌赞助

主办单位

媒体伙伴

官方出版物
China

2015

欢迎光临
电子设计创新大会
参展商包括领先的射频、微波元器件、软件仿真、电缆/连接器、半导体和
测试测量设备国际厂商。与会者将能与这些公司的专家会面、参观最新产品、
观看演示、动手参与演示、获得文献资料和建议。

展览时间：
4月14日，星期二：

12:00 – 18:30

4月15日，星期三：

10:00 – 17:00

4月16日，星期四：

10:00 –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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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印刷前，本书的内容是准确的。这些内容可能发生变更。
最新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ediconchina.com
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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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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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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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air Engineering Inc....................................................................................430

Mitron Inc. .......................................................................................................601

安立公司.........................................................................................................309

美国国家仪器................................................................................................315

ANSYS..............................................................................................................420

Nelco Products Pte. Ltd. ...............................................................................331

AR RF/Microwave Instrumentation ............................................................607

恩智浦半导体................................................................................................427

雅龙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419

Park Electrochemical Corp...........................................................................331

北京凌科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21

派更半导体 ....................................................................................................308

北京格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520

Pickering Interfaces ......................................................................................318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237

PICO Technology ............................................................................................318

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434

RFEDA ..............................................................................................................221

常州中英科技有限公司..............................................................................539

RFHIC Corp. .....................................................................................................215

Cobham Metelics ...........................................................................................611

艾诺信射频电路有限公司 .........................................................................335

嘉兆科技有限公司.......................................................................................608

Richardson RFPD ...........................................................................................327

CST-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AG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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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S Electronic Components ........................................................................523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301

大连达利凯有限公司 ..................................................................................239

盛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32

DelfMEMS .......................................................................................................431

Sanetronic Co. Ltd..........................................................................................304

美国迪拉尼工程有限公司 .........................................................................518

上海华湘计算机通讯工程有限公司 ......................................................307

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332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606

上海东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507

Shanghai Radiall Electronics Co. Ltd. .........................................................326

EDI CON 2016 ..................................................................................................337

生益科技.........................................................................................................531

电子工程世界................................................................................................537

Siemens PLM Software ................................................................................427

电子产品世界................................................................................................535

SignalCore Inc. ...............................................................................................207

EMC Technology/Florida RF Labs ................................................................211

华美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409

今日电子+21ic ...............................................................................................533

Sonnet Software ............................................................................................534

ERA Spread Ltd...............................................................................................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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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ran Technology Ltd...................................................................................409

Spectrum Elektrotechnik GmbH ..................................................................433

Focus Microwaves Inc..................................................................................409

斯必能通讯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506

飞思卡尔半导体 ..........................................................................................338

Taconic Advanced Material (Suzhou) Co. Ltd. ..........................................519

Gigalane Co. Ltd. ............................................................................................620

特力电子公司................................................................................................227

戈尔..................................................................................................................437

泰克中国有限公司.......................................................................................536

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科技有限公司 .......................................................530

Teledyne LeCroy .............................................................................................322

HUBER+SUHNER............................................................................................30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 ..............................................515

Interference Technology ..............................................................................231

The MOSIS Service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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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微波系统................................................................................................406

京航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205

上海创远仪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07

Keysight Technologies ..................................................................................401

天圣华科技有限公司 ..................................................................................427

MACOM ...........................................................................................................321

Tusonix .............................................................................................................523

Maury Microwave China. .............................................................................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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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wave Journal、微波杂志 .................................................................233

伟达电子有限公司.......................................................................................509

Microwave Vision AMS Ltd..........................................................................223

WIN Semiconductors Corp.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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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恒晶科技有限公司..............................................................................334

Mini-Circuits ...................................................................................................501

恩达电路（深圳）有限公司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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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Altair Engineering Software
(Shanghai) Co. Ltd.
展位号：430
参展人员：焦金龙、白睿睿、王蔓
Altair长期致力于仿真技术的开发与广泛应
用，帮助用户实现设计、流程和决策的整合
与优化，从而提高经营业绩。Altair是一家拥
有2,300多名员工的私营企业，总部位于美国
密歇根州Troy，在全球22个国家/地区设有40
多个分支机构。如今，Altair已拥有5000多家
公司客户，遍布各个行业领域。
地址：上海市江场三路250号7楼（200436）
电话：862150116635825
邮箱：man.wang@altair.com.cn
网址：www.altair.com.cn; www.feko.info
产品：软件

安立公司
展位号：309
参展人员：叶静、吴锦刚、褚明义、吴春婵
安立公司(Anritsu)是拥有120年历史的全球创
新通信测试与测量解决方案供应商，提供面
向现有及下一代有线与无线通信系统的测试
设备。产品包括无线、光学、微波/射频及
数字仪器，以及用于研发、制造、安装及维
护的运行支撑系统，以及用于通信产品及系
统的高精度微波/RF元件、光学器件及高速
电器件。安立公司在全球设有办事机构，拥
有约4000名员工，其产品在90多个国家
销售。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391号A座27楼
（200033）
电话：862162370898
邮箱：achk.webmaster@anritsu.com
网址：www.anritsu.com
产品：测试测量仪表

ANSYS
展位号：420
参展人员：陈刚、袁勇、褚正浩、曹根林
ANSYS通过稳健的工程仿真帮助客户掌握和
理解复杂的RF/微波和高速电子设计难题。在
堪称黄金标准的全波电磁软件HFSSTM的支持
下，用户能精确设计并验证无线通信系统、
移动设备、雷达和卫星系统中常见的天线、

微波组件以及RF/微波电路。HFSS可用于分
析因PCB、电子封装、连接器和复杂电子互
联产品中缩小的时序和噪声裕量引起的信号
和电源完整性以及EMI问题。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2号融科资
讯中心C座北楼601-603（100190）
电话：864008198999
邮箱：info-china@ansys.com
网址：www.ansys.com.cn
产品：软件

AR RF/Microwave Instrumentation
展位号：607
参展人员：Alan Melnyk
已有45年历史的AR是电磁兼容射频/微波仪
器、放大器和测试设备领先供应商。据创始
人Don Shepherd回忆：“我们在我的地下室
创建了公司，因为这样我们的出路就只能向
上。”他说道：“AR起步时，我们为测试应
用设计出了一个放大器，它让测试更简单也
更精确。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解决
难题，让测试更简单。”
地址：160 School House Rd., Souderton, PA
18964, USA
电话：267-679-1993
邮箱：dws@arworld.us

北京凌科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521
参展人员：Tong Chao、Yang Guolong、
Hu Xin、Wang Xiaojun
北京凌科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通信
测试仪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一家专
业提供网络与通信现场维护与故障诊断、
测试方案、技术培训与测试设备的高新技
术企业。凌科朔拥有自主品牌LINKSHIRE，
同时代理国外著名仪器公司的产品，是澳
洲GC INSTRUMONIX以及西班牙ALBEDO正式
授权的中国地区独家分销商，全面负责GC
及ALBEDO产品在中国地区的市场开发、销
售、技术支持、培训与售后服务等工作。我
公司还代理美国BELLNET，美国SUNRISE，
美国3M，韩国日新等系列产品，其经营范
围囊括了光测试系列、无线测试系列、数据
传输测试系列，及工具系列。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青年汇一号地
5单元205（100123）
电话：8613301208218
邮箱：tongchao1980@163.com
网址：www.linkshire.com.cn
产品：放大器、天线/天线罩、衰减器、连
接器/Cable/适配器、耦合器/分离器、光电器
件/光纤器件、电源、合成器、测试与测量
设备

网址：www.arworld.us
产品：放大器、天线/天线罩、衰减器、连
接器/线缆/适配器、耦合器/分离器、混合
器、毫米波器件、服务、软件、测试与测量
设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雅龙材料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419
参展人员：李海、项冬生、彭志忠、张斌
ARLON致力于特种PCB材料的开发。在微波射
频领域，ARLON的AD-C系列已经成为基站天
线用PCB材料的领导者，功放用高导热系列有
效降低热点温度、提高功放功率。CLTE系列
温漂稳定、可靠性极高。目前ARLON隶属于
ROGERS公司，共同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出口加工区大同
路20-2-1号（215151）
电话：8651262696966
邮箱：bzhang@arlon-med.com.cn
网址：www.arlon-med.com
产品：天线/天线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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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格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520
参展人员：Dudley Zhu、Beatrice Stone
北京格网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
是一家专业从事无线通信及视频传输的高科
技技术公司。多年来公司一直致力于无线通
信及视频传输方面的工作。高素质的专业人
才和优质高效的服务使得我们具备在油田、
森林防火、银行、军方等大型项目的组织和
实施能力；对产品及相关应用都有着深入的
了解和丰富的现场经验，能够帮助用户实现
其各种应用和需求。主要销售电磁辐射检测
仪、宽带无线接入产品和无线数传电台以及
相关产品的技术支持、解决方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14号环星大厦
807室
电话：861051551245
邮箱：sales@bjmesh.com
网址：www.bjmesh.com
产品：安诺尼频谱仪；无线网桥；MDS电
台；Airmesh网络电台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237
参展人员：吕东庆、段京超、王玉芳、梁斐
亿阳信通是亿阳集团旗下2000年在上交所上市
（股票代码：600289）的高科技公司，公司主
要从事电信网管、智慧城市、智能交通、信
息安全、物联网等领域的业务，是中国最大
的行业应用软件及解决方案提供商和系统集
成商之一。经过多年的市场耕耘，亿阳智慧
城市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已经分别与国
家发改委、住建部及北京邮电大学等部委及
研究机构和院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作
为十家发起单位之一与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
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一起发起成立了“智慧城
市发展联盟”；是国家住建部旗下的中城智
慧城市建设研究会会员单位；参与了多个城
市和园区的智慧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西山赢府
商务中心
电话：010-88158588
邮箱：ludongqing@boco.com.cn
网址：www.boco.com.cn

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展位号：434
参展人员：Cui Jian、Liu Peng、Liu Jin、
Li Rongln
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微波/
射频混合集成电路及晶振电路的研发和生
产。公司位于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石家庄信
息产业园，博威公司是国家有源、无源射频
集成电路生产基地，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
目前国内最大的微波/射频集成电路供应商。
地址：河北石家庄市鹿泉经济开发区昌盛大
街21号（050200）
电话：8631183933891
邮箱：cjian@cn-bowei.com
网址：www.cn-bowei.com
产品：放大器、滤波器、混合器、MEMS器
件、毫米波器件、MMICs、振荡器、移相
器、合成器、系统和子系统、开关

常州中英科技有限公司

前公司绝大多数产品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FR-4覆铜板已经申请了7项专利，远红
外辐射板已经申请了4项专利。
地址：江苏常州市钟楼开发区北区飞龙西路
28号（213012）
电话：86051983253330
邮箱：sales@czzyst.cn
网址：www.czzyst.cn
产品：材料

Cobham Metelics
展位号：611
参展人员：Keng-Yin Chok、Tim Emery
Cobham Metelics的Londonderry和Sunnyvale工
厂提供全线硅（SA）和GaAs、锗隧道二极
管、电阻器、电感器、电容器、开关、梳状
波发生器和集成电路。产品能以晶圆、芯片
和封装形式提供，适合商用、军用和高可靠
通信、电子战和雷达应用。Cobham Metelics
也提供JAN认证TC齐纳管、二极管、整流
器、晶体管和通道命令寄存器。
地址：1012 Stewart Drive, Sunnyvale,
CA 94085, USA
电话：408-737-8181
邮箱：metelics-sales@aeroflex.com

电感、RFICs、服务、信号处理器件、合成
器、系统和子系统、开关、端子、测试与测
量设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CST-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AG
展位号：415
参展人员：Klaus Krohne、Martin Timm、
Zhang Min
CST是全球领先的电磁场仿真软件开发公
司。CST软件被广泛地应用于全频段电磁装
置和设备的仿真设计之中。所有仿真工具全
部集成于同一用户界面 – CST STUDIO SUITE
中。CST客户覆盖国防、通信、汽车、电
子、医疗等各个领域。
地址：Bad Nauheimer Str. 19, Darmstadt 64289,
Germany
电话：49615173030
邮箱：info@cst.com
网址：www.cst.com
产品：天线/天线罩、滤波器、MEMS器件、
印刷电路板、软件

CTS Electronic Components

网址：www.cobham.com/metelics

展位号：523

产品：衰减器、二极管/FETs/晶体管、材
料、毫米波器件

参展人员：Tony Liu
CTS公司是传感器、频率控制器、集成电
路、陶瓷RF滤波器和双工器、EMI/RFI滤波
器、电容、电阻、双列直插和旋转开关、
旋转和线性电位器、编码器和热管理器件和
控制器等众多产品设计与制造的业界领导
者。CTS服务于一些重要的市场，如医疗、
国防和航空、工业控制、电源管理、高压交
流电、安全、照明、音频设备、通信、计算
机和电子连网。

嘉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08
参展人员：Ethan、Suky、Kevin、Vicky
嘉兆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80年，是集测试
测量、多层印刷电路板于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总部设在深
圳，由香港嘉兆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业务从
美国的“硅谷”、新加坡等国际城市陆续延
伸至全国，并分别在北京、上海、武汉、西
安、沈阳、珠海、成都设有全资分公司、生
产工厂、办事处。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3007号国际科
技大厦2001室（518033）
电话：864000073336

展位号：539

邮箱：enquiry@tnm-corad.com.cn

参展人员：Edgar Chen、Mary Li、
Changzhu Yao、Feng Chen
常州中英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专业
生产远红外辐射板、覆铜板FR-4和多层电子
线路板用半固化片，高频微波基板、耐高温
材料等，是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公司拥
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完善的工艺流程。目

产品：放大器、天线/天线罩、衰减器、
连接器/Cable/适配器、耦合器/ 分离器、
二极管/FETs/晶体管、滤波器、混合器、
Isolaters/环形器、Linearizers、MEMS器件、
毫米波器件、MMICs、光电器件/光纤器
件、振荡器、移相器、电源、电阻/电容/

网址：www.tnm-cora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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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穆宁璐1号
（300457）
电话：861052528909
邮箱：tony.liu@ctscorp.com
网址：www.ctscorp.com
产品：衰减器、滤波器、振荡器、电阻/电
容/电感、RFICs、开关、测试与测量设备

大连达利凯有限公司
展位号：239
参展人员：Yushen Zhai、Penghui Wang、
Yongmin Wang、May Li
大连达利凯有限公司自1988年成立以来，一
直致力于陶瓷电子元件的设计、开发、生产
和销售，是全球著名的微波射频陶瓷多层电

容器的制造商，为多家全球顶级电子设备制
造公司提供产品和服务。大连达利凯公司
的产品适合于射频、微波的应用，有良好
的性能表现，应用领域包括：无线通信设
备、MRI核磁医疗设备、高功率射频电源、
高速铁路应答器、激光设备等。公司的研发
和生产基地、销售总部设在中国大连市，为
更好地服务客户，在亚洲、欧洲、北美设有
代理商和经销商，可为全球客户提供快捷的
交货和服务。
地址：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哈尔滨路17号
（116600）
电话：86041187613673
邮箱：yszhai@dalicap.com
网址：www.dalicap.com
产品：电阻/电容/电感

DelfMEMS
展位号：431
参展人员：David Doyle、Renaud Robin、
Igor Lalicevic
DelfMEMS是研制和生产一类新型手机射频
开关的开拓者，他们运用自身独特的MEMS
技术，针对LTE及更高端的市场。elfMEMS新
一代革命性的射频MEMS开关，使移动通信
用户获得更长的电池寿命，更好的通话质量
及更高的数据速率。
地址：Parc Scientifique de la Haute Borne,
Hub Innovation, 11 rue de l’Harmonie,
Nilleneuve D’Ascq 59640, France
电话：33320050545
邮箱：sales@delfmems.com
网址：www.delfmems.com
产品：MEMS器件、开关

美国迪拉尼工程有限公司
展位号：518
参展人员：Roland Teoh、Christopher Teoh、
Greg Crosswait、Nina Chen
美国迪拉尼工程有限公司(DEI)总部位于美国
德州休斯顿市，29年来一直为移动无线电、
卫星通信、导航、测试仪器和蜂窝通信行业
供应射频器件。我们专注于定制高性能晶体
滤波器、LC滤波器、晶体振荡器、压控振荡
器、频率合成器以及射频模块。我们为高度
专业化的客户服务，做他们最满意的设计服
务伙伴、增值分销商和长期供应商。
地址：2550 Gray Falls Drive, Suite 128,
Houston, TX 77077, USA
电话：281-870-8822
邮箱：sales@dynamiceng.com

网址：www.dynamiceng.com
产品：振荡器、滤波器、频率合成器、功率
放大器、二极管、场效应管、晶体管

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展位号：332
参展人员：Weimin Liu、Hanyang Yu、
Zhngang Zang、Yu Pan
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是由获得中国
第一批“千人计划”支持的海外归国人员创
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苏州市昆山高新
区建设了中国第一家氮化镓电子材料与器件
工厂，该工厂占地55亩，第一期投资为3.8亿
元，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设计产能为年产
3寸氮化镓晶圆6000片，其技术力量和生产
规模位于国际前列。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晨丰路18号
（215300）
电话：8651236886888
邮箱：sales@dynax-semi.com
网址：www.dynax-semi.com
产品：放大器、二极管/FETs/晶体管、RFICs

上海东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提升电子工程设计的创新能力，推动中国电
子领域的创新发展，是eeWorld内容服务的目
的和追求。eeWorld内容服务的核心是快速传
播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电子元器件的创新技
术、创新产品资讯；全面深度整理并免费在
线提供电子工程设计人员应用开发所需要的
原始基础数据库资料；深入挖掘和分享各类
电子产品原创开发经验和创新应用知识，互
动触发电子工程设计群体的原初设计灵感。
电话：861051530096
网址：www.eeworld.com.cn
产品：出版物

电子产品世界
展位号：535
由著名的美国IDG集团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
所共同创办的《电子产品世界》是一本在中
国积累了十八年成功媒体运作经验的一流电
子杂志。每个月中国电子业的近十万工程师
从《电子产品世界》上得到了丰富、及时、
全面的电子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信息，他们
有很多人甚至从大学时期开始就受到《电子
产品世界》杂志的积极影响，在日后的工作
中《电子产品世界》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重
要信息来源。
地址：北京市复兴路15号138室 (100038)

展位号：507
参展人员：Tony、Yawei Li、Li Chen
上海东广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射
频、微波、毫米波器件及系统解决方案提供
商。提供的产品涉及微波射频器件、部件、
子系统、仪器和设备，同时也为客户的产品
设计提供技术咨询、综合解决方案等相关技
术服务。主要业务分属三块：微波产品研发
（设计生产射频微波毫米器件）、微波产品
分销(引进先进射频微波产品DC-1100Ghz)、
物联网（射频识别相关产品解决方案）。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2300号富同大
厦B416（200090）
电话：862155897698
邮箱：sales@eastample.com
网址：www.eastample.com
产品：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配器、耦合
器/分离器

电子工程世界
展位号：537
电子工程世界是一家专为中国电子工程师和
电子设计主管提供电子技术开发应用资讯的
网络传媒。探求电子工程设计的创新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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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058882867
邮箱：ht@eepw.com.cn
网址：www.eepw.com.cn
产品：出版物

EMC Technology/Florida RFLabs
展位号：211
参展人员：Eric Yao、Xiao-Ming Chen、
Rosie Luo
EMC Technology/Florida RFLabs是一家国际著
名的从事高质量薄膜和厚膜射频微波电阻性
产品以及高可靠性微波同轴电缆组件研发和
制造的处于领先地位的公司。我们的创新有
竞争力的产品支持不同市场的应用，例如：
通信、无线、广播、医疗、航空航天和军事
等。产品线包括：同轴电缆组件、人造金刚
石阻抗产品、温度补偿衰减器、固定衰减
器、电阻、负载、定向和3dB PTFE耦合器、
功分器等。EMC Technology/Florida RFLabs在
核心无源元器件的能力使之能够提供在微波
技术领域最大的产品选择范围和最强的研发
资源给全球市场。
地址：8851 SW Old Kansas Ave., Stuart,
FL 34997, USA

电话：772-286-9300
邮箱：sales@emc-rflabs.com
网址：www.emc-rflabs.com
产品：衰减器、连接器/电缆/适配器、耦合
器/分离器、隔离器/环形器、电阻/电容/电
感、端子、波导和波导部件

今日电子+21ic
展位号：533
参展人员：Geng Lifeng、Zhangqing Yan、
Jiayan Xin、Zhuman Shu
21ic中国电子网成立于2000年初，是中国
第一家电子技术门户网站，也是目前访问
量最大、注册用户最多的电子技术信息网
站。21ic的宗旨是向中国电子工程师提供最
新电子技术和产品信息、应用设计思路、市
场和行业动态、器件资料等工程师所需求的
信息，同时也是工程师之间相互交流、学习
和表达的友好社区。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乙12号天
作国际中心1号楼A座1506～1508室（100081）
电话：86159705655
邮箱：fxb@epc.com.cn
网址：www.21ic.com
产品：媒体

ERA Spread Limited
展位号：201
参展人员：Wang Jinyue、Luo Liwei、
Liu Chan、Yang Ke
OMMIC是一家致力于最先进III-V（GaAs、GaN
和InP）工艺的外延、晶圆代工服务和MMIC
基器件领先供应商，为客户提供针对电
信、航天和国防应用的最先进性能。ERA是
OMMIC在亚太地区的唯一授权经销商。
地址：香港九龙新蒲岗大有街1号勤达中心9
楼客房1
电话：85234211318
邮箱：yk@eraspread.com
网址：www.ommic.com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毫米波组件、
MMIC、移相器、服务、开关

空。Farran提供多种测试测量系统，如矢
量网络分析仪扩展器、噪声系数分析仪和
从40到500 GHz的频率延展源。Farran也提供
基于波导的器件，包括放大器、探测器、频
率转换器、混频器、乘法器和Gunn振荡源。

地址：#46 Samsung 1-ro 5Gil, Hwaseong-si,
Gyeonggi-do 445-170, South Korea

地址：Airport East Business Park Cork, Ireland

网址：www.gigalane.com

电话：+353 21 484 9170

产品：放大器、连接器/线缆/适配器、二极
管/FETs/晶体管、RFICs、开关、测试与测量
设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邮箱：sales@farran.com
网址：www.farran.com
产品：放大器、天线/天线罩、衰减器、滤
波器、隔离器/环形器、毫米波器件、振荡
器、服务、系统和子系统、端子、测试与测
量设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Focus Microwaves Inc.
展位号：409
Focus Microwaves位于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
尔市，是一家工程设计公司。我们设计、制
造和支持我们的所有产品，特别是从10MHz
到110GHz的自动阻抗调谐器、晶圆上集成的
负载拉移和噪声测量系统。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1号万柳亿城
中心C2-1607室(100089)
电话：861058815938
邮箱：kelly@focus-microwaves.com
网址：www.focus-microwaves.com

飞思卡尔半导体
展位号：338

展位号：409
参展人员：Tomasz Waliwander、Sindy Lee
30多年来，Farran一直站在毫米波开发的
前沿，服务于新兴和成熟市场，包括测试
和测量、雷达和成像、通信、科研和航

邮箱：jst0129@gigalane.com

戈尔
展位号：437
参展人员：Shirley Fang、David Zheng、
Jonathon Pu、Chris Cox
针对需要长期保持可靠性能的应用环境，
戈尔提供成熟耐用的电缆及组件解决方
案，实现可靠的信号完整性，减少停机时
间，简化安装。戈尔品种齐全的同轴和微
波/射频组件，能够承受各种挑战：如测试
环境的反复弯折和插拔；外太空很宽的温
度范围、飞行的冲击和振动。GORE®微波射
频电缆组件确保精确测试结果，降低重复
测试和校准次数，减少电缆更换，节省测
试总成本。GORE®宇航微波射频电缆组件满
足太空严苛的应用环境要求，提供优异的电
气和机械完整性，具有30多年，80多个宇航
项目100%无故障飞行的骄人业绩。
地址：上海市南京西路1468号中欣大厦43层
（200040）
电话：862151728299

飞思卡尔半导体是面向无线基础设施RF电
源产品的全球领导者，具有面向所有移动
带宽和标准的电源晶体管产品。飞思卡尔
的Airfast RF电源解决方案在小封装内集成
了无与伦比的高效性、简单和增益，以及
广泛的视频带宽和强韧性。飞思卡尔以面
向小型信号、工业和热力领域产品系列的
世界级性能，巩固了其在蜂窝基础设施领
域的市场领导地位。请您见证我们如何利
用开拓性的处理器、工具和技术来开发创
新产品，驱动未来。
地址：6501 William Cannon Dr. West, Austin,
TX 78735, USA
电话：480-413-5309
邮箱：brian.thorsen@freescale.com

Farran Technology Ltd.

电话：827086661634

网址：www.freescale.com

Gigalane Co. Ltd.

邮箱：info_china@wlgore.com
网址：www.gore.com
产品：连接器/线缆/适配器、屏蔽器

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科技有限
公司
展位号：530
参展人员：胡红彦
河北普莱斯曼金刚石科技有限公司从1992年
起专业生产高质量CVD金刚石材料，由于我
们生产的CVD金刚石优越散热性能使其广泛
应用于射频器件、电阻器及衰减器件等。其
热导率可以达到2,000W/m.K
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友谊南大街46号
电话：8631183034449
邮箱：sales@hediamond.cn

展位号：620
GigaLane在韩国运营一条高性能微波线缆生
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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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ediamond.cn
产品：CVD金刚石散热片、窗口材料

HUBER+SUHNER
展位号：300
参展人员：James Huang、Fio Lu、
Donny Chen、Lydia Liu
HUBER+SUHNER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射频连接
器和光学连接器元件及系统方面的供应商。
我们在通信、工业以及交通领域的客户都称
赞我们是实际应用领域的专家。我们提供
射频、光纤、电缆技术的全方位专业技术知
识。因此，我们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
能够进行持续不断的技术革新，以满足全球
范围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我们的核心产品
包括各种各样满足高质量标准的可靠产品，
以及灵活多样的可靠服务，而且我们在全球
各地的响应速度也非常快捷。我们专注于提
供各种复杂的应用产品。由于我们产品的与
众不同，加上不断的技术革新以及客户定制
服务， 因而可以带来附加值，这使得我们能
够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金桥路金滇路176号蓝
庭工坊1区4楼 （200120）
电话：862151901115
邮箱：china.marketing@hubersuhner.com
网址：www.hubersuhner.com
产品：天线/天线罩、衰减器、连接器/线缆/
适配器、光电器件/光纤器件、移相器、端
子、波导和波导组件

Interference Technology

制造先进的多层印刷电路板。新产品包括
AstraMT，一种为包括77GHz的汽车雷达和
传感器在内的射频/微波应用而设计的低Dk
(3.00) Df (0.0017)材料；TerraGreen，一种针对
高速数字应用的无卤素低Dk (3.44) Df (0.0039)
材料；Tachyon 100G，一种为消除40+Gb/s
高速数字设计的偏差而设计的低Dk (3.10) Df
(0.0021)产品。
地址：3100 W. Ray Road, Chandler, AZ 85226, USA
电话：480-298-8389
邮箱：julio.mendoza@isola-group.com
网址：www.isola-group.com
产品：材料

京航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京航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
提供电缆、连接器、适配器和其他相关产
品、解决方案和服务于航天航空等行业的
专业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联东U谷景盛南
四街13号楼1A2层
电话：861056495301
邮箱：yuanjianwei@jhtbj.cn
网址：www.jhtbj.cn
产品：连接器/线缆/适配器

Keysight Technologies
展位号：401

邮箱：info@interferencetechnology.com
网址：www.interferencetechnology.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3号（100102）

电话：484-688-0300

产品：出版物

Isola
展位号：219
参展人员：Julio Mendoza、Henry Ho、Fandy Wei
Isola是全球领先的材料供应商，设计、开
发、制造和销售薄片/半固化片材料，用于

参展人员：Huanlei Tao、Vikki Wang、
William Xue、George Zhou
MACOM是高性能RF、微波和毫米波产品的
领先供应商。这些产品用于下一代互联网和
现代军事领域。MACOM拥有广泛的产品和
技术组合，服务于多个市场，包括高速光器
件、卫星、雷达、有线和无线网络、CATV、
汽车、工业、医疗和移动设备。60多年以
来，MACOM一直为客户解决最复杂的难
题，成为它们真正的伙伴，为它们提供从射
频到光频的创新产品与解决方案。

电话：800-366-2266
邮箱：marketing@macom.com

展位号：205

是德科技公司（NYSE：KEYS）是全球领先
的电子测量公司，通过在无线、模块化和
软件解决方案等领域的不断创新，为您提
供全新的测量体验。是德科技与惠普和安
捷伦一脉相承，因此拥有世界一流的测量
平台、软件和一致性测量技术，为无线通
信、航空航天与国防以及半导体等市场提
供最先进的测量解决方案。公司拥有9500名
员工，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为客户提供
卓越服务。

地址：1000 W. Germantown Pike, Plymouth
Meeting, PA 19462, USA

展位号：321

地址：100 Chelmsford St., Lowell, MA 01851,
USA

展位号：231
Interference Technology通过发表文章、新闻
和其它实用内容帮助工程师找到测试、设
计、应用和监管等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我
们通过广泛的营销服务，包括销售线索反
馈、品牌推广、市场调查和活动，帮助器
件、材料、测试设备和服务供应商找到合适
的客户。出版物有印刷和电子形式的，在60
多个国家有读者。我们也在中国、日本和欧
洲出版当地语言版本的刊物。

MACOM

电话：800-810-0189
邮箱：tm_asia@keysight.com
网址：www.keysight.com
产品：放大器、连接器/线缆/适配器、滤波
器、毫米波器件、印刷电路板、RFICs、软
件、系统和子系统、测试与测量设备、波导
和波导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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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macom.com
产品：放大器、天线/天线罩、衰减器、耦
合器/分离器、二极管/FETs/晶体管、滤波
器、混合器、毫米波器件、MMICs、光电器
件/光纤器件、振荡器、移相器、电源、印
刷电路板、电阻/电容/电感、RFICs、服务、
信号处理器件、系统和子系统、开关、测试
与测量设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Maury Microwave China
展位号：618
参展人员：David Li、Grace Sun、
Dongliang Yang、Tim Yu
特立独行的公司要有卓越的实验室——请
Maury Microwave完善你的实验室吧。测量
和建模设备表征解决方案、矢量网络分析
仪校准配件和互联领域的领先公司Maury将
展示有源和混合有源谐波负载拉移解决方
案、LXI认证的自动阻抗调节器和脉冲IV/RF
小型晶体管建模、以及同轴和波导矢量网络
分析仪校准套件和度量适配器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元辰鑫大厦
E1座330室（100029）
电话：861082251778
邮箱：sales@maurymw.com
网址：www.maurymw.com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配
器、毫米波器件、软件、系统和子系统、端
子、测试与测量设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Microwave Journal、微波杂志
展位号：233
参展人员：Carl Sheffres、Adonis Mak、
Richard Mumford、Katie Huang

57年来，《Microwave Journal》一直在为全
球的射频、微波和无线工程师提供最前沿的
技术内容。2012年，《Microwave Journal》中
文版《微波杂志》以印刷版和数字版两种形
式推出，为中国快速增长的高频电子行业提
供相同的技术专门知识。中文版提供来自国
际专家的技术文章，以及新闻、产品和对该
地区公司高管的采访。Microwavejournalchina.
com发布独特的文章和内容。请访问该网站
随时获取最新信息并免费订阅杂志。
地址：685 Canton St., Norwood, MA 02062, USA
电话：781-769-9750
邮箱：mwj@mwjournal.com
网址：www.microwavejournalchina.com
产品：出版物

Microwave Vision AMS Ltd.
展位号：223
Microwave Vision Group（SATIMO、ORBIT/FR、
AEMI和REMC Systems）为天线、RCS和天线
罩测试及无线器件认证提供最广泛的创新测
量解决方案。该公司的产品包括完整的交钥
匙系统、MV-Scan多探针阵列、电波暗室、
天线和探头、测量和分析软件、定位设备、
射频吸收器和电磁波暗室。该公司的优势来
自其广泛的产品组合、全球运营和综合项
目管理。公司致力于支持国防、国土安全、
航空航天、卫星、电信、大学、研发、汽
车、RF安全和材料测量行业。
地址：47 Boulevard Saint-Michel, Paris 75005,
France
电话：33175775850
网址：www.microwavevision.com
产品：天线/天线罩、测试与测量设备

Millitech Inc.
展位号：209
参展人员：Darren Jones
Millitech致力于帮助客户实现质量、性能和
成本目标。Millitech在提供高质量毫米波产
品方面声誉卓著。我们设计、开发和制造
最多样的、从18到300GHz的毫米波组件和配
件。Millitech被公认为领导者，能以有竞争
力的价格准时提供高性能产品。我们的产品
包括天线、波导组件、毫米波测试配件、无
源和有源器件、开关、混频器。
地址：29 Industrial Dr. East, Northampton,
MA 01060, USA
电话：413-582-9620
邮箱：info@millitech.com
网址：www.millitech.com

产品：放大器、天线/天线罩、耦合器/分
离器、滤波器、隔离器/环形器、毫米波器
件、振荡器、测试与测量设备

Mini-Circuits

离器/环形器、毫米波器件、MMICs、振荡
器、移相器、电阻/电容/电感、RFICs、服
务、信号处理器件、合成器、系统和子系
统、开关、端子、测试测量设备、波导和波
导组件

美国国家仪器

展位号：501
参展人员：David Sun、Sunny Sun、
Suki Chen、Wenjuan Liu
Mini-Circuits制造比RF/IF和微波行业其他任
何制造商更多的满足更多需求的产品。28个
产品线的超过6,800个现成的目录型号产品和
数以千计的定制型号产品，推动着世界各地
商用、工业、航空航天、军事和测试应用的
创新。44年来，Mini-Circuits的创新设计、快
速周转、严格的质量标准、价值定价、准时
交货、快速响应和一流的客户服务一直广受
行业领导厂商、初创企业和新锐设计师的好
评。从LTE、WiMAX和蜂窝到仪器仪表、医
疗设备、RFID、无线局域网、GPS、CATV、
卫星和坚固耐用的军用系统，Mini-Circuits公
司不断重新定义什么是价值所在！
地址：13 Neptune Ave., Brooklyn, NY 11235, USA
电话：718-934-4500
邮箱：sales@minicircuits.com
网址：www.minicircuits.com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
配器、耦合器、二极管/FETs/晶体管、滤
波器、毫米波器件、MMICs、振荡器、移
相器、功率分离器、信号处理器件、合成
器、系统和子系统、开关、端子、测试与
测量设备

展位号：315
参展人员：Ziaoyue Zhu、Wankai Tang、
Xing Chen、Hang Cao
从1976年开始，美国国家仪器 (www.ni.com)
就为工程师和科学家提供各种工具来加速生
产、创新和探索。NI的图形化系统设计方法
为工程界提供了一个将软硬件结合在一起的
平台，有助于加速测量和控制系统的开发过
程。公司的长期愿景和通过技术提高社会
发展水平的理念为客户、员工、供应商和股
东的成功提供支持。NI中国自1998年成立以
来，不断致力于以跨国公司的实力为本地
用户提供创新、高效的工具和解决方案。
辐射全国的销售、技术人员及系统联盟商网
络则以为本地市场提过优质服务为己任，倾
力满足客户要求。NI中国在线商城的推出进
一步完善了NI的服务体系，旨在为用户提供
更方便快捷的购买体验，即刻浏览：china.
ni.com/howtobuy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7号第45幢
（201203）
电话：862150509800
邮箱：lang.qin@ni.com
网址：www.china.ni.com
产品：毫米波器件、信号处理器件、软件、
合成器、系统和子系统、开关、测试与测量
设备

Mitron Inc.
展位号：601
参展人员：David Sun、Sunny Sun、
Suki Chen、Scott Huang
伟博电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专
业的微波射频器件、部件、系统解决方案
提供商，提供的产品涉及微波射频器件、部
件、子系统、仪器和设备，同时也为客户的
产品设计提供技术咨询、综合解决方案等相
关技术服务。伟博电讯是世界著名微波射频
厂商Mini-Circuits、Herley、CTT、Harbour、
BONN、NEL、MIcable、Lucix、ARRA、IPP和
CUMING MICROWAVE在中国地区的独家代理
和合作伙伴，负责这些公司在华业务。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89号福州软件
园A区29号楼四层（350003）
电话：864008873088
邮箱：sales@mitron.cn
网址：www.mitron.cn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配
器、耦合器/分离器、滤波器、混合器、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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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lco Products Pte. Ltd.
展位号：331
Nelco为商业和军用领域的关键微波器件、
天线和子组件提供各种可靠的高价值基板。
电话：+65 6861 7117
邮箱：ptecs@parkelectro.com

恩智浦半导体
展位号：427
恩智浦半导体 (NASDAQ: NXPI) 致力于为智能
世界提供安全互联的解决方案。基于高性能
混合信号的专业性，恩智浦在汽车、智能识
别和移动行业，以及无线基础设施、照明、
医疗、工业、个人消费电子和计算等应用领
域不断创新。公司在全球逾25个国家都设有
业务执行机构。

Park Electrochemical Corp.
展位号：331
Park Electrochemical Corp.是全球领先的材料
供应商。公司为电信和互联网基础设施以及
高端计算市场开发和制造高技术数字和射频/
微波印刷电路板材料，为航空市场提供先进
复合材料、零件和配件。Park的核心竞争力
在聚合物化学和镀膜技术领域。公司的制造
工厂坐落在新加坡、法国、美国堪萨斯、亚
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州。研发中心位于亚利
桑那、堪萨斯和新加坡。
地址：48 South Service Rd. Ste. 300, Melville,
NY 11747, USA
电话：+86 139 2363 6511
邮箱：jguo@parkelectro.com

器。Pickering Interfaces提供各种各样的可
以在工业上的PXI、LXI、PCI和GPIB应用的
开关系统，还有可以与这些系统无缝连接
的线缆和连接器。它的产品主要用在全世
界范围内安装和使用的测试系统里，并且
以极高的可靠性和价值闻名于世。

领导者。我们拥有从分立到集成高功率放大
器的全面的产品系列。我们使用包括GaN混
合方案的最尖端的技术为客户提供高效的解
决方案。

地址：Stephenson Road, Clacton-on-Sea CO15
4NL, UK

电话：82312505078

电话：861059822465
邮箱：chinasales@pickeringtest.com
网址：www.pickeringtest.com
产品：连接器、线缆、适配、软件、开关、
测试测量仪器

Pico Technology
展位号：318

产品：材料、印刷电路板

参展人员：Kieran Winstanley、Jay Chu、
Lara Xu、Cindy Xu
建立于1991年的Pico Technology生产基于PC
端的高端示波器，可以替代传统的高额费
用的台式测试仪器。由于它们的可移植性，
灵活的连接性还有费用方面的优越性，
PicoScope的产品可以应用于多种多样的不
同工业产品中的。PicoScope示波器包括了
内置的信号发生器（AWG），PicoScope6
软件是一种包含了可用于设备自动测试
的波罩容限测试，增加了流行的协议类如
I²C，SPI，CAN/LIN和FlexRay等协议的解码功
能，这些有助于发现波形错误。软件是免费
包含在产品中的。

展位号：308
参展人员：CK Sun、Elizabeth Brown、
Frank Wan、Duncan Pilgrim
派更半导体，现村田集团全资子公司，系
射频SOI (绝缘体衬底硅) 工艺技术 的创始
者，为目前业界领先的无晶圆厂高性能、
集成射频方案提供商。自1998年始，派更及
其创始团队完善了UltraCMOS技术（一种自
有专利的先进SOI工艺），可提供射频领域
领先的技术以应对该市场的最大挑战。派
更半导体拥有超过150项美国已批准或正在
申请的专利所有权，并且已经发货超过20
亿片基于UltraCMOS技术制造的射频芯片，
该技术提供了业界一流性能的单芯片集成
方案。
地址：9380 Carroll Park Dr., San Diego, CA
92121, USA
电话：858-731-9400
邮箱：dpilgrim@psemi.com
网址：www.psemi.com
产品：数控衰减器、二极管/场效应晶体管/
晶体管、单片微波集成电路、移相器、射频
芯片、锁相环、射频开关等。

地址：James House Colmworth Business
Park, Eaton Socon, St. Neots, Cambridgeshire
PE19 8YP, UK
电话：441480396395

展位号：318
参展人员： Shaun Fuller、Kimberly G. Otte、
Shirley Jiao、Abel Wang
Pickering Interfaces 设计和生产应用于电
子测试和仿真领域的开关信号模块和仪

网址：www.rfhic.com
产品：放大器、MMICs

艾诺信射频电路有限公司
参展人员：徐利东、易群、蒋足平、陈华锋
深圳市艾诺信射频电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生产快板，样板和中小批量的高新技术线
路板服务企业。公司工厂位于深圳市光明
新区圳美村同富裕工业区，月生产能力达到
5000平米，每天生产品种多达200款，产品
覆盖低互调天线无源电路板、功放散热电路
板、3D可弯折铝基板、PATCH天线板、PTFE
铁氟龙高频板、混压板、金属半孔板、埋盲
孔板、及20层以下的高多层高精密电路板等
各类线路板。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圳美村同富裕工业区
泽浩工业园D栋3楼（518314）
电话：8675536889561
邮箱：market@rflabcircuits.com
网址：www.rflabcircuits.com
产品：放大器、天线/天线罩、电源、印刷
电路板、系统和子系统、开关、端子

Richardson RFPD

邮箱：naomi.charlton@picotech.com

展位号：327

网址：www.picotech.com

参展人员：Maxwell Li、Kimi Tang、
Rao Jiang、Lydia Song
Richardson RFPD公司隶属于Arrow Electronics
公司，是RF和无线通信、功率转换及可再
生能源市场的全球领导者。与业界顶尖元
器件供应商的关系使Richardson RFPD满足
了每一个客户的全部工程需求。无论是设计
元器件还是完整的工程解决方案，Richardson
RFPD的全球设计中心和技术销售团队都为
客户从原型到生产的上市战略的各个方面
提供支持。

产品：测试测量仪器

RFEDA
展位号：221
网址：www.rfeda.cn
产品：出版物

Pickering Interfaces

邮箱：rfsales@rfhic.com

展位号：335

网址：www.parkelectro.com

派更半导体

地址：120, Jangan-ro 458 beon-gil, Jangam-gu,
Suwon-si, Gyeonggi-do 440-310, South Korea

RFHIC Corp.

地址：1950 S. Batavia Avenue, Suite 100,
Geneva, IL 60134, USA

展位号：215
参展人员：Yong-ju Suh、Xu Won Bo、
Cui Jian Guo
RFHIC是设计和制造射频和微波器件的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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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00-737-6937
邮箱：rfpdsales@richardsonrfpd.com
网址：www.richardsonrfpd.com

产品：放大器、天线、衰减器、连接器/线
缆/适配器、耦合器/分离器、二极管/FETs/
晶体管、滤波器、混合器、隔离器/环形
器、MMICs、移相器、电源、印刷电路板、
电阻/电容/电感、系统和子系统、开关

Rogers Corp.
展位号：421

力的电学测试方案提供商。公司提供高速，
雷达，电子对抗及功率电子类的专业测试方
案。自主产品包括宽带矢量信号源，宽带上
下变频器，多通道高速存储采集方案，多通
道信号源。盛铂科技同时也是多家专业仪器
品牌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品牌包括Noisecom、
Boonton、Anapico、Greenﬁeld、Venable等，代
理产品涵盖模拟高斯白噪声源，射频功率
计，信号源分析仪，射频信号源，脉冲发生
器，频率响应分析仪等。

参展人员：Nina Zhou、Vicky Zeng、
Sharon Young、Dylan Jiang
Rogers公司是一家开发高性能特殊材料的全
球技术领先厂商。先进电路材料事业部生产
用于高频电路的印刷电路材料。Rogers的材
料服务于范围广泛的市场，包括移动通信、
通信基础设施、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先进封
装、航空航天和国防，以及数字化应用。重
点产品包括RO4000系列、RO3000系列、RT/
duroid和ULTRALAM系列高频层压板材料。其
技术支持遍布全球各地。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418号 A区906
（200233）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338号天安中
心607室（200003）

参展人员：P.Y. Chow、Jacky Zhen、
David Dai、Wendy Wen
盛昌电子有限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公司，
成立于1988年，是一家多年供应各种RF/微
波、毫米波、光纤组件和高可靠性电子元器
件的专业代理和分销公司。该公司目前在
中国有8个销售办事处，分别位于香港、北
京、成都、南京、上海、深圳、武汉和西
安。公司代理和分销Advance Semiconductor
Business(ASB)、Cree、Cinch Connectivity
(Johnson, Trompeter, Midwest, Semflex,
Stratos)、Dielectric Laboratory(DLI)、Dow-Key
Microwave、Emerson &Cuming Microwave
Products、Laird、Knowles Capacitors、K&L
Microwave、MITEQ、MtronPTI、Novacap、
RN2、Syfer和Voltronics的产品。

电话：862162175599
邮箱：vicky.zeng@rogerscorporation.com
网址：www.rogerscorp.com
产品：材料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
展位号：301
参展人员：Rolams Luo、Hongwen Yang、
Yaqi Zhang、Esther Lu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R&S公司）成立于
1933年，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成立80年
来，R&S公司在射频技术方面始终保持创
新，一如既往地为用户提供业内最高性能的
解决方案。业务领域涉及无线通讯、电子行
业、广播和视听媒体、航空航天和国防、以
及安全通信和监管。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朝来高科技
产业园11号楼（100012）
电话：861064312828
邮箱：events.china@rohde-schwarz.com
网址：www.rohde-schwarz.com.cn
产品：电子测试与测量仪器仪表

盛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532
参展人员：Alex Chen、Li Cai、Yuanbin Fan
盛铂科技是一家拥有独立研发生产及销售能

电话：862160901955
邮箱：li.cai@samplesci.com
网址：www.samplesci.com
产品：测试与测量设备

Sanetronic Company Ltd.
展位号：304

各大通信公司、军工企业、科研院所的定
点供应商， 产品功率1W-50KW ， 工作频率
DC-40GHz，广泛应用于航空，雷达，微波通
信，移动通信，科学研究，广播电视等军民
用通信市场。主要产品包括：同轴固定衰减
器，可调/程控衰减器，微波测试子系统，
同轴负载，大功率测量装置，失配负载，移
相器，定向耦合器，同轴开关，功率计，同
轴检波器，偏置Tee，功分器/合路器，环行
器/隔离器，集成衰减器/高功率电阻，测试
附件等。
地址：上海市田州路99号13号楼3层
（200233）
电话：8602154451398
邮箱：shx@shhuaxiang.sina.net
网址：www.shx-sh.com
产品：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配器、耦合
器/分离器、滤波器、混合器、隔离器/环形
器、移相器、开关、端子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
展位号：606
参展人员：杨明辉、吴亮、顾建忠、陈敏华
主要研究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
两大学科领域和开拓性的信息通信技术微卫
星研发、无线传感器网络（物联网）、新一
代移动通信、微系统技术、信息功能材料与
器件五个学科方向。
地址：上海市长宁路865号（200050）
电话：8602162511070
邮箱：wuliang@mail.sim.ac.cn

地址：香港官塘鸿图道23号利登中心2103室

网址：www.english.sim.cas.cn

电话：85227988887

产品：MMICs, RFICs

邮箱：info@sanetronic.com
网址：www.sanetronic.com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配
器、耦合器/分离器、二极管/FETs/晶体管、
滤波器、隔离器/环形器、材料、毫米波
器件、MMICs、光电器件/光纤器件、振荡
器、移相器、电阻/电容/电感、RFICs、屏蔽
器、信号处理器件、开关、端子、测试与测
量设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上海华湘计算机通讯工程有限
公司

Shanghai Radiall Electronics Co.
Ltd.
展位号：326
参展人员：Lyne Lee、Vonie Sun、
Yizheng Song、Wei Wang
Radiall是一家高可靠性互联器件全球制造
商，产品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国防、工业、
医疗和电信领域。
地址：上海市永和路390号（200072）
电话：862166523788
邮箱：vonie.sun@radiall.com

展位号：307
上海华湘计算机通讯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设计，开发，生产微波射频器件的高新
技术企业，1993年成立于上海。上海华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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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radiall.com
产品：天线/天线罩、衰减器、连接器/线缆/
适配器、开关、端子

生益科技
展位号：531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1985年成立，
坐落在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生益科技一
直贯彻不断追求更高的标准，最好的质量、
性能、和高可靠性为策略以提升品牌的影响
力。生益科技的主要产品有阻燃环氧树脂玻
璃布编织的覆铜基板、涂树脂铜箔、柔性电
路基材、复合基环氧树脂基板和多层板用粘
结片。除过常规的FR-4基材，生益科技还能
够支持供应PTFE基材、高频电路用基材、高
速电路用基材。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莞穗大道411号
（523039）
电话：86-0769-22271828
邮箱：email@syst.com.cn
网址：www.syst.com.cn
产品：材料

Siemens PLM Software
展位号：427

SignalCore Inc.
展位号：207
参展人员：Herman Jap、Lisa Sultzer
SignalCore设计和制造射频和微波仪器级子
系统。我们的使命是为客户提供高性能的、
灵活的、小体积的和经济高效的子系统，让
它们能被集成进定制的、高端的射频和微波
解决方案。我们的理念是生产高线性和低相
位噪声的产品。我们为全世界的客户服务，
包括研发实验室、大学以及电信、广播、航
空航天、国防、电子制造行业的私有和公众
公司。
地址：13401 Pond Springs Rd, Ste. 100, Austin,
TX 78729, USA
电话：512-501-6000
邮箱：sales@signalcore.com
网址：www.signalcore.com
产品：放大器、合成器、系统和子系统、测
试与测量设备

华美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409
华美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高
科技企业，致力于世界领先的射频、微
波及毫米波系统、设备及器件在中国的
推广和销售，并且不断引进高端产品和先

进技术，使中国与世界同步。主要客户
领域覆盖有高校、半导体、无线通信、
军工及航天等。成立以来，主要推广销
售北美多个厂家先进的设备和器件及与
其相关的射频微波测试解决方案，主要
合作北美厂家如下：OML、NoiseCom、
Focus Microwaves、Cascade Microtech、
T-Tech、Holzworth。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
际中心C座1102

Spectrum Elektrotechnik GmbH是一家创新型
公司，设计并制造最先进的高质量产品。内
部高精度的质量控制所制作的器件适用于对
专业及精度有很高要求的关键部位。如同轴
电缆组件及配套的多插针连接器，相位调节
器达63GHz，SMA，N，TNC和7/16系列等推
拉式连接器等，并且不断的开发创新。
地址：Olschewskibogen 1, Munich 80935,
Germany
电话：49893548040

电话：8601051700808

邮箱：sale@spectrum-et.com

邮箱：huiging.zong@sino-microtech.com

网址：www.spectrum-et.com

网址：www.sino-microtech.com

产品：衰减器，连接器/电缆/适配器，隔离
器/环形器，移相器，同轴负载，测试和测
量设备，波导同轴适配器。

Sonnet Software
展位号：534
Sonnet软件公司提供高频电磁分析软件。Sonnet软件能够抽取平面电路和天线的模
型，包括螺旋电感、滤波器、微带线、带
状线、共面波导以及包含大量分层介质材料
的PCB和集成电路。Sonnet能够无缝集成在
Cadence Virtuoso、AWR Microwave ofﬁce和
Keysight ADS设计环境中。Sonnet即将发布
Sonnet套装15.0版本，该版本将增加内部校
准端口、更直观的图形用户接口和更简化的
分层编辑功能以节省模型编辑时间。
地址：100 Elwood Davis Road, North Syracuse,
NY 13212, USA
电话：315-453-3096
邮箱：info@sonnetsoftware.com
网址：www.sonnetsoftware.com
产品：天线/天线罩、滤波器、混合器、
MEMS器件、MMICs、印刷电路板、RFICs、
软件

斯必能通讯器材（上海）有限
公司
展位号：506
参展人员：Torsten Smyk、Robin Wang、
Song Yu、Jim Jin
斯必能通讯器材（上海）有限公司于2001年
3月投入生产。目前拥有一万平方米的全新
厂房，在中国生产高质量的移动通讯领域
和广播电视领域射频无源器件产品。斯必
能上海公司使用和德国母公司同样先进的
加工设备和相同的质量管理体系，能够确
保在中国生产的产品达到广受赞誉的“斯
必能质量”。2006年，斯必能通讯器材(上
海)有限公司又在中国设立了研发部和广播电
视产品服务中心，以便于给中国客户提供高
质量的产品和更快捷的服务。我们的目标是
用“德国质量，中国制造”来为我们的客户
提供优质的服务。
地址：上海松江工业区联阳路351号
（201613）
电话：862157745377

Spectratronix

邮箱：sissy.wu@spinner-group.com

展位号：529

网址：www.spinner-group.com

Spectratronix致力于帮助设计师、研究者和
创新者使用我们提供的包含高端构建模块的
突破性设计方法设计他们的射频和微波系
统。这个方法保证可重用的模块和通用的系
统使用最新的技术、利用专业经验，让系统
设计师提高效率，专注于创新。

产品：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配器、耦
合器/分离器、滤波器、混合器、服务、开
关、测试与测量设备

地址：Cairo, Egypt

Taconic Advanced Material
(Suzhou) Co. Ltd.

电话：202 29299708

展位号：519

网址：www.consultix-egypt.com

展位号：433

Taconic为微波、射频和高速数字应用制造
聚四氟乙烯/编织玻璃基材料。这些应用包
括LNA、LNB、PCS/PCN天线、GSM和UMTS
天线、功率放大器、滤波器、无源器件、
汽车巡航控制、航空遥测导航、相控阵雷
达等等。

参展人员：Jean-Philippe Hammerstein、
Stephen Zhou、Chris Liang、Leo Liu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苏惠路98号
国检大厦1006室（215021）

Spectrum Elektrotechnik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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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51287189678
邮箱：frankzong@taconic.co.kr
网址：www.taconic-add.com
产品：材料

特力电子公司
展位号：227
参展人员：Zuo Yu Shen、Jennifer Xu、
Lily Li、Jane Chen
特力电子公司是香港一家高级元器件事业代
理商。总部设在香港，在上海、北京、深圳
等地设有办事机构，实力稳固，是多家全球
高质电子元器件企业在中、港、澳地区的指
定总代理。销售产品主要有三大分支：射
频/微波元器件、传感器及电源产品。在射
频/微波元器件方面，全线产品包括25多个
全球知名度极高的品牌。产品系列有电容、
滤波器、振荡器、锥形电感、微波二极管、
天线、旋转开关、射频继电器、衰减器、电
缆、原子钟、晶振、波导元器件等。应用领
域有航空航天、通信导航、雷达、无线通
信、医疗设备、仪器仪表、广播电视等。
地址：香港九龙土瓜湾道82-84号兴华中心8
字楼811室
电话：85223337679
邮箱：info@tect.com.hk
网址：www.tect-electronics.com
产品：服务

泰克中国有限公司
展位号：536
参展人员：Yang Sun、Sandra Cui
泰克公司66年来一直为工程师们提供测试、
测量和监测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解决设计难
题、提高生产力和大幅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泰克是电子设计、制造和先进技术研发所需
的测试设备的领先供应商。
地址：北京市花园路4号通恒大厦301室
（100088）
电话：861057950780

商。我们的产品和方案让众多行业的公司能
够设计和测试各种类型的电子器件。1964年
创立至今，我们一直专注于产品创新和提高
生产力，帮助工程师更快和更高效地解决设
计难题。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6号锦秋国际大
厦A座2001室（100088）

展位号：406
时代微波系统作为全球同轴电缆先导者，以
工程技术为导向，专业设计开发、生产高性
能同轴电缆、连接器和电缆组件，为军事、
航空、通信、工业领域的射频及微波互连应
用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网址：www.teledynelecroy.com
产品：测试与测量设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
研究所

电话：862154453611

参展人员：Sui Wei、Lin Jun Chao、
Chen Wei 、Zhang Quan Jin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简
称41所）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唯一的专
业电子测量仪器研究所，主要从事微波/毫米
波、光电通信、数字通信、基础通用类测量
仪器以及自动测试系统、微波毫米波部件等
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批量生产，并为军/民电
子元器件、整机和系统的研制、生产提供检
测手段。41所拥有一支从事电子测量仪器、
自动测试系统、微波毫米波部件以及各类电
子应用产品研究、开发、设计的专业技术队
伍，迄今为止，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卫星、通
信、导航、雷达、科研、教育等领域，并
为“神舟”载人航天工程和光纤通信干线工
程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了仪器配套，为
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邮箱：ying.xu@timesmicrowave.cn

地址：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路98号
（266555）
电话：8653286889847
邮箱：eiqd@ei41.com
网址：www.ei41.com

The MOSIS Service
参展人员：袁泉、叶旭、姚楠、
Teddy O’Connell
MOSIS为集成电路设计公司和科研机构提供
及时、经济的流片服务，支持多项目晶圆和
量产，与TSMC、IBM、Global Foundries等世
界领先的代工厂长期保持密切合作。

参展人员：Derek Hu、Joyce Yin 、
Tao Luo、Thomas Li
Teledyne LeCroy公司是一家示波器、协议分
析仪和相关测试测量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厂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元山路318弄4号楼
（200233）

展位号：515

网址：http://cn.tek.com

展位号：322

时代微波系统

邮箱：derek.hu@teledynelecroy.com

邮箱：yang.sun@keithley.com

Teledyne LeCroy

产品：提供基于CMOS、BiCMOS、SOI等工
艺的集成电路流片服务，用于通信,工业,以
及消费等领域。

电话：861082800318

展位号：435

产品：测试与测量设备

网址：www.mosis.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春晓
路439号16号楼2楼（201203）
电话：8613817263094
邮箱：mosis-asia@mos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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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timesmicrowave.com
产品：连接器/线缆/适配器

上海创远仪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407
参展人员：Chen Xiaolong、Chen Xiaoguang、
Wang Xiaobo、Yao Tao
上海创远仪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无线
通信射频测试领域，提供从移动终端到无线
网络运营再到生产制造的测试解决方案，
欲成为中国高端无线通信测试仪器的领导
者。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部设在上海，在
北京、南京、广州、深圳、成都、西安、长
沙、武汉等地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桂箐路
69号29栋6楼（200233）
电话：8602164326888
邮箱：info@transcom.net.cn
网址：www.transcom.net.cn
产品：测试与测量设备

天圣华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27
参展人员：Chelsie Xie、Dennis Su、
Sunny Han、Yi Feng Lu
天圣华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科技企业，致
力于世界领先的射频及微波电子元器件和仿
真软件在中国的推广和销售，并引进高端产
品和先进技术，使中国与世界同步。成立以
来主要推广销售欧洲领先半导体设计制造商
的大功率器件和射频微波解决方案，以及
致力于提供计算机辅助工程（CAE）应用和
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同时为客

户提供全面完善的技术支持和解决方案。公
司的射频微波产品广泛应用于通讯，移动通
信基站、直放站、卫星通信、有线电视等
领域；仿真软件产品应用于航空、航天、船
舶、汽车、机械装备等工业领域。
地址：北京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北京国
际中心3号楼安联大厦1001（100026）
电话：861083130778
邮箱：sales@transemic.com
网址：www.transemic.com
产品：放大器、天线/天线罩、衰减器、耦
合器/分离器、二极管/FETs/晶体管、滤波
器、混合器、材料、毫米波器件、MMICs、
振荡器、移相器、电阻/电容/电感、RFICs、
Saw Devices、服务、软件、合成器、系统和
子系统、开关、端子、测试与测量设备

伟达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509
伟达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致力于将
世界领先的射频电子元器件、原材料引入中
国，为最早在国内推广进口产品的代理商之
一，以推广高端进口器件为本，为移动通信
基站、直放站、卫星通信、有线电视、无
线通信模块、光通信等客户提供高质量及高
可靠的产品。总部位于香港九龙湾，并在深
圳、上海、北京、南京、西安和成都等地共
设有十余个分公司或办事处。公司主要经营
射频微波元器件，以及消费类电子IC产品。
公司以人为本，针对客户需要的新产品推
介、快速样品、应用咨询、方案推荐、售后
服务等方面提供专业的服务。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48号盈都大厦C
座10B（100086）
电话：861058734606

Tusonix
展位号：523
Tusonix是电磁兼容产品、EMI/RFI滤波器和电
容、同轴谐振器的世界领先制造商。
地址：75 South Street Hopkinton, MA USA
电话：800-982-5737
邮箱：emcsales@ctscorp.com
网址：www.tusonix.com

聚星仪器
展位号：330
参展人员：Liu Liang、Sun Zhengyuan、
Niu Mingzhi、Qin Jianhuan
聚星仪器于2004年成立于上海，是政府认证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采用国际先进的测
试测量技术，结合自身在数字信号处理、射
频、音频、振动和光电子检测领域的专业
优势，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定制化产品及服
务。聚星仪器非常重视研发的标准化、规范
化和国际化。2008年起，聚星获得ISO-9000
质量体系认证。2013年，聚星成为PXISA(PXI
系统联盟）成员。聚星还参加了EPCGlobal,
NFC Forum, Dash7 Alliance等国际标准协会。
聚星也是中国射频识别(RFID)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发起单位之一，是信息技术标准化
委员会和SCDMA无线宽带产业联盟成员。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387号10幢02
号2-3楼（201203）
电话：862168795660
邮箱：info@vi-china.com.cn
网址：www.vi-china.com.cn
产品：软件、测试与测量设备

邮箱：sales@wtel.com.cn
网址：www.wtel.com.cn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
配器、耦合器/分离器、二极管/FETs/晶体
管、滤波器、混合器、隔离器/环形器、
毫米波器件、MMICs、光电器件/光纤器
件、振荡器、移相器、电源、电阻/电容/电
感、RFICs、Saw Devices、合成器、系统和
子系统、开关、端子、测试与测量设备、波
导和波导组件

WIN Semiconductors Corp.
展位号：527
参展人员：Brian Lee、Maya Chai、
Jeff Yeh、Jim Tsai
WIN Semiconductors是全球领先的GaAs
和GaN纯晶圆代工厂，面向无线、基础设
施、网络和微波、毫米波市场。WIN为其
代工的合作伙伴提供多样化的异质结双极
晶体管和赝晶（pseudomorphic）高电子迁
移率晶体管技术，以支持从50MHz至100GHz
的最前沿产品。WIN Semiconductors最近推
出了第一个GaN技术——0.25 mm制程，未
来12个月还将推出0.5 mm和0.15 mm制程。
地址：台湾桃园县333葵山乡华亚科技园区
华亚二路358号
电话：88633975999
邮箱：arielmao@winfoundry.com
网址：www.winfoundry.com
产品：MMICs

成都恒晶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34
参展人员：Vivian Feng, Robert Dong
成都恒晶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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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成都市高新区天府软件园，是一家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高性能时频控制产品和服务
的专业高科技企业。恒晶科技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具有精确信号控制和处理的软振
荡技术，并将之创新地运用到时频控制产
品领域，提供比传统产品更好的性能，以
及可生产性和最佳的成本控制。恒晶科技
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研发队伍，成员集合了
国际领头通讯企业和国内军工研究所相关
专业技术背景和相关行业工作经验的资深
人才，涵盖了振荡器设计、信号控制、信
号处理等技术领域，具有多年相关产品研
发经验，大批量制造技术和长期应用可靠
性技术积累，对振荡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有深入了解，并能精准把握时频产品未来
的技术发展趋势。
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府软件园D7-201
（610041）
电话：862885980596
邮箱：vivian@xtaltq.com
网址：www.xtaltq.com
产品：振荡器

恩达电路（深圳）有限公司
展位号：333
参展人员：贺培严、程有和、李贯华、翁捷
恩达是国家级高新技术电路板企业，专
业生产2-20层玻纤电路板、高频板、铝基
板、铜基板和其他特种电路板。高频板使
用Roger's、Taconic、Nelco、Isola以及
生益的指定板料。我们的产品被广泛应用
于各种行业和领域，如汽车行业、医学行
业及家电等等。
地址：深圳龙岗坪山南布工业区恩达街8号
电话：86-755-89666774-110
邮箱：jasonweng@sz-yantat.com
网址：www.yantat.com
产品：印刷电路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