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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 CON China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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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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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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星期二：

10:00–18:00

4月20日，星期三：

09:00–17:00

4月21日，星期四：

09: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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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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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简介
埃赋隆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607
参展人员：竹磊、秋晓勇、潘璠、纵啸宇
Ampleon (埃赋隆)创办于2015年，拥有50年RF
功率领导地位，最近从NXP Semiconductors
分离出来，该公司充分利用在RF中传输数据
和能源的全部潜力。Ampleon在世界各地拥
有超过1,700名员工，致力于为客户创造最佳
价值。该公司创新而一致的产品组合为广泛
的应用领域提供了产品和解决方案，比如蜂
窝基站、无线电/电视/广播、雷达、空中交
通管理、烹饪、照明、工业激光和医疗。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568号恒汇国际
大厦10楼
电话：021-80260126
邮箱：xuehui.tong@ampleon.com
网址：www.ampleon.com
产品：放大器

ANSYS

推出首台10000W（10 kHz - 100 MHz）电子管
放大器，1988年推出首台100 MHz到1000 MHz
的100W宽带固态放大器，2003年推出首台
10000W（100 kHz- 250 MHz）固态放大器，2012
年交付首台16000W（10 kHz - 225 MHz）固态
放大器。伴随着功放领域的不断创新和发
展，AR在电磁辐射领域的产品线不断丰富和
壮大。时至今日，AR在高增益天线、场强监
测、功率监测以及接收机等领域均处于行业
技术发展的前沿，产品得到了世界各地用户
的广泛好评。

LNA、LNB、PCS/PCN天线系统中、全球定
位系统(GPS)和UMTS的天线系统中以及功率
放大器、无源器件、避撞雷达系统、航空
助导遥控技术和相控阵雷达系统中。美国
TACONIC占领全球80%的天线市场，广泛应
用于微波器件、基站放大器、卫星高频头等
市场。我们的精英团队将竭诚为您提供：快
捷的信息沟通，权威的技术支持，优质的客
户服务。我们的工作将使您感觉到诚信、可
靠，同时最大化节约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地址：160 School House Rd., Souderton, PA
18964-9990, USA

电话：010-64982446-805

电话：800-933-8181

网址：www.4glory.com.cn

网址：www.arworld.us
产品：功率放大器、多频抗扰度测试系统、
宽带天线、EMC测试系统和附件

北京大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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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03室（100190）
电话：010-82861715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察慈小区15号楼4层

邮箱：elly.dong@ansys.com

电话：010-64357789

网址：www.ansys.com/zh-CN

邮箱：zn734@sina.com

作为全球工程仿真领域的领先企业，ANSYS
在众多产品的创造过程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
的角色。无论是火箭发射、飞机翱翔长空、
汽车高速驰骋、电脑和移动设备的便捷使
用、桥梁横跨江河还是可穿戴产品的贴心使
用，ANSYS技术都尽显卓越。我们帮助全球
最具创新性的企业推出投其客户所好的出
色产品，通过业界性能最佳、最丰富的工程
仿真软件产品组合帮助客户解决最复杂的仿
真难题，我们让工程产品充分发挥想象的力
量。欢迎与我们全球75个战略部门的近3000
名专业人士合作，共同在工程仿真和产品开
发领域彰显非凡！

网址：www.zn734.com.cn

AR Inc.
展位号：227
参展人员：Alan Melnyk, Suky Pu, Dylan Xiong,
Carl Mueller
美国AR公司成立于1969年，从创立之初起便
致力于测试、测量用途的功率放大器的设
计和制造。在40年的发展历程中，AR在功
率放大器领域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1976年

邮箱：hong@4glory.com.cn

邮箱：info@arworld.us

北京大泽科技有限公司，是原北京无线电仪
器二厂新技术研究所整体改制后成立的股
份制公司。是在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的
高新技术企业，从事研制和生产无线电电子
测量仪器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是国内生产
低频、高频、超高频无线电测量仪器的主要
厂家之一，是国内最早研制生产EMI测量接
收机、失真度测量仪的厂家，生产的信号
源、功率信号源、屏蔽效能测试系统、EMI
测试及相关产品、天线及电压测量产品广
泛应用于国防军工、计量检测、教学实验、
生产流水线等科研生产领域，其中屏蔽效
能测试系统为填补国内空白产品，荣获北京
市科委创新资金、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无偿
资助95万元，荣获国家三项专利，一项发明
专利（200910090031.X）、两个实用新型专利
（200920110504.3、200920110505.8）。

展位号：42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8号5层B2座503室

北京格罗瑞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22
北京格罗瑞科技有限公司，作为TACONIC
的分销商，辐射整个华北，华东和东北地
区。TACONIC高性能绝缘材料为微波、射频
(RF)和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市场提供PTFE/编织
型玻璃纤维织布的板材。此材料可运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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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环世纪电磁兼容技术
有限责任公司
展位号：226
参展人员：白勇、梁良、张浩楠、钱晗
北京科环世纪电磁兼容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电磁干扰（EMI）测试设备
开发、研制、生产的科工贸于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全景扫描、
点频测量与分析的电磁干扰（EMI）测试接
收机（KH3900系列）等产品技术水平与性能
位居国内领先，多年来为部队系统、国防工
业、各类院校及民用产品的生产、检测、环
境保护等部门提供了全面、长期、可靠、稳
定的电磁兼容测试类解决方案。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郑平路宏福科
技园综合楼1层
电话：010-64363390-801
邮箱：bjkhsj@126.com
网址：www.kh-emc.com
产品：EMI测试接收机，无线电干扰接收
机，人工电源网络等

北京麦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21
参展人员：卢黎、李晓光、王玉娇
北京麦斯科技有限公司是“互联网+”时代下
的首家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出了射频专业搜
索引擎和电商www.findrf.com旨在提供给客户
性价比最高的射频微波产品；服务产品涵盖
有源、无源高品质射频器件、模组、通用测
试测量系统、天线测试服务、IC代购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亚望京中心A座3712
电话：010-59478456
邮箱：service@findrf.com
网址：www.findrf.com

产品：转接器、电缆组件、衰减器、负载、
低互调测试产品、定向耦合器、校准套件、
隔离器/环行器、滤波器、功分器/合成器、
低噪声放大器、功率放大器、同轴开关、
通用测试测量系统、射频IC器件、MIMO
OTA、天线暗室测试服务

北京信测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36
信测科技（XUTEC）专注于全球“测试与测
量”技术。应用覆盖电磁兼容，电磁环境，
其他物理环境三个领域。北京信测科技有限
公司是专业的电磁兼容测试测量设备供应
商。以北京为中心，通过遍布全国的销售网
络和各地经销商，服务范围覆盖包括香港、
澳门在内的中国所有地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媒体村天畅
园8号楼2304室
电话：010-84829240
邮箱：xu.jiankun@xutec.cn
网址：www.xutec.cn

博敏电子
展位号：238
博敏电子创建于1994年，是专业从事高端印
制电路板设计和加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近二十年来，博敏不断攀登电路板事业
高峰，现已发展成为以博敏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为龙头的世界百强PCB企业。公司主要产
品为2-32层电路板，包括：HDI（高密度互
连）板，双面、多层、高频、铝基及软板/
软硬结合板，广泛应用于通讯设备、医疗器
械、军工高科技产品、检测系统、航空航
天、家用电子产品等高科技领域。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东升工业园B区
电话：0753-2329168
邮箱：bomin@bominelec.com
网址：www.bominelec.com

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展位号：617
参展人员：刘鹏、崔健、周扬帆、黎荣林
河北博威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
事微波射频集成电路和晶振电路开发、生产
与经营的专业制造商。公司有二十多年丰
富的微波、射频电路研发经验，公司产品
主要有两类：一是时钟类产品，包括：压控
振荡器、频率源、晶振类产品等；二是微
波射频 集 成 电 路 ， 包 括 ： G a N 功 放 类 产
品 、 MMIC、滤波器芯片产品等。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昌盛大街21号

电话：0311-83933688
邮箱：liupeng@cn-bowei.com
网址：www.cn-bowei.com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滤波器；MEMS器
件；单片微波芯片(MMICs)；振荡器；射频
芯片(RFICs)；合成器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分会

成都海威华芯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20
参展人员：范长林、黎明、陈勇波、黎若愚
海威华芯科技作为一家纯晶圆代工服务公
司，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先进的6英寸
GaAs/GaN_工艺制程产品。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物联网产业园区内
电话：028-65798086

展位号：632

邮箱：market@hiwafer.com

常州中英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30
参展人员：陈峰、姚长竹、钱俊璟、陈明、
李莹
常州中英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
一家专业研发制造高频微波覆铜基材的民
营企业，交通便利公司占地面积46600平方
米，公司目前有员工350余名，大学以上学
历人员占比达到50%，其中技术人员68人。
产品远销国内外。高频基板广泛应用于基
站天线、卫星通讯、卫星电视、军事雷达
和其它通讯领域。严格执行IPC-4101及IPC4103和军标(GT、GX)标准，已获的美国UL认
证、ISO09001及ISO14001体系认证，产品符
合ROHS指令规定。
地址：江苏常州钟楼飞龙西路28号
电话：0519-83253355/83253330/83253357
邮箱：pcb@czzyst.cn；sales@czzyst.cn；
sd@czzyst.cn
网址：www.czzyst.cn
产品：材料、印制电路板

成都四威功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37
参展人员：唐琦、肖文、彭勇、王君
成都四威功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SWPE，成立于2003年，是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第29研究所（四威集团）的下属公司、依
托中电29所强大的科研和生产实力的军民两
用型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功率放大器、
测试系统、高低压电源及BMS等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航
天、船舶、兵器、通讯、导航、测控等工业
领域。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苏坡西路35号四
威电子大厦三楼
电话：028-87369576
邮箱：liuji415@163.com
网址：www.cdswpe.com
产品：放大器、电源、系统和子系统、测
试和测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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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iwafer.com
产品：二极管/FETs/晶体管、单片微波芯片
(MMICs)、射频芯片(RFICs)、服务

中国雷达行业协会
展位号：533

COMSOL
展位号：222
COMSOL致力于为工程界和科学界提供多物
理场建模的软件解决方案。我们是一家快速
成长的高科技工程软件公司，具有雄厚的
技术实力，以及作为行业领导者的前瞻性视
野。公司于1986年7月成立于瑞典 的斯德哥
尔摩，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在全球各地成立
了办公室，包括巴西、中国、丹麦、芬兰、
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荷兰、挪威、
俄国、瑞士、英国以及美国等。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217号陆家嘴
金融服务广场2D
电话：021-50776566
邮箱：xiayin@comsol.com
网址：cn.comsol.com

嘉兆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27
参展人员：Alvin Li, Simon Kwok, Fendy Zuo,
Chris 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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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理推广的测试测量产
品的主要应用领域包括通用射频微波测量、
电磁兼容测试、电磁环境仿真、移动通信测
试、数据采集分析、振动与噪声分析、汽车
碰撞及被动安全测试、可编程精密交直流电
源等。产品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卫星通

信、军事通信及铁路通信领域的测试与生产。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12号天作
国际中心A座1105室
电话：400-007-3336
邮箱：enquiry@tnm-corad.com.cn
网址：www.tnm-corad.com.cn
产品：功率放大器、多频抗扰度测试系统、
宽带天线、EMC测试系统和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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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性化器；材料；MEMS器件；毫米波组
件；单片微波芯片(MMICs)

CST - Computer Simulation
Technology AG
展位号：314
参展人员：Klaus Kroh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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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89 Darmstadt, Germany
电话：+49615173030
邮箱：info@cst.com
网址：www.cst.com
产品：天线/天线罩、连接器/线缆/适配器、
滤波器、MEMS器件、印制电路板、软件

大连达利凯普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玖信科技有限公司（Dbwave）成立于
2007年，致力于研发设计、产品包括有源和
无源类，覆盖频率高达70GHz。公司具有丰
富经验的工程师队伍通过不断探索业内先进
技术，开发了很多新兴产品，广泛应用于航
空航天、通信、雷达等领域。公司实验及生
产设备齐全，以“诚信、品质、高效”为核
心价值，以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最佳的服务
为宗旨，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兴路86号兆信国际2
号楼9层
电话：028-85559890
邮箱：sales@dbwave-tech.com
网址：www.dbwave-tech.com

东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专业的微波/射频陶瓷电容器生产者，
在全球客户中享有盛誉，得到射频工程师的
信赖，成为全球领先的高Q值陶瓷电容器的
制造商，无论是产品的射频性能表现，还是
产品的高可靠性，都是行业的佼佼者。我们
丰富的产品线可以满足无线通信、医疗、军
事、工业系统等各领域复杂及苛刻的应用。
地址：大连开发区哈尔滨路17号
电话：0411-87613673/8760004
邮箱：dalicap@dalicap.com
网址：www.daliancap.com
产品：电阻/电容/电感

成都玖信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36
参展人员：黄剑、陈家辉、周鸿、王云姝

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
展位号：335
参展人员：刘为民、潘宇、臧振刚、范水灵
苏州能讯高能半导体有限公司是由获得中国
首批“千人计划”支持的海外归国人员创办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江苏省昆山市建设了
中国第一家商用氮化镓电子材料和器件工
厂。第一期投资为人民币3.8亿，占地55亩，
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设计年产能为6000片
3寸氮化镓晶园，公司技术力量和生产规模
位居世界前列。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晨丰路18号
电话：0512-36886888

展位号：534
参展人员：刘潺
EastWave(东峻电磁光电软件)是东峻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跨平台的 (Window和
Linux) 可进行任意复杂结构和复杂材料的三
维全波严格数值仿真的软件。该软件主要用
于电磁波系统和光电系统的研发和设计优
化。首先，EastWave在电磁波/光电材料的
建模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能够进行几乎所有
电磁波/光电材料的建模，使大量由于材料
复杂而不能仿真的问题得到解决，其次在
电大(10-100倍波长)/超大体系(近千倍波长)仿
真和参数优化等方面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
可提供最优的设计方案和精准的数值结果。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855号9楼B座
电话：021-52385879
邮箱：liuchan@eastfdtd.com
网址：www.eastwave.com.cn

展位号：621
参展人员：翟宇申、王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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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迪拉尼工程有限公司

邮箱：weimin.liu@dynax-semi.com
网址：www.dynax-semi.com
产品：放大器、射频芯片

Eastample Technology
展位号：507

电子工程世界
展位号：200
电子工程世界（EEWorld）是国内活跃的电
子设计类在线媒体及社区。EEWorld为工程
师提供从资讯到培训、从原厂资料到用户分
享等各类优质的内容资源。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
1305室
电话：010-82350740
邮箱：service@eeworld.com.cn
网址：www.eeworld.com.cn

展位号：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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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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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南
京、西安、成都、广州、香港有分支机构。

电子产品世界
展位号：204
参展人员：杨海涛、吴成秀、李健、初本祥

邮箱：sales@dynamiceng.com

《电子产品世界》由著名的美国国际数据集
团（IDG）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TIC）
共同创办的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每个月中国
电子业的近十万名工程师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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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致力于为电子行
业的技术决策者、工程师服务，所涉及领域
涵盖通讯系统、设备质量控制、消费电子、
工业控制系统、测试测量、航空航海、汽车
电子和医疗电子、IC及元器件。

网址：www.dynamiceng.com.cn

地址：北京复兴路15号138室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汉中路89号南京金鹰大
厦27A8室
电话：025-84711126；+1-281-870-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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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58882987
邮箱：ht@eepw.com.cn
网址：www.eepw.com.cn
产品：出版物

致力于向中国客户提供从销售、市场到技术
支持的全面服务。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
际中心C座1101
电话：010-51709819

Eoulu
展位号：526

邮箱：kelly@focus-microwaves.com
网址：www.focus-mircowaves.com
产品：测试和测量设备

21ic.com 和今日电子

Globalfoundries

展位号：202

展位号：207

参展人员：GengLi Feng, Du Xin, Zhu Man Shu,
Yuan Wen Hua

GLOBALFOUNDRIES是世界第一家全业务半导体
制造厂，业务遍及全球。GLOBALFOUNDRIES在
新加坡、德国和美国拥有制造中心，是唯一
一家横跨三大洲的提供灵活和安全的制造服
务的工厂。GLOBALFOUNDRIES隶属于Mubadala
发展公司。

21ic是针对中国电子行业工程管理人员和设计
师的领先网站。它为中国的电子工程专业人
士和决策者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信息，
并致力于提供高品质的独立内容。凭借最大
的信息数据库，以及合格受众所产生的巨大
每日流量，21ic被誉为IC厂商的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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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10-59705655
邮箱：fxb@epc.com.cn
网址：www.21ic.com

Essun
展位号：526

Focus Microwaves
展位号：409
参展人员：Xianfu Sun, Ouyang Sihua, Kelly li,
Sanna Ren
Focus Microwaves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著名
的阻抗调谐器(Tuner)研发与生产的厂商。自
1989年起，Focus Microwaves已经开始为低
噪声放大器和功率放大器的设计师们提供负
载牵引系统和噪声参数测量系统，用此来
帮助射频设计师缩短产品设计周期和改进
产品性能。作为客户投入和支持的直接结
果，Focus Microwaves在该领域内已经研制
出众多产品及应用测试方案，并且始终处
在该行业革新的最前沿，Focus公司在该领
域拥有14项专利技术及20多项等待批准的专
利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目前Focus已经安
装超过1000多套完整的测试系统和2000多套
的自动化阻抗调谐器；最近两到三年内在国
内已经安装30多套系统，覆盖领域从军工、
大学、无线通信到半导体，最近完成安装的
客户如：航天504、中电55、中电24、成都
嘉石、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华
为、爱立信、诺西、诺基亚、英诺讯及富士
康等。现Focus公司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

地址：2600 Great America Way, Santa Clara,
CA 95054 USA
电话：+1 (408) 462-3900
邮箱：marketing@globalfoundries.com
网址：www.globalfoundries.com
产品：半导体

格雷蒙、纳闵电子、伟斯光
展位号：233
参展人员：张志强、方新政、吴天喆、黄建
强、李越
中国格雷蒙磁性材料部成立于2000年6月。
由于公司发展迅速，于2003年正式设立广州
市纳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台湾格雷蒙集
团全资子公司。纳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
业元器件代理和技术服务公司，提供客户先
进技术支持并引进国内外优质元器件，提供
客户一站式服务。北京伟斯光科技有限公
司作为纳闵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的分公
司，负责代理主要产品为: 德国Bruker高低
超导材料(Bruker-EAS/HTS Superconductors);
Hydrostatic Extrusions 英国流体静力学挤压公
司铜包铝导电排(Cuponal)；德国瓦克华VAC
(VACUUMSCHMELZE)公司非晶磁材及器件；英
国TT集团MMG公司铁氧体磁材； IRC公司高精
度电阻器件；日本Daido公司铁镍合金材料。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一号院3号楼
1509室
电话：010-68482511
邮箱：vincent.zhang@gredmannchina.com
网址：www.namingz.com；www.gredmann.com
产品：材料、电阻/电容/电感、波导和波导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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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15
参展人员：楚杰、许英宜、许肖红、焦金霞
虹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总部
位于广州市，目前在北京、上海和西安设
有分支机构。近几年来，虹科电子高速发
展，团队在快速壮大，80%以上为工程技术
人员。我们团队的经验和专业技术在快速
成长，为各个行业提供系统开发、测试和
诊断最专业的技术和知识。我们耕耘的领
域包括测试测量、汽车电子、自动化和数
据记录仪等。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华南理工大学国家
科技园2号楼504-505室
电话：020-38743032
邮箱：sales@hkaco.com
网址：www.hkaco.com
产品：电脑示波器、PXI开关等

艾迪悌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18
参展人员：Nicole Wang, Barry Du, Nick Han,
William Qi
IDT (Integrated Device Technology, Inc.) 身为模
拟与数字电子公司，提供系统层级的解决方
案以丰富消费者应用。IDT运用其在时钟、序
列交换，和界面的市场领先专业技术，并融
入类比和系统专业知识，为通信、计算，消
费类，汽车及工业市场提供完整的应用优化
和混合信号解决方案。IDT总公司位于美国加
州圣荷西，其设计、制造、销售据点与经销
商遍及全球，现在还可透过IDT Direct直接使
用购买服务等。IDT在NASDAQ全球精选市场
(Global Select Market) 挂牌交易，代号IDTI。
地址：上海市宜山路900号A区7楼
电话：021-64958900
邮箱：angela.wang@idt.com
网址：www.idt.com
产品：射频芯片(RFICs)、合成器、开关

英冈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31
参展人员：罗志发、赵婷婷、许栋山、曹雪
英冈贸易（上海）有限公司隶属于德国康斯
坦茨INGUN测试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建成
于1971年，主要以设计和制造测试治具、测试
探针而闻名全球。在全球已有超过40个国家的
代理商。为了更快捷有效地服务于中国的客
户，我们于2014年1月成立了位于上海的中国
子公司。由于更接近中国本地客户，我们将
竭诚高效地服务于所有INGUN的新老客户。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1336号玉嘉大厦
11楼EF座
电话：021-60825536
邮箱：zhao.twiggy@cn.ingun.com
网址：www.ingun.com
产品：连接器/线缆/适配器，测试和测量设备

京航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31
京航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
年，由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设计研发及制
作、装配调试技术人员共同组建而成的股份
制高科技企业。公司以设计、制造和销售多
种射频微波器件为主要经营业务，主要生产
销售的产品类别包括同轴连接器、转接器、
高性能同轴电缆组件及波导，旋转关节，无
源天线等精密微波器件。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联东U谷中试区52B
电话：010-56495301
邮箱：yuanjianwei@jhtbj.cn
网址：www.jhtbj.cn

是德科技
展位号：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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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名员工，遍及全
球100多个国家，为客户提供卓越服务。是
德科技专注于测量技术，旨在帮助科学家、
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精准和充满信心地应对最
严苛的测量挑战。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将帮助
他们在测量方面取得显着突破。
是德科技公司的业务起源于美国惠普公司，
是惠普公司电子测量集团1999年经重组成为
安捷伦科技、2014年再次分拆上市而成立的
一家高科技跨国公司。是德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为是德科技公司在中国的分支机构，总
部设在北京，在上海、深圳、广州、成都等
地设有多家分公司。现有员工800多名，业
务涉及电子测量仪器、系统和相关软件，软
件设计工具和服务等。

MACOM
展位号：421
参展人员：Carolyn Wong, Huanlei Tao, Echo
Cheng, Wei Gu
MACOM是为下一代因特网和现代战争应用
提供高性能模拟射频、微波、毫米波及光半
导体产品的顶尖供应商。MACOM拥有广泛
产品和技术，服务于高速光通讯、卫星、雷
达、有线无线网络、汽车、工业、医疗和移
动设备等多种市场。MACOM六十年传承，
急客户所需，是半导体行业的支柱企业，射
频到光应用领域的真诚的合作伙伴。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
A2栋1503
电话：021-51086464
邮箱：carolyn.wong@macom.com
网址：www.macom.com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耦合器/分离器、
二极管/FETs/晶体管、滤波器、混合器、毫
米波组件、单片微波芯片(MMICs)、光电器
件/光纤器件、振荡器、移相器、印制电路
板、信号处理器、开关

Maury Microwave China
展位号：526
参展人员：李跃星、孙丽青、余庭、张国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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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区广渠路金茂府23号院6号
楼520室(邮编100124)
电话：18311072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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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尔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3号

展位号：205

电话：800-810-0189

参展人员：李道根、廖文鸿、吴粤赣、郑成
统、陈娜、陈教峰
梅尔根电子公司总部2008年设立在高雄
市，2013年设立梅尔根电子（深圳）有限
公司。业务包括：1、射频组件：定制设
计低噪声放大器、限幅器、功率放

邮箱：ji-feng_zheng@keysight.com
网址：www.keysight.com
产品：测试和测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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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器 等 。2、射频设备：扩充网络分析仪
至16~18端口，RFSW100：安捷伦E5071C
上每端口401频率点全部16个端口仅需0.4
秒；RFSW200：12端口基站天线，原本66次
校正，减少到6次双端口校正，原本抽换负
载量测半小时的时间，缩短至24秒。3、射
频连接器：校准器，40GHz射频同轴电缆/连
接器组件，转接头。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深南大道
6017号(都市阳光名苑)1座8层8C(518034)
电话：13510838459, 0755-83563637
邮箱：sales@meirgen.com.tw
网址：www.meirgen.com
产品：放大器、连接器/线缆/适配器、射频
芯片(RFICs)、测试和测量设备

微波杂志、Microwave Journal
展位号：627
参展人员：Carl Sheffres, Adonis Mak, Pat
Hindle, Winson Xing
《微波杂志》英文版创刊于1958年，是一份
服务于全球射频及微波产业的科技月刊。今
天，《微波杂志》英文版及中文版是行业内
发行量最大的期刊，合共拥有超过60,000个
订户，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受尊重并广为阅
读的射频及微波行业期刊。在近60年的时间
里，这份杂志发表了无数经同行评议的技术
文章、产品评测、大事、新闻以及关于技术
和商业的特别报告，推动了元器件和系统
的开发，影响领域包括商用无线、航空航
天、国防以及卫星通讯系统。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中国市场，《微波杂志》中文版于2012
年1月正式创刊。这本双月刊如同英文版一
样，拥有高质量的技术内容，并融合了来自
中国本地的新闻、新品、活动以及中国编辑
的采访。《微波杂志》中文版的发行数量是
10,000份。
地址：685 Canton Street, Norwood, MA 02062
电话：+1-781-769-9750
邮箱：aconnell@mwjournal.com
网址：www.microwavejournal.com;
www.mwjournalchina.com
产品：出版物

北京微波网超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618
参展人员：程继方、闫白超、杨丽、叶小美
“微波超市”是由北京微波网超科技有限公
司打造的，国内第一家集微波射频领域为一
体的垂直电子商务平台。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9号嘉华大厦
D座802

电话：18600796153

伟博电讯

MVG

网址：www.mwstore.com

展位号：601

展位号：437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配
器、耦合器/分离器、毫米波组件、出版物

参展人员：孙超、张鸿、李扬、陈莹、郝春辉

参展人员：Lan Liu, Calvin Chan, Samuel Zhang,
Joey Zhou

邮箱：yexiaomei@mwstore.com

Millitech Inc.
展位号：304
参展人员：Joe Chandler
Millitech致力于帮助客户实现质量、性能和
成本目标。Millitech在提供最高质量的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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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毫米波组
件和配件，为高可靠性程序和系统提供程序
化管理，为客户设计的产品提供应用工程，
满足客户的要求。
地址：29 Industrial Drive East, Northampton,
MA 01060, USA
电话：413-582-9620

伟博电讯是中国专业的微波射频器件、部
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产品涵盖从天线
到中频电路的几乎所有中频、射频、微波、
毫米波器件、部件及子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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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博电讯销售网络覆盖全
国，总部在福州，全国设有8个子公司及办
事处：分别在香港、北京、上海、南京、
武汉、深圳、成都和西安。是世界著名微
波射频厂商Mini-Circuits、GMIC、CTT、Harbour、BONN、NEL、Micable、Lucix、ARRA、IPP、ASI和 PPG Cuming在中国区(含港
澳)的独家代理和合作伙伴。伟博电讯拥有
高达40GHz的实验室，并与德国BONN在中国
成立了3个高功率放大器技术支持和维修中
心，服务中国客户！

法国Microwave Vision Group（MVG）是全球领
先的天线测试测量系统、射频安全设备和电
磁兼容的制造生产厂商。其源头企业SATI MO
公司最早于1986年创建于法国，随着业务扩
展，MVG集团于2008年正式成立，旗下包括SATIMO、ORBIT/FR、AEMI和Rainford四家公司。
集团在全球拥有五个研发生产基地。为支持中
国市场的本地发展，集团在香港设有两家子公
司，分别为：Microwave Vision AMS以及Microwave Vision EMC。他们为中国客户提供一体的
项目管理，销售和售后服务。MVG致力支持国
防、国土安全、航空航天、卫星、无线电信、
汽车工业、大学研发、射频安全和材料测量等
行业。MVG一直以客户利益最大化为努力的方
向，致力满足客户的需求。

邮箱：cpeeters@milli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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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Suite 702, 7/F, Cyberport 1, 100 Cyberport
Road, Pokfulam, Hong Kong

网址：www.millitech.com

电话：400-887-3088

电话：0085229896128

产品：放大器、天线/天线罩、衰减器、耦
合器/分离器、滤波器、隔离器/环行器、毫
米波组件、振荡器、开关、测试与测量设
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邮箱：sales@mitron.cn

邮箱：lan.liu@microwavevision.com

网址：www.mitron.cn

网址：www.mvg-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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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器/环形器、毫米波组件、单片微波芯片
(MMICs)、振荡器、移相器、电阻/电容/电
感、射频芯片(RFICs)、服务、信号处理器、
合成器、系统和子系统、开关、端子、测试
和测量设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产品：天线/天线罩、测试和测量设备

Mini-Circuits
展位号：501
参展人员：孙超、张鸿、李扬、陈莹、郝春辉
Mini-Circuits公司是世界范围内最具规模的
射频/中频和微波器件生产厂商之一，无
论在技术上还是服务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
位。Mini-Circuits公司拥有27条产品线，涵盖
了DC-40GHz内的几乎所有器件。极具竞争力
的价格、快速及时的交货保证和高品质、高
可靠性的产品成为全球超过20,000个客户的
理想选择。
地址：No 13 Neptune Avenue, Brooklyn, NY 11235
电话：718-934-4500
邮箱：sales@minicircuits.com
网址：www.mini-circui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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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器、隔离器/环形器、毫米波
组件、单片微波芯片(MMICs)、振荡器、移
相器、电源、服务、信号处理器、软件、合
成器、系统和子系统、开关、端子、测试和
测量设备

The MOSIS Service
展位号：406
参展人员：袁泉、叶旭、姚楠、Teddy O'Connell
The MOSIS Service是全球领先的非营利流
片服务机构。服务业界三十余年来，MOSIS
携手TSMC、Globalfoundries、IBM等领先半
导体代工厂，以优质的服务和优惠的价格
帮助世界各地的无线、微波及射频芯片设
计者(大学、科研机构、公司)实现了数万次
芯片验证和量产，达到代工厂和设计者双
赢的局面。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春晓
路439号16号楼203室
电话：13817263094
邮箱：mosis-asia@mosis.com
网址：www.mosis.com
产品：MEMS器件、毫米波组件、单片微波
芯片(MMICs)、光电器件/光纤器件、射频芯
片(RF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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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智浦半导体
展位号：327
参展人员：Eta Wang，Dachun Tian，Shiming
Tang，David Bai
恩智浦半导体（NXP）致力于通过安全连接
及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为人们更智慧、便捷的
生活保驾护航。作为全球领先的嵌入式应用
安全连接技术领导者，恩智浦不断推动着互
联汽车、物联终端等智能安全互联应用市场
的创新。恩智浦拥有超过60年的专业技术及
经验，在全球逾35个国家设有业务机构，员
工达45000人。
地址：上海市亮景路192号
电话：02122052222
网址：www.nxp.com
产品：放大器、单片微波芯片(MMICs)、射
频芯片(RFICs)

MWIE
展位号：220

南京迪微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21-36558021
邮箱：lily.yang@pasternack.com

展位号：511

网址：www.pasternack.cn

参展人员：郑岳忠，张荣锦，崔锦龙，丁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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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
波器、混合器、隔离器/环形器、毫米波
组件、光电器件/光纤器件、振荡器、移相
器、系统和子系统、开关、端子、波导和波
导组件

南京迪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微波
器件及电缆组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
的高科技公司，主要承担各类微波射频同轴
连接器、高频气密端子、直流馈电端子（单
芯/多芯）、稳相稳幅电缆组件、以及同轴
负载和同轴旋转关节等微波器件的研发和生
产。 公司产品已经广泛用于航天军工、国防
工程、网络及移动通讯等高科技领域。

DOCSIS 3.1标准当中针对电缆行业线性度提出
的严格要求，而用户侧设备（CPE）生产商
则可以借机进一步验证自身的设备。
地址：9380 Carroll Park Drive, San Diego, CA 92121
电话：+1 858-731-9400
邮箱：csubido@psemi.com
网址：www.psemi.com
产品：衰减器、二极管/FETs/晶体管、单
片微波芯片(MMICs)、移相器、射频芯片
(RFICs)、合成器、开关

美国派力肯产品有限公司
Pickering Interfaces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茶岗社区泽诚
路18号

展位号：223

电话：025-5219 1858

参展人员：朱平、刘亚利、侯珍、任慧

展位号：215

美国派力肯产品有限公司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防护箱生产商。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派力
肯已经成为行业中的领军品牌，创造出世
界上最坚固，最抗摔抗震，最防水，最耐
极限温度，质量最可靠，使用最舒适的产
品。Pelican系列防护箱产品被广泛使用于仪
器仪表，电工电子，卫星通信，航天航空，
消防公安，军队政府，科考勘探，物流运
输，抢险救援等行业。派力肯箱被广泛用于
装载各种电子设备、仪器设备、飞行器材、
军警器械、通信器材、数码器材、维修工
具、医疗器械、影像器材、救生器材等各类
物资，可用做仪器箱、设备箱、器材箱、包
装箱、配套箱、运输箱、行李箱、枪械箱等
各种用途。派力肯箱可抵抗子弹、炸药、风
沙、酷热、严寒、暴雨、路途颠簸、高空坠
落的袭击，从而在航空、航海、高原、沙
漠、丛林等各种场合可靠保证内部装载物资
在各类恶劣环境下的适应性和可靠性。

英国Pickering Interfaces专注于设计生产模块
化信号开关与仪器设备，我们一直投入大量
资金用于研发，目前拥有超过600种PXI模块
产品，此数量超过了同行业企业的产品总
和。我们的PXI、LXI、PCI以及GPIB开关以及
与之配套的线缆、连接器等广泛应用于电子
测试与仿真领域。我们的产品被应用于遍及
全球的各种测试系统中，因卓越的可靠度和
性价比而广受好评。

邮箱：nanjing_dv@163.com
展品：连接器/线缆/适配器、毫米波组件、
端子

美国国家仪器
展位号：315
从1976年开始，美国国家仪器（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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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上海市张东路1387号45幢
电话：021-50509800
邮箱：beijun.zhu@ni.com
网址：www.ni.com
产品：测试和测量设备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77号青松城
1026室
电话：13816113126
邮箱：jin150701@163.com
网址：www.pelicanchina.com
产品：仪器包装箱、设备配套箱、通讯器材
箱、机架箱等各种箱体，电筒等照明产品

派更半导体公司
展位号：309

Pasternack
展位号：321
参展人员：John Farley、杨丽莉、时润志、
徐麒麟
美国Pasternack公司是射频产品的全球领
导者，成立于1972年。作为一家通过ISO
9001:2008认证的制造商和供应商，Pasternack
公司为业界提供无源和有源射频、微波和毫
米波产品最广泛的选择，并可在当天发货。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蕴川路512号4幢10层K座

参展人员：Cindy Subido, Kinana Hussain, CK
Sun, Frank Wan
派更半导体公司（Peregrine Semiconductor）
是射频绝缘体上硅（RF SOI）技术的发明
者，同时也是领先的高性能RF解决方案无
晶圆厂提供商。请前往我们的展位（展位
号：309）参观，以了解我们UltraCMOS单片
相位和幅度控制器（MPAC）产品系列取得
的最新进展，这类产品专为LTE及LET-A无线
基础设施市场而开发。同时，您还可以了解
我们推出的其他新产品，这些产品可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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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Stephenson Road, Gorse Lane Industrial
Estate Clacton-on-Sea, Essex CO15 4NL,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0) 1255 687900
邮箱：sales@hkaco.com;
chinasales@pickeringtest.com
网址：www.pickeringtest.com
产品：开关

Pico Technology
展位号：215
英国Pico Technology成立于1991年，是PC示波
器和数字记录仪的全球领先厂家，其专业汽
车示波器获得多个行业奖项。我们可以帮助
客户选择最合适的产品，并为客户提供良好
的技术支持。在产品生产上，我们严格控制
产品的质量，确保我们的客户能够获得良好
的符合和高质量的产品。如今，英国Pico的
产品远销世界各国，我们在保持良好的服务
和优质的产品上，不断地加大科技投入，为
客户提供最先进的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
地址：James House, Colmworth Business Park, St.
Neots, Cambridgeshire,PE19 8YP, United Kingdom
电话：+44 1480 396395
邮箱：sales@hkaco.com;
sales@picotech.com
网址：www.picotech.com
产品：测试和测量设备

普密斯
展位号：434
参展人员：Xisheng Cong, Lyndonh, Steve Xin,
Lindy Chen
普密斯（Premix）提供独特的功能性塑料
材料，应用于各个行业。特别在天线和射
频器件应用领域，我们开发了PREPERM系
列产品。PREPERM产品具有超级低损耗
和可控介电常数，为高频应用最佳优选材
料。PREPERM热塑性功能通过易注塑加工提
供复杂天线产品，结合超级低损耗因子和稳
定介电常数，为天线工程师提供新型天线设
计成为可能。
地址：Muovitie 4, PO Box 12, 05201 Rajamäki,
Finland
电话：+358 9 878041
邮箱：elisa.erola@premixgroup.com
网址：www.premixgroup.com
产品：天线/天线罩；连接器/线缆/适配器；
滤波器；隔离器/环形器；材料；移相器；
印制电路板

北京康泰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234
参展人员：高燕、刘欣、聂蒙蒙、赵亮
北京康泰电子有限公司总部为位于美国俄
亥俄州的 QUATRONIX 公司，是一家领先
的测试测量仪器供应商，为客户提供标准
的、或量身定制的电子测量仪器和系统，
主要包括：数据采集器、测试分析软件、
传感器、工业信号调理产品、通讯产品、
微波功率放大器等。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48号，盈都大
厦C座2单元9C
电话：010-58731155
邮箱：gy@quatronix-cn.com
网址：www.quatronix-cn.com

瑞雷博电磁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展位号：230
参展人员：关昊、郭皓、李琦
瑞雷博电磁设备（北京）有限公司，前身
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民用产品事业部，为
更好服务社会并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于2008年注册成为独立法人公司。主营业
务只针对于电磁兼容领域。瑞雷博致力于
在EMC领域中为用户提供所需的技术与服
务。作为一家专业电磁兼容公司，在成
为瑞士EMTEST、德国BONN核心代理商
之外，其他业务还包括：EMC测试系统集
成、EMC测试仪器附件的设计、制造；EMC
滤波器的设计、制造；电子产品EMC问题

整改与咨询等。与此同时，我公司自行设
计研发了国产高性能GTEM小室，可以为
用户提供全套的EMI和EMS的GTEM室测
试方案。自行设计制造了电动汽车专用的
1000V/750A人工电源网络，解决了纯电动汽
车的测试问题。在系统集成中使用的附件
也绝大多数为我们自己生产，因此可以提
供给用户更好的本地化服务。
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石景山路段万达广场
CRD银座1032室
电话：010-68647249
邮箱：info@reliemc.com

功放和系统装备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
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在南京江宁经济技
术开发区内，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微波通信
技术研发与设计的骨干工程师，其中研究员
1名，高级工程师3名，工程师60多名，他们
具备不断创新的精神，立足国内行业前沿的
同时更关注国际先进功放技术的发展动态，
致力于用优秀的功放产品和系统满足顾客和
市场的需求。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各类大功率
射频放大器、固态射频功率放大器、宽频放
大器、专有频率放大器以及电子系统装备、
射频开关矩阵和互调系统等。

网址：www.reliemc.com

地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临淮街20号

产品：放大器、滤波器、系统和子系统、测
试和测量设备

邮箱：keyong@rflight.cn

RETEY

电话：025-84471796
网址：www.rflight.cn

展位号：218

理察森电子贸易（中国）
有限公司

RFEDA

展位号：318

展位号：210

RF Instruments Pte Ltd.
Copper Mountain Technologies
Asia
展位号：609
参展人员：Arkady Raynes, 潘玉稳, Ava Peng
RF Instruments是美国 Copper Mountain Technologies（铜山科技）在新加坡注册的亚洲区
域办事处。RF Instruments荣幸地为客户提供铜
山科技的先进射频测试测量设备，如矢量网
络分析仪等。铜山科技的矢量网络分析仪通
过Windows系统电脑的USB接口控制，安装上
测试软件后，你就能用传统矢量网络分析仪
的部分费用得到一台高质量的矢量网络分析
仪，并且它更快，在现今的办公环境中实现
更高效的测试流程，这些特性都让铜山科技
出类拔萃。
地址：605A Macpherson Road #06-06, Citimac
Industrial Complex, Singapore, 368240
电话：+65 63236545
邮箱：ar@rf-instruments.com.sg,
raynes@coppermountaintech.com
网址：www.coppermountaintech.com
产品：测试和测量设备

南京纳特通信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232
南京纳特通信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
是一家专业从事无线通信、高能物理、电磁
兼容、医疗设备及工业应用等领域射频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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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人员：邵维东、董大勇、姜峰、石云鹏
近70年来，理察森始电子终是行业领先的工
程解决方案、电网和微波管全球供应商。
通过推出电力和微波系列技术，我们持续领
先，使用新型固态技术使其至臻至善。作为
一家生产商和授权经销商，我们以核心工程
和制造能力为依托的基本战略，为客户提供
了专业化的工程解决方案。利用我们现有的
全球基础设施，我们通过设计支持、系统集
成、原型机设计和制造、测试、物流、售后
技术服务和维修提供解决方案和增值服务。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85号东方国际
大厦A座1701室
电话：021-62090286
邮箱：simon@rell.com
网址：www.rellpo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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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器；隔离器/环形器；毫米波
组件；单片微波芯片（MMICs）；光电器
件/光纤器件；振荡器；移相器；电源；电
阻/电容/电感；射频芯片（RFICs）；表面声
波器件；服务；合成器；系统和子系统；开
关；测试和测量设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睿查森电子（贸易）中国
有限公司
展位号：201
参展人员：Lydia Song, Ye Xiao, Yifan Geng,
Kimi Tang
睿查森电子，作为艾睿电子公司的一个全资
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子元器件的分销
商。以其雄厚的技术专长和本地化的全球设
计支持为设计工程师们提供来自全世界在射

频微波、无线通信和电力电子领域领先的供
应商的最新产品。睿查森电子有为全球电子
工业领域提供工程解决方案和分销元器件的
丰富的和独特的历史。我们的专业知识可以
帮助您加快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找到完整
的解决方案、节约开发费用，最终提高设计
能力。睿查森电子，作为全球的领导者，可
帮助您使用我们具有市场领导者地位的产品
线设计最新产品、学习最新技术。我们在全
球有150多名本地的技术人员，他们与设计
师们肩并肩工作，为许多最流行应用的新设
计提供一对一的支持。该应用包括航天航空
和国防、无线通信、电力电子、有线电视和
广播发射等多个方面。
地址：上海市仙霞路317号远东国际广场B幢
602室
电话：021-62351788
邮箱：lsong@richardsonrfpd.com
网址：www.richardsonrfpd.com

罗杰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罗森伯格亚太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安定门东大街1号(100007)

展位号：606
罗森伯格——连接方案的创新者。始创于1958
年的罗森伯格，经过近60年的锤炼，已经成长
为具有创新特质的行业领先者。在射频互联、
测试与测量、医疗与工业连接和互调分析等诸
多领域，罗森伯格不仅在质量上享有盛誉同时
也是连接技术领域的创新“永动机”。依托全
球领先的射频、高频研发技术与制造能力，罗
森伯格产品系列已完全覆盖测量与测试领域：
校准与计量、连接和精密传输、无源互调分析
与排查、屏蔽测量等诸多领域。与此同时，罗
森伯格围绕复杂的工业环节，提供标准的和
定制化的连接解决方案。尤其在定制解决方案
上，基于全球一体化的研发、制造与服务的经
营管理模式，罗森伯格必将带给您高品质、值
得信赖的完美体验。
地址：北京市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安祥街3号
电话：18601148785
邮箱：rita@rosenbergerap.com

展位号：426

网址：www.rosenbergerap.com

罗杰斯公司作为材料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
者，推动着可靠性、效率和高性能的持续突
破。罗杰斯先进互联解决方案事业部拥有超
过75年的印制电路板行业经验，能够生产出满
足客户性能要求的高频层压板和半固化片。
产品在移动通讯、通讯基础设施、汽车、封
装、航空、电子技术等各领域中均有运用。
我们的核心产品包括RO4000系列、RO3000系
列、TC series系列和AD series系列等。

产品：天线/天线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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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波组件、移相
器、电源、服务、屏蔽器、信号处理器、软
件、开关、端子、测试和测量设备、波导和
波导组件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338号天安中
心607室

展位号：535

电话：02162175599
邮箱：vicky.zeng@rogerscorporation.com

Satellite Application

安全与电磁兼容

网址：www.rogerscorp.com

展位号：206

产品：材料

《安全与电磁兼容》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主
管、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CESI）主
办的双月刊，它是唯一专门介绍电子、电
气、通信等产品安全和电磁兼容技术的国家
正规出版物(CN 11-3452/TM, ISSN 1005-9776)。
《安全与电磁兼容》出版21年来推陈出新，
保持着其前瞻性、专业性、实用性、知识性
等特点，并不断地推出各种题材的专刊以及
面向国际的英文版，为其所拥有的500000读
者提供最新的政策法规、认证程序、测试方
法，以及最前沿的研究技术、学术信息等。
《安全与电磁兼容》根据对行业专业技术特征
的理解，将其栏目设置为“认证与标志”、
“标准与应用”、“测试与测量”、“电磁
干扰抑制技术”、“EMC材料应用”、“电
磁仿真”、“EMC教室”和“论文撷英”等
栏目；《安全与电磁兼容》杂志还会不定期
对业内的专家、学者进行专访，对当前的热
点进行深度解析，以及对国内外顶尖的实验
室进行介绍等。它对提高电子电气产品安全

罗德与施瓦茨（中国）科技
有限公司
展位号：301
参展人员：罗健、杨洪文、张雅淇、胡秀敏
罗德与施瓦茨公司作为一家独立的国际性电
子公司，是测试与测量、广播电视与媒体、
安全通信以及无线电监测与定位领域的领先
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成立于1933年，销售
与服务网络遍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朝来高科技
产业园11号楼
电话：010-64312828
邮箱：events.china@rohde-schwarz.com
网址：www.rohde-schwarz.com.cn
产品：测试与测量设备

与电磁兼容性能、促进电子电气产品进出口
贸易起着良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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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4102629
邮箱：hudan@cesi.cn
网址：www.semc.cesi.cn

盛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展位号：308
参展人员：陈迎雨、周群一、王越、产国金
盛铂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上海，
由业内资深人士创立，通过了ISO9001认证，
并获得上海市科委创新基金项目重点支持。
公司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全球首
创的HFCI高频总线技术），利用自身在数字
信号处理、射频、高速信号完整性、功率电
子和半导体测试领域的专业优势，向客户提
供高质量的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桂平路418号903室
电话：021-60901955
邮箱：meiyan.ma@samplesci.com
网址：www.samplesci.com
产品：测试和测量设备

香港盛昌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427
参展人员：周宝壹、郑兆权、戴二红、温希慈
盛昌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1988年，总部位于
香港，专业代理国外优秀的微波及光通讯元
器件，是ASB、Cree、Laird、MtronPti，DLI、
Novacap、Syfer and Voltronics，Dow-Key、
K&L、Linwave、Premix、RN2、AOI、Nufern、
Alphion等多家著名品牌在国内的优质代理
商。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国内从事射频、
微波及光通讯产品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各
类有源、无源器件和最优良的服务。与盛昌
合作的国外公司，都是世界一流的器件生产
商，他们在技术、产品质量、产品价格和供
货能力都是首屈一指的。
地址：香港官塘鸿图道23号利登中心2103室
电话：+852-2798 8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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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波组件、
单片微波芯片(MMICs)、光电器件/光纤器件、
振荡器、移相器、电阻/电容/电感、射频芯片
(RFICs)、屏蔽器、信号处理器、开关、端子、
测试和测量设备、波导和波导组件

上海帆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展位号：334
参展人员：Rock Wu, Henry Yu, Benson Liu,
Daisuki Suzuki
帆测科技专注于互连产品和射频技术。提供
产品分销，技术支持和供应链服务。致力于
构建B2B的贸易平台。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188号汤臣中
心A1217
电话：021-68380250
邮箱：sales@fin-test.com
网址：www.fin-test.com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配
器、耦合器/分离器、隔离器/环形器、毫米
波组件、移相器、射频芯片(RFICs)、测试和
测量设备

上海馥莱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611
参展人员：王明福、盖欢玉、龚黄敏、姜圆圆
上海馥莱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射
频、微波毫米波产品供应商，致力于为客户
提供电子元器件及完整的技术服务。业务主
要以下几个领域：毫米波通信/THz应用, 宽带
通信/测试测量，时钟解决方案，射频微波
二极管/电容，射频/微波电缆组件等。专业
的技术服务，行业资深的本土化团队，能够
为客户从方案设计、样机生产调试、批量生
产等各个阶段提供持续完整的服务。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911号中关村
大厦1206B
电话：021-52918556, 13764441515
邮箱：sales@fulai-elec.com
网址：www.fulai-elec.com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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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波组件、单片微波芯
片(MMICs)、振荡器、移相器、射频芯片
(RFICs)、合成器、开关、测试和测量设备、
波导和波导组件

上海华湘计算机通讯工程
有限公司
展位号：307
参展人员：Zhoulei、Dailinhua、Guwenjuan、
Hexinqiao
上海华湘计算机通讯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设计，开发，生产大功率微波无源器
件以替代进口的高新技术企业，1993年成
立于上海 。 是 上 海 市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通
过 I S O 9 0 0 1:2000质量体系认证。其中大功
率同轴衰减器和GKTS连续可调衰减器分别

于2001年和2006年获得“上海市高新技术
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定向耦合器2004年
获得预警监视雷达发射系统的定向耦合器
专利，负载获得“上海市重点新产品”称
号。公司产品以同轴衰减器、同轴负载为
基础，包括同轴衰减器、同轴负载、失配
负载，性能试验大功率用老化负载、波导
负载，功率频谱测量装置，移相器，定向
耦合器，功率分配器，同轴开关，高功率
电阻等十多个产品种类。公司产品广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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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客户包括国内外各大通信公司及各大
电子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田州路99号13号楼3层，200233
电话：021-54451398，6485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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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器/环形器；移相
器；出版物；系统和子系统；开关

上海军友射频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507
参展人员：熊东、李亚伟、邓敏娟、陈浩
上海军友射频技术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
高端稳幅稳相射频同轴电缆的研发及生产，
采用高精密进口生产设备，公司拥有全球同
轴电缆领先技术研发团队，在同轴电缆、射
频连接器及组件的生产工艺、材料应用上具
有深厚认识.基于多年丰富经验的生产行业
经验，军友射频深刻理解客户需求，坚持以
顾客为导向，为各应用领域研发、生产高性
能射频电缆、连接器及组件。致力于打造国
际一流，质量稳定的同轴电缆生产商,为国
际国内的电缆组件生产商及广大军工及民品
企业服务。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新丹路359号6幢3楼
电话：021-69760391
邮箱：Sales@juncoax.com
网址：www.juncoax.com
产品：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配器、耦合
器/分离器、滤波器、隔离器/环形器、毫米
波组件、波导和波导组件

上海三基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337
参展人员：樊槟、张磊、高升、姜洁灵
上海三基电子工业有限公司是上海电器科学
研究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前
身是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的EMC实验室，创
建于1962年。上海三基创办于1992年，是一家
专业从事电磁兼容测试仪器、开关电源、干
扰抑制器等产品的设计、生产以及服务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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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拥有3C认可研发
的实验室公司。上海三基作为专业EMC测试
仪器公司是国内CNAS认可试验室中其产品应
用最多的仪器设备供应商。上海三基同时还
是中国最早从事电磁兼容测试设备研发与国
内最重要的电磁兼容仪器的供应商，相关产
品填补了该领域的国内空白，打破了当时国
内对这类产品百分之百依赖进口的局面。
地址：上海市曹杨路800号
电话：021-52703737，52700654，64856322
邮箱：sankiEMC@sanki-e.com
网址：www.sanki-e.com
产品：测试和测量设备

上海世銮实业有限公司
展位号：433
参展人员：刘建波、许仲阳、秦学秀、柯贵树
上海世銮实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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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在
中国的推广和销售，主要来自于美国领先半
导体设计制造商Integra的大功率器件和其先
进的射频微波解决方案，在提供系统级产品
的配套同时为客户提供其他国外品牌的器
件，产品包括低噪放、频率源、电源、开
关、高精度线缆，广泛应用于通讯、雷达、
导航、移动通讯基站、直放站、卫星通讯，
有线电视等领域。
地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81号2
幢1层1014室
电话：021-5606 8798 /13701883304
邮箱：graceguo@shluan.com
网址：www.shluan.com
产品：放大器、系统和子系统、测试和测量
设备

深圳市金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36
参展人员：陈昱全、程志发
深圳市金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先进的
光纤传感器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公司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面向智能
电网、微波加热、石化领域。光纤传感器与
传统电量传感器相比，具有本质安全防爆、
抗强电磁干扰、电绝缘性好、防雷击、高精
度、重量轻、体积小，易于实现分布式测量
等优点，特别是传统电量传感器无法胜任的
高温高压、腐蚀、强电磁干扰、危险易爆等
恶劣工作环境。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留仙大道1183
号南山云谷创新园5栋
电话：0755-86541080
邮箱：opticall@qq.com
网址：www.kingpob.com
产品：光纤传感器、光纤测温仪、仪器仪表

深圳容冠技术有限公司
展位号：208
参展人员：孔今
深圳容冠技术有限公司是以服务型为导向、
以EMC行业专家前辈和广泛分布于国内外各
大名企的西电EMC教研室专家为核心，深刻
聚焦于EMC和防雷工程、设计、认证、整
改、培训、咨询的高科技企业，企业以技
术、创新、服务为立命之本，赢得了广大客
户的信任。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工业区202
栋4层410B
电话：13926589209

立的研发、生产、测试和组装能力。通过双
方的战略合作，OMMIC的产品已成功应用到
国内许多重要项目中。OMMIC公司是基于III-V
族 ( GaAs , GaN和InP) 材料，提供外延、流片
和MMICs的领先级供应商，在通信、宇航和国
防等领域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地址：四川成都蜀源路1号华府金沙1栋7楼
电话：028-61962718，61962728
邮箱：sales@chinafirstholdings.com
网址：www.yifengelectronics.com
产品：放大器、衰减器、MEMS器件、毫米
波组件、单片微波芯片(MMICs)、移相器、
服务、屏蔽器、系统和子系统、开关、测试
和测量设备。

邮箱：kongjin@emcmark.com
网址：www.emcmark.com
产品：服务

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19
参展人员：曾红慧、马杰飞、栾翼、许挺挺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专业电
子电路基材制造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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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东莞市万江经济开发区莞穗路
411号

SignalCore Inc.
展位号：419
参展人员：Herman Jap, Suhartini Intan,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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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ad, Suite 100,
Austin, TX 78729, USA
电话：1 (512) 501-6000；+62-878-7725-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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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0769-22271828
邮箱：luany@syst.com.cn
网址：www.syst.com.cn
产品：材料

苏州泰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237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虹路9号世贸广场
C1207~1208
电话：0755-83005233
邮箱：jun.wang@essun.net
网址：www.essun.net

四川益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15
参展人员：罗力伟、刘潺、杨柯、刘涛
四川益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
OMMIC授权的大中华区独家分销商，拥有独

网址：www.3ctest.cn
产品：放大器、系统和子系统、测试与测量
设备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
展位号：214
参展人员：周玲如、杨支峰、陆丹华、韩晓勇
苏州电科院始建于1965年，是一家可同时从
事高低压电器检测业务的独立第三方检测
机构。公司主要从事发电设备、输变电设
备、高低压电器、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船用电器、核电电器、机床电器、汽车电
子电气、风力发电设备、太阳能光伏系
统、RoHS、EMC、抗震等各领域的检测、
仪器设备计量校准、检测装备研制和标准情
报研究服务工作。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越溪前珠路5号
电话：0512-68252753 / 69552153
邮箱：sc4@eeti.cn
网址：www.eeti.cn

苏州瑞贝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306
苏州瑞贝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从事射频微波电缆，连接器及射频微波元器
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提供射频解决方案
的高科技企业。公司主要业务为自主生产
DC-110GHz射频微波电缆组件和代理进口品
牌射频微波器件。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跨春路18号
电话：0512-62657975
邮箱：ZL@rebes.net
网址：www.rebes.net

展位号：330
参展人员：黄学军、梁劲松、曹胜伟

深圳市易商仪器有限公司

邮箱：info@3ctest.cn

苏州泰思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位于国家级
开发区苏州高新区，集科研、设计、制造、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公司
分为电磁兼容（EMC）测试仪器、高压冲击
（HIGH VOLTAGE）试验和实验室系统集成三
大业务主体。目前，在南京设有研发中心，
致力于EMC技术深度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技术
开发，在北京、深圳、成都设有办事处，台
湾代表处分别设有EMC仪器体验实验室，在
苏州本部建有400平米EMC兼容实验室，积
极为客户提供专业细致服务，努力打造一流
产品，争创世界品牌。如今在行业内已发展
成为国内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专业厂商。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金山路198号安达科技
园2幢
电话：0512-68413700；684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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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康利复合材料(苏州)有限公司
展位号：622
参展人员：朱忠东、宗方、洪秀军、闫玉红
TACONIC（泰康利）高性能绝缘材料为微
波、射频(RF)和高速数字信号处理市场提供
PTFE/编织型玻璃纤维织布的板材。此材料
可运用于LNA、LNB、PCS/PCN天线系统中、
全球定位系统(GPS)和UMTS的天线系统中以
及功率放大器、无源器件、避撞雷达系统、
航空助导遥控技术和相控阵雷达系统中。
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唯和路95号
电话：0512-87189678
邮箱：tssales@taconic.co.kr
网址：www.taconic-add.com
产品：材料

泰州市旺灵绝缘材料厂
展位号：619
泰州市旺灵绝缘材料厂成立于一九八四年，
已有三十年历程。是微波印制电路基板的专
业生产厂家，是在电子信息材料领域集科
研、生产和经营于一体的经济实体，其主导
产品有聚四氟乙烯玻璃布覆铜箔板、陶瓷填
充聚四氟乙烯玻璃布覆铜箔板系列、微波
复合介质基片系列、微波多层板，微波电子
器件及绝缘、防粘漆布类。广泛应用于航
天、航空、卫星通讯、导航、雷达、电子对
抗、3G通信、北斗卫星系统、纺织、服装和
食品等领域。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永安洲镇马船东
路8号
电话：0523-86921512
邮箱：zhudeming20339@sina.com；
wangling@wang-ling.com.cn

Teledyne LeCroy（力科）是一家提供全球领先
的串行数据测试解决方案的公司，其所创造
的优秀的测量仪器能够快速的测量、分析和
验证复杂的电子信号，从而推动产品研发的
不断创新。LeCroy（力科）公司提供的高性
能示波器、串行数据分析仪和全球通信协议
测试解决方案，在计算机、半导体和消费电
子、数据存储、汽车和工业、军事和航空航
天等领域得到了设计工程师们的广泛使用。
地址：上海市江苏路369号兆丰世贸大厦23
楼G座
电话：021-52400999
邮箱：derek.hu@teledynelecroy.com
网址：www.teledynelecroy.com
产品：测试和测量设备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四十一研究所
展位号：515

产品：材料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一研究所(简
称41所)是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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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电子元器件、
整机和系统的研制、生产提供检测手段。所
本部位于安徽省蚌埠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占地面积83,900平方米；分部位于山东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面积110，000平
方米；并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西安
等地设有办事机构。

展位号：634

特力电子公司
展位号：408
参展人员：Jane Chen, Tracy Law, Lily Li,
Jennifer Xu, Z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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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代理的产品来自英、法、美、
意大利、瑞典、以色列、南韩等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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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上海浦东大道1089号中信五牛城B座
10H室
电话：(021) 5878 9565
邮箱：info@tect.com.hk
网址：www.tect-electronics.com
产品：衰减器；连接器/线缆/适配器；耦合
器/分离器；滤波器；振荡器；移相器；服
务；开关；端子；测试和测量设备；波导和
波导组件

美国力科
展位号：320
参展人员：Derek Hu, John Su, Thomas Li,
Yanan Cui

展位号：527

天脉科创
展位号：509
天脉科创 TIMAP COTRUN Tech Co.,Ltd. 成立
于2008年，由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设计研发
及制作、装配调试技术人员共同组建而成的
股份制高科技企业。公司以设计、制造和
销售多种射频微波器件为主要经营业务，主
要生产销售的产品类别包括同轴连接器、转
接器、高性能同轴电缆组件及波导，旋转关
节，无源天线等精密微波器件。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联东U谷中试区52B
电话：010-56495301
邮箱：yuanjianwei@jhtbj.cn
网址：www.jhtbj.cn

网址：www.wang-ling.com

Tank and Armoured Vehicle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2研究所

地址：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江路98号
电话：0532-86893602
邮箱：suiw@ei41.com
网址：www.ei41.com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20研究所
展位号：529

时代微波系统
展位号：322
时代微波系统专业为军事、航空、通信、工业
领域的射频及微波应用设计、制造高性能同轴
电缆、连接器和电缆组件。公司作为工程设计
组织，专业设计和开发具有严格要求的应用场
合使用的新产品，这点已在过去60年中创造的
纪录中充分表明。我们的产品具有创新性、高
质量和高性能，是电子战和其他关键性系统中
的最优选择，几乎各类军用飞行器的通信和工
业应用中都采用了我们的产品。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元山路318号4号楼
电话：021-54453611
邮箱：ying.xu@timesmicrowave.cn
网址：www.timesmicrowave.cn
产品：线缆

TowerJazz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23研究所
展位号：531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30研究所
展位号：630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36研究所
展位号：626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51研究所
展位号：628

展位号：430
参展人员：Dasheng Fang, Rachel Xie, Sandy Zhou
To w e r 半 导 体 有 限 公 司 （ 纳 斯 达 克 代
码：TSEM，特拉维夫股票代码：TSEM），和
旗下全资美国子公司Jazz半导体、全资日本
子公司TPSCo，合作经营品牌TowerJazz，是
全球特种工艺晶圆代工的领导者。TowerJazz
生产的集成电路提供了广泛的可定制的工艺
技术，包括锗硅（SiGe）、BiCMOS工艺、
混合信号和RFCMOS、CMOS图像传感器、
电源管理（BCD&700V）和非挥发性存储器
（NVM）以及MEMS。TowerJazz同时为精确
快速的设计流程提供世界一流的设计平台。
地址：上海市肇家浜路798号坤阳大厦3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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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64738476
邮箱：info_China@towerjazz.com
网址：www.towerjazz.com
产品：代工厂

上海创远仪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615
上海创远仪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
研发高端射频通信测试仪器，并提供整体测
试解决方案的专业仪器仪表公司。公司专注
于无线通信、射频微波测试仪器领域，拥有
自主品牌和一系列无线通信和射频微波测试
仪器仪表核心专利技术，集研发、生产和销
售为一体，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上海市小巨人培育企业。多次
承担国家“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科
技重大专项课题开发任务和上海无线通信测
试仪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建设任务。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桂箐路 69
号29栋6楼
电话：21-64326888
邮箱：info@transcom.net.cn
网址：www.transcom.net.cn
产品：屏蔽器、测试和测量设备

VectraWave
展位号：435
VectraWave成立于2006年，以全面、丰富的
专门知识为OEM提供最先进的微波、射频和
光波技术和设计服务。这种独特的设计与制
造的深度结合是组件设计的基石，它能实现
更好的系统性能、更低的制造成本和更快的
上市时间。VectraWave专注于将DC至毫米波
单功能用于高度集成的半导体和ASIC、SIP
模块和多芯片模块。SIP技术正在成为既需
要复杂功能又需要小尺寸的应用的理想解决
方案。它也提供额外的好处：兼容裸片结构
变化，可与各种裸片技术（例如：Si,GaAs,
SiGe, SOI, MEMS）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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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代理射
频微波元器件、模块以及配套的测试方案，
消费类电子IC和连接器等，广泛应用于移动
通信、微波通信、光通信、工业设备、汽车
新能源和消费类电子等系统和产品中。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48号盈都大厦
C座三单元10B
电话：010-58734606
邮箱：bob@wtel.com.cn
网址：www.wtel.com.cn

稳懋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展位号：521
参展人员：蔡荣骏、翟美凰、陈香如、
叶宗容
稳懋半导体从1999年成立至今在2008年已成
为全世界最大的六吋砷化镓晶圆代工厂，
月产能为24000片。在无线通信与因特网市
场上已占有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稳懋供应
客户多元化的HBT与pHEMT高端制程，可支
持从0.1GHz到100GHz的先端产品应用；而替
客户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在不同产品市场上
多有涉略，例如手机、光纤通讯、数字电
视、卫星通讯、公共维安、大众安全与汽
车防撞雷达等，皆可发现稳懋替客户代工的
影子。除了已量产的1μm、2μm的高截止电
压HBT制程、0.15μm、Ka/Ku频段的0.25μm及
0.5μm的pHEMT功放制程、整合功放与开关的
BiHEMT(H2W) 制程、HFET制程等，在2010年
又推出新的高电压0.25μm与领先全球的0.1μm
pHEMT功放制程。稳懋有强大的研发与制造
团队，加上稳健的财务实力与扩产能力，绝
对能成为您IC设计团队最佳的合作伙伴。
地址：台湾桃园市龟山区华亚科技园区华亚
二路358号
电话：+886-3-397-59999
邮箱：jimtsai@winfoundry.com

地址：6F 123 AnMei Street, Taupei, Taiwan

网址：www.winfoundry.com

电话：+886-2-27915069

产品：MEMS器件

邮箱：wilson@honestco.com.tw
网址：www.vectrawave.com

Virginia Diodes Inc.
展位号：211

伟达电子有限公司
展位号：520
伟达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1年，总部位于

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展位号：537
参展人员：黄宏达、陈文欣
厦门市三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
5月，专业于砷化镓和氮化镓微波通讯半导
体芯片与高功率器件生产，致力于满足客户
需求。于2015年10月进行试产，是中国最具
备规模化研发、生产能力的化合物半导体芯
片制造代工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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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民安大道753-799号
电话：15710683827
邮箱：hondah@sanan-ic.com
网址：www.sanan-ic.com
产品：放大器；二极管/FETs/晶体管；滤波
器；毫米波组件；单片微波芯片(MMICs)；
光电器件/光纤器件；电阻/电容/电感；射频
芯片(RFICs)

苏州芯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432
参展人员：代文亮、仓巍、韩贵明、翁寅飞
芯禾科技是EDA软件、集成无源器件IPD和
系统级封装领域的领先供应商。公司致力
于为半导体芯片设计公司和系统厂商提供差
异化的软件产品和芯片小型化解决方案，包
括高速数字设计，IC封装设计，和射频模拟
混合信号设计等。这些产品和方案可以应用
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可穿戴等移动设备
上，也可以应用到高速数据通信设备上。芯
禾科技创建于2010年，在中国苏州，中国上
海和美国西雅图设有办公室。随着公司自有
知识产权的不断开发，芯禾科技已经成为中
国集成电路自动化软件技术和微电子技术行
业的标杆企业。
地址：苏州市长安路2358号1号楼5楼
电话：18621559611
邮箱：marketing@xpeedic.com
网址：www.xpeedic.com
产品：软件

成都恒晶科技有限公司
展位号：532
参展人员：冯霞、果玉伟
成都恒晶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成都高新区，致
力于高性能时频控制产品的专业高科技企
业。专注于低相噪、高稳定度及低功耗晶体
振荡器领域的研发和生产。恒晶科技本着“
掌握核心，追求卓越，服务全球，幸福伙
伴”的企业愿景，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精
确信号控制软振荡技术运用到时频控制产品
领域，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性能和最佳的成本
控制。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软件园D7栋
201室
电话：028-85980596
邮箱：sales@xtaltq.com
网址：www.xtaltq.com
产品：振荡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