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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中国建设机械总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万柳亿城中心 C 座 502 号 100089
电话：010 88873649 传真：88873426
电子邮箱：ccmclb@sina.com
业务范围：组织建设机械、建筑设备等机电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国内外
电梯及部件经销及代理、电梯安装维修服务、电梯工程咨询服务、电梯
技术开发、技术引进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北京京城中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科技园星火路 1 号昌宁大厦 15C 100070
电话：010 83214477 传真：83211893
电子邮箱：2414222085@qq.com
网址：www.beijing-lift.com
业务范围：开发、制造、销售、安装、维修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
道及辅助设备、零部件。本企业产品技术出口及材料设备进口。
北京燕园图新电梯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南路 10 号院 1 号楼首层 12-6 号 100085
电话：010 82702772 传真：62978231
电子邮箱：F47246@126.com
网址：www.yytx.com
业务范围：电梯安装改造、维修保养、电梯门系统、控制柜、工业自动
化技术开发服务、富士产品、电梯配件销售
北京首钢塞维拉电梯导轨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北兴路（东段）26 号 102600
电话：010 60259333 传真：60259347
电子邮箱：savera.bj@saveragroup.bj.cn
网址：www.saveragroup.com
业务范围：生产和销售电梯导轨及配套件，提供售后维修服务，开发新
产品。
北京鑫海平电梯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 1 号楼 102 室 100078
电话：010 67667114 传真：67611705
电子邮箱：xhpdt@126.com
业务范围：电梯维护保养及运行服务；电梯整机及零部件销售；电梯及
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无损检测；家电销售及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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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联电梯经营中心
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富力摩根中心 E 座 509 室 100050
电话：010 63031488 传真：63031488
电子邮箱：bjjianlian@sina.com
业务范围：购销电梯及配件、五金交电、装饰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机械设备的安装、修理及技术咨询、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天炬长城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西园二区 221 号楼（博泰大厦 801） 100102
电话：010 64702467 传真：64702467
电子邮箱：303262604@qq.com
网址：www.elelifter.com
主要产品：电梯安装、维修保养、运行服务
北京升华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牛汇北四街 7 号 101300
电话：010 51298877 传真：69410842
电子邮箱：sunwa_xc@126.com; 18612103727@163.com
网址：www.shenghua.com.cn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别墅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电梯安装，维保及大修改造工程
北京北安时代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郊亭安装公司大院 100022
电话：010 67704082 传真：67701672
业务范围：电梯设备采购、销售、安装、改造、调试、维保及输变电、动力、
弱电、城市照明、通风、空调、消防、机装、大型设备吊装、给排水和
装饰工程等。
约翰内斯 • 海德汉博士（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空港工业区 A 区天纬三街六号 101312
电话：010 80420000 传真：80420010
电子邮箱：hanwei@heidenhain.com.cn; qiyudong@heidenhain.com.cn
网址：www.heidenhain.com.cn
业务范围：海德汉公司为电梯驱动系统特别开发生产了由系列化产品构
成的解决方案，电气接口多种多样但机械安装尺寸一致。 海德汉标准的
技术特点包括刚性联轴器、固有频率高或允许更大跳动公差和安装简单
的旋转编码器，功能强大的双向接口（带模拟信号或具有全面诊断功能
纯数字信号的 EnDat）和绝对式旋转编码器的电子 ID 标签。 这些产品
能满足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全部驱动放大器和各类定制电机的要求。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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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公司的旋转编码器信号质量高和精度高，因此是高质量速度控制和准
确定位的技术保证。
北京科苑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西街 20 号圣都大厦 1812 室 101102
电话：010 83528568 传真：59771704
电子邮箱：yaqiu_duan@keyuanlong.com.cn; master@keyuanlong.com.cn
网址：www.keyuanlong.com.cn
主要产品：电梯对讲系统、智慧连接多媒体屏、访客控制、梯控、电梯
监控系统、磁开关
北京航天金羊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 101115
电话：010 80515256 传真：80515256
电子邮箱：1419158860@qq.com
网址：www.ajec.com.cn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无机房乘客电梯、无机房
观光电梯、无机房病床电梯、无机房载货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杂物电梯、别墅电梯
北京北方鑫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 19 号金港国际 8-1-103 100022
电话：010 87954718 传真：87954718
电子邮箱：bjbfxa@bjbfxa.com
网址：www.bjbfxa.com
业务范围：经营电梯，扶梯配件，包括控制柜曳引机电子板，钢丝绳，电缆，
安全部件，光幕，旋编，电梯装潢，监控，对讲电话，空调。修理曳引机，
更换曳引轮等。
北京奥恒达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九棵树玉兰湾三号楼一单元 1102 101109
电话：010 61538644 传真：61538544
电子邮箱：13581842271@163.com
网址：www.aohengda.com
主要产品：JBK3/4 系列单相控制变压器
JBK5/6 系列单相控制变压器
DSG1/2 系列三相控制变压器
DSG3 系列三相控制变压器
QSG 三相自耦变压器、整流变压器及各种高低压柜、电源设备配套变压
器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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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伯勒（北京）自动化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号院，望京 SOHO，塔 2，B 座，1603 100102
电话：010 84710818 传真：51348681
电子邮箱：guanxue.zhang@kuebler.com
网址：www.kuebler.cn
业务范围：从事精密仪器及设备、机械器具、电器设备及上述商品的零
配件的批发进出口。
北京索德电气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盛街 9 号 100176
电话：010 67878700 传真：67879700
电子邮箱：yanhonghan@swordelec.com
网址：www.swordelec.com
业务范围：一体化电梯控制系统是北京索德电气工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
并生产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电梯专用产品，集电机驱动技术、逻辑控
制技术、群控调度技术及互联网技术于一体，使电梯控制更简单、运行
更安全、乘坐更舒适。E9 系列产品性能卓越，拥有一百多种功能，可满
足广大客户的控制需求。产品支持全裸、半裸、薄型无机房等多种安装
方式，独有的远程调试功能，可为用户节约现场调试和维护成本。
天津优视津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宝坻区九园工业园 2 号路北侧 101105
电话：010 80533333 传真：80532699
电子邮箱：phhjudy@u-view.com.cn
网址：www.u-view.com.cn
业务范围：金属、木门窗制造；铝合金制品、电梯配件、扶梯配件及其
它机电设备配件制造、销售；建筑材料（砂石料除外）批发兼零售；货
物进出口；住房租赁经营。
第一通正设施（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香河园路 1 号 10 号楼 311 室 100007
电话：010 84408696
电子邮箱：xingxin@firstcare.com.cn
网址：www.zhaotiwang.com
主要产品：找梯网
北京凌高机电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北街蓝筹名座 A 座 2 区 1703 室 100011
电话：010 64400412 传真：64400418
电子邮箱：beijing@linggao.net; gaojian@linggao.net
网址：www.lingga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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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采用最新检测技术，可系统检测电梯振动，分析振源；检测
及调整钢丝绳张力；检测门冲击力和平衡系数。产品便于携带，易于维护，
操作简便，具有全中文界面。
北京奥通达电梯装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亦庄开发区荣京道 A3 座 -704 室 102209
电话：010 81766880 传真：80741819
电子邮箱：Banzhaorong_otd@163.com; jiaminghe_OTD@163.com
网址：www.txyjzs.com
主要产品：我们集电梯装潢设计、生产加工、安装于一体，专业从事电
梯装饰 13 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北京汇鑫联合电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金苑路 23 号院 3 号楼 406 室 102627
电话：010 69269700
电子邮箱：hxlhdt001@126.com
网址：www.hxlhdt.com
主要产品：通力、东芝、康力、德奥
北京木易加贝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 3 号 1 幢 13 层 2 单元 1126 100176
电话：010 58425653
电子邮箱：alegria0727@hotmail.com
网址：www.gyg-industry.com
主要产品：电梯按钮，操纵盘，外呼板，门机系统，电缆，曳引机，轿
厢装潢，安全部件，扶梯扶手带，回转链，梯级轮等等
北京捷特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顺义区李遂镇葛代子村葛新东路 1 号 101300
电话：010 65425701 传真：65425701
电子邮箱：jieteda@163.com
网址：www.jieteda.com
主要产品：杂物电梯、别墅电梯
北京建筑材料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北路 69 号 100041
电话：010 88751698 传真：88751698
电子邮箱：53121051@qq.com
网址：www.bmt-bj.com
主要产品：特种设备定期检验、建筑材料、建筑节能、建筑环保、大型
重点工程建设、地铁建设、高铁建设、市政工程等多元化检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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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特钠电梯（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万荷艺术文创园 2 号院 18 号楼 1 层北京市朝阳区顺白路 139 号
100025
电话：010 62513608
电子邮箱：etnalift@163.com
网址：www.etnalift.com.cn
主要产品：埃特钠家用（别墅）电梯
北京宸星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金桥产业基地景盛南四街 15 号 23E
101102
电话：010 59777326 传真：59771725
电子邮箱：18611750319@qq.com
主要产品：电梯一体机、电扶梯控制柜、操纵箱、电梯相关电气部件生产
北京凯瑞通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金桥产业基地景盛南四街 15 号 23E
101102
电话：010 59771726 传真：59771725
电子邮箱：18611750319@qq.com
网址：www.kairuitong.com
主要产品：电梯一体机、电扶梯控制柜、操纵箱、电梯相关电气部件生产
宁夏电通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国际信息产业基地立业路 9 号院 102206
电话：010 82896608
电子邮箱：zlh@dtiot.cn
网址：www.cn-dt.com.cn
主要产品：电梯物联网软件平台：电梯安全运行监管平台，电梯维保综
合管理平台，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电梯预警分析综合平台；
硬件产品：电梯黑匣子，楼层和轿门传感器，电梯维保终端，视频终端。
北京云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7 号中关村国际创新大厦 702 100089
电话：010 50951099
电子邮箱：duyao@yunji.ai
网址：www.yunjichina.com.cn
主要产品：机器人服务生系统 “ 货柜 ”+“ 润 ”，智能移动机器人底盘 “ 水
滴 ”，大屏展示交互机器人 “ 云帆 ”，传菜机器人 “ 心得 ” 以及机器人智
慧新零售服务系统 —“ 阿拉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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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龄安康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 号 4 号楼 7 层 704 100089
电话：010 58816067
电子邮箱：zhangxiaoyuan@agedlife.cn
网址：www.hualingankang.com
主要产品：旧楼加装电梯项目
北京三快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路 4 号恒电大厦 BC 座 010000
电话：010 57376600
电子邮箱：wangsai05@meituan.com
网址：www.meituan.com
业务范围：计算机软件技术、网络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企业营销策划；经济贸易咨询；销售自行开
发的软件产品；批发计算机硬件及其配套设备；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
件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比业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SOHO2 B 座 5 层 比业电子 100015
电话：010 57761630 传真：62628775
电子邮箱：wang.zhong@beachina.cn
网址：www.bea-asiapacific.com
主要产品：基于微波，红外，以及激光扫描技术的各类传感器。
北京梯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富力运河十号院 B01-1 楼 608 室 101121
电话：010 59528063
电子邮箱：tibaowang@aliyun.com
网址：www.tibaobao.cn
主要产品：梯保网（电梯保险互联网服务平台）
T 课（电梯工人安全教育培训课件）
电梯保险、理赔、查勘技术咨询服务
北京兴鹏达迅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东路 7 号五层 505 室 100085
电话：010 62917110 传真：62917707
电子邮箱：bjxpdx@163.com
网址：www.bjxpdx.com.cn
主要产品：电梯销售，电梯安装，电梯维护保养，电梯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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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博易基业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F 座 16A 100027
电话：010 65542601
电子邮箱：wuyi@bonworld.com.cn
网址：www.bonworld.com.cm
主要产品：民用建筑机电系统的概念规划、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方案
评审、图纸审核、投资估算、成本控制、招标顾问、议标评标、施工监督、
质量监控、竣工验收。
北京百世嘉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街道北四环居然之家 2 号馆东门 100000
电话：010 53389626 传真：53389626
电子邮箱：bjbsjc@163.com
网址：www.baishijiacheng.com
主要产品：蒂森克虏伯、西继迅达，凯斯博
北京易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2 号阳光 100 写字楼 D 座
电话：010 53677888
电子邮箱：yitipei@163.com
主要产品：易梯 APP、易梯配、易梯严选
北京声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清路 81 号中关村壹号 A1 座 7 层 100089
电话：010 86703850 传真：86703850
电子邮箱：pr@soundai.com
网址：www.soundai.com
主要产品：声智科技提供可视化 AI 语音电梯解决方案，包括轿厢内语
音控制系统、电梯外呼语音控制系统。采用融合语音与图像等人工智能
交互技术，可直接语音呼叫电梯，同时支持视频通话和异常检测功能，
实现以 “ 全程零接触 ” 的人工智能对话方式搭乘电梯。

上海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 811 号 200245
电话：021 64303030 传真：64300932
电子邮箱：xiajie@smec-cn.com
网址：www.smec.com.cn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大楼管理系统整机，零部件，
以及安装、改造、维修、保养、检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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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汶水路 40 号 200072
电话：021 56650991 传真：56032575
电子邮箱：christiewang@126.com
网址：www.schindler.com.cn
业务范围：生产、开发、销售、安装、保养、维修和改造电梯、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及其辅助设备和零部件，设计新产品和开发相关技术，销售
迅达牌的上述产品。
上海中奥房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崧泽大道 9777 号 200042
电话：021 52283009 传真：52283009
电子邮箱：jun.tan@sinolift.com.cn
网址：www.sinolift.com.cn
业务范围：各类电梯制造、销售、安装、维修、保养、机电设备安装、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动拆迁委托、商务楼租赁等。
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学院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800 号 200240
电话：021 62932641 传真：62836359
电子邮箱：etcsjtu@sjtu.edu.cn
网址：www.sjtu.edu.cn
业务范围：本系是我国最早从事电梯教学及电梯技术研究的单位。上海
交通大学电梯检测中心是国家质检总局核准的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的
型式试验和鉴定评审机构。
斯迈普电梯 ( 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曹安路 3939 号 201812
电话：021 39598800 传真：39598800
电子邮箱：731252677@qq.com
网址：www.3-map.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生产、销售、安装、维修、改造，
上述产品及同类商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
仪器仪表、装饰材料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并提供
相关配套服务；从事电梯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产品设计；渗漏处理服务；第三方物流服务（不得从事运输）。
上海远东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源深路 388 号 4 幢 3 楼 200120
电话：021 58767849 传真：58767849
电子邮箱：shyuandong@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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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电梯、停车、冷冻机安装、维修，电梯保养，起重吊装，简
易电梯制造，停车库设备销售、安装、维修、保养。
上海浦东开灵电梯厂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宝凤路 299 号 201201
电话：021 68905017 传真：68907667
电子邮箱：kljp@163.com
网址：www.chinakailing.com
业务范围：电梯制造、销售、安装、维修（以上凭许可证经营），冷作、
板金件加工，电器修理
上海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大叶公路 7505-7515 号 201409
电话：021 57559666 传真：57559735
电子邮箱：shfuji@sh-fuji.cn; 13357588388@vip.sina.com
网址：www.sh-fuji.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
维修（详见许可证）、批发、零售，建筑机械、冷弯结构件安装、维修，
从事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土石方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幕墙建设
工程专业施工，钢结构建设工程专业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海老港申菱电子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同强路 8 号 201302
电话：021 68291606 传真：58053785
电子邮箱：huanghong@lgsl.com.cn
网址：www.lgsl.com.cn
主要产品：操纵箱、显示器；电线电缆；井道电器部件；加装电梯。
上海三荣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月罗路 2120 号 201908
电话：021 56866688 传真：51809000
电子邮箱：sanei@shsanei.com
网址：www.shsanei.com
业务范围：各类中日合资 ( 三荣牌 ) 中高速、无机房和同步无齿曳引式
电扶梯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及安装、改造维修和保养服务。
森佩理特（上海）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化学工业区奉贤苍工路 1155 号 201417
电话：021 37111788 传真：37111780
电子邮箱：Penny.pan@semperi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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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semperitgroup.com
业务范围：生产销售扶梯及自动人行道扶手带，提供扶手带现场接头服
务等各种相关服务。
永大电梯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新公路 99 号 201615
电话：021 57633888 传真：57632251
电子邮箱：u75550@yungtay.com.cn; yungtay@yungtay.com.cn
网址：www.yungtay.com.cn
业务范围：电梯、电扶梯的生产、安装、维修、保养、改造。
上海现代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番禺路 801 弄 28 号 4 幢 200030
电话：021 64474807 传真：64472999
电子邮箱：79247692@qq.com
业务范围：电梯及水泵的安装、维修、改造，车库设施、起重机械的维修、
安装及销售，电梯信息咨询，电梯装饰，水电安装，电梯及电梯专用机
电配件的销售，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工，电梯驾驶员培训，制冷设
备的维修、安装、空调与管道清洗及配件的销售，消防设施建设工程专
业施工，附设分公司
东芝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蕰川路 685 号 201901
电话：021 56808888 传真：56806666
电子邮箱：yangxiaojun@toshiba-elevator.cn
网址：www.toshiba-elevator.com.cn
业务范围：主要从事 “ 东芝 ” 牌电梯、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及其
零部件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及维修保养业务。研究、开发新型电梯、
自动扶梯，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上海爱登堡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恒西路 139 号 201114
电话：021 31105888 传真：51917145
电子邮箱：2237084443@qq.com
网址：www.edunburgh.com
主要产品：电梯、扶梯、立体停车库
金纯机械 ( 上海 )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坦仁路 88 号 201314
电话：021 68151893 传真：68153067
电子邮箱：sales@kanekos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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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kanekosh.com.cn/
业务范围：生产曳引机，提升机及冶金配件，相关液压电器控制系统及
电梯附件相关的塑料及五金零部件，销售自产产品
依合斯电梯扶手 ( 上海 )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陈宝路 58 号马陆工业城 212-215 座 201801
电话：021 69158233 传真：69153231
电子邮箱：weis@ehc-global.com; er-sales@ehc-global.com
网址：www.ehc-global.com
主要产品：扶手带、滚轮、安全刷、电梯钢带
欧捷电梯部件（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1999-2059 号晶碧产业园 G 幢 4 楼 200233
电话：021 64953748 传真：64859264
电子邮箱：sales.cn@avire-global.com; kelly.yan@avire-global.com; lin.shan@avire-global.com
网址：www.avire.com.cn
主要产品：电梯部件包括光幕、紧急电话、互联解决方案和显示器等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美裕路 599 号 201802
电话：021 39126902 传真：39126607
电子邮箱：marketing@stepelevator.com
网址：www.step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控设备的生产、加工，机械设备、通信设备（除专控）、
仪器仪表的销售，咨询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上海求彤控制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叶茂路 11 号 201609
电话：021 57800420 传真：62709621
电子邮箱：guozuoyan@qiutong-sh.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门系列电子电气产品，主要品种有：VVVF 门机控
制器，门机专用变频电机，安全保护光电、光幕开关，门机位置检测用
各类光电开关、井道平层光电开关。
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南汇县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园区 201316
电话：021 58225923 传真：58225609
电子邮箱：service@shbst.com; jacksonwang@shbst.com
网址：www.shbst.com
业务范围：立体停车库、电梯、自动扶梯的控制设备，电子电器产品，
五金电器部件，制造，加工，销售；电线电缆，控制电缆，加工，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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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五同同步带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南汇县航头镇大麦湾工业园区 ( 沪南公路 5838 号 ) 201316
电话：021 58228618 传真：58221890
电子邮箱：webmaster@wttttt.com
网址：www.wttttt.com
业务范围：传动带、传动带轮、橡塑制品、烟机零配件、五金电器，电
线电缆、电梯配件制造、加工。
上海现代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 1799 号万象城 c 栋 8 楼 201716
电话：021 64858600 传真：64854953
电子邮箱：liub2259@hdel.com.cn
网址：www.hyundaielevator.com.cn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相关产品的安装、维保、
零部件等服务。
上海斌腾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工业园区永杨路 228 号 201406
电话：021 33617531 传真：33617532
电子邮箱：957077632@qq.com; yulian-binteng@vip.sina.com
网址：www.sh-yulian.com、www.51fushoudai.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自动扶梯扶手带，型号齐全，颜色多样，“ 芳香型 ”
扶手带，已获专利权，还可提供自动扶梯的各种配件。
上海南龙橡胶扶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九泾路 470 号第 1、2 幢 201615
电话：021 67627784 传真：67627913
电子邮箱：sales@shnanlong.com
网址：shnlxjfs.cn.alibaba.com
主要产品：自动扶梯扶手带
江苏海菱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沪太支路 538 号 1 号楼 515、516 室 200065
电话：021 66109598 传真：66109228
电子邮箱：it8@china.com; lysl000@163.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安装、维修、销售、保养、机械起重、脚手
架作业。
上海基扬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回业路 19-C 号（莘莘学子创业园） 201611
电话：021 57602829 传真：5760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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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dt@shanghaijiyang.com
网址：www.tungda.com.tw
业务范围：电梯操作盘、呼梯盒、按钮、显示器、对讲机、相关零组件。
上海德圣米高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奉贤区奉城工业园区爱德路 198 号 201411
电话：021 57521268 传真：57512556
电子邮箱：info@shdesheng.com
网址：www.shdesheng.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制造、维修保养、室内装潢服务、冷作板
金加工，经营与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上海长顺电梯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新场工业区古恩路 160 号 201314
电话：021 38015727 传真：38015706
电子邮箱：Anny.gu@changshun-sh.cn
网址：www.changshun-sh.cn
主要产品：电梯电缆及线束加工，电梯电气部件，电缆原材料供应等。
蒂森克虏伯电梯 ( 上海 ) 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分区勋业路 2 号 201602
电话：021 57793279 传真：57793363
电子邮箱：sunny.sui@tkeap.com
网址：www.thyssenkruppelevator.com.cn
主 要 产 品：TWIN 双 子 电 梯、enta100、enta200、meta100、meta200、
HP61、evolution、evolution1、Synergy、GL
上海振嵘摩擦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梅南路 984 号 200237
电话：021 34675038 传真：64532737
电子邮箱：webmaster@zhenrong-sh.com
业务范围：生产各系列电梯制动无石棉摩擦材料、矿用提升机、制动闸瓦、
建筑工地用升降机专用制动圈以及工程机械及车用制动块，离合器面片等。
上海渡边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 2002 号 201206
电话：021 58547613 传真：58549539
电子邮箱：swe@swe.com.cn
网址：www.swe.com.cn
主要产品：编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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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新波路 518 弄 3 号 201607
电话：021 57863552 传真：57861882
电子邮箱：michael.miao@sh-ktd.com
网址：www.sh-ktd.com
业务范围：电子产品、半导体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上海申花电梯风扇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路 69 号 200122
电话：021 50819502 传真：50814910
电子邮箱：shenhuafen@sina.com
网址：shenhuafengshan.cn.alibaba.com
主要产品：电梯轿厢风机；控制柜风机；积时计次器
上海中菱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沪青平公路 9565 号 200235
电话：021 59261718 传真：59261010
电子邮箱：123288014@qq.com
网址：www.shmdchina.com
主要产品：电梯及部件销售
上海鑫菱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梅南路 4999 弄燎申智城 24 号 3 楼 201108
电话：021 54282408 传真：54287184
电子邮箱：xl@shxljd.com
网址：www.shxljd.com
主要产品：电梯五方有线，无线五方通话，梯控设备等电梯配件
上海森尼电梯成套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丰饶路 818 号 2 幢 3 层 A 区 201813
电话：021 59146407 传真：59118457
电子邮箱：sunny@esunny-sh.com; yu.shuyong@163.com; 1020741789@qq.com
网址：www.shsunny.net
主要产品：电梯光幕 光电式接近开关（平层开关） 电梯按钮 显示器 操
纵箱 联动机构
瑞电士 ( 上海 ) 传感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广纪路 738 号 1 幢 301 室 200000
电话：021 65285280 传真：65282551
电子邮箱：elle.shen@ced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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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edes.com.cn
业务范围：主要经营红外线传感器。用于电梯类门保护，机械类的安全
性保护以及各种门系列的保护和控制。
波力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闸北区梅园路 228 号企业广场 806 室 200070
电话：021 63816236 传真：63816760
电子邮箱：luaihua@fujitrading.cn; chenxiao@fujitrading.cn
网址：www.fujitrading.cn
主要产品：1、富士变频器、富士接触器、富士开关按钮、富士断路器；2、
新时达电梯控制柜、一体机、机器人；3、台达电梯控制一体机、开关电源
魏德米勒电联接（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裕通路 100 号宝矿洲际商务中心 25 楼 200070
电话：021 22195132
电子邮箱：Julie.fang@weidmueller.com
网址：www.cnweidmuller.com
主要产品：接线端子，RockStar® 重载接插件，DRM、TERM 系列继电
器，PROeco、PROtop、PROmax 系列电源，SAI 传感器执行器连接器，
PCB 接插件，工业以太网交换机，Remote-I/O 模块 -u- remote 能源管理
产品等
上海天逸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北闵路 101 号 201611
电话：021 57776240 传真：57776240
电子邮箱：wff@tayee.com.cn
网址：www.tayee.com.cn
主要产品：按钮、指示灯、凸轮开关、警示灯、密封箱、插座箱、限位开关、
接线端子、断路器
上海华通行物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同普路 299 弄 2 号楼 902 200333
电话：021 61313988
电子邮箱：asgm@hotoho.com
网址：www.hotoho.com
主要产品：运输配送、仓储管理、包装加工、供应链解决方案等服务。
合扩（上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回业路 19 号 C 座－ 2 201600
电话：021 57602510 传真：57600879
电子邮箱：hitake_vfc@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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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itake.com.cn
业务范围：变频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主要产品有异步变频器、
同步变频器、不断电系统、能源反馈等。
豪乐奥机械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申港路 3802 号新飞工业园 A15 201612
电话：021 67760688 传真：67760689
电子邮箱：wang.xi@oleo.cn; sales@oleo.cn; wang.xi@oleo.cn
网址：www.oleo.cn
主要产品：电梯缓冲器
岛田电机（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崧煌路 999 号 2 号厂房底层 201707
电话：021 59867778 传真：59867779
电子邮箱：lth@shanghai-shimada.cn; 49881463@qq.com
网址：www.shanghai-shimada.com
业务范围：生产、加工电梯零部件及相关电器照明设备，销售公司自产
产品，并提供产品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上海康驰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大道 1599 号 2 号楼 303 室 201401
电话：021 67156358 传真：67156652
电子邮箱：clq@kangchish.com
网址：www.kanglingsh.com
主要产品：家用别墅电梯、家用电梯、升降机电梯、教学电梯、三门开
门电梯、洁净电梯、船用电梯、小井道电梯、无机房电梯
应拓柯制动器（上海）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新城新元南路 600 号 6 号楼 B 座 201306
电话：021 20363871 传真：20363806
电子邮箱：Ding@intorq.com
网址：www.intorq.com
业务范围：生产设计制动器和离合器应用于：制动电机，齿轮电机；电
梯和扶梯；叉车；机械升降设备；舞台设备；风力发电
上海豫金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北松公路 6965 弄 75 号 201611
电话：021 67759019 传真：67759022
电子邮箱：389991160@qq.com
网址：www.yujinpeijian.com.cn
业务范围：全国自动扶梯主机单位和全国各地维保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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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魁固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枫泾工业区曹黎路 38 弄 25 号 201502
电话：021 67360810 传真：67360813
电子邮箱：info@skgtec.com
网址：www.skgchina.com
业务范围：生产和销售优质的自动扶梯及人行道扶手带等电梯配件，提
供与产品配套的安装和售后服务（不含安装和维修整梯），销售其他本
公司其他自产产品（许可经营范围内）。
捷力思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2299 号世贸商城 11C32 室 200336
电话：021 62360328 传真：23025520
电子邮箱：sandy.sun@junri.net
网址：www.junri.net
主 要 产 品：CELEX 微 波 传 感 器、TELCO 红 外 线 检 测 传 感 器、
CELEXLED 照明灯具系统、SEG 电力保护继电器、LNKWORLD 工业连
接系统、CROMPTON 电子测量设备、防雷及接地系统等。在电梯行业
我司一直秉承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良好的售后服务。
上海华程电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紫东路 58 号 4 栋 201111
电话：021 64308577 传真：64309449
电子邮箱：info@sh-huacheng.com
网址：www.sh-huacheng.com
主要产品：电梯停电应急供电装置、电梯停电应急平层装置、同步曳引
机电动松闸装置、环保节能型供电装置、三相停电应急供电装置、多功
能应急装置
上海翔锐紧固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佘山镇佘北公路 2159 号 201711
电话：021 39821899 传真：39821886
电子邮箱：shxr518@188.com
网址：www.xiangruijgj.com
业务范围：电梯安装用的各种强度的膨胀锚栓。
上海盖普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建定路 78 号 201502
电话：021 67290188 传真：67290288
电子邮箱：sgec@sgec-cn.com
网址：www.sgec-cn.com
业务范围：电梯制造销售安装改装维修（详见许可证），从事电梯领域内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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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堡盟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民强路 1525 号 11 幢 201612
电话：021 37011509 传真：67687098
电子邮箱：mfan@baumer.com
网址：www.baumer.com
主要产品：传感器、编码器、机器视觉、过程仪表
托菲传感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水电路 1422 号 2 号楼 804 室 200000
电话：021 65311020 传真：65311031
电子邮箱：1607522761@qq.com
网址：www.tofi-tech.com
主要产品：编码器、光电传感器、称重传感器
上海达奥斯电梯装潢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金石路 2104 号 10A 栋 2 楼（联东 U 谷宝山国际企
业港） 200072
电话：021 66308007 传真：66307987
电子邮箱：1075774305@qq.com; dasyy@qq.com
网址：www.daaosi.com
主要产品：电梯装潢（豪华客梯装潢、观光电梯装潢、自动扶梯装潢、
厅轿门改包、大小门套改包、前壁改包和制造）；电梯配件（吊顶制造、
各类扶手制造）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广中西路 777 弄 177 号上海莱茵大厦 200072
电话：021 61081151 传真：61081199
电子邮箱：ling.xiao@tuv.com
网址：www.tuv.com
业务范围：从事电梯及其安全零部件 , 扶梯 , 自动人行道 , 自动行李输送
或物料传输设备，各类起升设备 , 游乐场设施 , 舞台设备和活动工程 , 机
场地勤设备 , 自动停车场 , 仓储设备的产品检测和认证。
上海菱达斯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颛卫路 187 弄 9 号 201108
电话：0563 6955228 传真：6955226
电子邮箱：987191292@qq.com
主要产品：自动扶梯扶手带，扶梯配件

- 19 -

上海松江建刚橡塑五金厂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建设河路 978 号 201606
电话：021 57871631 传真：57871040
电子邮箱：Jiangangxs@163.com
主要产品：电扶梯驱动轮、减震垫、密封件、卸载导轨、对重导靴、钢
丝帘布、橡胶模片
上海迪罗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申滨南路 938 号 G 栋 908 室 200051
电话：021 32098470 传真：57403900
电子邮箱：bj@diro.cn
网址：www.diro.cn
业务范围：销售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汽摩配件，电脑及配件。
生产加工电气设备，电子产品。
法尔福钢绳（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嘉定陈翔路 366 号 200072
电话：021 56778006 传真：56779229
电子邮箱：Alex.zhu@pfeifer.com.cn
网址：www.pfeifer.com.cn
主要产品：曳引钢丝绳，补偿绳，限速器绳，楔形索结（绳头组合）
上海怀达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新波路 518 弄 15 号 201607
电话：021 67675607 传真：67675610
电子邮箱：2952772306@qq.com
网址：www.huaidaxiangsu.com
业务范围：自动扶梯扶手带；电梯出入口，滚轮等其他橡塑类电梯配件
上海华美电梯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叶新公路 6588 号 201607
电话：021 57863360
电子邮箱：626187375@qq.com
网址：www.sh-hmdt.com
主要产品：电梯轿厢装饰、自动扶梯、人行道等美学空间设计及装饰
上海汉神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共悦路 258 号 201901
电话：021 56391908 传真：56390611
电子邮箱：kelvin.mei@sh-hanshen.com; ying.yang@sh-hanshen.com
网址：www.sh-hanshen.com
业务范围：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电梯零部件的生产、加工及批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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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销代购；电梯维修专业领域内开展 “ 四技 ” 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狄耐克鹰慧物联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明珠路 1018 号 e 通商务世界 b 座 403-405 201114
电话：021 64854998 传真：64854948
电子邮箱：Delin_liu@ccciot.com; 544101701@qq.com
网址：www.ccciot.com
主要产品：通用型电梯物联网设备终端、标配型电梯物联网终端、多媒
体物联网设备终端等
上海华晟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联二路 177 弄 9 号 200072
电话：021 56610266 传真：56617872
电子邮箱：sales@sh-hsdq.com
网址：www.sh-hcdq.com
业务范围：本公司主要以研发、制造、销售电梯安全部件及电梯限位开关、
行程开关、微动开关等各类电器开关产品。
上海冠引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闵行区莘福路 388 号 1 号 201 室 201101
电话：021 62967011 传真：62967011
电子邮箱：info@toppre.com
网址：www.toppre.com
主要产品：LESOO 微波传感器、LESOO 雷达传感器、LESOO 对射光电
传感器
上海群安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浦东张杨路 707 号 1601
电话：021 58889117 传真：58823278
电子邮箱：qunan@ourten.com; spd@ourten.com
网址：www.ourten.com
主要产品：网络传输器、双绞线传输器、防雷器
上海法西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工业区万枫公路 2666 号 7 栋 201502
电话：021 51855758 传真：51855750
电子邮箱：xuxiaokang@shfaxi.com; info@shfaxi.com
网址：www.shfaxi.com
主 要 产 品：FAXI200-1 系 列、FAXI200XB 系 列、FAXI320 系 列、
FAXI100-FG 系 列、FAXI100S 系 列、FAXI100A、FAXI268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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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I135A 系列、FAXI128 系列 等。
上海扶联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航塘公路 4908 号 201408
电话：021 57170289 传真：57170289
电子邮箱：ybfsddtpj@foxmail.com
网址：www.shflfsh.com
主要产品：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用的扶手带及相关配件
季龙（上海）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叶发路 519 号第 8 幢 201608
电话：021 57831899 传真：57839050
电子邮箱：jl@shjulongdtpj.com
网址：www.shjulong.com
业务范围：主要经营：电梯配件（除特种）、橡塑制品、五金制品加工销售
上海敖海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合川路 3089 号 B 座 5 楼 201103
电话：021 54580909 传真：23025185
电子邮箱：chelsea.sun@hansi.biz
网址：www.ohaish.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铝蜂窝复合板、超薄型石材蜂窝板、不锈钢蜂窝板等。
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建筑外墙装饰、室内装饰、房车改装、地铁车辆内
部装饰、电梯装饰等工程领域。
上海沃证机电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 址： 上 海 市 长 宁 区 天 山 路 641 号 慧 谷 白 猫 科 技 园 1 号 楼 701 室
200051
电话：021 51088618 传真：62289502
电子邮箱：carlos@via-cert.com
网址：www.via-cert.com
业务范围：机电产品的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产品认证技术咨询服务，
产品测试服务，质量体系认证咨询，投资咨询等
上海中菱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同发路 558 号 201302
电话：021 58057576 传真：58057630
电子邮箱：13801738623@163.com
网址：www.zhongling-ele.com
业务范围：操纵箱、呼梯显示，指令按钮、应急电源、语音报站器、方向灯、
电梯电缆、线束末端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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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雷州路 169 号 201419
电话：021 68918998 传真：58383632
电子邮箱：Kdxc@shkdchem.com
网址：www.shkdchem.com
主要产品：环氧胶、聚氨酯胶、丙烯酸胶、SBS 胶粘剂
法适达（上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 1871 号 201109
电话：021 64909091 传真：64909092
电子邮箱：w.zhu@fixator.cn
网址：www.fixator.cn/
业务范围：专业设计、生产高空作业平台，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梯安装、
风电 / 火电 / 核电维护
上海华升富士达扶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工业区新区新飞路 1002 号 201611
电话：021 61171000 传真：60857188
电子邮箱：yanfeng@fujitec.com.cn
网址：www.fujitec.com.cn
主要产品：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上海意美清洁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 398 号 2 幢 101 201706
电话：021 59780066 传真：59780055
电子邮箱：info@emclean.cn; liao.ww@emclean.cn
网址：www.emclean.cn
主要产品：EMC-ET15B 全自动扶梯清洗机
上海沪宜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顺达路 98 弄 8 号 201800
电话：021 33506181 传真：69901331
电子邮箱：sales@huyi68.com
网址：www.huyi68.com
业务范围：主要生产：制动电阻，制动单元，变压器，停电应急装置，
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滤波器等
上海优意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桃林路 18 号环球广场 A 栋 606 室
电话：021 5834065 传真：61153521
电子邮箱：wei.wang@uniee.com.cn

- 23 -

网址：www.uniee.com.cn
业务范围：本公司重点研发并生成高性能聚氨酯减震缓冲产品，可根据
需求，提供定制化 NVH 解决方案。
上海禾通涌源停车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茸华路 710 号 201109
电话：021 33677059 传真：33677096
电子邮箱：marketing@hytone.com.cn
网址：www.hytone.com.cn
业务范围：机械式停车设备制造、安装、改造、维修
上海昊崛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新浜工业园红牡丹路 155 号 201600
电话：021 57893556 传真：67891177
电子邮箱：SHHJDT@163.com
网址：www.shhjdt.com
主要产品：电梯门触点开关、副门锁开关、盘车开关
罗巴鲁（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丰功路 393 号 201801
电话：021 69156584 传真：69152081
电子邮箱：huhm@roval.cn
网址：www.roval.cn
业务范围：销售罗巴鲁防锈涂料
Roval Cold Galvanizing Compound
上海置恒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少江路 1340 弄 A 区 14 号楼 2 楼 200333
电话：021 62658050 传真：51861052
电子邮箱：Sc1@shzhdq.com
网址：www.shzhdq.com
主要产品：接线端子（包括插拔式接线端子，弹簧式接线端子，固定式
接线端子，电流电压端子，轨道式接线端子）、欧式连接器
贝卡尔特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168 弄 31 号 17 楼 200062
电话：021 22197288 传真：22197299
电子邮箱：guan.jianlin@bekaert.com
网址：www.bekaert.com
主要产品：生产和销售电梯钢带所用的钢帘线和包塑钢丝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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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凡赛尔（上海）保护膜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工业二区九干路 179 号 201601
电话：021 57617568 传真：57617445
电子邮箱：yzhang@chargeurs-protective.com
网址：www.novacel.fr
主要产品：工业临时表面保护膜
东京制纲（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娄山关路 83 号新虹桥中心大厦 2008 室 200336
电话：021 62368788 传真：62368768
电子邮箱：chenchun@tokyorope-sh.com
网址：www.tokyorope.co.jp
主要产品：电梯钢丝绳
上海龙钰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 168 号 201806
电话：021 59586608 传真：59588991
电子邮箱：li.xiao.peng@longyudt.com
网址：www.longyudt.com
主要产品：我司成为迅达在亚太地区重要的安全部件配套生产基地。公
司产品主要有 G 系列和 RF 系列安全钳，OP 系列和 SABOA 系列液压缓
冲器，GB 系列限速器以及 9300、9500、9700 系列自动扶梯 / 自动人行
道驱动部件和侧板部件等。公司不仅与迅达上海电梯厂、苏州电梯厂保
持着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同时还向全球迅达在欧洲、美州和亚太地区的
生产企业提供上述关键部件。自 2008 年开始，公司又与奥的斯公司建立
合作关系，目前主要提供扶梯驱动总成及 GEN2 绳轮组件等部件。
上海粤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古英路 77 号
电话：021 3030566 传真：3030566
电子邮箱：2582300158@qq.com
网址：www.yue-ling.com
主要产品：扶手带，梯级大链，ARD，电动松闸装置，扶梯大修改造。
曼隆蒂森克虏伯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 898 号西子国际中心 1 号楼 805 室 201306
电话：021 33030905 传真：33030903
电子邮箱：chengqin.zhi@marohn-tk.com
网址：www.marohn-thyssenkrupp.com
主要产品：小机房电梯、商用扶梯、别墅电梯、观光电梯、无机房 电梯、
高速电梯、医用电梯、自动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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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邦 ( 上海 ) 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 912 弄 17 号楼 201100
电话：021 51695369 传真：52237170
电子邮箱：info@mambocert.com; info@ce-euro.com
网址：www.ce-euro.com
主要产品：电梯及其安全部件 CE 认证；EN81-58 电梯防火门认证；海
关联盟 EAC 认证
上海绿盾塑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宝钱公路 4688 号 201806
电话：021 69577698 传真：69577699
电子邮箱：x13391084369@sina.com
网址：www.sh-ld.cn
主要产品：聚氨酯缓冲器、液压缓冲器、橡胶减震垫、橡胶门封条、对
重导管、液压缓冲器
上海超时电子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平凉路 2716 号南 8 号楼 3 楼 200090
电话：021 65663671 传真：65671999
电子邮箱：info@chaoshish.com; lcao@chaoshish.com
网址：www.chaoshi18.com
主要产品：单相、三相三线、三相四线、三相五线交流电压保护器；三
相交流变频电压保护器；电机热保护器；电源保护模块；三相及单相过
电流保护装置
南德认证检测（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通路 151 号
电话：021 61410123 传真：61408600
电子邮箱：peng.wang@tuv-sud.cn; Bo.wen@tuv-sud.cn
网址：www.tuv-sud.cn/cn-scn
主要产品：电梯及其部件产品的认证、检测、检验等相关技术服务
特人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安智路 115 号 201805
电话：021 59588859
电子邮箱：info@torronlift.com
网址：www.torron.cn/
主要产品：特人家居电梯
路博润特种化工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 227 弄 3 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 C 栋 6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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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
电话：021 38660317 传真：58877687
电子邮箱：Xin.Li@Lubrizol.com
网址：www.lubrizol.com
主要产品：热塑性聚氨酯（TPU）
上海有钢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西路 101 号上海国际节能环保园 5# 楼 206 室
200443
电话：021 58589896 传真：58389765
电子邮箱：4506003@qq.com
网址：www.china-yougang.com
主要产品：冷轧卷板、镀锌卷板、热轧开平板、中厚板、工字钢、槽钢、
角钢、方管。
上海薏苡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江田东路 212 号 9 幢 201613
电话：021 31071292
电子邮箱：jason.kong@standard-eleva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及配件出口
上海仙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金皖路 458 号 201206
传真：51348168
电子邮箱：liliang@goodview.com
网址：www.goodview.com
主要产品：电梯物联网广告机
乐思灯具（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龙盘路 255 弄 1 号
电话：021 69151573 传真：69156793
电子邮箱：liu6820000@163.com
网址：www.ls-light.com
主要产品：扶手裙板灯，梳齿灯，裙板点灯，梯级灯，指向灯，井道照明，
轿厢照明。
上海思湖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明南路 85 号 9 幢 3 楼 201611
传真：57603036
电子邮箱：sh@shsihu.com
网址：www.shsi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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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扶梯入口传感器、触摸屏、电梯操纵盘及呼梯盒、液晶显示器、
嵌入式电话机、一键拨号电话机以及新能源行业部件
喜利得（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龙华中路 600 号 b 座 22 层 215300
电话：021 60167000
电子邮箱：August.wang2@hilti.com
网址：www.hilti.com
主要产品：锚栓，电动工具，激光类产品，后锚栓技术支持
上海旭欧轴承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中华园西路 1885 号 215300
电话：0512 55118848 传真：57007181
电子邮箱：xuoushfky@163.com
网址：www.shxuou.com
主要产品：轴承，工业皮带，带轮
德律（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腾路 1218 号 1 号楼 201705
电话：021 59757613
电子邮箱：wangjing@delv-industrial.cn
主要产品：德律进口螺杆智能家用电梯（德国）、宾达进口螺杆智能家
用电梯（立陶宛）、维梯科进口螺杆智能家用电梯（意大利）、思维塔
进口螺杆智能家用电梯（意大利）
罗尔西传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芝江路 258 号 3-5 幢 201499
电话：021 33505345 传真：33506177
电子邮箱：Luca.Wu@Rossi-Group.com
网址：www.rossigearmotors.cn
主要产品：减速机、电机、减速马达、动力传动产品及其零配件
艺墅家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春归路 585 号 201804
电话：021 69590760 传真：69590755
电子邮箱：2880908687@qq.com
网址：www.artistlift.cn
主要产品：艺墅家、观光电梯、家用电梯、别墅电梯。
上海麦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纳贤路 800 号 A 座 5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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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 59470080
电子邮箱：yao.tianyang@shmashine.com
网址：www.shmashine.com
主要产品：MX201
上海华富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逸仙路 3945 号东真厂区 8 号楼 200940
电话：021 66182351 传真：66182352
电子邮箱：huafuelectric@vip.163.com
网址：www.huafuelectric.cn
主要产品：默纳克一体化电梯控制器，电梯控制柜，轿顶检修箱， 电
梯成套控制系统，控制辅件、成套线缆，控制柜井道模拟测试台，扶梯
IP20 和 IP55 节能控制柜
丹兹传感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 383 号（尚源 383）一楼 A101 200240
电话：021 64091719 传真：64091713
电子邮箱：Opkonchina@opkon.com.tr; 1457455641@qq.com
网址：www.opkon.com.cn
主要产品：绝对式编码器，BISS 协议编码器
上海欧仑凯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镇秀城路 253 号 201411
电话：021 68173649 传真：68173649
电子邮箱：info@oulunkai.com
网址：www.oulunkai.com
主要产品：电梯按钮，外呼，操纵盘，井道电气等电梯电气配件相关产
品及技术服务。
中新软件（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 1258 号绿地商务大厦 1910 室 200050
电话：021 51688836 传真：51687836
电子邮箱：MKT@5000m.com
网址：www.5000m.com
主要产品：土建图系统 （LDS）；报价系统；装潢系统（SDS）；销售
支持平台（ECS）；电梯设计系统（EDS）；培训系统（ETP）；质量管
理系统（QMS）；电梯物联网系统
上海康比利仪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科技园区彭丰路 790 号
电话：021 57858468 传真：57858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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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salee@complee.com
网址：www.complee.com
主要产品：编码器、传感器、互感器、变送器、继电器及仪表
施乐百机电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松江区新浜工业园区红牡丹路 65 号 201605
电话：021 57681767 传真：67801037
电子邮箱：jackie.liu@ziehl-abegg.com.cn
网址：www.ziehl-abegg.com
主要产品：曳引机
爱德克电气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共和路 209 号企业中心第二座 8 楼 200003
电话：021 61351515 传真：61356225
电子邮箱：lijun.xuan@cn.idec.com; japan-desk@cn.idec.com
网址：www.idec.com
主要产品：控制机器产品、控制装置以及 FA 系统产品、控制用附属机
器产品、防爆、防灾关联产品以及电气机械器具的制造、销售。
冯克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叶榭镇叶新公路 1152 号 201600
电话：021 57750139 传真：37811403
电子邮箱：jfzxf@vip.163.com; 784397472@qq.com; alice.su@vonklift.com
网址：www.vonklif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别墅电梯，医用电梯，载货电梯，扶梯 / 人行道，
其他梯型
上海顺鞑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吴路 2998 号东部楼二楼 200231
电话：021 62201798 传真：62201798
电子邮箱：516149434@qq.com
业务范围：电梯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消防设施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机电设备安装建设工程专业施工，建筑智能化建设工程专业设计及施工，
机械设备及配件、机电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的销售，机电设备维修，
商务信息咨询，质检技术服务。
嘉意机床（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外冈第三工业区恒翔路 55 号 201806
电话：021 39003785
电子邮箱：sales@la-g.cn; szeng@la-g.cn
网址：www.la-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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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机械手折弯单元、自动化生产线、折弯机、压铆机
上海众锦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塘路 103 号 398 室 201000
电话：021 34670295 传真：34670295
电子邮箱：497219644@qq.com
主要产品：电梯 161 门锁，接触器，断路器，空气开关
上海勤赫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王圩路 1718 号
电话：021 59557868 传真：59558505
电子邮箱：cly@shqh1688.com
网址：www.shqh1688.com
主要产品：电梯配件、扶手
上海斌骊机械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沁春路 717 号四楼 201100
电话：021 64305525 传真：64541039
电子邮箱：shbinli2017@163.com
网址：www.binlibt.com
主要产品：扶手带，梯级链，多楔带，摩擦轮，滑轮群组，滚轮，梳齿板，
梯级边框，滑块，扶梯制动器
渥思升降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瓶安路 1258 号 1 幢 3019 室 201109
电子邮箱：catherine.lee@wurtec.cn
网址：www.wurtec.com
主要产品：电梯安装升降平台及电梯安装工具
敏匡昵电机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 728 号华联发展大厦 M08-M09 200052
电话：021 62153367 传真：62153165
电子邮箱：wwang@w-mikuni.com
网址：www.w-mikuni.co.jp
主要产品：电梯控制柜使用开关，安全继电器，IC，晶振，地震传感器（P
波，S 波，PS 波地震传感器），免螺丝连接器
德普家用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佘北公路 2503 弄 6 号 201602
电话：021 57651296
电子邮箱：jamie.zhou@deltaplu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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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deltaplus.cn
主要产品：家用电梯
瑞特科家用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文定路 258 号文定生活广场 A102-B 200040
电话：0532 66736896
电子邮箱：Jessica.tian@aritco.com; Info.China@aritco.com
网址：www.aritco.com.cn
主要产品：瑞特科家用电梯、瑞特科平台电梯
进联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丰饶路 169 号 201801
电话：021 69150100 传真：69157811
电子邮箱：szsales11@decatech.com.cn
网址：www.deca.com.tw
主要产品：欧规接线端子、美规接线端子、轨道式接线端子、push in 接
线端子、按钮开关、急停开关、旋钮开关、钥匙开关、限位开关、凸轮开关、
金属开关
上海前动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嘉唐公路 1117 号北门 4 幢
电话：021 69017512 传真：69005856
电子邮箱：sales@qandon.com
主要产品：安全帽、耳罩、耳塞、眼镜、口罩、手套、安全鞋、安全带、
自锁器、工作服、工具包、阻门器、护栏、锁具、标识标牌、急救包、头灯、
吊架、五金工具、定制服务、安全培训。
上海川悦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富联二路 177 弄保集 E 智谷产业园 14 幢 201906
电话：021 56727112 传真：56903221
电子邮箱：13916868652@163.com
网址：www.shchuanyeu.com
主要产品：电梯平层开关，接近开关，光电传感器，电容式传感器，磁
性传感器，光栅保护器。
江苏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德富路 1199 号太湖世家 —— 环球大厦 6 楼 608
201821
电话：021 60822829 传真：60822820
电子邮箱：576277960@qq.com
网址：www.aefelev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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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有机房乘客电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无机房乘客电梯、
观光电梯、病床电梯，有机房载货电梯，无机房载货电梯，杂物电梯。
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
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苏虹路 333 号万通中心 A 座 502-503 单元 201107
电话：021 59883585 传真：63160577
电子邮箱：Sales_leo.tan@yonglibelt.com
网址：www.yonglibelt.com
主要产品：轻型输送带、同步带
亚迅电梯（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工业园区浩海路 100 号 201605
电话：021 57896108 传真：57893186
电子邮箱：Lijun1997@163.com; 1035531571@qq.com
主要产品：别墅梯、曳引式客梯、曳引式货梯
上海益海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方泗路 88 弄 109 号
电话：021 59897820 传真：59897172
电子邮箱：Sales@yihay.com
网址：www.yihay.com
主要产品：金属软管、塑料软管及附件，电缆防水接头等
上海思彦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大叶公路 7238 号 3 号楼 1 楼
电话：021 68220771 传真：68220772
电子邮箱：hailang295@163.com
主要产品：编码器、电梯线束、电线电缆
上海原鹭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汇源路 288 号嘉隆国际别墅 85
电子邮箱：87562386@qq.com
网址：www.shanghaibailu
业务范围：机电设备、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自动化设备、金属制品、
建筑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
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
上海谷盈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荣乐东路 2369 弄绿地商务广场 1408 室 201615
电话：021 57139518 传真：5713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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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48653113@qq.com
网址：gysysh.1688.com
主要产品：防腐涂料和钢铁防腐的解决方案
上海先策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地址：南京市栖霞区花园城依云华府 A-02 幢 838 室
电话：025 85321974
电子邮箱：379422717@qq.com
主要产品：强制性产品认证、体系、特种设备许可证办理咨询
上海珍沅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丰饶路 600 号 17 幢 201800
电话：021 59100083 传真：59100511
电子邮箱：zhaolei@janetec.com.cn
网址：www.janetec.com.cn
主要产品：门触点开关
上海梯润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业绩路 8 号 3 幢 3107 200444
电话：021 56120700 传真：56120700
电子邮箱：shtirun2014@163.com
网址：www.shtirun.com
主要产品：电梯装潢、吊顶、显示器、到站灯、不锈钢装饰板、内饰板、
外呼立柱、外呼面板、地板、扶手、照明、多媒体系统等。
邦飞利传动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汇联路 68 号
电话：021 67002000 传真：67002100
电子邮箱：BonfiglioliChina_Marketing@bonfiglioli.com
网址：www.bonfiglioli.cn
主要产品：A 系列螺旋锥齿轮减速机，VF/W 系列蜗轮蜗杆减速机，300
系列行星减速机，HDO 系列螺旋锥重型齿轮组。
上海正广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 689 号
电话：021 64920156
电子邮箱：448996339@qq.com
网址：www.shzgt56.com
主要产品：整梯及电梯零部件运输、仓储、包装、装卸等整体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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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埃菲东多胶粘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莲花路 1555 号华一大厦 601-602 室 200233
电话：021 22816958 传真：34227873
电子邮箱：jany@aphysbond.com
网址：www.aphyschina.com.cn
主要产品：埃菲胶、电梯粘接胶、电梯加强筋胶水、电梯免钉胶、弹性
粘接胶、环保胶、低气味双组份胶水
森杰（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德堡路 38 号 2 幢三层 306-33 室
电话：021 67298001 传真：60917787
电子邮箱：18521510016@163.com
网址：www.sejaj.com
主要产品：轴承
上海劲弩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松江区潮富路 78 号 2 号楼 201620
电话：021 37631793 传真：32231251
电子邮箱：604029204@qq.com
网址：www.jn-china.cn
主要产品：电梯照明光幕顶
富士达电梯配件（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书海路 655 号 201611
电话：021 67601515 传真：67606097
电子邮箱：akira.izaki@scfujitec.cn; liujiahui@scfujitec.cn
网址：www.fujitec.com
主要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加工升降电梯、手扶电梯零部件等。
上海昶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亭南路 599 弄复地爱伦坡 164 号 201600
电话：021 51695873 传真：51695263
电子邮箱：huangmingxia@changeetec.com
网址：www.changeetec.com
主要产品：多摩川编码器、ELGO 传感器
普拉内特（上海）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泖港镇新波路 518 弄 1 号 1 幢 201607
电话：021 57863551 传真：57863281
电子邮箱：robin@pltg.group
网址：www.pltg.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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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扶梯驱动主机
上海淳信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慧谷高科技创业中心上海市虹桥路
333 号 418 室 20000
电话：021 54653210
电子邮箱：liushiguo@tru-trust.com; haoguipo@tru-trust.com
网址：www.tru-trust.com
主要产品：1、缓冲阻尼装置：这种装置在其他起重机械、港口机械、轨
道交通、游乐设施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主要产品：缓冲器系列（弹簧、
液压、聚氨酯 等 ....) 阻尼器系列（粘滞阻尼器、液体阻尼、主动型阻尼
器 ......) 2、隔离调谐装置：振动控制涉及安全及环境，控制不好对设备
及建筑物的寿命影响，所以对振动的隔离及减弱至关重要。主要产品：
弹簧隔振器系列、弹性体隔振系列、主动调谐式隔振系
上海缆慧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海翔路 458 号 2 幢 3 幢 201314
电话：021 50680102 传真：50680618
电子邮箱：lige@istcw.com
网址：www.istcw.com
主要产品：电线电缆检测及相关检测设备开发、销售。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翔殷路 580 号 200433
电话：021 65332222；65305028；65305029 传真：65346100
电子邮箱：info@aabelt.com.cn
网址：www.aabelt.com.cn
主要产品：电梯复合钢带、轻型输送带、同步带

天津
天津大学自动化系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 300072
电话：022 87401740 传真：87401740
电子邮箱：wan_jre@163.com
网址：www.tju.edu.cn
业务范围：教学、科研，楼宇自动化，电梯技术研究，人员培训。
天津市第二继电器厂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绵阳道一号 300052
电话：022 27810477 传真：27810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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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relay@tjsec.com
网址：www.tjsec.com
业务范围：广泛用于电梯、冶金、机械和铁路、机车、客车、机电一体化
成套设备。其中 MG 系列接触器独特的噪音低、振动小是无机房、小机房
电梯的最佳选择。MG（BF）接触器广泛用于永磁同步曳引机的控制系统。
天津高盛钢丝绳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静海县静海开发区北区一号路 1 号 301616
电话：022 59528696 传真：59528328
电子邮箱：sunguohe@hotmail.com
业务范围：产品包括曳引绳、平衡绳、制动绳、门机绳等系列产品，
可按 GB、ISO、BS、JISG、DIN 等国际先进标准组织生产。并根据用
户 要 求 分 别 按 OTIS、HITACHI、TOSHIBA、LG-OTIS、FUJITEC、
MITSUBISHI、SCHINDLER、HYUNDAI、KONE、THYSSENKRUPP
等著名电梯公司的采购规范生产。也可以提供定尺切割服务。
中奥集团奥的斯电梯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443 号 300210
电话：022 28101188 传真：28101010
电子邮箱：Stacey.Hao@otis.com
网址：www.otis.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产品制造和服务
天津市西青区华兴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口路 108 号 300380
电话：022 27909257
电子邮箱：limy@tjhxdj.net
主要产品：生产电梯电机、扶梯驱动主机、永磁无齿轮电梯曳引机和各
种电梯金属结构部件
天津鹭凯六开电梯配套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汇海道 5 号 300402
电话：022 58607609 传真：58607607
电子邮箱：tjlkjs@sina.com; tjlk1@sina.cn
网址：www.lkdt.com
主要产品：机房配电箱、 绳头组合、 限位开关、 终点开关、 FB 系列恒
流风扇、 检修盒、 LED 照明装置
天津利福特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南河工业区鑫谷路 2 号 300382
电话：022 23980101 传真：2381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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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jiayongping@cnlft.com
网址：www.cnlft.com
主要产品：电梯对重块产品、井道部件产品、观光梯轿厢产品及装潢
天津华源天伦绳业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静海区双塘镇杨家园工业区 301636
电话：022 59791107 传真：68509709
电子邮箱：ramon@huayuanwire.com
网址：www.hytlrope.com
业务范围：华源天伦注重企业信誉和产品质量，主要产品有三大系列：
电梯用钢丝绳、不锈钢丝绳、SNS 柔性钢丝绳。
允博（天津）电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工业园区泰进道 3 号 300380
电话：022 87939997 传真：87939993
电子邮箱：ybtj_sd@126.com
网址：www.uim-bp.com
业务范围：电扶梯、驱动主机、曳引机的设计、制造，服务及销售。
天津鑫宝龙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柳邑路 20 号 300380
电话：022 27953569 传真：27953566
电子邮箱：airong.cui@xblgroup.com
网址：www.xblgroup.com
主要产品：智能电梯配件
基弗斯传动设备（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泰丰路 80 号 301712
电话：022 25320058 传真：25320075
电子邮箱：Wu.Xuzhun@gfc-drives.com.cn; Westwood_shang@126.com
网址：www.gfc-china.com
主要产品：FTS 系列商用附体减速机
FTSST 系列公交型扶梯减速机
天津兴晟和橡胶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津南区辛庄镇环美路 3-2 号 300222
电话：022 88825676 传真：88825660
电子邮箱：jsk@tjthxj.com
网址：www.xingshenghe.com
业务范围：橡胶制品制造，电梯配件，汽车配件，金属制品制造

- 38 -

天津市奥瑞克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五纬路 27 号 300300
电话：022 24992888
电子邮箱：elevator@orac.cn
网址：www.orac.cn
业务范围：主营乘客电梯、观光电梯、载货电梯、医用电梯、杂物电梯、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安全保护装置等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
维修、改造、检测、保养等业务。
弗兰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双辰中路 20 号 300400
电话：022 64764534 传真：26972061
电子邮箱：huijiang@siemens.com
网址：www.flender.com
主要产品：1.CRW 系列扶梯驱动主机专用齿轮箱 ;
2.CG26（A) 系列公交型扶梯专用驱动主机及齿轮箱；扶梯驱动主机售后
服务及技术咨询。
天津润富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锋泛国际金堤里 1-2-501
电话：022 23617139 传真：23617139
电子邮箱：tjtxcm@vip.sina.com
网址：www.tjrunfufeng.com
主要产品：Thermik 热保护器；PTC- 热敏电阻
海格斯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石北路 40 号 300384
电话：022 60990436 传真：22974590
电子邮箱：lucy.zhang@haigts.cn
网址：www.haigts.com
主要产品：液压和电气自动化元件、设备和技术，如螺旋泵、螺杆泵、
油浸电机、变频器、集成阀组、流量计、高频执行器、油缸、冷却单元、
动力单元及静音油源等。
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
地址：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学苑路 600 号 300270
电话：022 63303836 传真：63303872
电子邮箱：xdt110@163.com
网址：www.tjgfxy.com.cn
主要产品：电梯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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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静双海翔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静海区高档金属产业园 301600
电话：022 68921718 传真：68921718
电子邮箱：14633344@qq.com
网址：www.jshxrope.xin
主要产品：电梯用钢丝绳
海茵兰茨（天津）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海泰发展五道 16 号 海泰创新基地 B2-3-602
电话：022 28343576 传真：28343576
电子邮箱：xiaoli.ji@heinlanz.com
网址：www.heinlanz.cn
主要产品：编码器，增量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拉绳编码器，磁致伸
缩直线位移传感器，安全光幕，倾角仪，接近开关，压力变送器，旋转
变压器，电缆。
天津德威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静海区中旺镇天津滨港电镀基地 206&208
电话：022 68978858 传真：68978868
电子邮箱：zhongyue.zhuang@tjdewy.com
网址：www.tjdewy.com
主要产品：产品主要用于现代、大众、上汽、天合汽车，起亚、奔驰、
宝马、大众、通用、长城、吉利、五菱、宝骏、力帆等汽车上，主要客户：
ZF、万都、摩比斯、爱德克斯、万向钱潮、昆山恒源、勤威、奥的斯、雷迅、
ABB，奥的斯，西奥等。
天津市福玛减速机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柳口路南头西侧 300380
电话：022 58964688 传真：27923363
电子邮箱：13821885678@139.com
主要产品：FJ100/FJ125/FJ140/FJ160/FJ180 商用型减速机；FJ128/FJ155/
FJ175 公交型减速机
SEW- 传动设备（天津）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大街 46 号 300457
电话：022 25322612 传真：25323273
电子邮箱：info@sew-eurodrice.cn
网址：www.sew-eurodrive.cn
主要产品：减速电机、工业减速机、电子变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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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金光道 61 号 065000
电话：0316 2015684 传真：2010248
业务范围：电梯，施工技术与装备，升降机械，包括运输机械，高空作
业机械，钢筋加工机械，混凝土机械，装修机械，城建机械，建筑扣件
与模板。电梯和建筑机械检测。
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金光道 61 号 065000
电话：0316 2311414 传真：2010248
电子邮箱：tech@cea-net.org
业务范围：电梯产品的国家监督抽查、
评优认证、
生产许可证、
新产品鉴定、
技术仲裁检验及其它各类委托检验任务，承担或参与国家标准的制订以
及进行人员培训等工作。
河北东方富达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光明东道 112 号 065000
电话：0316 2055901 传真：2030158
电子邮箱：xiaoshou@dfelevator.com
网址：www.df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安全部件：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导靴等 100 多个
品种 300 余规格的设计开发、生产。
河北蒙特费罗导轨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沧州市经济开发区九河东路 41 号 061001
电话：0317 3080820 传真：2026327
电子邮箱：Cindy.han@monteferro.cn; li.weiping@monteferro.cn
网址：www.monteferro.it
主要产品：T 型电梯导轨，空心电梯导轨，连接板，压道板
华升富士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明道 7 号 065001
电话：0316 6086718 传真：6088848
电子邮箱：panli@fujitec.com.cn; plan@fujitec.com.cn; zhangzhen@fujitec.com.cn
网址：www.fujitec.com.cn
主要产品：生产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以及安装、
维修、改造、调试、保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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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开发区前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秦皇岛开发区华山中路泾河道 3 号 066006
电话：0335 8511001 传真：8539900
电子邮箱：xingzheng@qjgd.com
网址：www.qjgd.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的安装、改造、维修；智能
仪表、仪器、其他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开发、制造、销售、安装、维修；
电梯技术咨询；电梯、电梯配件、电梯检测应急救援车辆的销售；电采
暖设备的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石家庄五龙制动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石中路 375 号 050091
电话：0311 83805606 传真：83826381
电子邮箱：qinqiang@cnwulon.com
网址：www.cnwulon.com
主要产品：制动器
廊坊市久联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廊坊市燃气工业区紫荆北道 065600
电话：0316 6657111 传真：6657112
电子邮箱：771862472@qq.com
网址：www.lfjl.com
业务范围：专业设计、生产电梯安全部件，包括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
夹绳器、导靴等。
河北金博电梯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高新区兴安大街 222 号方亿科技园 050000
电话：0311 85380095 传真：85380097
电子邮箱：sales@jinbokeji.com
网址：www.jinbokeji.com
主要产品：电梯 IC 卡智能解决方案、手机二维码识别通行解决方案、指纹识
别通行解决方案、人脸识别通行解决方案、手机蓝牙识别通行解决方案、无接
触手势呼梯解决方案、无接触语音乘梯通行解决方案、手机远程乘梯解决方案、
电梯无线五方对讲解决方案、机器人自助乘梯解决方案、智能访客机解决方案
石家庄通安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廉州镇陈家庄三排村东 800 米处 052160
电话：0311 88162296 传真：88162296
电子邮箱：tonganxs@vip.126.com
网址：tonganxs@vip.126.com
主要产品：安全钳、限速器、缓冲器、曳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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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东方国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建设村 065000
电话：0316 2574887 传真：2573735
电子邮箱：dfgl885@sina.com
网址：www.lf-gl.com.cn
业务范围：主要产品有电梯安全部件、电梯结构件、复合砣块、MC 尼龙轮、
浪板、Z 型梁等十余种
国信沃德河北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城园区路 38 号（第三工业园区） 071100
电话：0312 5803350 传真：5803351
电子邮箱：gxwdjiangjun@163.com
网址：www.woddt.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制造、销售；乘客电梯、载
货电梯、液压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安装、改造、维修；
中央空调、防水材料销售。
河北丰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平乡县建设大街 118 号 054500
电话：0319 7836678 传真：7833155
电子邮箱：fwgs@hbfengwei.com; fwyfzx@163.com
网址：www.hbfengwei.com
业务范围：生产销售 OTIS 有齿曵引机及电梯配件、铸件
唐山致达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亮甲店镇亮甲店村 064101
电话：0315 6354567 传真：6354567
电子邮箱：15933252656@163.com
主要产品：电梯导轨
河北轻工进出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钟久路 26 号 050071
电话：0311 87732344 传真：87727384
电子邮箱：shangxg@china-heli.com
网址：www.china-heli.com
主要产品：缓冲器，限速器，安全钳，导靴，绳头组合，减震垫，压导板，
膨胀螺栓
廊坊市奥迅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廊坊市广阳区陈桑园 1 号 065000
电话：0316 2025606 传真：2027078
电子邮箱：aoxun@lfaoxun.com; 840657567@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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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lf-aoxun.com
主要产品：加工、销售电梯安全部件：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夹绳器、
导靴、绳头组合等
保定申菱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保定市北二环路 5699 号大学科技园 8 号楼 12 层 1201 071051
电话：0312 3375017 传真：3375017
电子邮箱：sl.dt@163.com
网址：www.sl-d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的制造、销售、安装、改造、维修、保
养
唐山通广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唐山市荣华道 42 号（东） 063000
电话：0315 3193260 传真：3193260
电子邮箱：13333058885@163.com
网址：www.tstgdt.com/cn/index.asp
业务范围：电梯、环保设备、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维修；
钢材、铁矿石、铁精粉、建材、五金交电、电线电缆批发、零售；电梯安装、
维修（B 级）、技术咨询服务
思为科技（唐山）有限公司
地址：唐山市高新区高新大厦总部 801 063000
电话：0315 3193260 传真：3193260
电子邮箱：18330595919@qq.com
网址：Think-doing.com
业务范围：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发布国内各类广告；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通用及专用机械设备、电梯及零配件、五金产品、电子产品批发、
零售；新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咨询
河北瑞科金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新华区九中街市庄路交口江西大厦 4125 室 050000
电话：0311 88997378
电子邮箱：3059449774@qq.com
网址：www.wyjsystem.com
主要产品：楚光金典电梯无线对讲、电梯刷卡控制系统、电梯应急平层
装置、电梯节能装置、数字电梯无线音视频传输、电梯门套、电梯装潢
河北德创电梯设备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新乐市南环路南高速路口西玲珑花园 2 单元 1 层
东门 05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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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311 88688180 传真：88688900
电子邮箱：3056336859@qq.com
网址：www.hbdechang.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设备，立体停车库设备，停车
设备的销售、安装、维修及保养；IC 卡、智能家居系统销售、安装及软
件开发；空调、太阳能、楼宇对讲机及配件销售，五方对讲机销售，自
营或代理各类产品或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河北西格玛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育新路 10 号玉龙小区综合楼 0601 室 050000
电话：0311 67698992
电子邮箱：948402191@qq.com
主要产品：电梯销售、安装、维保，电梯零部件的销售
河北铭从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任丘市燕山道东侧渤海路北侧源平美璟 6 号楼 23 层 062550
电话：0317 2810797
电子邮箱：644526992@qq.com
主要产品：断电应急平层装置；电梯物联网云平台
河北宏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晋州市晋州镇于家庄 052260
电话：0311 84480686
电子邮箱：396372832@qq.com
网址：www.honchuanjx.com
主要产品：传菜梯，杂物梯主机：曳引机
河北博菱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兴安镇张村中街（张村工业园区） 052160
电话：0311 88313699 传真：88313689
电子邮箱：hbbldt@163.com
网址：www.hbbld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家用电梯、液压升降作业平台、杂物电梯、
链条循环传菜机
石家庄松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兴安镇张村中街定魏线西侧 052160
电子邮箱：378346242@qq.com
网址：www.songdadianzi.com
主要产品：杂物电梯控制柜、外呼面板、井道线、随揽、磁开关、磁条、
磁开关支架、磁条支架、导轨固定件、曳引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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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煜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兴安镇张村北街 052160
电话：0311 86361507 传真：88345506
电子邮箱：gcsyldtpj@163.com
网址：www.yldtpj.com
主要产品：本公司主要生产杂物电梯曳引机型号；65 型 80 型 90 型 100
型 120 型强驱型号 80 型 90 型 100 型
河北扬基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定州市高蓬镇西牛村 073000
电子邮箱：hbyjdt@163.com
网址：www.cenyoug.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无机房电梯，载货电梯，无机房载货电梯，观光电梯，
医用电梯，别墅电梯，汽车电梯 ,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河北腾飞电梯门套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临洺关镇中召庄村南 057150
电子邮箱：13730000731@126.com
网址：www.tfdtmt.com
主要产品：电梯门套
唐山千然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曹家口自建楼 22 排 7 号 063000
电话：0315 2513270 传真：2513270
电子邮箱：qianrankeji@163.com
业务范围：千然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电梯销售、安装、维修、改造为
一体的专业化公司。
唐山开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刘火新庄西开滦电梯 063000
电话：0315 2316988 传真：3024128
电子邮箱：13633252926@139.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液压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
动人行道安装、改造、维修
河北旭龙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鹿泉区石铜路 580 号河北省 ( 福建 ) 中小企业科技园 7
号楼 3 层 050000
电话：0311 89641206
电子邮箱：2850135099@qq.com
网址：www.hbxul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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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电梯 IC 卡管理系统、电梯应急平层装置、电梯五方对讲、智
能安防设备、楼宇对讲
建研机械检验检测（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广阳区金光道 61 号 065000
电话：0316 2311414 传真：2057334
电子邮箱：netec@chinaelevator.org
网址：www.netec-china.com
主要产品：执行国家标准和有关专业标准，承担电梯产品质量的国家监
督抽查、评优认证、仲裁检验、制造许可的型式试验、鉴定评审及客户
的委托检验等任务；接受有关单位和部门委托的各种属第三方的检测任
务；承担有关标准的编制工作，开展检测技术和试验方法的研究，开展
检测设备的研制以及电梯标准，检测等方面的人员培训工作等。
滦州市华志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唐山市滦州市茨榆坨工业区（唐山金马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厂区院内） 063000
电话：0315 2470429 传真：2470429
电子邮箱：zhang930124@qq.com
主要产品：电梯用对重块
河北朝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行唐县经济开发区光明路东侧 050060
电话：0311 82688006 传真：82688606
电子邮箱：770391582@qq.com
网址：www.hebeichaojie.com
业务范围：扶梯外包板设计、装饰、制作、安装，加装电梯钢结构井道
装修工程的制作、施工、安装；客梯厅门、轿厢制造
河北安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新寨店镇工业园区 050000
电话：0311 68078187 传真：84752998
电子邮箱：hebeiannuo1@126.com
网址：www.hebeiannuo.cn
主要产品：热镀锌整条生产线，包括锌锅、加热炉、前处理系统、锌烟回
收和除尘设备、废酸处理设备、废水处理设备、抽锌泵、锌灰分离机等
平山大川新型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敬业工业园北行 2 公里
电子邮箱：379516172@qq.com
网址：www.dachuanj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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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电梯套
河北冀雅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石家庄市西三庄街 298 号 050071
电话：0311 87757912 传真：87757911
电子邮箱：sales@jiyalcd.com
网址：www.jiyalcd.com
主要产品：液晶显示屏、液晶显示模组、TFT 彩屏
廊坊金成链条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文安县史各庄镇 065807
电话：0316 5327789 传真：5328233
电子邮箱：shijianbin1688@163.com
网址：www.hbjincheng.com
主要产品：电梯平衡补偿链，电梯导向装置

山西
山西莱茵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太原市并州路 91 号山西金港国际商务中心 C 座 1102-1202 030012
电话：0351 4728990 传真：4728994
网址：www.lift.sx.cn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及配件的销售、安装、改造、维修、保养；电梯、
扶梯的装饰、装潢。
山西德奥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豆村镇开发区工业园区德奥大道 035502
电话：0350 8754360 传真：8754300
电子邮箱：renshaofei55@163.com
网址：www.ottone-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车库设备及配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安装、改造及维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山西国澳崇基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运城市运城经济开发区舜帝街 1 号 044000
电话：0359 2655100
电子邮箱：436096713@qq.com
主要产品：电梯、
自动扶梯及升降机、
物料搬运设备及其配件的设计、
制造、
销售、
安装、
维修、
改造服务；自营和代理本公司的商品和技术的进了口
（但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物联网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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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布劳恩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长治市郊区漳泽新型工业园区海森街 046000
电话：0355 2253690
电子邮箱：348920627@qq.com
网址：www.braun-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医用电梯、观光电梯、自动扶梯及立
体停车库等系列电梯产品，以及相关产品的安装、维修、保养等服务。
山西中质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高新街 17 号环能科技大厦 5 层 507
室 030006
电话：0351 5619951
电子邮箱：mmgz.lijin@qq.com; 1755198208@qq.com
网址：www.zhoti.net
主要产品：电梯维保管理平台、电梯动态监测仪、全国电梯动态监测仪
应用平台、智能作业安全帽
山西奥瑞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西省长治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惠丰街香悦四季 56 号 046000
传真：3036783
电子邮箱：3076712562@qq.com
主要产品：电梯销售，安装维修维护，及零配件供应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美凌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地址：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金鼎上城北区 40 栋 9 号 021000
电话：0470 8326668
电子邮箱：1499917127@qq.com
主要产品：主营电梯品牌有：奥的斯、东芝、三洋、宏大等品牌。
乌鲁木齐市电梯行业协会
地址：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中亚北路 418 号天工鼎胜国际汽配城 8 号楼 5 楼 830000
电话：0991 5276162
电子邮箱：595446291@qq.com
主要产品：为会员提供培训、咨询服务，协助政府制定行规行越及安全
质量评估标准，建立健全行业应急救援机制，建立行业人才库。

新疆
新疆石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天津南路 682 号乌鲁木齐留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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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创业园配楼 6 楼
电话：0991 3662456 传真：3662456
电子邮箱：yan.l@sw2007.cn
主要产品：通力电梯，巨人通力电梯

辽宁
东芝电梯（沈阳）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飞云路 5 号 110168
电话：024 23812466 传真：23812466
电子邮箱：sxcao@sy-toshiba.com
网址：www.toshiba-elevator.com.cn
业务范围：电梯、扶梯、自动人行道及其零部件的研究、开发、设计、制造、
销售、安装、维修保养。
沈阳市蓝光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一路 99 号 110179
电话：024 23782971 传真：23782973
电子邮箱：zhaoyan@sylg.cn
网址：www.sylg.cn
主要产品：电梯一体化控制器、控制柜、电梯自救援装置（ARD）、电
动松闸、门机控制器、呼梯板、轿厢板
沈阳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沈北路 142 号 110122
电话：024 28909848 传真：28909848
电子邮箱：sanyo@sanyo-elevator.cn
网址：www.sanyo-elevator.cn
业务范围：电梯制造、安装、维修保养、电梯零配件仪表批发，零售。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道 16 号街 27 号 110027
电话：024 25162795 传真：88456419
电子邮箱：qihuazhongxin@bltcn.cn
网址：www.blt-yd.com
主要产品：博林特电梯
辽宁亿成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沈北西路 239-8 号 110148
电话：024 86670288 传真：86671818
电子邮箱：syycdt@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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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issen.cn
主要产品：家用别墅电梯、杂物电梯制造
辽宁东旭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于洪区沈北西路 239-9 110148
电话：024 86522388 传真：86537388
电子邮箱：gengdan0106@126.com
网址：www.dongxudianti.com
主要产品：家用电梯、杂物电梯
海城正昌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海城市正昌路 8 号 114200
电话：0412 3133001 传真：3133006
电子邮箱：Dongying1010@163.com
网址：www.britx.com.cn
主要产品：电梯用钢绳
大连徕特光电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山西路 1 号 1-3 层 116600
电话：0411 87578405 传真：87509806
电子邮箱：leite@dlleite.com; 2296409112@qq.com
网址：www.dlleite.com
主要产品：电梯限速器测试仪 GD-5、电梯加减速度测试仪 LDA-100T、
钢丝绳张紧力测试仪 LJZ-1T、电梯导轨垂直度测量仪 LDJ-100T、钢丝
绳探伤仪 LGT-ET、自动扶梯同步率测试仪 LFT-3T
大连光程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先进装备制造业园区联东路 17-14-1 号 116600
电话：0411 87509915 传真：87509915
电子邮箱：kylin_wing@163.com
网址：www.dlgcgd.com
业务范围：机电仪器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检测及技术咨询服务。（依
法需批准的经营项目，须相关部门核准后，方可进行经营活动）
沈阳广角成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大东区文官街 2 号 110045
电话：024 88266367 传真：88256954
电子邮箱：13940261443@126.com
网址：www.fangbao.com
主要产品：防爆电梯所需配套的防爆光幕。
（以及防爆控制箱、防爆按钮、
防爆开关、防爆灯具等防爆电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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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恒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开发区淮河中路 7 号 116600
电话：0411 87303011 传真：87303011
电子邮箱：229566645@qq.com
网址：www.ln-hy.com
主要产品：电梯类检测测量仪器（电梯限速器测试仪、手持式转速表、
电梯综合性能检测系统、便携式电梯综合性能检测系统、便携式电梯综
合性能检测系统、电梯综合性能检测系统、老旧电梯综合性能评估系统、
多功能电梯综合性能评估系统、多功能电梯综合性能评估系统、多功能
老旧电梯综合性能评估系统等）
沈阳中冶光洋轴承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胡台新城振兴五街 30-1 号 110326
电话：024 87410039 传真：87410038
电子邮箱：946668479@qq.com
网址：www.syb-bearing.com
主要产品：调心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深沟球轴承、圆锥滚子轴承、
推力球轴承、推力调心滚子轴承等
大连易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生命二路 39-2-4 号 116600
电话：0411 87300319 传真：87300319
电子邮箱：243755831@qq.com
网址：www.easytest-china.com
主要产品：机电检测设备及工业检测设备
辽宁安盛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武功山路武功山公务员小区电梯公司 110000
电话：024 82570302 传真：86902453
电子邮箱：18240413162@163.com; caolin616@126.com
网址：http://shop6920251905.qiyeshangpu.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车库、
电梯维修保养
辽宁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 83 巷 10 甲号 110032
电话：024 86902453 传真：86902453
电子邮箱：18240413162@163.com
网址：www.lnhagnao.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车库、
电梯维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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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美适驱动技术 ( 大连 ) 有限公司
地址： 116600
电话：0411 66779841
电子邮箱：omschina@163.com; omschina2018@163.com
主要产品：电梯扶梯驱动主机，电梯扶梯设备和配件
大连奥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高新园区火炬路 32 号创业大厦 B 座 24 楼 116023
电话：0411 84593002
电子邮箱：songjian@allrun.com.cn
网址：www.allrun.com.cn
业务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该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大连欧意测量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街 9 号 -B 116600
电话：0411 65893232 传真：88037436
电子邮箱：liang9132@qq.com; 121198464@qq.com
网址：www.dl-oe.com
主要产品：电梯限速器、电梯加减速度，电梯平衡系数、电梯同步率、电
梯钢丝绳张力、电梯导轨垂直度、电梯缓冲器复位等电梯综合性检测仪器。
沈阳星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东平湖路洪汇路振兴铸造厂西北 110000
电话：024 66865809
电子邮箱：1931664870@qq.com
主要产品：电梯刷卡（人脸）控制器，电梯刷卡读头，16 层梯控扩展板，
8 层梯控扩展板，电梯语音播报系统
沈阳司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长青南街 135 号学子创业园 135-12 号楼 4 号北门
电话：024 66670977
电子邮箱：31849935@qq.com
网址：www.cnlnsc.com
主要产品：电梯 IC 卡，电梯对讲，电梯光幕产品
辽宁逸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经济开发区振兴东路 3 号 121400
电话：0416 5596777 传真：5596777
电子邮箱：570683746@qq.com
网址：www.eyne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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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曳引式客梯、无机房客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曳引式货梯、
无机房货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
沈阳晶亿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富民街 1 号 231 110000
电话：0024 24202365 传真：24220723
电子邮箱：909108111@qq.com
主要产品：电梯刷卡设备、五方对讲设备
辽宁三洋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营口片区新兴大街西 101 号 115004
电话：00417 4840299
电子邮箱：lnykdt@lnykdt.com; 505455790@qq.com
网址：www.inykd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住宅电梯、商务电梯、载货电梯、观光电梯、病
床电梯、杂物电梯、无机房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凤城市铂生铸造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572 号星海旺座 506 118109
电话：0411 84508336 传真：83897491
电子邮箱：anna@eusetool.com
主要产品：电力金具、木工夹具、电梯曳引轮、毛坯件铸造、阀门
沈阳佳迅智能机械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红星美凯龙至尊馆 4 楼 110000
电子邮箱：19623151@qq.com
主要产品：西继迅达 / 蒂森克虏伯 / 凯斯博
大连福润德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生命 3 路 27-2 栋 3-2-1 号 116600
电话：0411 88163049
电子邮箱：1413791077@qq.com
网址：www.dlfurunde.cn
主要产品：公司主要经营产品有电梯限速器测试仪，电梯加速度测试仪，
电梯综合性能检测仪，扶梯检测仪，电梯平衡系数测试仪，电梯综合测试仪，
电梯钢丝绳检测仪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仪器，锅炉压力容器检验仪器。

吉林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地址：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开发区飞跃东路 333 号 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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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31 85543703 传真：88634119
电子邮箱：sales@encoders.com.cn
网址：www.yu-heng.cn
主要产品：光栅编码器，光栅尺，旋转变压器，光学仪器等
长春盛昊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宽城区奋进乡北湖科技园 B8 栋 130000
电话：0431 89543335 传真：89542228
电子邮箱：lijingjing@ccshdz.com
网址：www.ccshdz.com
业务范围：主要生产增量式光电编码器、伺服电机编码器、正余弦编码
器、风力发电专用编码器、绝对式光电编码器、霍尔开关、智能扶梯光眼、
扶梯传感器、光栅尺、制动器等近千余种系列规格产品。
奥利夫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绿园区西安大路 2389 号 130062
电话：0431 87935222 传真：87935189
电子邮箱：olive_88@126.com
网址：www.olivelif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观光电梯、医用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长春光兴传感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街与达新路交汇 399 号
电话：0431 81182095
电子邮箱：13904315805@126.com
网址：www.gx-sensor.com
主要产品：编码器 超载开关 光电开关

黑龙江
齐齐哈尔建华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双华路 1 号 161006
电话：0452 2651103 传真：2555614
电子邮箱：jhdtzjy@163.com
网址：www.jhdte.com
业务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电梯制造，通用零部件、
机械零部件加工、制造、安装、销售，普通劳保用品销售，农业机械及
零部件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产品进出口业务。
哈尔滨达鑫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五瑞街 12 号 15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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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451 86337964 传真：86337964
电子邮箱：daxindianti@163.com
网址：www.daxindt.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 C 级制造、自动扶梯、杂物
电梯安装、维修 C 级。
齐齐哈尔市杭奥电梯安装维修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新江路北侧、湖西路西侧（万达广场
大商业 3 单元 031706 号）
电话：0452 6032413 传真：6032413
电子邮箱：FC0452@126.COM
网址：www.qshad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医用电梯、载货电梯、家用电梯、自动扶梯、自
动人行道、杂物电梯
哈尔滨市永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开发区香山路 12-2 号 150090
电话：0451 87000811 传真：82312033
电子邮箱：yddt833@163.com
网址：http://yongdadianti.cn/
主要产品：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 电梯销售、维修、改造
哈尔滨迅治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哈西大街 36 号西典家园 B3 栋 3 单元 891
电话：0451 87302606 传真：87302606
电子邮箱：13633628521@163.com
主要产品：杂物电梯
黑龙江苏奥电梯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人和街 2 号院 4 号楼 1 单元 902 室 150001
电话：0451 86217960 传真：86217960
电子邮箱：hrblxsdt@yeah.net
主要产品：电梯销售、安装、维修服务

江苏
苏州蒙特纳利驱动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葑荡路 66 号 201602
电话：0512 63080025 传真：63083998
电子邮箱：chensi@shmtnl.com
网址：www.monadrive.cn
主要产品：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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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多媒体和智能监控
无锡华美电梯装潢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华清路 113 号 214131
电话：0510 85105109 传真：85620729
电子邮箱：wxhm@vip.163.com
网址：www.wxhuamei.com
业务范围：不锈钢装饰板及专用设备的加工、制造、销售；冷作加工；
装饰装潢服务；电梯的部件加工、电梯装潢。
苏州通润驱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215500
电话：0512 52863366 传真：52845918
电子邮箱：hotline@torindrive.com
网址：www.torindrive.com
主要产品：无齿轮电梯曳引机、蜗轮蜗杆曳引机、扶梯主机、其它电梯部件
江苏镇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中山西路 55-6 号 212004
电话：0511 85245670 传真：85245690
电子邮箱：13952878703@139.com
网址：www.jszag.com
主要产品：从事机电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石油化工工程、
电力工程总承包及制造、商贸、投资服务 , 专业从事 35KV 及以下各种
干式和油侵式变压器产品制造销售。
长江润发（张家港）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后塍镇山东路 215631
电话：0512 56926600 传真：58330298
电子邮箱：shiyajuan@cjrfjx.com
网址：www.runfa-machinery.cn
业务范围：升降移动机械、港口门座起重机、电梯配件、汽车型材及配
件、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的制造、加工、安装、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
服务（不包括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装卸搬运；包装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常州敏杰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前政路 18 号 213172
电话：0519 86511027 传真：86517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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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mjdq027@163.com
网址：www.tiguang.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梯专用照明系列产品，各类运
行指示器、梳齿照明、LED 光带、梯级间隙（桁架）照明、加热装置、
光电探测立柱、语音播报装置。
南通中尧特雷卡电梯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海安长江西路 88-89 号 226600
电话：0513 88898928 传真：88898919
电子邮箱：jingen.chen@zydraka.com
网址：www.ntzy.cn
主要产品：人机界面信号系统、控制系统、门锁门刀安全部件、开关部件、
井道部件、电线电缆线束、检测仪器。
江苏飞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九龙口镇建蒋东路 29 号 224762
电话：0515 86558386 传真：86553999
电子邮箱：feinai@yeah.net; feinai@feinai.com
网址：www.feinai.com
主要产品：电梯轿厢、滚动导靴，对重导靴，平测滚动导靴，滑动导靴，
反绳轮，轿顶轮部件，摩擦轮，减震垫，聚氨酯缓冲器。
江苏申阳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导墅镇环镇西路北 118 号 212361
电话：0511 86059991 传真：86059899
电子邮箱：sydtzh@vip.163.com
网址：www.cnseg.com
主要产品：扶梯：扶手、内外盖板、裙板、导轨、驱动系统、上下部总成
直升电梯：门头、立柱、地坎、井道装箱件
无锡市宏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无锡市新吴区城南路 207-1 214028
电话：0510 85361998 传真：85361999
电子邮箱：Nate.meng@wxhddt.com
网址：www.wxhddt.com
主要产品：曳引驱动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液压驱动电梯和杂物电梯的
制造、安装、维修、改造服务
苏州市通达自动扶梯配件厂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车坊工业园区普惠路 2 号 215008
电话：0512 67222715 传真：67229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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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td@sz-tongda.com.cn
网址：www.sz-tongda.com
业务范围：为电梯厂配套提供塑料配件为主的 30 余种自动扶梯配件，包
括主 ( 副 ) 轮，刹车装置等配件。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芙蓉中三路 151 号 214192
电话：0510 82403668 传真：82401479
电子邮箱：safety@wxrope.com; luowen@wxrope.com
网址：www.jf-safety.com
业务范围：电梯用钢丝绳、起重机用钢丝绳、多股阻旋转钢丝绳及压实
股钢丝绳等的制造、加工、销售及批准范围内的钢丝绳进出口业务。
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莘塔申龙路 55 号 215213
电话：0512 88812000 传真：63290163
电子邮箱：vip@seloon.com.cn; jinmeixu@seloon.com.cn; 319118375@qq.com
网址：www.seloon.com.cn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停车库、电控配件、电
机及其配套产品（控速器）生产、销售、研发及技术咨询，以上项目的
安装、维修、保养；装饰装璜工程；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威特电梯部件（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吴江汾湖经济开发区厍星路 18 号 215214
电话：0512 82072888 传真：63220044
电子邮箱：info@wittur.com.cn; Xiao.Ma@wittur.com
网址：www.wittur.com.cn
主要产品：厅门、轿门、限速器、安全钳、轿厢轿架及对重架、轿厢、
安全装置、UCM 解决方案、井道附件、曳引机、系统、电梯现代化改造
江苏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溧城镇城北大道 988 号 213376
电话：0519 87190661 传真：87190662
电子邮箱：2080364842@qq.com
网址：www.lylida.com.cn
业务范围：电梯制造、销售、安装、改造、保养、维修、金属结构件制造，
电梯配件加工，销售。
海安市申菱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安市海安镇海南路 88 号 226600
电话：0513 88690002 传真：8869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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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maoj@sldq.cc
网址：www.sldq.cc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配套件、模具制造、加工、销售；电压成套
开关设备、电动机、新型传感器制造、销售；燃气轮机及成套控制装置、
变速箱、机械配件生产、销售；电梯、自动扶梯整机销售。
三星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维扬路 49 号 225009
电话：0514 87864159 传真：87866973
电子邮箱：405273604@qq.com
网址：www.sanxing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电梯部件、五金配件制造、安装、维修、改造、销售，
电机产品、电梯零配件销售；普货运输。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古城中路 88 号 215316
电子邮箱：kone-china@kone.com
网址：www.kone.com
业务范围：生产、销售、设计各类电梯、电扶梯、自动走道、自动门、
停车系统和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安装、改造、维修、保养、优化。
从事与本公司生产同类商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进出口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
南京朗得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麒麟工业园天泉路 211135
电话：025 85339991 传真：84195316
电子邮箱：land-s-t@jlonline.com
网址：www.land-s-t.com
业务范围：主要从事电梯专用空调的研发、设计和制造，负责电梯专用
空调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
东南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交通北路 6588 号 215200
电话：0512 63038888 传真：63031555
电子邮箱：info@dndt.net
网址：www.dndt.net
主要产品：特种电梯、家用电梯、商住电梯 ，加装电梯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康力大道 888 号 215213
电话：0512 63290000 传真：63293938

- 60 -

电子邮箱：marketing@canny-elevator.com; wuliping@canny-elevator.com
网址：www.canny-eleva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其安装维保
德特威勒（苏州）电缆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苏州太仓高新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东路 218 号 215413
电话：0512 33068087 传真：33068049
电子邮箱：Daniel.yu@datwyler.come
网址：www.cabling.datwyler.com
业务范围：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全系列综合布线产品、电梯用扁平
电缆及配线系统、工业设备线束及控制装置。
昆山京都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环铁路 6 号 215331
电话：0512 57874250 传真：57874260
电子邮箱：zonezone@bblift.com
网址：www.bblift.com
主要产品：客梯、货梯、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机械式停车设备生产与制造、
安装、改造、修理。
奥林特电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扬州市仪征经济开发区科研二路 2 号 211400
电话：0514 89388988 传真：89388961
电子邮箱：office@onitl.com
业务范围：电线电缆的产品设计和研发；电线电缆、电源接插件、电器
产品（不含家电）生产销售；五金机械加工；PVC 材料、船用电缆生产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的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苏河阳线缆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河阳镇兴达南路 1 号 212333
电话：0511 86832263 传真：86832059
电子邮箱：master@heyang.com.cn
网址：jsheyangxl.cn.alibaba.com
业务范围：本公司梯缆适用范围：高层建筑电梯安装用动力、控制线路
电梯电缆、扶梯电梯安装用动力、控制线路电梯电缆。
希姆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团结中路 48 号 214101
电话：0510 88262788 传真：8826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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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hlq@symaxlift.com; gl@symaxlift.com
网址：www.symaxlift.com
主要产品：客梯、医梯、货梯、家用电梯、商务电梯、观光梯、扶梯、
自动人行道、座椅电梯、平台电梯；电梯的设计、制造、安装和维修保
养服务
苏州易升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 址： 江 苏 省 苏 州 市 吴 江 区 黎 里 镇 苏 同 黎 公 路 西 侧 月 西 路 269 号
215211
电话：0512 82079888 传真：82079803
电子邮箱：qi.feng@eshine.com.cn; sales@eshine.com.cn
网址：www.eshine.com.cn
主要产品：电梯门系统，老旧电梯门系统改造更新服务，门系统零部件
供应，售前到售后全过程配套服务等。
江苏兴华胶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安市海安高新区长江西路 168 号 226600
电话：0513 88813887 传真：88812329
电子邮箱：info@ntxh.cn
网址：www.ntxh.cn
主要产品：WFQS、WFBS、WFGX、WLC、 WFCS 系列电梯平衡补偿
链及配件。
苏州康开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八都工业区金平大道 139 号 215233
电话：0512 82073366
电子邮箱：luhongge@kangkaiele.com; shenyongfu@kangkaiele.com;
网址：www.kangkaiele.com
业务范围：R 型、E1 型等变压器；输入滤波电抗器及双速启动电抗器；
开关电源；电梯线路对地短路保护器；电梯滑移控制器，LED 轿厢照明灯具。
无锡通用钢绳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民祥路 18 号 214196
电话：0510 88791386 传真：88202433
电子邮箱：universalrope@urope.com.cn
网址：www.urope.com.cn
主要产品：电梯钢丝绳
常熟市通润电梯厂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东南经济开发区儒浜西路 8 号 215501
电话：0512 52377006 传真：52377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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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rosebike@163.com; 907674354@qq.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制造、安装、维修、保养各种不同规格吨位的客梯、
货梯、自动扶梯、住宅梯、医梯、自动人行道、杂物电梯等。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路 28 号 215122
电话：0512 62746790 传真：62741517
电子邮箱：ping.wu@sjec.com.cn
网址：www.sjec.com.cn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停车设备及配件、电气机械
和器材的生产、销售及相关产品的安装、改造和维修，立体停车场的建设；
电梯技术咨询服务；多维打印、光机电一体化等机电产品的技术研发、
技术转让、生产、销售、服务；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上述货物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展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梁溪区飞宏路 8 号 214024
电话：0510 81003257 传真：81003281
电子邮箱：178945117@qq.com
网址：www.wxflying.com
业务范围：机电一体化工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巨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正仪工商区 312 国道北侧 215347
电话：0512 57896333 传真：57899222
网址：szjldt.cn.alibaba.com
业务范围：电梯制造、销售、安装、改造、维修、保养；电梯配件、五
金电器、停车设备、电控设备、自动化仓储设备及成套配件的批发、零售；
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货物代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苏州启元电梯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东富路 9 号东景工业坊 31 号 215129
电话：0512 66657708 传真：66657728
电子邮箱：info@genesischina.net
网址：www.genesischina.net
主要产品：电梯门，家用梯系统
波士顿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湖州市南浔区年丰西路 2588 号 215235
电话：0512 63868618 传真：6386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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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szdiouda@sina.com; 120144784@qq.com
业务范围：生产扶梯、人行道上下总成和扶梯、人行道大配套。
南通江中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海安高新区东海大道西 102 号 226611
电话：0513 88804248 传真：88732005
电子邮箱：jz@jzgd.com
网址：www.jzgd.com
业务范围：我公司电梯配件品种繁多，有二百余种，销路之广覆盖全国
各大中城市，有苏州迅达、上海迅达、大连星玛、西子奥的斯、广州日立、
广州广日、北京金羊、昆山通力等。部分产品现出口。
江苏神王集团钢缆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姜堰经济开发区陈庄西路 666 号 215164
电话：0512 66248188 传真：66248885
电子邮箱：swgs2001@pub.sz.jsinfo.net; wangkunyu@jssw-metal.cn
网址：www.jssw-metal.cn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各种结构规格的钢丝绳：电梯用钢丝绳、矿用钢丝绳、
石油用钢丝绳、航空用钢丝绳
苏州帝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吴江市震泽镇贯桥村 215233
电话：0512 63878860 传真：63878861
电子邮箱：2851995111@qq.com
网址：www.diao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7.0m/ s）、观光电梯、病床电梯（医院电梯）、
家用电梯、载货电梯、汽车电梯、自动扶梯（≤25.0m）、自动人行道、
无齿轮曳引机
苏州默纳克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中经济开发区旺山工业园友翔路 16 号 215104
电话：0512 62856715 传真：62856720
电子邮箱：yutingting@inovance.com
网址：www.szmctc.com
业务范围：电梯主控制系统产品和配套件控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以及配套软件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苏州德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仪塔路 588 号 215200
电话：0512 63328777 传真：63327208
电子邮箱：szdadt@163.com; xufangqun@deao-elev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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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deao-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
载货电梯、
杂物电梯、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设计、
制造、安装、改造、维修和服务
江苏威尔曼集团
地址：江苏南通海安县江海西路 158 号（工业园内）( 总部 ) 226600
电话：0512 50102666 传真：57001602
电子邮箱：rita.cai@welm.com.cn
网址：www.jswelm.com
业务范围：电梯配件生产，销售；电梯代销；自动化控制设备销售；自
主产品的研发，销售等。
苏州市新奥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花苑东路 368 号 215101
电话：0512 65515626 传真：65325388
电子邮箱：yfj0512@126.com
网址：www.xinao-cn.com
主要产品：梯级链、梯级轮、梳齿板、边框、回转链、入口盖板、滚轮组件等
中秀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缘溪道 3 号中秀科技园 214072
电话：0510 68868700
电子邮箱：info@zhongxiu.com
网址：www.zhongxiu.com
主要产品：电梯控制系统、智慧电梯安全监测终端、监管平台、电梯维保
尼得科康迪克电梯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锦溪路 100 号科教软件园 18 号楼 1-2 层 214125
电话：0510 68869722 传真：85166186
电子邮箱：kelly.wu@nidec-ket.com
网址：www.nidec-ket.com
主要产品：客梯控制系统：K-MC1000、K-MC1001(N-1000L)、K-MC6000、
K-MC8000、货梯控制系统：K-1000R、液压梯控制系统：K-2000、扶梯
控制系统：K-MC2000
常州电梯厂有限公司
地址：钟楼区邹区镇卜戈常金东路 162 号 213141
电话：0519 83317205 传真：83317362
电子邮箱：czdtc@163.com
网址：www.czfeida.net
业务范围：垂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液压梯的设计、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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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与维修改造。
江苏通冠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竹行镇 226016
电话：0513 85918723 传真：85918666
电子邮箱：tongguan@chinatongguan.com
网址：www.chinatongguan.com
业务范围：一般经营项目：钢丝绳、弹簧钢丝、特种钢绳钢丝、不绣钢
钢丝制造、加工，钢材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
昆山通祐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陆杨镇财茂路 3 号 215313
电话：0512 57646238 传真：57646808
电子邮箱：info@koyocn.com
网址：www.koyocn.com
业务范围：设计、制造、生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配件，停
车设备及其配件，以及相关的售后服务（含安装、改造、维修等）电梯
系列专业厂家。
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经济开发区藏军洞路 69 号 223200
电话：0517 85886788 传真：85900988
电子邮箱：yanj@stadeelevator.com
网址：www.stade.cc
业务范围：从事电梯产品研发、制造、销售、安装、改造及维护保养服
务的专业公司，主要生产各系列规格的全电脑控制 VVVF 交流变频变压
调速乘客电梯、医用电梯、住宅电梯、观光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及各类电梯配件等各类产品，能极大地满足海内外市场不同
层次的需求。施塔德的所有产品均严格按照欧洲及中国国家标准设计、
制造和安装，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无锡市誉捷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区青龙山路 449 号 214063
电话：0510 85530330 传真：85531030
电子邮箱：Yungang.tang@wxyujie.com
网址：www.wxyujie.com
主要产品：滑动导靴 滚轮导靴 家用梯导靴 油杯
苏州富士精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吴江市桃源镇青云木材市场旁（大德村三组） 215213
电话：0512 63282333 传真：6328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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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fsjgzjp@163.com
网址：www.fusijg-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销售
江阴法尔胜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阴市石庄华特西路 16 号 214434
电话：0510 86660207 传真：86406277
电子邮箱：huanglei@china-fsc.com
网址：www.chinafasten.com
主要产品：钢丝、钢丝绳
马拉兹电梯导轨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东方路 6 号 215129
电话：0512 82280028 传真：82280058
电子邮箱：jackie.zhang@marazziguide.com
网址：www.marazziguide.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销售电梯导轨及配件
苏州飞格立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泰前路 7 号 215129
电话：0512 88178011
电子邮箱：collin.hou@faigle.com.cn
网址：www.faigle.com
主要产品：自动扶梯 / 人行道梯级滚轮及链条轮、扶手轮、扶手带压紧链、
梯级边框、梳片、卸载导轨等
苏州铃木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莘塔社区府时路北侧 215213
电话：0512 63295860 传真：63295960
电子邮箱：xxl172172@163.com; secsz@163.com
网址：www.lingmu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消防员电梯、载货电梯、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常熟市佳能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尚湖镇冶塘工业园区一区 215554
电话：0512 52400798 传真：52400698
电子邮箱：csjndt@163.com
网址：www.cs-jndt.com
业务范围：电梯曳引机、电梯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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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丝德夫沃夫钢绳（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吴中区胥口镇繁丰路 618 号 215164
电话：0512 66173028 传真：66939188
电子邮箱：angela.chen@gustav-wolf.com.cn
网址：www.gustav-wolf.com
主要产品：固丝德夫沃夫钢绳（苏州）有限公司供应从麻芯，半钢芯到
全钢芯的全系列高品质电梯用钢丝绳。
麦尔（张家港）传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福新路 7 号 215637
电话：0512 58917567 传真：58917801
电子邮箱：info@mayr-ptc.cn
网址：www.mayr.de
业务范围：生产销售电磁安全制动器、过载保护离合器、联轴器和马达
等相关机械传动部件及其零配件。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港东开发区 215234
电话：0512 63817178 传真：63812188
电子邮箱：zhangjl@ge-lift.com; sge@sge-elevator.com; 548552739@qq.com
网址：www.sge-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观光电梯、医用电梯、载货电梯、家用电梯、自
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克莱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 230 省道北侧 215234
电话：0512 63822866 传真：63822766
电子邮箱：chryceelevator@163.com
网址：www.chryce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生产、安装、维修、保养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杂货电梯，销售公司资产产品。
江苏飞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界牌镇东港工业园 212323
电话：0511 86367198 传真：86367998
电子邮箱：dy_fyzm@163.com
网址：www.dyfeiya.cn
业务范围：自动人行道铝踏板，汽车摩托车配件及各种道路照明灯具。
苏州法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工业开发区 21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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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12 63788728 传真：63788728
电子邮箱：joyweinsi@126.com; ljm9124@126.com
网址：www.joyotis.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液压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
动人行道；产品的设计、制造和安装及服务。
江苏阿尔法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如皋港区高行路 18 号 226532
电话：0513 87580222 传真：87580636
电子邮箱：gzj_00@126.com; 13921635261@126.com
网址：www.js-alpha.com
业务范围：曳引式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机械式停车设备制造、
安装、改造、维修、销售及上述产品的零配件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苏州莱茵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古里镇增福路 8 号 215551
电话：0512 52849250 传真：52429127
电子邮箱：wangjia@rhine-inc.com
网址：www.rhine-inc.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斜行电梯、别墅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及人
行道等
布鲁格钢绳（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金陵东路 88 号 3 号厂房 215121
传真：62990774
电子邮箱：Anya.Xu@brugg.com; li.dai@brugg.com
网址：www.brugglifting.com
主要产品：电梯钢丝绳，钢带
海安县迅达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安县（市）江海西路 48 号 7-1501 226600
电话：0513 88865535 传真：88165581
电子邮箱：haxd88@163.com
网址：www.haxddt.com
业务范围：主导产品有 WF 型全塑、包塑电梯平衡补偿链，导向装置，
悬挂装置，各种电扶梯橡塑件，并承接产品开发设计。
南通奇萌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隆田工业区隆田大桥北 226600
电话：0513 88893776 传真：8889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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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szcui321@163.com
主要产品：限位开关系列、井道开关、显示器、按钮、锁、钥匙开关、
操纵装置等电梯配件
苏州易米克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金海路 6 号 215124
电话：0512 62533289 传真：65874849
电子邮箱：yushiyuan@szemk.com
网址：www.szemk.com
主要产品：电梯称重装置、电梯一体化电源、电梯停电救援装置、电梯
松闸装置、电梯专用抱闸电源、电子到站钟、语音报站、电梯平层感应
器等以及各种根据客户要求定做的专业电子产品。
张家港市泓晟电梯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东路 115 号 215635
电话：0512 58728918 传真：58728911
电子邮箱：hongsheng@hongsheng-liftrail.com
网址：www.hongshwng-liftrail.com
业务范围：电梯配件制造、加工、销售，机械及零部件购销，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苏州茂隆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昆山市张浦镇亲和路 339 号 215300
电话：0512 81638831 传真：57307977
电子邮箱：andychieninternational@zmwj.cn; szzmwj@126.com
网址：www.zmwj.cn
主要产品：电梯膨胀锚栓、车修锚栓、重型锚栓、后扩底锚栓、电梯压导板、
钢丝绳夹，六角螺栓，铆螺母等。
苏州施耐德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常熟经济开发区通港路 88 号（苏通大桥出口处） 215513
电话：0512 52261858 传真：52261883
电子邮箱：mengjia.guo@schneider-elevator.com
网址：www.schneider-elevator.com
业务范围：本公司是集电梯制造、销售、安装、维修、保养、售后服务
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目前已取得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发的
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证书资格，可承担某些电梯设备的安装、
改造、维修、维护保养等业务。
奥玛斯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临浙经济区吴越工业园 21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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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12 63825222 传真：63822882
电子邮箱：Oms_elevator@188.com
网址：www.oms-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停车库及零部件、电气
设备及元器件的制造、安装、维修改造与保养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苏州默顿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梵香开发区 99 号 215235
电话：0512 63968999 传真：63192999
电子邮箱：511602012@qq.com
网址：www.mdunks.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南京市莱茵帝得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谷里工业园聚缘路 3 号 211164
电话：025 86134736 传真：86134233
电子邮箱：nasea7729@163.com
网址：www.lydddt.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杂物电梯的制造、
安装、改造、维修。
江苏聚力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吴江区汾湖经济开发区新黎路 300 号 215214
电话：0512 82880000
电子邮箱：gongjc@cn-wjjf.com
网址：www.cn-wjjf.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轿顶、轿底、吊顶、对重架、轿门、轿壁、加强筋、
前沿踏板、内外盖板、扶手支架、公共交通型扶手系统、上下部驱动等
电扶梯配件。
江苏蒙哥马利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金通大道 999 号 226300
电话：0513 80603995 传真：80603939
电子邮箱：montmery@montmery.com
网址：www.montmery.com
业务范围：生产、安装、维修、保养改造电梯、电梯配件及智能化机械
式立体停车系统；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自营产品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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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宏天不锈钢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北环路 118 号东方钢材城二期厂房 C5-103 号 214191
电话：0510 81029351 传真：81029202
电子邮箱：wxht-steel@163.com
网址：www.wxhongtian.com
业务范围：公司生产销售 201、202、304、430、443、439 等材质不锈钢板，
主要加工表面：发纹（No.4/HL）、镜面（8K）、和纹、喷砂、抗指纹、
钛金、蚀刻（门板、轿壁板）
马拉兹（江苏）电梯导轨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东方路 6 号 213155
电话：0519 68861123 传真：68863986
电子邮箱：wang.ting@marazziguide.com
网址：www.marazziguide.com
主要产品：实心导轨 空心导轨 连接板 压导板
江苏利德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宝应县经济技术开发区荷香路 899 号 225800
电话：0514 88922809 传真：88922803
电子邮箱：lilei@leaderchina.cn
网址：www.leaderchina.com.cn
主要产品：轿顶轮组件、复绕轮组件、防护罩、塑性滚轮导靴、别墅区
滚轮导靴、对重侧滚轮导靴、随性电缆支架、井道集油盒组件、曳引机
松闸装置、救援夹绳装置、平层装置及支架等
博恩斯坦电子（太仓）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广州东路 188 号 9 号厂房 215400
电话：0512 81608173 传真：81608181
电子邮箱：J.lv@bernstein-safesolutions.cn; y.zhang@bernstein-safesolutions.cn
网址：www.bernstein-safesolutions.cn
业务范围：开发、生产电子开关、传感器、工业机箱、安全系统、自动
化系统等电子产品，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从事
本公司生产的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和佣金代理以及相关的配套服务。
扬州尼尔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宝应县耿耿工业园区耿耿路 29 号 225811
电话：0514 88322700 传真：88322818
电子邮箱：wangzhenhua@yznier.cn
网址：www.yznier.cn
主要产品：MC 尼龙电梯传动轮，导向轮，轿顶轮，对重轮，滑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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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建工尼龙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淮安市楚州区经济开发区经十五路纬二路西交汇处 223200
电话：0517 85998691 传真：85998693
电子邮箱：ljsjsh@163.com; 103027415@qq.com
网址：www.jgtmc.com
业务范围：主要生产电梯轮、导向轮、对重轮、轿顶轮。
通快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318 国道（震泽段） 215234
电话：0512 63059230 传真：63059883
电子邮箱：trumpfdmh@163.com; 2636627123@qq.com
网址：www.tkdt.com
业务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电梯、电梯配件、电梯控制系统生产、安装、
销售；扶梯、人行道整机及组件安装、维护、销售。
苏州大名府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镇经济开发区乐中路 215600
电话：0512 58662668 传真：58159122
电子邮箱：2880968110@qq.com
网址：www.modernfuji.com
主要产品：电梯
科莱曼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高新区灯塔路 100 号 215300
电话：0512 36823223 传真：36823240
电子邮箱：liang@kleemannlifts.cn
网址：www.kleemannlifts.cn
主要产品：完整电梯系统及配件，货运电梯、住宅电梯、防爆电梯、消
防电梯、抗震电梯、楼梯电梯等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餐梯、停车系统，
及节能高达 70% 的绿色电梯
江苏富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镇西塘公路 6 号 4 楼 215612
电话：0512 56922828 传真：56922822
电子邮箱：936253713@qq.com
网址：www.jsfuao.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及零部件制造、加工、销售，电梯及自动扶
梯安装、改造、维修（涉及行政许可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自
营和代理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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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拉瑞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浒关镇浒青路 9 号 215151
电话：0512 66677088 传真：66677088
电子邮箱：hui.li@glarie.com
网址：www.glarie.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车库设备及配件的研发、
生产、销售、安装、改造及维修，建筑机电设备安装、改造及维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常熟理工学院
地址：常熟市湖山路 99 号（常熟理工学院 东南校区） 215500
电话：0512 52252013 传真：52251596
电子邮箱：niushuguang2000@163.com
网址：jxxy.cslg.cn/
业务范围：常熟理工学院具有电梯工程本科专业，2012 年招收电梯专业
方向硕士研究生，设有 2000 多平方米的电梯专业实验实训室，主要开展
电梯工程本科、硕士的教学工作，面向企业的电梯工程培训工作，电梯
工程产品研发等工作。
埃尔格（无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228 号天安智慧城 2-805 214000
电话：0510 85385608 传真：88804933
电子邮箱：info@elgo-electronic.cn; Elgochinading@outlook.com
网址：www.elgo-electronic.cn
主要产品：电梯用控制器检测安全盒及其组件、电梯用传感器及其组件，
电梯用磁栅尺
张家港市通达电梯装璜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凤凰镇双塘村凤恬路 15 号 215612
电话：0512 58342830 传真：58480684
电子邮箱：wwb0670@163.com
网址：www.tddtzh.com
主要产品：封闭型对重空心导轨系列、扶梯梯路导轨系列、对重块系列、
扶梯内外盖板上下平台系列
常熟长城轴承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园苏州路 30 号 215500
电话：0512 52894550 传真：52891116
电子邮箱：syl@cscbearing.cn
网址：www.cscbearing.cn
业务范围：轴承、轴承配件、轴承相关的机械设备、仪器仪表设计、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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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和销售；钢材、机床、汽车零部件、五金工具、金属制品及各类机
械零部件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南通三众机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江海西路 168 号 226600
电话：0513 88857885 传真：88780060
电子邮箱：info@sztube.com
网址：www.sztube.com
主要产品：电梯平衡补偿链、
补偿链导向装置、
补偿链保护装置、
悬挂装置、
绳头组合等电梯配件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亨通大道 88 号 215234
电话：0512 63800108 传真：63800138
电子邮箱：htxl@htgd.com.cn
网址：www.htgd.com.cn
主要产品：电梯无线信号覆盖解决方案、
随行电缆、
井道电缆、
预制线线束、
ARD、电梯电气部件等组件
江苏神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江路 1688 号 226017
传真：81528998
电子邮箱：shenlongjinshu@126.com
网址：www.slgss.com
业务范围：主要生产和经营电梯专用钢丝绳：6X19S 系列和 8X19S 系列
6.0mm-16.0mm 钢丝绳。
欧姆尼机电科技（昆山）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精密机械产业园郁金香路 369 号 215300
电话：0512 82625988 传真：82627779
电子邮箱：haye_jiao@chuanyaogroup.com.cn; david.zhou@chuanyaogroup.com.cn
网址：www.omni1980.com
业务范围：直线和平面电机及其驱动系统的开发与制造，电梯及电梯部
件生产制造销售自产产品
张家港市新精工轴承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张家港市南二环梁丰五金机电城 11 幢（整幢） 215600
电话：0512 58223856 传真：58130853
电子邮箱：aj1360622886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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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js-xjg.coom
业务范围：主营电梯行业专用轴承 日本 NSK 轴承 ( 授权经销商 ) 日本
NTN 轴承 ( 一级经销商 ) 哈尔滨 HRB 轴承 ( 江苏总代理 ) 洛阳 LYC 轴承 ( 江
苏总代理 ) 天马 TMB 轴承 ( 江苏总代理 ) 帝达贝 TWB 轴承 ( 苏州总代理 )
江苏伯爵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港东开发区 215234
电话：0512 63825199 传真：63182626
电子邮箱：piager@163.com; 391257578@qq.com
网址：www.piager-elevator.com
业务范围：各类电梯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等。
吴江市康龙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吴江市汾湖开发区龙江路北侧 215213
电话：0512 63297208 传真：63297020
电子邮箱：wjkanglong@sina.com
网址：wujiangkanglong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自动扶梯，人行道扶手带，橡胶配件。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地址：江苏省淮安市高教园区枚乘路 3 号 223003
电话：0517 83808248
电子邮箱：wangdxr@126.com
网址：www.hcit.edu.cn
业务范围：开展电梯安装、电梯维保、电梯司机等电梯特种作业初审与
复审培训，与电梯企业合作开展电梯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新技术培训。
江苏菱智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丹阳市开发区银杏路 86 号 212310
电话：0511 86966688 传真：86966630
电子邮箱：1607340825@qq.com; Jslzdt@163.com
网址：www.lz-lift.com
主要产品：曳引式客梯、无机房客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曳引式货梯的
设计和制造；曳引驱动乘客电梯、曳引驱动载货电梯的安装、维修和保养
苏州迅电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莘塔社区张园东路 258 号 215213
电话：0512 82065721
电子邮箱：1615837431@qq.com
网址：www.xundian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保养；电梯配件销售；自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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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苏州台菱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吴江区汾湖镇松杨路东侧 215214
电话：0512 63211839 传真：63299351
电子邮箱：Joneywang007@126.com
网址：www.chinasztl.com
业务范围：扶梯、电梯及配件生产、销售、安装、维修；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生产、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嘉世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海安市海安镇西园大道 89 号 226600
电话：0513 88836111 传真：88780882
电子邮箱：shilong.gu@careston.com.cn
网址：www.careston.com.cn
主要产品：曳引式客梯、病床电梯、观光电梯、无机房客梯、载货电梯、
无机房货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江苏和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滴翠路 100 号创意园 5 号楼 4 楼 214072
电话：0510 85572000 传真：85572003
电子邮箱：Zhujianchao1977@163.com
网址：www.cngongkong.com
业务范围：电气机械及器材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电梯的设计、
制造、销售、改造、安装及维护保养；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的研发、设计、
制造、安装 、销售、调试及维修、保养、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输送机械、
立体仓库的安装、销售；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仪器仪表、电子
产品的销售、维修；节能技术的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合同能源管理。
华蒂电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 1368 号东太湖科技金融城 D-412 215000
电话：0512 65527058 传真：65311953
电子邮箱：jsdts@126.com
网址：www.jsdts.com.cn
业务范围：销售：各类电梯整机及零配件、
机电产品；电梯相关技术的研发。
电梯的安装和保养及售后服务。
江苏斯特郎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城东镇城东大道北 3 号 226600
电话：0513 88368109 传真：88368104

- 77 -

电子邮箱：646641@qq.com
网址：www.js-stl.com
业务范围：本公司专业生产客梯、观光梯、货梯、病床梯、汽车梯、自
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和杂物梯等。
海门圣帕斯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门市三阳镇工业集中区 226134
电话：0513 80786686 传真：80786691
电子邮箱：zhujing@surpass-hm.com
业务范围：电梯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精密铸造及机械加工；电梯
自动化成套装置系列生产、销售
无锡市喜飞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锡甘路 87 号 214116
电话：0510 85330880 传真：82412003
电子邮箱：2567844624@qq.com
网址：www.xifeixiang.com
主要产品：各种电梯双面胶等交粘制品、隔音防震材料、PVC 定制地板
舒马克电梯（张家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滨江路 9 号 215633
电话：0512 58318768 传真：58318783
电子邮箱：2240814143@qq.com; office@sch-elevator.com.cn
网址：www.schu-elevator.com.cn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零配件和附件，提供电梯安装、
改造、维修保养服务。
苏州汉森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园顺祥路 98-2 号 215500
电话：0512 52300585 传真：52906839
电子邮箱：yangja_hanson@163.com
网址：www.hansonlift.com
主要产品：自动扶梯及人行道，电梯
苏州环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吴中区胥口镇石中路 188 号 215156
电话：0512 69006900 传真：66235388
电子邮箱：dt@universalchain.com.cn
网址：www.universalchain.com.cn
业务范围：主要产品有梯级链，立体车库链，A,B 系列标准链，板式链，
农机链，摩托车链，高强度链，工程链，环保链及各种特异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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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威电梯江苏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泗阳县经济开发区众兴东路 230 号 223700
电话：0527 88333111 传真：88333332
电子邮箱：xiweidt@163.com
网址：www.xwdt.com.cn
业务范围：电梯制造、改造、安装、销售、维修保养
苏州博量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吴浦路 79 号 215000
电话：0512 62620699 传真：62620599
电子邮箱：balanced5@163.com
网址：www.elevbalanced.com
业务范围：电扶梯配件、调节测试装置
雄宇集团无锡电梯安装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南湖中路 28-7 号 214125
电话：0510 85072666 传真：85072676
电子邮箱：falsecar@163.com
网址：www.falsecar.cn
业务范围：电梯安装高空作业平台，双向起吊遥控电梯导轨吊机，电梯
导轨无人运输车（电梯安装时，导轨的运载）等电梯安装用设备及工艺
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租赁。可以根据需要定制设计。对摩天大
楼电梯安装，提供分段式安装施工设备及方案
博尔豪夫（中国）紧固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新梅路 55 号宝德工业园 20-22 地块 214028
电话：0510 88651616 传真：88661615
电子邮箱：sales@bollhoff-china.com; azhang@bollhoff-china.com
网址：www.bollhoff-china.com
主要产品：铆螺母，铜螺母，螺纹套，塑料公差调节件，快速插拔件，
无铆连接设备
张家港润机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金港镇长山路 215634
电话：0512 58973099 传真：58973099
电子邮箱：420272604@qq.com
网址：runji5068.1688.com
业务范围：生产及销售各类电梯空心导轨、实心导轨，以及各类连接板、压导板
苏州德塔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吴江市屯村东路 341 号 215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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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12 6396319 传真：63200916
电子邮箱：356859717@qq.com
网址：www.sunny-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家用电梯，货梯，电梯门板，井道部件，轿厢系
统等各类部件。
南通中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安市高新区镇南路 555 号 226600
电话：0513 69889615 传真：69889628
电子邮箱：Guiyong.kim@nttongyang.com
网址：www.nttongyang.com
主要产品：安全钳、限速器、门系统、轿厢系统、机器底座、返绳轮、导轨支架、
导靴、绳头组合、对重架、补偿链、控制柜；工程机械；维保配件
溧阳市电梯商会
地址：江苏省溧阳市南大街 888 号万豪酒店 29 楼 213300
电话：0519 87739993
电子邮箱：lysdtsh@163.com
网址：www.lydtsh.com
主要产品：组织开展电梯行业调研、科技开发、技术交流、业务培训、
信息咨询服务。
苏州栋景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 200 号 国际商务区西区 215004
传真：68626759
电子邮箱：gfh0730@163.com
网址：www.gl-elevatorparts.com
主要产品：电梯、扶梯及其配件。
联盟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七都大道 2455 号 215234
电话：0512 82862951 传真：82862966
电子邮箱：hr@un-elevator.com
网址：www.un-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立体车库生产、销售、安装、改造、维修、保养；电
梯配件、金属制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苏州中臻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双马街 2 号星华产业园 12 栋东侧 1-2 楼 215126
电话：0512 69223528 传真：69223538
电子邮箱：sales001@ecs-par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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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ecs-parts.com
主要产品：电梯扶梯配件
凯斯博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太湖路 13 号 224002
电话：0515 86028056 传真：86028008
电子邮箱：906979309@qq.com
网址：www.kasper.net.cn
业务范围：设计、制造电梯、扶梯及部件并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电梯、
扶梯安装、售后服务及改造。
苏州和阳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胜浦镇界浦路 58 号 215300
电话：0512 80829800 传真：90829799
电子邮箱：yingying.shi@fysip.com
网址：www.fysip.com
主要产品：厅门系统、门机、轿顶轿底、导轨支架、对重框架、曳引机、
COP 等
朝闻电梯装备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江区友谊开发区友谊路 388 号 215200
电话：0512 63938283 传真：63938285
电子邮箱：info@zowee.co; wu@zowee.co
网址：www.zowee.co
业务范围：新型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电梯部件（门系统）的研发、
制造、销售。
泰州斯隆达胶带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许河路工业园 225323
电话：0523 82986688 传真：82981616
电子邮箱：silongda@foxmail.com
网址：www.silongda.com
主要产品：电梯曳引钢带、聚氨酯平皮带、同步带、多楔带、同步带轮、
输送带、电缆牵引带、尼龙片基带、特种工业皮带。
苏州舟鱼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联华路 58 号
电话：0512 63341828 传真：63341838
电子邮箱：237562257@qq.com
业务范围：主营手动门锁和闭门器，机电设备、电梯部件研发、生产、销售；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品业务。

- 81 -

立达博仕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陶墩村桐七线顾庄桥 215200
电话：0512 63860300 传真：63860200
电子邮箱：e-jayment@163.com
网址：www.ldbslift.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起重机电设备、机械式停车设备、
电梯配件生产、销售、安装、改造、维修、保养
苏州巨人动力链条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中区甪直机场路 6 号 215127
电话：0512 65010908 传真：65042205
电子邮箱：wjq0768@163.com
业务范围：自动扶梯梯级链、自动人行道踏板链、驱动链、扶手链及配件、
特种链
苏州富美达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经济开发区创立路 98 号 214234
电话：0512 63808228 传真：63808778
电子邮箱：fumd8778@vip.126.com
网址：www.szfumd.cn
业务范围：电梯平衡补偿链、重锤导管等
戴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震浔路 95 号 215200
电话：0512 63977795 传真：63976333
电子邮箱：478077636@qq.com
网址：www.deiss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生产、销售；电梯、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安装、改造、维修、保养、装潢服务；电梯信息咨询。
南通顶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南通市开发区竹行镇 226009
电话：0513 85912328 传真：85911911
电子邮箱：joyce@wirerope86.com
网址：www.wirerope86.com
主要产品：电梯钢丝绳，起重用钢丝绳，航空钢丝绳，钢丝，镀锌钢丝。
镇江朝阳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中市油坊镇 688 号 212214
电话：0511 88531486 传真：88530665
电子邮箱：junjun.bao@zjhhd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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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n-zyjd.com
业务范围：生产 LED 显示系统、流水线及工装板、PVC 线槽、桥架、母线、
防爆电加热器、电站辅机；机械加工以及上述产品相关技术的研发；石
墨制品、电梯配件加工
傲途电梯 ( 苏州 ) 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开发区京阪路 1018 号 215311
电话：0512 55161333 传真：55160166
电子邮箱：marketing1@autors.cn
网址：www.autors.cn
业务范围：电梯、垂直用运输设备、电气设备及元器件的制造、安装、维修、
改造、保养服务及技术咨询、研发；销售自产产品；从事与本企业生产
同类产品的商业批发及进出口业务
赛奥智能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吴江震泽镇八都林港开发区（枫林湾）999 号 215233
电话：0512 63825632 传真：63825700
电子邮箱：2742814419@qq.com
网址：www.szsail.com
业务范围：涵盖住宅电梯、载货电梯、医用电梯、观光电梯、别墅电梯、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汽车电梯、液压电梯、杂物电梯等，并可以根
据客户的需求生产各种规格、高性能的系列产品
申芝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溧阳市上黄镇山下村 213300
电话：0519 87399222 传真：87396000
电子邮箱：Szdt99@163.com; 2830573465@qq.com
网址：http//www.shenzhi.net/www.shenzhi.net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销售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所有电梯设备。
电梯，自动扶梯安装，改造及维修。
苏州建新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莘塔申龙路 168 号 215213
电话：0512 82079865 传真：82079855
电子邮箱：chenjianxin@jasonsz.com; xuyu@jasonsz.com
主要产品：客货梯 OEM、电梯轿厢、层门、层门装置等部件
泰州富森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工业园区凤凰东路 90 号 1 栋 1 楼 D 区 225300
电话：0523 89564021 传真：86221228
电子邮箱：288030496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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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jsfsykj.com
主要产品：电梯无线五方对讲机，电梯总线五方对讲机，电梯光纤对讲机，
电梯无线监控系统，电梯 IC 卡智能管理系统
ABB( 中国 ) 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舫山西二路 881 号三楼 ABB 财务服务中心 215123
传真：88881599
电子邮箱：xiangkun.wei@cn.abb.com; guozheng.zhao@cn.abb.com
网址：www.abb.com.cn
主要产品：低压元件及电梯行业解决方案 , 产品包括接触器 , 按钮指示灯 ,
微断 , 相续监测 , 静音接触器 , 电源等。
梅赛德斯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大船港村 10 组 215200
电话：0512 63392617 传真：63396617
电子邮箱：2401675132@qq.com
网址：www.szmsds.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医用电梯、观光电梯、家用电梯、载货电梯、液
压电梯、汽车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
苏州中菱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镇华桥路 168 号 215151
电话：0512 66168118 传真：66167273
电子邮箱：zk@zl-sz.com
网址：www.zling-sz.com
主要产品：客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货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研发、生产、销售、安装 、维修、改造、保养及其它售后服务。
苏州洛华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开发区长兴路 17 号 C 幢 215600
电话：0512 56361088 传真：58795609
电子邮箱：sales@novaelevator.com
网址：www.novaeleva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配件以及客梯、货梯、扶梯、观光梯、别墅梯等整梯产品
宿迁天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泗阳县众兴镇洪泽湖路京淮服装城 5 栋一层 223700
电话：0257 85891991
电子邮箱：107656584@qq.com
网址：www.jstydzkj.com
主要产品：数字无线对讲，电梯智能刷卡，销售，安装，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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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瑞工业自动化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扬东路 58 号 215022
传真：88998786
电子邮箱：qiuyang.xu@controlway.cn
网址：www.controlway.cn
主要产品：称重传感器、电感传感器、光电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电
容传感器、工业安全产品，识别系统
南通昌荣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安市开发区南阳村三组 226600
电话：0513 88963208 传真：88924516
电子邮箱：zjb006@ntcrjd.com
网址：www.ntcrjd.cn
主要产品：南通昌荣机电是专业从事电梯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
新技术企业。我司为世界一线品牌电梯公司零部件服务商。
产品：绳头系列、开关系列、人机界面系列、称重系列、按钮系列、扶
手系列、到站灯系列
苏州欧伯利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高新区运河路 77 号乐嘉汇商务广场 1 幢 1501 室 215129
电话：0512 68184365
电子邮箱：louis.wang@orbelevator.com; admin@orbelevator.com; orbeli_louis@163.com
网址：www.orbeleva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和扶梯整梯；电梯电气部件如操纵箱、外呼和按钮等；
曳引部件如曳引机、钢丝绳、滑轮和编码器等；门机部件如门机、门板
和门刀等，安全部件如限速器、夹绳器和缓冲器等；控制系统如控制器、
变频器和 ARD 等；电梯电缆；扶梯梯级、链条、轮子、梳齿板、扶手带；
其他电梯或扶梯部件。
苏州奥达机械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汾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汾越路 999 号 215211
电话：0512 63281558 传真：63282568
电子邮箱：szaoda@163.com
网址：www.sz-aoda.com
主要产品：梯级链、踏板链、梯级轴、滚轮、电扶梯配件
溧阳市溧奥电梯安装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溧阳市昆仑街道勤丰路 8 号 213300
电话：0519 87225539 传真：87279339
电子邮箱：liao7225539@vip.sina.com
网址：www.lyli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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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强制驱动电梯、液压驱动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杂
物电梯、消防员电梯、防爆电梯的安装
昆山厚泽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张浦镇建林路 168 号 215326
电话：0512 36808699 传真：36808199
电子邮箱：liansheng.lu@kshzjd.cn
网址：www.kshzjd.cn
主要产品：滑动导靴，滚轮导靴，补偿链导向装置等
南京安诺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区梅林街 83 号 211102
电话：025 52721533 传真：52721537
电子邮箱：kkwu@anlev.com
网址：www.anlev.com
主要产品：电梯，扶梯，自动人行道
常熟市通润开关厂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通港路海虞工业园 215517
电话：0512 52599637 传真：52599790
电子邮箱：13915606983@139.com; cstrkg@126.com
网址：www.trswitch.com
主要产品：机房电源箱、应急电源箱 ARD、电动松闸装置、控制柜、高
低压断路器、接触器等工控产品。
张家港市天力达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妙桥金村羊福路 67 号
电话：0512 58417998 传真：58415786
电子邮箱：xyx_tllw@126.com
网址：www.zjgtllw.net
主要产品：自动扶梯（人行道）、扶手系统（玻璃夹轨、扶手导轨）、裙板、
内外盖板、梯路导轨、上下部总成、前沿板、楼层板、公交型斜扶手、
壁板系统
江苏鼎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众兴镇文城路 13 号 223799
电话：0527 80833755 传真：88779555
电子邮箱：774330167@qq.com
网址：www.dhkjtk.com
主要产品：电梯梯控、IC 卡、无线对讲、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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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丰电梯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高新技术开发区金周路 2258 号 215215
电话：0512 63255210
电子邮箱：wushehai@163.com
业务范围：整梯 OEM 及装饰装潢轿厢、物流设备集成
南通海迅特雷卡电梯产品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安县东海大道（东）18 号 226600
电话：0513 69889861
电子邮箱：draka@chinahaixun.com
网址：www.haixun-draka.com.cn
主要产品：电梯平衡补偿链，导向装置、悬挂装置、减震类产品、机加
工类
江苏天利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宜陵镇七里团结村 225231
电话：0514 80912261 传真：80912263
电子邮箱：2593971506@qq.com
网址：www.tldt.com.cn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观光电梯、别墅电梯、病床电梯、杂物电梯
泰尔精蜡（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青路 1 号 215151
电话：0512 85550582 传真：87668190
电子邮箱：lan.lan@chinawaxes.com
网址：www.chinawaxes.com
主要产品：电梯绳专用脂，钢丝绳表面脂
特人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花桥经济技术开发区逢星路 599 号 6 幢
电话：0512 36691395
电子邮箱：info@torronlift.com
网址：www.torron.cn
主要产品：特人家居电梯
伊萨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胡埭冬青路６号 214161
电话：0510 85590830 传真：85593090
电子邮箱：heliqun@eysardt.com
网址：www.eysard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别墅梯电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载货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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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电梯、汽车电梯、小机房电梯、无机房电梯、自动扶梯 / 自动人行步道、
杂物电梯
南京安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福英路 1001 号联东 U 谷 41 栋 211100
电话：025 52309399 传真：210000
电子邮箱：chun.liu@njaj.cn; ying.chen@njaj.cn
网址：www.njanjar.com
主要产品：外呼 / 内呼系统、目的选层、访客联动、N 方对讲、安全屏、
BA 接口、物联网监控系统、扶梯智能诊断系统、DDM 智能中心、一梯
双屏、目的楼层型、触控 COP、门口机、人脸识别、可视对讲、无接触
呼梯、访客通行等
昆山市沃亿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昆山市花桥镇绿地大道 1555 号中科创新广场 1A 座 10 楼 1016 室
215334
电话：0512 83855570 传真：83855570
电子邮箱：yohoo.dai@ksoet.com
网址：www.ksoet.com
主要产品：电梯多媒体、电梯按钮及外呼、摄像头、五方对讲、电梯到
站灯等产品的销售及安装维护
吴江市通宇电梯轨道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镇金家坝金莘公路 2888 号 215215
电话：0512 63209099 传真：63210666
电子邮箱：tongyudtdg@126.com
网址：www.tydtdg.com
主要产品：电梯导轨、连接板
苏州远志电梯培训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大观花园 47 幢 107 室 215001
电话：0512 68733830 传真：67508653
电子邮箱：ting.wang@wishtec.com
网址：www.wishtec.com
主要产品：电梯技术培训；电梯专业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实训基地建
设、师资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解决方案；电梯技术服
务及企业管理咨询；会务服务；电梯教学与检验检测设备的研发设计、
销售及技术服务；电梯及相关部件、机电设备、电子产品、自动化系统、
仪器仪表的研发设计、销售与技术服务；节能产品的技术推广、合同
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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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惠臣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友谊北路 56 号 234538
电话：0510 88862888 传真：81025158
电子邮箱：597544503@qq.com
网址：www.wxhcsjkj.com
主要产品：为电梯减重，给电梯厂提供聚碳酸酯透明保护板，电梯挡板，
电梯内广告面板
江苏杭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南通市工农南路 88 号海外联谊大厦 1808 室 226000
电话：0513 80881015 传真：80881010
电子邮箱：jshaeec@126.com; 2128800@qq.com
主要产品：电梯
无锡市山明电梯装璜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无锡市锡山区查桥镇新世纪工业园先锋村人民东路 8 号 214104
电话：0510 88711930 传真：88711930
电子邮箱：smdt0000@163.com
网址：www.wx-sm.com
业务范围：乘客梯、观光梯、别墅梯、吊顶、厅门、地板、扶手、自动扶梯、
踏板、层门装置。
常州华纳刷业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新苑五路 90 号 213031
传真：83991386
电子邮箱：1719172769@qq.com
网址：www.huanabrush.com
主要产品：扶梯防夹毛刷
江苏宜美家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阜宁县板湖镇工业园区 55 号
电子邮箱：does520@qq.com
网址：www.homelift.vip
主要产品：BLH688 曳引机家用电梯，BLH168 强驱式家用电梯
常州市佳凯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漕溪路
电话：0519 86386216 传真：86386206
电子邮箱：master@technocn.com
网址：www.technocn.com
主要产品：全自动润滑油无气立式包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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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达正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唯华路 6 号金沙广场 1 栋 702 室 215121
电话：0512 67604536 传真：64604536
电子邮箱：info@dazentech.com
网址：www.dazentech.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别墅电梯、货物电梯、医用电梯、观光电梯、扶梯、
自动人行道及其配套产品的销售。
苏州富基塔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玉山镇白马泾路 52 号 607 室 215300
电话：0512 57552581 传真：57552581
电子邮箱：fujita58@163.com
网址：www.fujitaeleva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及部件、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
苏州埃斯诺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华邦国际 1 幢 1705 室 215200
电话：0512 63185768 传真：63185769
电子邮箱：info@esnelevator.com
网址：www.esneleva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电梯部件
苏州莱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八都小平大道
电话：0512 63772111 传真：63879901
电子邮箱：1002315963@qq.com
网址：www.lau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观光电梯、家用电梯、医疗电梯、厨
房电梯。
苏州西捷克缓冲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通成路 188 号 215134
电话：0512 69571769 传真：69571069
电子邮箱：1841939865@qq.com
网址：www.c-jac.com
主要产品：重型油压缓冲器 / 超大型油压缓冲器 / 阻尼缸
江苏瑞奇海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111 号软件园三期飞鱼座 D 栋 214100
电话：0510 85190813
电子邮箱：vicky@rhinform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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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rhinfor.cn
主 要 产 品： 多 功 能 保 护 器 MPD-A， 信 号 采 集 器， 扶 梯 监 控 系 统
RHEMS-E ，扶梯故障下载软件 RHEMS-FD
江苏爱可信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临港新城镇澄路 1057 号 214400
电话：0510 81655699
电子邮箱：2355647156@qq.com
网址：www.acxion99.com
主要产品：LW51 系列转换开关、系列灯钮、LA135 系列按钮、AD115 系
列信号灯、ACX 系列智能电力仪表、ACX-6100 系列开关状态综合指示
仪、AWS 系列温室度控制器、JD1134-BS 系列变送器、ACH-0.66 系列电
流互感器、ADXN 系列户内高压带电显示装置、ACX-6300 系列微机保护、
ACX-2999 电能监控、能源管理系统、智能配电系统等系列产品
苏州苏梯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春辉路 11 号 5 号楼 418B 215000
电话：0512 62920052
电子邮箱：mjw0909@126.com
主 要 产 品：SQ150/160、SQ200-1/230/240/260、SQ200-2、SQ240L、
SQ320、SX200/240/320、SP100、SW1\SW2
歌劳亿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汾湖经济开发区金厍公路 1095 号
电子邮箱：info@glorylift.com
网址：www.glorylift.com
主要产品：歌劳亿家居电梯
南京旭通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和燕路 408 号晓庄国际广场 1 幢 1501-1503
室
电话：025 86496060 传真：85499307
电子邮箱：njxt200808@sina.com
网址：www.njxtdt.com
主要产品：电梯销售、安装、修理、改造、装璜及保养
江苏新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盐城市盐南高新区新龙广场 3 号楼 1903、1904、1905 室 224000
电话：0515 69025566
电子邮箱：jsxadhf@163.com
主要产品：电梯安装、维修、保养、改造，电梯批发及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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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联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大洋路天海仓储 03 室（门卫旁边） 213000
电话：010 62626768 传真：62626768
电子邮箱：1147604768@qq.com
网址：www.czchenglian.com
主要产品：开关电源
江阴杰丰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五星路泓家汇 124 号 21440
电话：0510 86100669
电子邮箱：jieson@elevator.hk; office@elevator.hk
网址：www.elevator.hk
主要产品：电梯导轨、导靴、梯级链条、滚轮、扶手带、梳齿板、安全刷、
梯级、出入口
永日电梯江苏有限公司
地址：徐州市泉山区腾达路 8 号 221000
电话：0516 81800088 传真：81800066
电子邮箱：346126029@qq.com
网址：www.yongri.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杂物梯制造、销售、安装、改造、
服务、维修及电梯零配件加工，电梯技术咨询。
张家港市阿尔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张家港市鹿苑马嘶工业集中区 215600
电话：0512 58488505 传真：58383872
电子邮箱：zjgalfa@163.com
网址：www.zjgalfa.com
主要产品：阿尔法以生产别墅电梯铝井道（数十种适合大小井道）、钢
制折弯井道、铝手拉门（数十种开门方式）、钢制手拉门、折叠自动门、
铝合金轿厢框架；颜色（喷涂各种颜色及电泳（金色、土豪金、仿钢金色）、
（木纹各种颜色）均可来样生产
无锡瑞吉德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华圻村 214187
电话：0510 83317171 传真：83317272
电子邮箱：qianhj@china-rigid.com
网址：www.china-rigid.com
主要产品：高处作业吊篮、提升机、安全锁、炉检平台、电梯安装专用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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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科瑞斯机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华成东路 59 号 215331
电话：0512 36889710 传真：36889707
电子邮箱：2881080707@qq.com
网址：www.kruis.net
主要产品：专业生产各种机械类、传动装置的拖链及防护罩
苏州江南嘉捷光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展业路 1 号 215122
电话：0512 62885268 传真：62516373
电子邮箱：yang.cao@sjec.com.cn
网址：www.sjne.com
主要产品：电梯曳引机、门机系统、电控柜、变频器、3D 打印机
苏州嘉云迪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同里镇邱舍工业园明朗路 215216
电话：0512 63414800 传真：63054900
电子邮箱：3441922267@qq.com
主要产品：各类锂电池应急电源，2 线五方对讲，4 线五方对讲，无线对讲
江阴市第三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江阴市滨江东路 77 号 214434
电话：0510 86402008 传真：86408732
电子邮箱：jysdy08@163.com
网址：www.jysdy.com
主要产品：智能化仪器仪表、自动扶梯安全监测预警与数据采集故障诊
断分析系统、智能化大数据管理平台 SIS 系统、配套传感器系列
常熟市三创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黄河路 12 号国际贸易中心 B 座 1010 215500
电话：0512 52730356 传真：52731307
电子邮箱：calebzhang@sansojp.com
网址：www.sansojp.com
主要产品：柔性多工位沖剪线（售前、售后、运输、安装、维保、培训）
海门市森达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门市天补镇工业园区 226111
电话：0513 82240316 传真：82246988
电子邮箱：cuishihui@hmsd.cn
网址：www.hmsd.cn
主要产品：公司主营拉丝、镜面、蚀刻、镀钛、喷砂、和纹、压花、抗指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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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油疏水等不锈钢装饰板、卷材。
江苏普瑞尔特控制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江阴市经济开发区高新园区滨江东路 77 号 214434
电话：0510 86400931 传真：86408732
电子邮箱：jyprt08@163.com
网址：www.jsprt.com
主要产品：自动扶梯安全监测预警与数据采集故障诊断分析系统、智能
化大数据管理平台 SIS 系统、智能化仪器仪表、配套传感器系列
中达电子（江苏）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江区江兴东路 1688 号 215200
电话：0512 63401008 传真：63401564
电子邮箱：sam.yan@deltaww.com
网址：www.delta-china.com.cn
主要产品：电梯专用驱动器，门机马达驱动器
苏州欧莱德家用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昆山市张浦镇阳光路 92 号 2 号房
电子邮箱：479531953@qq.com
主要产品：家用电梯手拉门、铝合金井道、自动化设备
无锡华东锌盾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滨湖区高浪东路 999 号外创大厦 9 层
电话：0510 85626800 传真：85625967
电子邮箱：fengdongjun@zindn.com
网址：www.zindn.com
主要产品：锌盾冷喷锌、锌盾水性冷喷锌、锌盾自喷锌、锌盾自喷锌铝
等系列防腐产品
徐州富奥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徐州市鼓楼区中山北路 300 号君盛广场 1 幢 1 单元 809 号 221000
电话：0516 85855598
电子邮箱：xzfuao@163.com
网址：www.xzfuao.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货用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苏州艾米尼奥驱动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昆山市千灯镇玉溪西路 200 号 7 栋 215341
电话：0512 57020265 传真：57020265
电子邮箱：20987259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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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
扬州高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宝应县陵园路 1 号 225800
电子邮箱：565758958@qq.com
网址：www.gaodakeji.cn
主要产品：尼龙电梯导向轮、铸铁电梯导向轮、曳引轮、钢带轮、别墅
梯导向轮、滑动导靴
南通卓越精密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海安市工业园区 70-4-2 号 226600
电话：0513 88837825 传真：88898728
电子邮箱：david@nt-cth.com
网址：www.ntjooy.com
主要产品：绳头弹簧、碟簧、缓冲器弹簧
江苏同力日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丹阳开发区六纬路 212300
电话：0511 85769876 传真：85166666
电子邮箱：wangsuohua@jstljx.com
网址：www.jstljx.com
主要产品：各类扶梯的外饰件、龙头、梯路导轨、围裙板、盖板等零部件。
苏州美嘉智选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江太湖大道生力路交叉口同益工贸园 215200
电话：0512 4009288798 传真：63951338
电子邮箱：weihaijun@mjzxdt.com
网址：www.m-homelift.com
主要产品：电梯
帕索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凤凰镇港口富民路 2 号 215600
电话：0512 58380789
电子邮箱：info@neoteri.com
主要产品：电梯，电梯轿厢系统，电梯井道系统，电梯动力系统，电梯
门机系统
苏州龙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太平镇兴太路 28 号 215137
传真：65999770
电子邮箱：szlc666@163.com
网址：lcdz@sz-lcd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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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电扶梯减震吸音材料，防火门胶带，胶水等
湖州一瑞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梵香村先锋路 138 号 215200
电子邮箱：18657296000@163.com
主要产品：梯级链、扶手带、梯级、踏板、边框、梳齿板等扶梯配件供
应及扶梯配件安装。
苏州施耐克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汾湖开发区双珠路 215214
电话：0512 80672080
电子邮箱：snc.sz@tianwugroup.com
主要产品：电梯、扶梯、电梯部件
苏州德莱利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凤阳路 1179 号 215134
电话：0512 62380654
电子邮箱：service@deluxe.com
主要产品：电梯及配件、扶梯及其零部件、驱动设备、机电产品、机械
设备及配件
南京鑫新欣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鼓楼区汉中门大街 56 号建威大厦 803 室
电话：025 84499958 传真：84499958
电子邮箱：10609252@qq.com
主要产品：专业提供曳引机、
曳引轮、
轴承、
抱闸及线圈等配套和维修服务。
巨菱家用电梯（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大船港村 9 组 215231
电话：0512 63498710 传真：63498710
电子邮箱：gulion@126.com
网址：www.shjldt.com
主要产品：公司主要运营电梯型号未 GT 系列、GH 系列、GS 系列、CN
系列、GM 系列等，家用电梯、别墅电梯、座椅电梯、跃层电梯、楼道
电梯等私家电梯。
江苏易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宝应县小官庄镇工业集中区易元路 9 号 225816
电话：0514 88274588 传真：88276678
电子邮箱：jie.yu@yiyuan-world.com
网址：www.yiyuan-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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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MC 尼龙滑轮、滑块、衬套、齿轮、管道等产品
苏州道拉斯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经济开发区云梨路 1099 号 215200
电话：0512 63969279 传真：63969279
电子邮箱：Ocean@johnson-elevator.com
网址：www.johnson-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货梯、医用电梯、汽车梯、防爆梯、扶梯、观光电梯、
家用电梯、自动人行道、电梯配件、扶梯配件。
南通中瑞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南通海安泰宁工业园区 88 号 226600
电话：0513 88829475 传真：88923620
电子邮箱：625603437@qq.com
主要产品：绳头组合，限位开关，焊接业务，激光切割业务
特维尼克电梯扶手（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黎里镇梗田路 218 号 215200
电话：0512 63229440 传真：63317021
电子邮箱：837356422@qq.com
网址：www.twinikel.com
主要产品：聚胺脂扶手带 STK6000 三菱，迅达，现代，日立型 STK8000
奥的斯，蒂森型，STK6900 经济型
无锡博威特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八士新坝村新达路 98 号
电话：0510 68008751 传真：68008750
电子邮箱：2608143864@qq.com
网址：www.BWTJS.COM
主要产品：幕墙系列：双面压花纹
电梯系列：单面压花纹
吊顶系列：水波纹压花纹
苏州德林宝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高新区（虎丘区）宝带西路 1099 号汇金科创中心 2 号楼
407A 21500
电话：0512 66626731 传真：69233204
电子邮箱：1697075481@qq.com
网址：www.anctes.com
主要产品：电梯、家用电梯、自动扶梯、电梯层门防撞预警设备、电梯
层门防撞拦截设备、液压升降平台、升降作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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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艾斯克雷清洁用品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经开区潞城街道富民路 209 号 213025
电话：0519 85550355
电子邮箱：iscleantools@163.com
主要产品：清洁海绵、洗涤剂、清洁设备
文馨机械（南京）有限公司
地址：江宁滨江开发区春阳路 6 号
电话：025 51860121 传真：51860126
电子邮箱：verabean@126.com
网址：www.wenxinmachinery.com
业务范围：企业生产集中润滑装置与国内外知名厂商签订技术合作，产
品 OEM 配套生产，特别在自动扶梯行业。公司产品配套知名厂商，行
销各地。
无锡市隆亭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芙蓉中一路 121 号 214192
电话：0510 88706259 传真：88706259
电子邮箱：huaguang@wx-longting.com
主要产品：主要生产电梯门板和加强筋用的各类高性能双面胶带，泡棉
双面胶，亚克力胶带，仿真隔音材料，保护膜，PVC 拼花地板，塑料桶料，
珍珠棉，气泡膜，打包带等。
苏州市职业大学
地址：苏州市致能大道 106 号国际教育园苏州市职业大学 215104
电话：0512 66503550 传真：66875610
电子邮箱：xiaoban@jssvc.edu.cn
网址：www.jssvc.edu.cn
主要产品：电梯工程技术及相关专业高职人才培养，电梯相关技能培训。
江苏新华东尼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石塘镇建淮工业集中区 223200
电话：0517 5201808 传真：85202299
电子邮箱：maye@xhdnl.com
网址：www.hdtznl.com
主要产品：MC 尼龙滑轮、尼龙滑轮
苏州美兹特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乐余镇中路
电话：0512 58159820 传真：58159122
电子邮箱：288096811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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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mozi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电梯部件
苏州利柏特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珠江路 378 号天隆大厦 216 室 215101
电话：0512 66038303 传真：66038302
电子邮箱：sales@liberty-trade.com; jiangdaoming02@163.com
网址：www.liberty-trade.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升降机、无障碍升降平台、
杂物电梯和各种电梯配件。
张家港鑫菱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朱家宕村 215600
电话：0512 58378981 传真：58378982
电子邮箱：zjgxinlin@163.com
网址：www.zjgxljx.com
主要产品：电梯导轨、连接板、压导板和其他电梯配件
无锡市小天鹅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惠山区风电园畅惠路 6 号 214174
电话：0510 83703500 传真：83705102
电子邮箱：ls@lsjzjx.net
网址：www.lsjzjx.net
主要产品：电梯安装专用吊篮，电梯导轨专用吊机，防坠器，微型升降机，
电梯安装配套工具，提升机，安全锁。
徐州市孚锐盈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徐州云龙区宝龙广场 D 座 1 单元 501 221100
电话：0516 85062777 传真：85062777
电子邮箱：frank@fureinelevparts.com
网址：www.fureinelevparts.com
主要产品：梯级、梯级链、梯级轮、踏板、副轮、扶手带、主机、涨紧轮、
驱动轮、回转链、摩擦轮、梯级轴、梳齿板、盖板
泗阳立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淮海路丰泰机电城 E2 区 2 楼 223700
电话：0527 80298858
电子邮箱：651339015@qq.com
网址：www.jslczkj.com
主要产品：电梯控制器，电梯无线对讲系统，电梯门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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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凯鑫电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金坛开发区兴河东路 58 号
电话：0519 82359118 传真：82359110
电子邮箱：zhenxie@czkxdq.com
网址：www.czkxdq.com
主要产品：电梯线束，防水盒，电子线
苏州罗想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工业园区东长路 88 号 G1 幢 1601 215000
电话：0512 86868950
电子邮箱：shijie.chen@roadshare.com
网址：www.roadshare.com
主要产品：ERP、PDM、SCM、土建图管理系统、轿厢装潢演示系统等
软件系统。
苏州索斯顿电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云联北路 1839 号 215200
电话：0512 63139229 传真：63139229
电子邮箱：pointwenqing@126.com
主要产品：中分异步门机、中分同步门机、中分层门装置
江苏长青艾德利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 300 号 213125
传真：68855222
电子邮箱：jiangke@chinaceg.com
网址：www.chinaceg.com
主要产品：扶梯护壁板、伸封板、踏步板。电梯轿厢底板、轿厢内装饰
材料
宿迁万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宿迁市泗阳县桂庄小区玖珑城东侧 D 区 223700
电子邮箱：178344104@qq.com
主要产品：智能中文电梯无线对讲、IC 卡梯控、二维码梯控、人脸识别
梯控和电动车阻系统。
昆山科瞬电磁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京阪路 1144 号 215300
电子邮箱：Xia219@ksksem.com
主要产品：电磁制动器、离合器、联轴器、电机、机械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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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肆合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南通市开发区瑞兴路 151 号 226010
电话：0513 68718881 传真：68718881
电子邮箱：fourco@aliyun.com, xiongyun@chinafourco.com
主要产品：电梯钢丝绳
江苏鸿山鸿锦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新吴区飞凤路 202 号 -5
电话：0510 88992121
电子邮箱：zhuangyg@zqtech.net
网址：www.hjiot.net
主要产品：电梯物联网 AI 分析终端；电梯物联网黑匣子；电梯物联网
全生命周期管理软件系统；电梯报警 SIP 终端系统
张家港盛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张家港保税区港澳路 8 号 215633
电话：0512 58678955 传真：58678955
电子邮箱：743672778@QQ.COM
网址：www.cn-shenggiu.com
主要产品：电梯压导板、连接板
美利驰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太仓市城厢镇福州路 29 号 215400
电话：0512 53510000
电子邮箱：shenqq@merits.com.cn
网址：www.merits.com.cn
业务范围：生产二类 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拐杖、各类助行车及电
动助行车、助行器、健身器材、各类手动及电动轮椅、家居用品及以上产
品的相关零部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从事同类产品的批发、零售及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苏州尼隆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熟市辛庄工业园区中港路 8 号 215556
电话：0512 52071698 传真：52071699
电子邮箱：junran.zhou@sznldt.com
网址：www.sznldt.com
主要产品：限速器、安全钳、缓冲器、导靴
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江宁开发区菲尼克斯路 36 号 211100
电话：025 52121888 传真：5212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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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niebin@phoenixcontact.com.cn; phoenix@phoenixcontact.com.cn
网址：www.phoenixcontact.com
主要产品：电气连接、电子接口、电源、防雷及浪涌保护器、工业自动化
南京蓝摩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白下光华路 1 号 210014
电话：025 85436603 传真：85401026
电子邮箱：liang.zhou@landmoretech.com
网址：www.landmoretech.com
主要产品：专业制造显示器
无锡创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无锡市缘溪道 3 号中秀科技园 B 栋 214000
电话：0510 68868700
电子邮箱：info@zhongxiu.com
网址：www.zhongxiu.com
主要产品：智慧监管电梯物联网监测终端、电梯物联网大数据平台、按
需维保方案提供。
苏州怡安家用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水家港村 1、6、7 组 215200
电话：0512 63788322 传真：63868097
电子邮箱：yianlift@sina.com; 954017816@qq.com
网址：www.yianlift.com
主要产品：曳引式家用电梯、强制式家用电梯、钢结构电梯井道、铝合
金电梯井道。
江苏梯卫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创园团结路 99 号孵鹰大厦
电话：025 58212120；58212130 传真：58212120
电子邮箱：759094820@qq.com
网址：www.js96333.net
主要产品：梯互联、设备管理共享平台、电梯关人自动报警智能终端

浙江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 1-1 号（西子联合大厦 21 楼） 310016
电话：0571 85160817 传真：85164702
电子邮箱：zhou.ping@xiziuhc.com
网址：www.xizi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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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电梯、扶梯、自动人行道；电梯部件；锅炉；立体车库；网架、
钢架结构；起重机械等。
宁波欣达电梯配件厂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同心路 1 号 315113
电话：0574 88489608 传真：88489056
电子邮箱：home_market@xinda-group.com
网址：www.nbxd.com
业务范围：专业从事各类电梯曳引机、交直流电机、门机等电梯主关键
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宁波宏大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西村 315113
电话：0574 88489008 传真：88489056
网址：www.hosting-china.com
业务范围：集研发、制造、安装、维保、改造为一体的专业电梯、自动
扶梯生产企业。
浙江巨人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胜利路 697-698 号浙江巨人集团 总经办 313009
电话：0572 3070999 传真：3070059
电子邮箱：mojianfang@giant.cn
网址：www.giant.cn
业务范围：实业投资，资产管理，物流装备、电气设备、工业装备、环
保与节能设备、电梯零部件、机械式停车设备的研究与开发、制造、销售、
安装、服务、改造、维修、电梯、新能源的研究开发、销售，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设备租赁、房屋租赁，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浙江飞亚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新城区工业园金园路 1199 号 321022
电话：0579 89176866 传真：89176865
电子邮箱：zjfeiya@zjfyev.zjbnet.com
网址：www.zjfeiya.com
业务范围：各类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
道的制造、销售、安装改造和维修。
杭州霍普曼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瑶琳镇琴溪村 310018
电话：0571 64379977 传真：86923225
网址：www.hopman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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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别墅电梯及相关零部件制造、
安装、修理、改造；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不含进口分销）。（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宁波申菱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南屏路 195 号 315731
电话：0574 65977120 传真：65982222
电子邮箱：1157047459@qq.com
网址：www.nbsldt.com
业务范围：主要生产销售电梯开门机、层门装置、轿厢、曳引机、安全部件、
自动扶梯扶手带和各类橡胶滚轮等产品。
宁波力隆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安居路 228 号
电话：0574 86100518 传真：86100518
电子邮箱：fqc@nblilong.com
网址：www.nblilong.com
主要产品：1. 家用梯 ODM，2. 电梯门系统和部件，3. 扶梯不锈钢梯级，
4. 不锈钢人行道踏板，5. 安全部件
海宁市红狮电梯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海昌街道硖川路 399 号 314400
电话：0573 87046702 传真：87046702
电子邮箱：zjq@hnhs.cn
网址：www.hnhs.com.cn
业务范围：观光梯及各类电梯轿厢的制造及装潢；吊顶、厅轿门、扶手
和门套的制作装潢；自动扶梯装潢；电梯灯饰的生产制造。
杭州三杭蒙费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袁浦镇轮渡路 15 号 310024
电话：0571 87646818 传真：87643318
电子邮箱：mi.dong@sanhangholding.com; yihuan.zheng@sanhangholding.com
网址：www.sanhang.net
业务范围：生产经营各类电梯导轨及支架
（电梯井道件）
，
年生产能力25万吨。
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石鸽社区 311121
电话：0571 88637676 传真：88637000
电子邮箱：hzhuning@hzhuning.com; ren.yf@hzhuning.com
网址：www.hzhuning.com
主要产品：安全钳、液压缓冲器、限速器、夹绳器、滚轮导靴、提拉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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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朗博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息塘工业园区孟河埭 666 号 313009
电话：0572 3912834 传真：3056557
电子邮箱：363973975@qq.com
网址：www.aote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制造、销售、安装、改造、维修、
保养、装璜，电梯配件制造、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怡达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联谊西路 88 号 313009
电话：0572 3062216 传真：3062236
电子邮箱：yd@ydelevator.com
网址：www.ydeleva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杭州顺达伯耐特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崇贤镇北庄工业园 311001
电话：0571 86171837 传真：86017605
电子邮箱：sd.xiaoshou@hzsddt.com; 312357747@qq.com
网址：www.hzsddt.com
业务范围：生产、销售、安装维修 “ 顺达牌 ” 客梯、病床梯、货梯、杂
物电梯、强制式简易升降机、自动扶梯。同时设计、制造、安装、维修
各种小机房、无机房电梯。
宁波微科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龙潭山路 51 号 315800
电话：0574 86800333 传真：86800328
电子邮箱：weco@china-weco.com
网址：www.china-weco.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微科（英文：“WECO”）品牌电梯光幕，同时为大
公司提供 OEM 光幕生产。
沃克斯迅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科技工业园区西泰路 8 号 313009
电话：0572 3019728 传真：3012981
电子邮箱：Xiaoqin.shen@volkslift.com.cn
网址：www.volkslift.com.cn
主要产品：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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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北仑三鑫电器厂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大矸镇关圣桥场前路 11 号 315806
电话：0574 86103788 传真：86100411
电子邮箱：809043574@qq.com
网址：www.bl-sanxin.com
业务范围：操纵箱、召呼盒、按钮、吊顶、显示器、应急灯及电源、对讲机、
到站钟。
杭州和山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中泰工业园富泰路 25 号 310023
电话：0571 88731970 传真：88731670
电子邮箱：wm@kincol.com
网址：www.kincol.com
主要产品：研发制造电梯专用空调器、轿厢空气净化器、油冷却器等产品，
为电梯轿厢空气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浙江梅轮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镇齐陶路 888 号 312065
电话：0575 85660137 传真：85660113
电子邮箱：heb@zjml.cc
网址：www.zjml.com
主要产品：产品包括客梯、货梯、医梯、观光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立体车库及配件
杭州沃尔夫链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塘宁路 40 号 311102
电话：0571 86189900 传真：86189914
电子邮箱：china@kettenwulf.com
网址：www.kettenwulf.com
主要产品：扶梯链条、人行道链条、链轮
恒达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练溪大道 688 号 313009
电话：0572 3061088 传真：3061085
电子邮箱：wyinlan@hengdafuji.com
网址：www.hengda-elevator.com
业务范围：本公司主要设计、生产、销售、安装、维修和保养各类乘客、
病床、液压、汽车、载货、观光、无机房系列电梯及自动人行道、自动扶梯。
宁波欧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栗树塘村 3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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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4 88340555 传真：88489054
电子邮箱：yut@nbouling.com; nbouling@foxmail.com; yhg@nbouling.com
网址：www.nbouling.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电梯配件、产品主要有：中分客梯变频门机、双折
客梯门机、双折中分与双折货梯门机及导靴、门锁、油杯系列等产品。
宁波赛富特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大矸龙潭山路 51 号 315807
电话：0574 86828938 传真：86828982
电子邮箱：zhangweisi@126.com
网址：www.chinasft.com
业务范围：电子产品、电器、红外感应器、机械设备、塑料件、办公设备、
电梯配件的制造、加工、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货物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除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技术）。
西尼机电（杭州）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南阳经济开发区阳城路 31 号 311227
电话：0571 57176650 传真：57176695
电子邮箱：yangshouting@syney.net
网址：www.syney.net
主要产品：客梯、货梯、病床梯、汽车梯、别墅梯、扶梯、人行道
慈溪市宏峰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大昌北路 800 号 315303
电话：0574 63286616 传真：63287736
电子邮箱：sophia@cixihf.com; zhouxf08@vip.sina.com; 9393029@qq.com
网址：www.cxhongfeng.com
主要产品：门滑轮、门锁、门刀、开关、零件包、钢丝绳组件及挂门板
等各种门机系统五金加工件
宁波奥德普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慈溪市龙山镇龙山工业区龙镇大道 315111
电话：0574 58987196 传真：88338306
电子邮箱：350619693@qq.com
网址：www.aodepu.com
业务范围：以生产电梯安全部件为主。主要产品包括单、双向限速
器，机械式、电子式限速器，有机房、无机房限速器，机械式钢丝
绳制动器，电磁式钢丝绳制动器，渐进式安全钳，瞬时式安全钳，
液压缓冲器，导靴，门锁等。同时，我公司还生产、销售其他各类
电梯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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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电子器材一厂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港工业城天目山路 16 号 315824
电话：0574 86108566 传真：86100384
电子邮箱：nbdz566@vip.163.com
业务范围：主要产品为继电器、干簧管、感应器、测电器、智能型低压
电器设备、电梯配件、电子器材、光幕等，并在平层、按钮、操纵箱、
呼唤盒、对讲机、光幕的基础上向群控型对讲机、电梯电源箱、不间断
电源方向上发展。
杭州东华链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余杭经济开区宏达路 10 号 310000
电话：0571 89170306 传真：89170303
电子邮箱：dandyfjz@163.com
网址：www.dhchain.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标准滚子链、非标链以及梯级链
曼斯顿电梯（浙江）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农发区春潮路 15 号 314423
电话：0573 87962222 传真：87967022
电子邮箱：344387465@qq.com
网址：www.maston.com.cn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货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及人行道等 .
森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练市工业园区森赫大道 1 号 313013
电话：0572 2923396 传真：2923397
电子邮箱：sicher@sicher-elevator.com; pangbw@sicher-elevator.com
网址：www.sicher-eleva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车库
浙江屹立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综园路 8 号 313009
电话：0572 2798008 传真：3013261
电子邮箱：zlyl@163.com
网址：www.zjyldt.cn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保养、销售、装潢，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林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尖山新区凤凰路 78 号 314400
电话：0573 87125999 传真：87805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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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sales@lincolnelevator.com.cn
网址：www.lincolnelevator.com.cn
业务范围：电（扶）梯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及维修保养，技术咨询，
销售自产产品
宁波速普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慈溪市坎墩兴镇街 625 号 315303
电话：0574 63288158 传真：63288170
电子邮箱：wangke@supu.cn
网址：www.supu.com.cn
业务范围：生产及销售各种接线端子、PCB 连接器和接线端子、连接器、
模块、电气接口、专用工具及标记产品，OEM/ODM 产品。
杭州奥立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建德市杨村桥镇工业功能区 311603
电话：0571 64133333 传真：64166892
电子邮箱：chenzhongyi@hzaolida.com
网址：www.hzaolida.cn
主要产品：销售乘客电梯、观光电梯、载货电梯、医用电梯、无机房电梯、
汽车电梯、住宅电梯、杂物电梯等多种电梯。
电梯安装、维修、保养业务。
杭州方星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顺风路 536 号能源与环境产业园 22 幢 310030
电话：0571 81957790 传真：81957768
电子邮箱：Tian_yida@hotmail.com; 18857169687@126.com
业务范围：公司主要生产与电梯配套的各类电梯电气配件。主要产品：
电梯应急自动疏散装置、电梯与扶梯实时监控和远程监控系统、电梯专
用对讲系统、电梯语音报站装置、电梯楼层显示系统、电梯到站铃、电
梯应急照明、LCD 显示装置。
浙江西尔康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东部新区第二十五街 18 号 317507
电话：0576 81699588 传真：81699899
电子邮箱：celeon@126.com
网址：www.zjxek.com
业务范围：生产销售门系统，轿厢系列等部件产品
浙江玛拓驱动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年丰西路 2688 号 313009
电话：0572 3635701 传真：217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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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447483531@qq.com; lishuguo@matodrive.com
网址：www.matodrive.com
主要产品：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 制动器
宁波高正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逍林镇逍林大道 1585 号 315321
电话：0574 63515551 传真：63507998
电子邮箱：info@degson.com; 2825870065@qq.com
网址：www.degson.com
业务范围：DEGSON 产品销往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为在照明家电、
电源、安防、工业控制及自动化、仪器仪表、电力电气、通讯、电梯等
行业提供优良的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 .
嘉联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经济开发区施带路 19-B 号 314400
电话：0573 87251687 传真：87251685
电子邮箱：shengmiao@china-jialian.com
网址：www.china-jialian.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和人行道、停车设备 ( 特种
设备制造和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范围内 ) 产品设计、制造、安装、改造、
维修服务
嵊州市特种链轮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嵊州市三界镇工业园区 312452
电话：0575 83831806 传真：83831888
电子邮箱：hgchen1987@hotmail.com
网址：www.wylsprocpet.com
业务范围：专业制造电扶梯主驱动传动轴管、链轮、制动盘及成套产品。
宁波谷达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吴段 28 号翔鹰工业园 F 座 315000
电话：0574 83066902 传真：83066897
电子邮箱：dht@nbguda.com; ycb@nbguda.com
网址：www.nbguda.com
主要产品：曳引机，钢带，绳头，反向轮，断带检测
宁波奉化光亚计数器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奉化市东郊开发区圆峰路 79 号 315500
电话：0574 88955918 传真：88955918
电子邮箱：mail@guangya-timer.com
网址：www.guangya-tim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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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计数器、计时器、象棋钟，电机和电梯横流风扇（风机）等
的设计、制造、销售。
宁波华兴伟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机场路 3388 号海联工业园 A 座 3F 315000
电话：0574 87261974 传真：27868368
电子邮箱：oscar_tan@nbhxwy.com
网址：www.nbhxwy.com
业务范围：电梯传感器系列：门机双稳态磁保持开关、轿箱平层双稳态
磁保持开关；电梯门锁系统：门机触点开关、161 门副销，PB78 副门锁
开关、被动门锁开关，门机主门锁开关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浔织路 2005 号 313009
电话：0572 3017777 传真：3017788
电子邮箱：huxiulin@giantkone.com; gk@giantkone.com
网址：www.giantkone.com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及
相关的改装，修理，维护、保养和现代化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
宁波市鄞州安迅电梯配件厂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东吴平塘工业区万寿路 8 号 315113
电话：0574 88340036 传真：88340138
电子邮箱：376345435@qq.com; 1346513024@qq.com
网址：www.nbanxun.com
业务范围：工厂主要生产的配件有：绳头组合、液压缓冲器，各种规格
的滑动导靴和滚轮导靴等产品。
勃兰姆斯基摩擦材料（杭州）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 334 号 1002 室 310003
电话：0571 81952382 传真：81952383
电子邮箱：bkcsales@bremskerl.com; yueqi.xu@bremskerl.de
网址：www.bremskerl.de
主要产品：制动片、摩擦片、刹车片
浙江保利电梯导轨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富春街道三桥村 311400
电话：0571 23252998 传真：23252922
电子邮箱：info@cnbonly.com; logistics@cnbonly.com
网址：www.cnbonly.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各类电梯导轨、空轨及其连接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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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通用弹簧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市高桥镇杜墓村 311402
电话：0571 63426720 传真：63426677
电子邮箱：webmaster@tyth.cn
网址：www.tyth.cn
业务范围：专业制造电梯：曳引机弹簧、缓冲器弹簧、绳头弹簧，制动
器弹簧、电梯门拉簧、滚动导靴弹簧等各种电梯配套弹簧。
宁波欧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曹家岙巷 8 号 315812
电话：0574 86768181 传真：86762525
电子邮箱：zxp@oulst-led.com; 1120641823@qq.com
网址：www.oulst-led.com
业务范围：专注于 LED 整灯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涉足 LED 电梯照明、
LED 家照照明、LED 工程照明、LED 厨具照明。
奥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江干科技园区九环路 28 号 310019
电话：0571 81600592
电子邮箱：Kunlun.he@otis.com
网址：www.otiselectric.com.cn
主要产品：钢带系列电梯：GeN2、GeN2-MR、GeN2-V、GEN2-G；钢
丝绳系列电梯：OH6000、Regen-M、OE8000、OH-G、OH-B；家用电梯：
eHome；货梯：FOVF；商用扶梯：STAR、XO-508；公共交通型扶梯：
XO21NP；人行道：XOP
湖州东塑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湖盐公路 166 号 313009
电话：0572 3789198 传真：3789197
电子邮箱：zd@hzdongsu.com
网址：www.huzds.cn.alibaba.com
主要产品：湖州东塑电梯配件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十大魅力古镇南浔，
拥有 5000 多平方米现代化厂区。东塑作为一家集电梯配件产品开发、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型企业，东塑主营涵盖电梯品牌油杯、导靴、
补偿链、补偿链附件、导向装置、层门配件、电缆夹、电梯井道配件、
多种电梯靴衬等全系列电梯配件产品，并全面通过 ISO9000：2008 质量
体系认证。东塑电梯配件以其优越的品质及高效的服务，与国内百余家
品牌电梯及其配套企业达成战略联盟合作，致力于为客户带来性能稳定
安全的高品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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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客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创智路 33 号 314423
电话：0573 87636888 传真：87655553
电子邮箱：jiangchunwei@kuikodt.com; info@kuikodt.com
网址：www.kuikodt.com
业务范围：主要经营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技术研发、制造、
安装、维修、改造和保养、销售。
大众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人瑞西路 1888 号 313009
电话：0572 3029288
电子邮箱：wxiaoqian@hengdafuji.com
网址：www.vw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安川双菱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古英 18 号 313009
电话：0572 3916088 传真：3916088
电子邮箱：hzsldt@163.com; 2280885578@qq.com
网址：www.sl-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起重机械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保养、装潢、服务、
销售；电梯配件，电梯设备制造、加工、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宁波盛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南路 38 号 315181
电话：0574 88426387 传真：8828888
电子邮箱：sdec387@163.com
网址：www.cnnb-shengde.com
主要产品：1、钥匙开关盒 2、底坑检修盒 3、主电源箱 4、行程开关 5、
航灯 6、塑料机房配电箱 7、金属机房配电箱 8、检修盒 9、转换开关
10、四档钥匙开关 11、双稳态磁保开关召唤盒
德尔法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环渚路 915 号 313000
电话：0572 3201158 传真：3201156
电子邮箱：delfar@delfar.cn
网址：www.delfar.cn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湖州太平微特电机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练市市南大道 2 号 31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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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2 3577188 传真：3576822
电子邮箱：Tp-wt@tp-wt.com
网址：tpmotor.com.cn
业务范围：设计、研发、生产各类电梯门机专用电机、YVP 变频三相异
步电机、永磁同步电动机、直流电动机及各类微特电机
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路 168 号 311199
电话：0571 88048501 传真：86992133
电子邮箱：wangxiwen@xiolift.com; shaowei@xiolift.com; liuying@xiolift.com
网址：www.xiolift.com
业务范围：研发、设计、制造、安装、生产、改造、维修、维护保养 : 电梯、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相关零配件
宁波恒世达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 211 号创意 211 园区 315113
电话：0574 87911580 传真：87911580
电子邮箱：sales@hstelevator.com
网址：www.hstelevator.com
业务范围：从事电梯配件的销售，主要配件是为电梯导轨、门系统、光幕、
尼龙轮等相关配件产品。
德森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向阳西路 1888 号 313009
传真：3875808
电子邮箱：info@dskelevator.com
网址：www.dskelevator.com
业务范围：电梯核心部件（智能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电梯整机的制造、
安装、改造、维修保养；销售本公司自产产品。（以上涉及资质的凭资
质证书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浙江埃克森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绍兴袍江工业区江东路 1070 312000
电话：0575 84887928 传真：84887929
电子邮箱：7330621@qq.com
网址：www.aksenelevator.com
业务范围：本公司是一家设计、生产、销售、安装、改造、维修电梯、
自动扶梯、立体车库、停车设备及配件，销售：升降机、起重机及上述
产品的售后服务及货物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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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迅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菱湖镇工业功能区 2012-03 地块 313018
电话：0572 3305666 传真：3305669
电子邮箱：472694088@qq.com
网址：www.sselif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 病床电梯 观光电梯 家用电梯 载货电梯 汽车电梯
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 消防员电梯
宁波盖勒克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渤海路 655 号 315800
电话：0574 86852089 传真：86852090
电子邮箱：997356349@qq.com
网址：www.zjglks.com
主要产品：电梯部件
浙江卫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浔经济开发区联谊西路怡达快速电
梯西大门对面 313009
电话：0572 3060522 传真：3062208
电子邮箱：577504468@qq.com
业务范围：生产电梯控制柜、提供电梯控制柜解决方案
宁波贝拓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金峨村朱家峰
电话：0574 88460059 传真：88481059
电子邮箱：beina@betoelectric.com
网址：www.beto-electric.com
主要产品：产品覆盖行程开关（限位开关）、门触点开关、磁开关，光电
开关，停止开关、限速器开关、检修盒开关、电梯锁、按钮及导靴等系列。
浙江新同合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新江干区红普路 759 号东方喜福汇大厦 4 幢 918 室
电话：0571 86783023 传真：86783017
电子邮箱：liyuehai@zjlidao.cn; 15158860668@139.com
主要产品：电梯钢丝绳的加工
浙江申嘉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城东工业区永兴二路 8 号 5 楼 325600
电话：0577 62166788 传真：62562878
电子邮箱：zjsnga@163.com
网址：www.snga.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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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电梯配件、五金电器、成套设备研发、制造、加工、销售、
电梯维修服务。
海宁市菱达电梯物资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名力都会尚东 5 号楼 1008
电话：0573 87130898
电子邮箱：hn560121@aliyun.com
业务范围：电扶梯、轿厢设计安装；电梯不锈钢配件制造
宁波晟洋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中山东路 1377 号
电话：0574 88186668 传真：86853196
电子邮箱：briian@sinyoelevator.com
网址：www.sinyoelevator.com
业务范围：销售奥的斯、三菱、日立、通力、迅达、蒂森、东芝、富士达、
星玛、现代的各类电扶梯配件
宁波同创强磁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望春工业园区科欣路 318 号 315171
电话：0574 88192731 传真：88089787
电子邮箱：sales@ndmagnets.com; jason@ndmagnets.com
网址：www.ndmagnets.com
主要产品：钕铁硼磁体、烧结钕铁硼辐射环及磁性组件；直线电机，磁
性联轴器，磁力棒，磁性吸盘
湖州南浔联创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浔北路 313009
电话：0572 3037889 传真：2722718
电子邮箱：dongsq.001@163.com
网址：www.china-transformer.com.cn
业务范围：提供电梯、数控、机器人、光伏太阳能、铁道机车、医疗设备、
纺织、烟草、化工、超重、矿山等机械领域的变压器、电抗器的优质供应商。
铃木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平湖市经济开发区日本工业园平湖大道独黎路口 314200
电话：0573 85203333 传真：85221117
电子邮箱：china@suzukielevator.cn
网址：www.suzukielevator.cn
业务范围：垂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汽车停车库和相关
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维修及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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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昊鸿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南海路 45 号 1 幢 4 层 315800
传真：86996932
电子邮箱：zhzh1967@163.com
业务范围：电梯停电应急自动平层、电动松闸、环形变压器、五方对讲
及空调的设计、制造与营销。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凯旋路 211 号
电话：0571 86024093 传真：86024214
电子邮箱：wxbhzzj@sina.com
网址：www.zjtj.org
业务范围：特种设备（包括锅炉、压力容器 [ 含气瓶 ]、压力管道 [ 承接
类特种设备 ]、电梯、起重机、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 [ 厂 ] 内机
动车辆 [ 机电类特种设备 ] 等八个种类）检验检测、许可评审、型式试验、
司法鉴定、培训教育、资料发行等；特种设备相关技术攻关、标准制修订、
技术开发咨询等研究工作。
浙江宝鸿不锈钢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中横港路 33 号 313000
传真：2568282
电子邮箱：shenchengyi@chinabaosco.com
网址：www.chinabaosco.com
业务范围：不锈钢装饰板研发、生产和销售；各种金属材料生产技术的
研发；不锈钢发纹、镜面、镀膜、蚀刻、抗指纹、和纹、喷砂等
杭州康特尔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经济开发区 18 号大街 20 号 310018
电话：0571 86737726 传真：86737705
电子邮箱：chun.hu@fukang-china.com
业务范围：电梯零部件（轿厢、轿顶轮、对重轮、导向轮、对重架），
扶梯零部件（主驱动、扶手驱动）
浙江长盛塑料轴承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善县惠民街道汾湖路 6 号 314100
电话：0573 84186133 传真：84185517
电子邮箱：sm@csb-ep.com; yzf@csb-ep.com
网址：www.csb-ep.com
主要产品：塑料自润滑轴承、扶梯回转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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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展鹏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瑞安市南滨街道阁巷高新小微园东二路 178 号 11 幢 325207
电话：0577 65595280 传真：65592636
电子邮箱：xhdt280@163.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电梯门挂轮，钣金件，轴类标准件
浙江华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向阳西路 1588 号 313009
电话：0572 3033060 传真：3033061
电子邮箱：qiulix@sohu.com
网址：www.sum-eleva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载货电梯和电梯配件的制造、
加工、销售、安装、改造及维护保养
浙江弗尔德驱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织菱大道临港电梯产业园 C 座 313009
电话：0572 3050108 传真：3050198
电子邮箱：info@furderdrive.com
网址：www.verderdrive.com
主要产品：曳引机 / 安装及维修
宁波鸿腾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布政东路 255 号 315000
电话：0574 89110801 传真：88125777
电子邮箱：chenpf@htme-cn.com
主要产品：主要产品有 : 轿箱、轿底、轿顶、电梯厅门、门套、门机、
电梯机房总电源控制柜、层站电源、操纵箱、召唤系统、各类线束电缆、
对重框架、导轨支架、井道安装部件、电气安装部件等电梯各类部件
雷曼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海宁市（长安镇）高新区依江路 18 号 311442
电话：0573 87977555 传真：87977788
电子邮箱：hu.w@yf-lift.com
网址：www.rayman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机械式停车设备
宁波贝递同步带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慈溪市龙山镇恒力路 16 号 315311
电话：0574 63785187 传真：63785187
电子邮箱：325432356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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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chinabeidi.com
主要产品：氯丁橡胶同步带、同步带轮、PU 同步带、多楔带、汽车同步带、
双面齿同步带
波士顿电梯（湖州）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年丰路 2588 号 313009
电话：0572 2902010 传真：2902302
电子邮箱：szdiouda@163.com
网址：www.bsdun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自动升降式停车设备。
浙江欧姆龙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青山湖科技城云安路 998 号 311300
电话：0571 58618288 传真：81993378
电子邮箱：linlong@onton.net
网址：www.onton.net
主要产品：曳引与强制驱动电梯制造及施工（安装、改造、修理）A 级，
其他类型电梯、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制造及施工（安装、改造、修理）
B 级，电梯技术服务。
杭州临安森源电缆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临安市玲珑工业园九州街 1661 号 311300
电话：0571 63702968 传真：63702378
电子邮箱：sydl@sumyuen.net
网址：www.sumyuen.net
主要产品：生产控制柜线束、操纵箱线束、门机线束、随行电缆、井道电缆、
通用电缆、编码器线
宁波明宜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工业区龙霞路 66 号 315137
电话：0574 83018265 传真：88493779
电子邮箱：cyiu@163.com
网址：www.nbmoon.com
主要产品：检修箱系列、导靴、靴衬系列、油壶系列、井道灯系列、绳
头系列等各类电梯部件
宁波嘉美森光电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磨具园区微山湖路 2 号 315800
电话：0574 86810080 传真：86816376
电子邮箱：1586730519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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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kmisen.com
主要产品：电梯红外光幕，
视觉光幕，
扶梯运行指示器，
扶梯梳齿轮照明灯，
扶梯阶梯等灯。
百筑楼宇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祥符街道乐富智汇园 12 幢 201 盛泉物业
310000
电话：0571 88983292
电子邮箱：15106186726@163.com
网址：www.baizhulouyu.com
主要产品：电 / 扶梯售后维修及保养服务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新昌泰坦大道 199 号 312500
电话：0575 86938027 传真：86011937
电子邮箱：lvping@xcc-zxz.com
主要产品：电梯轴承、汽车发电机轴承、水泵轴承，深沟球轴承
宁波安拓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丈亭镇工业开发区 3 号 315410
电话：0574 56313136 传真：56313277
电子邮箱：yhb@china-anchor.com; anchoryu@163.com
网址：www.china-anchor.com
主要产品：膨胀锚栓、各类五金件、预应力锚具、汽机车零部件、五金工具、
工程机械部件等
浙江皓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陵南路 312 号保和创业中心 A 幢 21F 310051
电话：0571 28180045 传真：56716523
电子邮箱：sales@hikum.com
网址：www.hikum.com
主要产品：电梯操纵箱、电梯外呼盒、电梯到站灯、电梯液晶显示器、
电梯按钮、电梯 IC 卡智能系统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富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北仑大港工业城大港中路 9 号 315800
电话：0574 0 传真：86888804
电子邮箱：fy_xfl@163.com; fy_tzj@163.com
主要产品：电梯外呼、按钮、操纵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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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申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向阳西路 2799 号 -2 313009
电话：0572 3633282 传真：3633282
电子邮箱：645108705@qq.com
网址：www.tlelevator.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服务、配件
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临安区经济开发区科技大道 2329 号 311305
电话：0571 61111540
电子邮箱：ding.xinrui@xizielevator.com
网址：www.xizilif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观光电梯、无机房电梯、医用电梯、载货电梯、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别墅电梯
浙江富基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浔南新村年丰路 182 号
电话：0572 2630228 传真：2630225
电子邮箱：ceo@fujicn.com.cn
网址：www.fujicn.com.cn
主要产品：电梯，电梯停电平层装置，电梯显示屏
宁波万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慈溪市庵东镇工业园区 315327
电话：0574 63479458 传真：63478299
电子邮箱：sales2@nbwanji.com
网址：www.nbwanji.com
主要产品：变压器及组件
浙江鹏森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 712 号四楼 310012
电话：0571 88857903 传真：88857904
电子邮箱：wu13606500179@163.com
网址：www.chinapengson.com
主要产品：扶手带、滚子链、驱动马达、齿轮箱、导轨、盖板、梯级、
边界条、滚轮、梳齿、润滑装置、安全刷
康迪泰克传动系统（宁海）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宁海科技工业园区科三路 315615
电话：0574 65552357 传真：65552870
电子邮箱：Binbin.wang@continental.com

- 121 -

网址：www.continental-industry.com
主要产品：钢带
浙江优盛康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武义县熟溪街道东南工业区南横路 6 号 321000
电话：0579 87709692 传真：87709905
电子邮箱：sales@yskmotor.com
网址：www.zj-ysk.com
主要产品：电梯永磁开门电机专业制造商
象山县三环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晓塘工业区园一路 1 号 315700
电话：0574 65968226 传真：65973226
电子邮箱：sanhuanjd@163.com
网址：www.sanhuanjd.com
主 要 产 品：1、 立 式、 卧 式 三 相 异 步 门 电 机 YVP 系 列；2、 立 式、 卧
式 TYC 永磁同步门电机系列；3、MKA50202-1 双稳开关；4、与西班
牙法纳默尔公司合作开发了：FCNA1010 三相交流异步门机控制器、
FCNS2010 永磁同步门机控制器。
奥力孚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工业区朝阳路 11 号 317100
电话：0576 89303279 传真：83110062
电子邮箱：2278413760@qq.com
网址：www.cnaolifu.com
主要产品：电梯钢带，曳引带
宁波爱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象山县城东工业园玉盘路 10 号 315706
电话：0574 59123906 传真：65754381
电子邮箱：chinagr@foxmail.com
网址：www.china-gr.com
主要产品：粉末涂料
宁波华元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长石三星村
电话：0574 86526897 传真：86526928
电子邮箱：hysjn@nbhyjxkj.com
网址：www.nbhyjxkj.com
主要产品：电梯门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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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格科技 ( 浙江 ) 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七里亭路 769 号 B 幢 313000
电话：0572 2671129 传真：2854900
电子邮箱：jdhan@mail.mochitec.com
网址：www.zaagtech.com
主要产品：红外多点触摸屏、红外线电梯光幕
（中国）科耐达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白石镇大岙工业园 325604
电话：0577 62698777 传真：62698333
电子邮箱：780008599@qq.com
网址：www.knd.cc
主要产品：专业生产按钮、信号灯等，以先进的设备、经验丰富的管理
及技术团队、精准的生产工艺、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确保提供给客户一
流的产品。
得水电气浙江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山市村 314525
电话：0576 86388407 传真：86333079
电子邮箱：498055819@qq.com
网址：www.zjcavour.com
主要产品：永磁同步无齿轮曳引机，别墅梯曳引机曳引轮，导向轮
浙江南浔电梯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南浔镇南林中路 660 号 2 号楼 313009
电话：0572 3652229 传真：3652229
电子邮箱：534793033@qq.com
网址：www.dtcxfw.com
主要产品：电梯检测中介服务；人才中介服务（人才培训）；电梯相关
技术咨询服务。
浙江奥力迅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湖州南浔区菱湖工业功能区丰泰路 299 号 313018
电话：0572 3305122
电子邮箱：sunxianlin@163.com
网址：www.nb-alx.com
主要产品：永磁系列门机，变频系列门机，层门装置系列
浙江弘敏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古英路 10 号 313009
电话：0572 3121180 传真：3780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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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489597863@qq.com
网址：www.hongminkj.com
主要产品：家用电梯设计、研发、制造、安装、改造、维保、保养、销售、
装潢。电梯配件改造、加工、销售。
诸暨市迅捷离合器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浣东街道东工业区越隆路 9 号 311800
电话：0575 87211529 传真：87212859
电子邮箱：yaofeixia@chinaxunjie.com; zhongqichong@chinaxunjie.com
网址：www.chinaxunjie.com
主要产品：XJFK 系列，XJD 系列，XJY 系列，XJF 系列
西柏思机电设备（嘉兴）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万国路 1332 号嘉兴先进制造业产业
基地国际创新园管理办公室楼 3 楼
电子邮箱：guoqiang.zhang@cibeslift.cn
网址：www.cibeslift.cn
主要产品：家用电梯、无障碍升降平台
湖州蒙纳驱动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经济开发区东翔路 777 号
电话：0572 2790202 传真：3033577
电子邮箱：442834020@qq.com
主要产品：客梯、货梯、别墅梯用曳引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宁波皓晶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庆丰路 777 弄 59 号 1-1 315031
电话：0574 87478809 传真：88337630
电子邮箱：Lift88@126.com
网址：www.hoiking.cn
主要产品：三相交流保护继电器、电梯语音报站、电子到站钟、光电开关、
计数器、接近开关、显示器、超载装置、安全电路模块等。
浙江都美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玲珑工业集聚区 311301
电话：0571 63862788 传真：63763778
电子邮箱：dm6380@dumei.cn
网址：www.dumei.cn
主 要 产 品： 电 梯 电 缆（AV, AVR, AVVR, BV, RV, BVR, RVV, TVVB,
TVVBP, TVVBPG, 60227IEC(06)RV, 60227IEC(01)BV, 60227IEC(02)RV,
60227IEC(52)R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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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门科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小曹娥镇建民村后中灶 315400
电话：0574 86804666
电子邮箱：Suer01@dingtalk.com
网址：www.menkegd.com
主要产品：电梯配件、油杯、风扇等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铝制品、塑
料制品、金属制品的生产、批发、零售
浙江阿尔法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桐乡经济开发区广华路 135/140 号
电话：0573 88051618 传真：88051655
网址：www.szalpha.cn
主要产品：ACE1000 电梯一体化主控板、ACE1000 变频底座、ACE1000
轿顶板、ACE1000 指令板、ACE1000 液晶外招板、ACE1000 液晶轿内
数显板等
蒙特费罗（湖州）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向阳西路 1998 号 313009
电话：0572 3708676
电子邮箱：james.zhang@monteferro.com.cn
主要产品：电梯导轨及其配件
浙江凯昆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经济开发区纬十二路 211 号 325699
电话：0577 62769203 传真：62766030
电子邮箱：kacon@kacon.com.cn
网址：www.kacon.com.cn
主要产品：传感器，按钮开关，行程开关，限位开关，微动开关，继电器，
固态继电器，小型断路器等。
温州仁发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虹桥镇幸福东路 599 号 325608
电话：0577 62320168 传真：62359618
电子邮箱：15057777978@126.com
网址：www.cnrenfa.com
主要产品：电源锁：2801 系列、1929 超薄系列电源锁；机械锁：8325、
905A、705-2 等系列；其他：电梯人机界面配件（锌合金压铸、塑料加
工制造）
宁波赛姆特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投资创业园通宁路 520 弄 101 号 3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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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4 87150639
电子邮箱：Sales10@summit3e.com
网址：www.summit3e.com
主要产品：电梯载重测量系统，多钢丝绳张力测量系统，起重量限制器，多
通道张，力平衡测量系统，电梯红外光幕，磁传感器，光电开关 , 电梯电话
宁波市科耐电扶梯有限公司
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首南街道惠风西路 115 号城南商务 大厦 A 座 2201-2
室 315100
电话：0574 88243599 传真：89028502
电子邮箱：loiese@cnescalatorparts.com
网址：www.conaiescalator.com
主要产品：电梯整机、扶梯整机、电扶梯配件
浙江实日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清疏港大道 4904 号 318058
电话：0576 82895678 传真：82869789
电子邮箱：shiri@zjshiri.com
网址：www.zjshiri.com
主要产品：电梯曳引机铁芯、新能源电机铁芯、汽车发电机铁芯
杭州岁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中国人工智能小镇 7 号楼 901 311000
电话：0571 87710729 传真：87710725
电子邮箱：yanghui@hzsafer.cn
网址：www.hzsafer.com
主 要 产 品： 电 梯 安 全 监 控 物 联 网 终 端（ 型 号：EAU-3600、EAU1700）、多媒体信息发布屏、电梯应急处置服务平台、电梯远程监控系统、
电梯运行安全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电梯维护管理系统、电梯智能一键
报警系统、大数据管理系统等
菲尼克斯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永盛路 311223
电话：0571 82912018 传真：82190011
电子邮箱：734408153@qq.com
网址：www.fnkslift.com
主要产品：菲尼克斯电梯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乘客中心校 、载货电梯、自
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系列，并提供优质的测量、设计、安装、维修服务。
乐清市信达利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乐清市柳市镇苏吕工业园 B2 32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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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77 62795533 传真：62796825
电子邮箱：sales@xindali.com
网址：www.xindali.com
主要产品：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主要生产电梯检修盒，按钮开关，
控制盒，信号灯，低压电器元件、电器配件、塑料件、接插件、电子元件、
控制按钮开关、指示灯、节能信号灯、断路器开关、电力变频器、互感器、
配电箱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浙江天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 388 号 201200
电话：0577 62775688 传真：62775688
电子邮箱：zhouchen@tengen.com.cn
网址：www.tengen.com
主要产品：微断，塑壳，接触器，熔断器，变压器
杭州国辰智企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建设二路 957 号 311215
电话：0571 28284509 传真：56757600
电子邮箱：lichuanke@zhiqtech.com
网址：www.zhiqtech.com
主要产品：土建井道设计（SDS）、销售报价系统（ESP）、合同管理系统、
产品 ODS 设计系统（EDS）、生产 MES 系统、供应链管理系统 SCM、
QMS 质量追溯系统、智慧发运系统、企业运营管理平台
麦高迪亚太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凤翔路 777 号 315000
电话：0574 86505008
电子邮箱：chengcheng.lu@ammega.com
网址：www.megadynegroup.com
主要产品：橡胶环形同步带、橡胶开口同步带、聚氨酯环形动力同步带、
聚氨酯环形无接口同步带、聚氨酯开口同步带；聚氨酯、橡胶无缝平皮带；
包步带、六角带、XDV2、联组三角带、切边带、活络带；PV 橡胶多楔带、
聚氨酯多楔带；热焊接皮带、覆盖物、挡块、假齿、PPJ 系统
余姚市景桥五金厂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牟山镇新东吴村运河沿路 2 号
电话：0574 62502267 传真：62537526
电子邮箱：sales1@jhstamping.com
网址：www.jhystamping.com
主要产品：五金冲压件，电梯导轨支架

- 127 -

浙江特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景昙路 9 号西子国际中心 B 座 1902 室 310016
电话：0571 85092031
电子邮箱：zjtaadmin@163.com
网址：www.web.zjtajc.com
主要产品：电梯检测

安徽
安徽中科智能高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 100 号 230088
电话：0551 5326465 传真：5315608
电子邮箱：wlx@casbrain.com
网址：www.casbrain.com
业务范围：主要从事系列化电梯智能检测仪表的开发 ，生产和销售工作，
主要产品有 DT 系列电梯加速度测试仪、XC 系列电梯限速器测试仪、
AQJ 安全部件测试仪以及钢丝绳张紧力测试仪等。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宣城市郎溪县梅渚镇郎梅路 242115
电话：0563 7799998 传真：7799996
电子邮箱：xchualing@163.com
网址：www.xchualing.com
业务范围：电梯配件的制造及销售（自产自销），主要产品：电梯对重块（复
合、铸铁、钢板）。
合肥华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淠河路 88 号 230088
电话：0551 68165069 传真：65324417
电子邮箱：dingdd@ecu.com.cn
网址：www.ecu.com.cn
业务范围：工业开关电源、LED 驱动电源、高功率电子设备及特种元器
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安徽富控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城南工业园区兴浍路 32 号 233300
电话：0552 5460777
电子邮箱：fi@ahfuji.com
网址：www.ahfuji.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观光电梯、别墅电梯、载货货梯、医用电梯、自
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施工升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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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协同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歙县经济开发区 245200
电话：0559 6600198 传真：6527310
电子邮箱：2880725669@qq.com
网址：www.co-cb.com
主要产品：滚动轴承
合肥五方天铖楼宇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路与潜山路交口天玥中心 1 号写字楼
1708-1711 230000
电话：0551 65116771
电子邮箱：245015723@qq.com
网址：www.wuftc.com
主要产品：电梯无线对讲系统、停电应急平层
芜湖大中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芜湖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汽配路 7 号 214002
电话：0553 3022186 传真：3022805
电子邮箱：401731520@qq.com
网址：www.whdzjd.com.cn
主要产品：电磁制动器、离合器、电梯曳引机
安徽奥里奥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合 肥 市 高 新 区 习 友 路 与 香 樟 大 道 交 口 深 港 产 业 园 3 栋 B 座
230088
电话：0551 65336800 传真：65336500
电子邮箱：28973550679@qq.com
网址：www.ahorioc.com
主要产品：电梯安装、维修及销售；电梯大叔云平台
宁国市裕华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宁国市振宁路 31 号 242300
电话：0563 4183767 传真：4012888
电子邮箱：czy@ngyh.com; zengguangweiscii@163.com
网址：www.ngyh.com
主要产品：电子元器件、电容器、滤波器、电梯配件
黄山华佳表面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永佳大道 109 号 245061
电话：0559 3512809 传真：3512643
电子邮箱：yuyingjie@hjche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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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jchem.com
主要产品：Huajia ID 系列、Huajia IE 系列、Huajia EP 系列、Huajia BID
系列、Huajia BIE 系列、Huajia BEP 系列
安徽省东超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 230088
电话：0551 65121387
电子邮箱：dctech@dcustc.com
网址：www.easpeedtech.com
主要产品：无触摸人机交互模组 / 终端

福建
厦门劦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市头舫阳东 2 路 829 号 361101
电话：0592 7622310 传真：7622316
电子邮箱：2880092823@qq.com
网址：www.hk2000.cn
业务范围：自动化控制系统开发、生产、销售；批发、零售电梯、电梯配件、
电子器件；自动化控制系统维修、维护；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
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福州快科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洲尾 61 号 350019
电话：0591 22060736
电子邮箱：249230846@qq.com
主要产品：带钢结构一体化积木式电梯
泉州市新长安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泉州南安光电信息产业基地光电一路克力福大厦 361000
电话：0595 22497683 传真：22498683
电子邮箱：rachel@core-lift.com
网址：xinchangan.en.alibaba.com
业务范围：主要生产别墅电梯、电梯控制柜、操纵箱、外呼盒、各类显
示板及液晶显示板，以及各类电梯配件；销售各类电梯
厦门卓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同龙二路 579 号 3F 361000
电话：0592 5716185 传真：5716819
电子邮箱：XMZTO@FOXMAIL.COM
网址：www.jort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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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电梯停电应急救援装置、电动松闸电源装置、电梯专用稳压
电源、IC 刷卡、五方对讲、语音报站装置、电梯空调
通用（福建）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仙游经济开发区 351254
电话：0594 8181666 传真：8181988
电子邮箱：office@tydt.net
网址：www.tydt.net
主要产品：曳引驱动乘客电梯、曳引驱动载货电梯、液压载货电梯、自
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厦门升通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霞美工业区 361101
电话：0592 7391333 传真：7391222
电子邮箱：xmst@163.com
主要产品：整部电梯的销售、制造、安装，电梯配件的销售和维修。
中梯科技（福建）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万虹路 158 号 362000
电话：0595 28385777
电子邮箱：dlb@zhongtikeji.com
主要产品：电梯故障诊断装置及系统；电梯智能监管平台解决方案和数
据服务
福建天宇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东侨经济开发区闽东中路 28 号盈丰佳园 1 栋 1068
电话：0593 2368166
电子邮箱：154829510@qq.com
主要产品：各类电梯、扶梯及人行道的安装、维修、日常维护，电梯、
电梯零配件、扶梯零配件的零售。
泉州百福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华景仁居 B1-301
电话：0595 22658279
电子邮箱：info@qzbedford.com
网址：qzbedford.com
主要产品：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接触器、滤波器、电抗器、电阻
福州鑫奥特纳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州鼓楼区华大街道北环中路 45 号 2 号楼 5 层 350003
电话：0591 8353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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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784190756@qq.com
网址：www.fzxatn.com
主要产品：ATL-307 型电梯乘运质量测试仪

江西
亚洲富士长林电梯（新余）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光明路 1788 号 338029
电话：0790 6350068 传真：6350669
电子邮箱：411922246@qq.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制
造和销售、立体车库产品的生产
康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望城新区兴业一路南侧 330100
电话：0791 82293277 传真：82293218
电子邮箱：505970927@qq.com
网址：www.kondalift.com
业务范围：是一家集电梯研发、制造、销售、安装、维修服务于一体的
专业电梯制造企业 。产品涵盖了高速乘客电梯、住宅电梯、医用电梯、
载货电梯、观光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别墅电梯、无机房货梯
等产品及专业配套服务。
莱茵德尔菲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湖东路 9 号 336000
电话：0795 3608022 传真：3918999
电子邮箱：453881124@qq.com; jxlmecq@126.com
网址：www.Lmecq.com
业务范围：电、扶梯的整机生产、装配、销售、安装、维修及改造，电、扶
梯配套零部件的生产、销售；电、扶梯整机及配套零件部件的进出口经营
江西上菱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工业园区十坊北路 3 号 334700
电话：0793 2354633 传真：2456666
电子邮箱：2782873717@qq.com
网址：www.jxsanlig.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客电梯、自动人行道、自动扶梯、病床电梯、观
光电梯、无机房电梯制造、销售、安装、改造、维修、货物进出口和技术
江西氟派建筑装饰板材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城西港工业园裕港路一号 3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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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92 8176266 传真：8176266
电子邮箱：852590067@qq.com
网址：www.myfupai.com
主要产品：大理石电梯门套、岗石电梯门套、不锈钢电梯门套；
轿厢装潢
宜春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中山东路 367 号 336000
电话：0795 3281156 传真：3271851
电子邮箱：yctj@amr.jiangxi.gov.cn
网址：http://mail.amr.jiangxi.gov.cn
主要产品：提供宜春市特种设备的监督、定期检验。特种设备包括：锅
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场内机动车辆、
锅炉能效测试

山东
山东百斯特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西洛河路 57 号 250033
电话：0531 85900888 传真：85950396
电子邮箱：Bester_wsq@163.com
网址：www.bester-cn.com
业务范围：Bester 始终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先进的电梯及服务，产品涵
盖商用电梯、住宅电梯、观光电梯、医用电梯、别墅电梯、载货电梯、
汽车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等梯型，小机房电梯、无
机房电梯、高速电梯、液压电梯更好的满足各类用户的特定需求。
山东高斯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章丘市辛寨乡辛中大街 13 号 250212
电话：0531 83542594 传真：83541079
电子邮箱：gsddt9999@126.com
业务范围：电梯制造、销售、安装、改造、维修、保养。
德州市德威利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宁津县柴胡店镇光明安 116 号 253405
电话：0534 5811658 传真：5811159
电子邮箱：DWLat888@vip.sina.com; 2408152816@qq.com
网址：www.dwl888.com/main.php
业务范围：主要生产：电梯轿厢，开门机，层门装置，各种电梯、扶梯轮子。
靴衬、门钩子锁、电梯、扶梯橡胶件。扶梯梯级边框、梳齿板、滑轮群组
等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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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三立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宁津县经济开发区泰山路 6 号 253400
电话：0534 5841008 传真：5841196
电子邮箱：nj_sldtbj_666@163.com
网址：www.dtpjc.com
主要产品：绳头组合、导靴、补偿链、橡胶垫、油杯
山东富士制御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宁津县经济开发区泰山路南首 253400
电话：0534 5819999 传真：5819198
电子邮箱：sdfjzydt@163.com
网址：www.sd-fjzy.com
业务范围：生产销售乘客、载货电梯、观光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杂物梯，电梯安装维修改造。自营产品，生产设备，原材料，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电梯配件生产销售。
山东博尔特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宁津县银河开发区泰山路 253400
电话：0534 5534899 传真：5238819
电子邮箱：chinapfdt@vip.163.com
业务范围：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保养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山东奔速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汇河大道 271113
电话：0531 76591009 传真：76591877
电子邮箱：xihengtong@163.com
网址：www.sdbe.net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山东莱茵艾佳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宁津经济开发区泰山路南首 253000
电话：0534 5422198 传真：5422939
电子邮箱：aijiadt@163.com
网址：www.rhine-aijia.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钢结构、立体停车库生产、安装、维修及销售、电梯配件生产及销售 . 自
营产品的进出口业务，机电工程施工。
山东智鼎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柳泉路 37 号 1303 号 255000
电话：0533 3178328 传真：317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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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zhidingdianti@163.com
业务范围：电梯的销售、安装、维修，机电设备、建筑材料的销售。
宁津县世兴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宁津县柴胡店镇政府驻地 253405
电话：0534 5811306 传真：5816088
电子邮箱：shixingdianti@126.com
网址：www.sdsxdt.com
业务范围：各种轿厢对重导靴、曳引机减震垫、轿顶减震垫、轿箱减震垫，
各种油杯、门滑块、滑轮、绳轮、梳齿板边框、主副梯级轮、绳头等。
山东富春华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 G220 东 永康街南 金水路西 351400
电话：0531 58681688 传真：81179677
电子邮箱：fch2188@163.com; zxianz@163.com
业务范围：设计、制造、维修、保养、电梯、五金机械、电梯配件
德州通懋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德州市经济开发区体育路 1 号 253000
电话：0534 2681919 传真：2776199
电子邮箱：13953429889@163.com
网址：www.dztongmao.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人行道、自动扶梯销售、
安装、维修、改造。
山东森通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天桥区重汽翡翠郡北区 10 号楼 2 单元 101 250031
传真：82952666
电子邮箱：atom_zhuningning@163.com; atom_elevator@163.com
网址：www.sdsentong.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载货电梯的安装、维修，
自动人行道电梯的维修；电梯及配件、立体车库的销售；经济贸易咨询；
进出口业务。
山东宏运达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高新区中华路与上海路交叉口东 200 米路北 252000
电话：0635 5085018 传真：8506977
电子邮箱：shandonghyd@163.com
网址：www.hyd-cn.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无机房电梯、扶梯、观光梯、人行道梯等产品的
生产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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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赛维特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章丘市赭山工业园 250200
电话：0531 83268800 传真：83269498
电子邮箱：13853171300@126.com
网址：www.sdsvtd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消防员电梯
鲁南技师学院
地址：临沂市罗庄区滨河路与罗程路交会处 276021
电话：0539 6376025 传真：8977726
电子邮箱：lyjsxydqx@163.com
网址：www.lnjsxy.cn
业务范围：负责电梯上岗证的培训；负责电梯专业教学培训；为电梯公
司输送电梯人才
宁津县鑫茂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希望社区南 100 米 253400
电话：0534 5218117 传真：5218217
电子邮箱：Xaddt888@126.com; 1483064300@qq.com
网址：www.xmdtpj.com
主要产品：本公司主要生产滚动导靴、滑动导靴改滚动导靴、曳引轮、
导向轮、摩擦轮等一些易损部件。
聊城市高力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聊城市西出口向右第二个红绿灯右拐一公里 252000
传真：8670228
电子邮箱：1027094453@qq.com
网址：www.gljscl.com
主要产品：电梯门套
山东拓维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小李庄工业园南首 250000
传真：85981031
电子邮箱：1610073321@qq.com
网址：www.tuoweicnc.com
主 要 产 品：1、COMP 系 列 数 控 平 板 液 压 冲 孔 机；2、COMPKC 系 列
数控冲孔生产线；3、COMPKC 系列数控平板纵梁冲孔生产线；4、
COMUP 系列纵梁平板、U 型梁数控冲孔生产线；5、COMPW 系列数
控 U 型纵梁腹面冲孔生产线；6、COMPUT16012-4 系列数控 U 型三面
冲孔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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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县宏胜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振华大街大众维修站院内 253400
电话：0534 5886566 传真：5882576
电子邮箱：njzhongjie@126.com
网址：www.zjdtpj.com
主要产品：各种梯级轮，摩擦轮，梳齿板。边框，回转链，曳引轮
山东华炜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通世南路 7 号 B3 楼 1507 室 264000
电话：0535 6663762
电子邮箱：1341019960@qq.com
网址：www.sdhwzs.com
主要产品：电梯外包大门套
青岛正信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 41 号 4 楼 266071
电话：0532 85776111 传真：85776111
电子邮箱：85776111@163.com
网址：www.citzx.com
主要产品：电梯黑匣子、电梯监管云平台、智能化、物联网
宁津县博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振华大街东首
电话：0534 5221966 传真：5882576
电子邮箱：1582719472@qq.com
网址：www.xxdtpj.com
业务范围：主要生产边框，梳齿板，梯级轮，耐磨条扶梯机械配件，油杯，
滑块，导靴，靴衬等
山东寰球信达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宁东路 168 号鑫诚恒业大厦 9 楼 266500
电话：0532 82561000
电子邮箱：754922448@qq.com
主要产品：电梯供应链金融服务
山东埃森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新立小学东临 256500
电话：0543 2966333 传真：2881258
电子邮箱：aisendianti@163.com
网址：www.aisendianti.com
主要产品：杂物电梯，传菜电梯，别墅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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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津县福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柴胡店镇工业园 253400
传真：5811090
电子邮箱：906407298@qq.com
主要产品：摩擦轮；曳引轮；反绳轮；梯级轮；梳齿板；滑轮组；边条；
油盒；门刀；驱动轮；高速导靴等
德州秀石石业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二十里铺
电子邮箱：760650504@qq.com
主要产品：石材幕墙工程、电梯门套线
山东茂旺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福宁大街东首 253400
电话：0534 5811545 传真：5817166
电子邮箱：mwdtpjc.888@163.com
网址：www.mwdtpj.com
主要产品：电梯配件、导向轮、反绳轮、曳引轮
青岛众高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胶州胶西二期工业园 266329
电话：0532 85202777 传真：85212979
电子邮箱：info@qdzhangshi.com
网址：www.qdzhonggao.com
主要产品：汽车后备箱气弹簧用活塞杆，电梯专用丝杠，汽车配件，智
能家居，医疗器械等。
弘毅电梯部件（山东）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振华大街东首交警队西 500 米路南 253400
电话：0534 5236128 传真：5236328
电子邮箱：605938606@qq.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及配件生产、加工、销售；曳引轮、导向轮、
反绳轮、对重轮生产、加工、销售。
济南天辰铝机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历城区春博路天辰智能装备产业园
电话：0531 88882995 传真：88882995
电子邮箱：tcsales@tcshukong.com
网址：www.tianchenalum.com
主要产品：数控九轴三维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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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欣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宁津县开发区福宁大街东首 253400
电话：0534 5844886 传真：5844886
电子邮箱：nj_xddtbj@163.com
网址：www.sdxddt.com
主要产品：产品服务是指以实物产品为基础的行业，为支持实物产品的
销售而向消费者提供的附加服务。如果永产品整梯概念来解释，产品服
务就是指整梯产品中的附加产品、延申产品部分，也称产品支持服务，
其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所购产品效用的充分发挥。
青岛北阳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交警队西 100 米
电话：0532 67796988 传真：67796988
电子邮箱：458401632@qq.com
网址：http://m.qddayang.com
主要产品：不锈钢镜面，蚀刻，镀钛，喷砂，发纹板
青岛堤香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正阳路 477 号 1 号楼 4105 266100
电话：0532 58808766 传真：58808750
电子邮箱：allan.zhang@qq.com
网址：www.qdwts.com
主要产品：韩国装饰贴膜，韩国不带胶 PVC 吸塑膜、PP 膜、PET 膜
龙闯电梯（青岛）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城阳区天安数码城 7 号楼
电话：0532 80966295
电子邮箱：Longwei.cong@lonchuang.com
网址：www.lonchuang.com
主要产品：瑞特科家用电梯，Handicare 座椅电梯，悠步别墅电梯
山东玉玺仪器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环保科技园国际商务中心 A 座 250101
电话：0531 82687977 传真：82687744
电子邮箱：sales@lifttester.cn
网址：www.lifttester.cn
主要产品：电梯限速器测试仪，自动扶梯人行道多功能测试仪，电梯乘运
质量测试仪，电梯门夹紧力测试仪，扶梯人行道梯级踏板动静载荷试验机
济南鼎点数控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崔寨街道青宁工业园 55 号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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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1 82804595
电子邮箱：info@acmelaser.cn
网址：www.acmelaser.cn
主要产品：激光切板机、激光切管机、管板一体机
青岛中三别墅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杜村平安大道东端 266300
电子邮箱：171988309@qq.com
网址：www.zhongsandianti.com
主要产品：家用别墅电梯，螺杆电梯，铝合金钢结构井道、铝合金观光轿厢
山东兴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东城街道东泰路 7027 号 262600
电话：0536 3687777
电子邮箱：xingjianxinxing@163.com
网址：www.sdxjxxjc.com
主要产品：电梯门套生产、销售、安装

河南
南阳中原智能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南阳市北京路 1218 号 473082
电话：0377 63550200 传真：63550300
电子邮箱：zhy196612@163.com
网址：www.zyzndt.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制造、
安装、改造、维修。
河南省现代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东里路 38 号华丰时代大厦 450004
电话：0371 66337711
电子邮箱：xin_jg@qq.com
网址：www.6337711.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立体停车设备销售、安装、改造、
维修、保养、电梯配件销售
西继迅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许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延安南路 461000
电话：0374 8316693 传真：8316695
电子邮箱：yuanjianhua1963@126.com; li.guojun@xjelevator.com
网址：www.xjelevat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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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电梯销售、设计制造、安装维修
瑞普兰德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许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阳光大道西段 4843 号 461000
电话：0374 3216689 传真：3365678
电子邮箱：rplddt@163.com
网址：www.reblande.co.cn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自动扶梯、载货电梯、自动人行道、智能立体停
车设备及其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改造及维修；产品技术
的开发、转让、咨询和服务；钢结构工程的施工安装、货物或技术进出口。
郑州通快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文兴路 9 号 450000
电话：0371 87532211 传真：87532268
电子邮箱：cntokey@126.com
网址：www.tokey.com.cn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观光电梯、医用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等
邓州市启利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邓州市审计局南巷子向东 100 米 474150
电话：0377 62198999 传真：62198999
电子邮箱：13262088800@163.com
主要产品：代理多个电梯品牌在其区域内的销售，安装、维修业务； 如：
蒂森克虏伯、上海三菱电梯、永大电梯、苏州巨立、福州豫榕等电梯
品牌
摩根电梯（信阳）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纬北五路与新十八大街交叉口 464000
电话：0376 6790113 传真：6790113
电子邮箱：18339952380@163.com
网址：http://d.x-hitech.com:8080/mgdt1/
主要产品：MORGANUSA 系列：高端商务电梯、别墅梯、乘客电梯、
载货电梯、观光电梯、汽车梯、医梯、餐梯 / 杂物梯、自动扶梯、自动
人行道
河南邦迪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驻马店市薄山路与雪松路交叉口西北角 463000
电话：0396 3725179
电子邮箱：3387069171@qq.com
网址：www.bangdijidian.com
主要产品：日立电梯、西继迅达电梯、西子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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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克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荥阳市乔楼镇中原西路 9 号 450122
电话：0371 63250502
电子邮箱：PresidentOffice@liftcore.com.cn
网址：www.liftcore.com.cn
主要产品：产品：客梯、扶梯、医用梯、观光梯、别墅梯、货梯服务：
新梯业务、安装维保、旧楼加装、旧梯改造、实训教学
东方红电梯设备研究院（河南）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濮阳市华龙区昆吾路 472 号老发改委西区 457000
电子邮箱：dongfanghongdianti@163.com
网址：www.dongfanghong.cn
主要产品：小机房乘客电梯，无机房乘客电梯，自动扶梯及人行道，载
货电梯，观光电梯，医用电梯，别墅电梯，汽车电梯

湖北
湖北电梯厂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莲湖路 30MC 441021
电话：0710 87811095 传真：3620612
电子邮箱：576799037@qq.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观光电梯、无机房电梯、消防员电梯、
矿用电梯；垂直电梯的安装、改造、维修。
湖北正野电器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随州市经济开发区望城岗工业园区 441300
电话：0722 3323638 传真：3323908
电子邮箱：genuin@188.com; 1641382783@qq.com
网址：www.genuinlift.com
业务范围：商用客梯、住宅梯、观光梯、货梯、医梯、杂物梯、扶梯、
人行道的制造、安装、维修。
湖北铜都通用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大冶市城西北工业园罗金大道 49 号 435100
电话：0714 8758689 传真：8758878
电子邮箱：tdtydt@163.com
网址：www.hbrhdt.com
业务范围：设计、制造及销售、安装、维保、改造乘客电梯、载货电梯、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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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世纪菱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江大路 39 号大江园南苑 14 栋 3 单元 1303 420100
电话：027 82629356 传真：82629156
电子邮箱：david@elevator-components.cn
网址：www.elevator-components.cn
业务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电梯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武汉长光电源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车城大道 172 号 430056
电话：027 84891322 传真：84891924
电子邮箱：sales@cgbbattery.com
网址：www.cgb.com.cn
主要产品：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天域梯业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中央商务区泛海国际 SOHO 城一期 1 栋 12 层 6 号
430000
电话：027 85771515 传真：85711616
电子邮箱：276471090@qq.com; 4430335@qq.com
网址：www.edtyun.com
主要产品：电梯管家
武汉天域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中央商务区泛海国际 SOHO 城 ( 一期 ) 一栋 12 层 3
室 430000
电话：027 85711515 传真：85711515
电子邮箱：tyty@whtyty.com
网址：www.whtyty.com
主要产品：电梯、停车设备、电梯维保、电梯管家 APP
湖北立菲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十堰市朝阳北路 8 号（泰弘广场 A 座 6 楼） 442000
电话：0719 8221082 传真：3700339
电子邮箱：190283830@qq.com
主要产品：电梯销售及安装、改造、维修
湖北芝友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京汉大道 1038 号银泰大智嘉园 F 栋芝友机
电办公楼 430014
电话：027 59509600 传真：59509623
电子邮箱：zhuzm@zyj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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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zyjd.com.cn
主要产品：电梯销售、电梯安装、保养、维修改造
湖北科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天门市经济开发区天仙路 4 号 431700
电话：0728 5333115 传真：5333115
电子邮箱：284333021@qq.com
网址：www.hbkx1688.com
主要产品：电梯停电应急装置、五方对讲、电梯门套、电梯空调
湖北优力维特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天门市侨乡经济开发区纬四路 431700
电话：0728 8211132 传真：8211137
电子邮箱：18672875059@163.com
网址：www.hbuniversal.com
主要产品：各类客用电梯、观光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货梯、医
用电梯、杂物梯和无机房电梯。
湖北鸿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地址： 441300
电话：0722 3266667 传真：3220668
电子邮箱：278549568@qq.com
网址：www.hyjpjc.com
主要产品：纳米石塑、锌钢集成、不锈钢电梯门套
湖北科力斯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仙桃市中加科技城 6-8 433000
电话：0728 3336799
电子邮箱：736647225@qq.com
网址：www.xd318.com
主要产品：客梯、担架梯、货梯
湖北省电梯协会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路大智无界空中小镇 2 号楼 4-413 室
430014
电话：027 82705886
电子邮箱：3398377875@qq.com
主要产品：宣贯国家、省有关电梯法规；协调解决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开展电梯行业统计工作；在会员中组织人才、技术、
职业培训，开展咨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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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长沙五力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劳动东路 208 号华菱新城地标 704 室 410007
电话：0731 85952955 传真：85952911
电子邮箱：cswlhjh@163.com
网址：www.cswljd.com
业务范围：电梯应急装置产品开发、生产制造
伯朗电梯（郴州）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产业承接园内 424200
电话：0735 3702888 传真：3885777
电子邮箱：2779274588@qq.com
网址：www.browncn.cn
主要产品：电梯制造，电梯配件的制造、电梯的安装和维护保养服务及
五金件研发、开发等
湖南世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井湾路 618 号山水庭院小区 12 栋东头综合层 410000
电话：0731 84450741 传真：84451272
电子邮箱：825922523@qq.com
网址：www.hnstdtgc.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杂物电梯、自行人行道的销售、
安装、维修保养。
湖南德力通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栗雨工业园金凯路 2 号
电话：0731 85227488 传真：85227488
电子邮箱：769032086@qq.com
网址：www.hndlt.com
主要产品：研发、设计、制造、生产、安装、改造、维修、维护保养：
乘客电梯、病床电梯、观光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立体停车库
亚洲富士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邵阳大道中段 D-02 号 422000
电话：0739 2588888 传真：2599888
电子邮箱：postmaster@as-fuji.com
网址：www.as-fuji.com
主要产品：电梯和智能立体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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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治州金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吉首市文艺路体育星城 B 栋 1 单元 1201-1202 416000
电话：0743 2122860
电子邮箱：471557626@qq.com
网址：www.xxjbdt.com
主要产品：公司主要经营梅轮、康力、通力等中、高端国内知名上市公
司品牌电梯。是一家电梯、立体停车库两大类产品的销售、安装、维修、
保养、电梯井道附属工程施工服务。
湖南澧州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澧县澧浦街道办事处任家巷居委会环宇 • 莱茵小镇 1 栋
1403-1404 室
电话：0736 3228110
电子邮箱：305294953@qq.com
主要产品：其他未列明服务业；电梯的安装、
维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
施工、维修；电梯及其零配件、五金工具销售；弱电综合布线；电气安装；
管道和设备安装；金属结构制造。
湖南怀奥机电有限公司
地 址： 湖 南 省 怀 化 市 鹤 城 区 沿 河 路 怀 南 钢 材 物 流 城 1 栋 3 单 元 3 楼
418000
电话：0745 2388777
电子邮箱：1123056548@qq.com
主要产品：电梯的销售、安装、维修保养
日立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233 号中信广场办公楼 62 楼 510613
电话：020 38793251 传真：39908001
电子邮箱：xiongyuting@hitachi-helc.com
网址：www.hitachi-helc.com
主要产品：各类电梯扶梯自动人行道、智能安防系统

广东
广东威得利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工业园三山南桥边 528251
电话：0757 86707393 传真：82764281
电子邮箱：weidely@wdlelevator.com
网址：www.wdlelevator.com
业务范围：本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安装、维修保养乘客电梯、载货电梯、
餐梯及桥式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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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珠江中富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工业园 C 区狮山大道十三号之一 528225
电话：0757 86691766 传真：86697880
电子邮箱：zjzf@zjzf.cc
网址：www.zjzf.cc
业务范围：公司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目前
生产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共五个类
别的电梯。产品畅销全国各地，服务网点网络遍布全国。珠江中富电梯
产品还出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沙特亚拉伯、印度、越南、
柬埔寨、泰国、非洲及南美洲等国家和地区。本着互赢互利的原则，相
互信赖，彼此依存，在全国各地努力拓展销售市场，精诚为用户服务
广东华凯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国家生态工业园生态路 15 号 528000
电话：0757 63862977 传真：63811441
电子邮箱：471566989@qq.com
网址：www.fshuakai.com
主要产品：主营乘客电梯、观光梯、病床电梯、载货电梯、汽车电梯、
无机房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的制造、安装、改造、
维修保养业务。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 523660
电话：0769 87303443 传真：87732448
电子邮箱：shanping@ifelift.com
网址：www.ifelif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杂物电梯。
广州嘉立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 21 号 8-E 房 510600
电话：020 37584470 传真：37584477
电子邮箱：450549353@qq.com
业务范围：销售电梯及配件，电梯安装、维修、保养。
广东长城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茶山镇伟建路 48 号之一 523121
电话：0769 22265288 传真：22265288
电子邮箱：gwe0769@163.com
网址：www.dgccdt.com
业务范围：产销、安装、维修电梯，起重机械，门窗；销售：五金电器、
电梯及起重机配件；水电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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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森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区街道马岭大新路 11 号、13 号 528455
电话：0760 89918037 传真：88890612
电子邮箱：elena.chen@tkeap.com
网址：www.thyssen.com.cn
业务范围：生产经营、销售、研发各类电梯（包含残障人电梯、乘客电梯、
载货电梯、客货两用电梯、杂物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其零部
件；产品境内外销售；从事公司自产产品及同类商品的批发、佣金代理
（拍卖除外）、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
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从事前述产品及其零
部件的相关配套服务，包括安装、改造、保养、维修、加工、售后服务等；
从事公司相关产品及其零部件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进出口（国
家限制、禁止类除外）。
深圳市长城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环城南路 5 号坂田国际中心 C2 栋 9 楼 901
518129
电话：0755 83346488 传真：83246563
电子邮箱：574988647@qq.com
主要产品：电梯安装、维修、保养服务
广东寰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马发街 16 号自编 1 栋（厂房）自编号 202 511400
电话：020 34835830
电子邮箱：871370150@qq.com
业务范围：电梯应急救援装置、手动松闸装置、后备电源、抱闸电源、
夹绳器控制电源。二线制五方通话对讲系统、计次计时器等电梯配件。
中山市迪宝尔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区渡头工业西区 528455
电话：0760 88895611 传真：8893955
业务范围：加工、制造、安装、维修、保养载货电梯、客梯、起重机械。
广东省科安电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广州大道南 1276 号四楼 403 室 510060
电话：020 89053920
电子邮箱：gdkadt@kadtgs.com
网址：www.kadtgs.com
主要产品：电梯销售、安装、加装、维修、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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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立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工业园区展凌路 5 号 510870
电话：0757 87651976 传真：87651975
网址：www.hailige.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客货电梯、电梯配件的生产及安装、维保技术改造业务
广东菱电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区城南五路 528455
电话：0760 23335230 传真：88898899
电子邮箱：chuangui.cao@gdrle.cn
网址：www.gdrle.cn
主要产品：专业经营三菱牌电梯及自动扶梯业务，并提供三菱电梯全球
统一技术标准产品的销售、生产、安装、维修、保养和改造一条龙服务。
广州骏泽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301 号 510405
电话：020 86373723 传真：86384331
电子邮箱：junzedianti@163.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等；电梯维修保养，
安装改造。
佛山市南海三美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横岗工业区横兴路 528231
电话：0757 85583384 传真：85500322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各类型电梯曳引机，载重由 100 ～ 5000kg，速度由
0.25-1.75m/s，以及零配件。
广州广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国贸大道南 636 号之五 511447
电话：020 84654222 传真：84654898
电子邮箱：te@efg.cn; 13751842228@163.com; guozhonghua@efg.cn
网址：www.efg.cn
业务范围：制造、加工：电气设备及其零配件、电子元器件、电线电缆、
空调配件、金属制品及零配件、包装材料、矿山专用设备及其零配件、
灯饰照明器材、金属软管、智能控制系统及其相关技术的研究开发；销
售本企业产品；商品信息咨询。
佛山市顺德区金泰德胜电机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市良路鸡洲路段 82 号 528308
电话：0757 27723109
电子邮箱：rita.shi@nidec-kd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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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nidec-kds.com
主要产品：电梯有齿轮及无齿轮曳引机，控制系统，旧梯改造方案，安
全部件，电梯配件及附件等
菱王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山科技工业园北园 528225
电话：0757 66827801 传真：66827802
电子邮箱：zhongxingnong@163.com; zxn@winone.cn
网址：www.winone.cn
主要产品：制造、销售、安装、维修、改造：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
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制造、维修、安装、销售：五金机械、
电梯配件、普通机械设备；销售：电梯；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广东升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中心科技工业区芦苞园 C2-5 号 528139
电话：0757 87311663 传真：87311668
电子邮箱：sdelevator@163.com
网址：www.fsshengda.com
业务范围：生产、安装、维修、改造 “ 升达 ” 牌乘客电梯、客货电梯、
服务电梯、观光、病床、汽车电梯及其配件。
佛山市昌宏电梯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创业路 1 号车间二首层 528100
电话：0757 87770143 传真：87782143
电子邮箱：1759816638@qq.com
业务范围：电梯配件、五金机械的生产、销售。主要生产电梯安全部
件为主，包括：开门机构、门头组件、安全钳、双向限速器、绳头结合、
门锁、上行超速保护装置。
广东伟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深海路 17 号瀚天科技城 A 区 7 座 4-5 楼 528200
电话：0757 81019922 传真：81019909
电子邮箱：marketing@wabon.com.cn
网址：www.wabon.com.cn
业务范围：研发、制造：智能硬件，工业电气自动化产品，楼宇液晶广
播设备，电梯智能化显示设备、电梯通信设备（以上项目不含电梯安全
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半导体绿色照明产品；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
开发；销售：电子电器，信息设备，五金机电产品，计算机软硬件，半
导体绿色照明产品；承接智能化系统、智能化弱电系统安装工程；货物
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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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戈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布澜路巨银科技工业园 F6 栋 4 楼 518112
电话：0755 89500200 传真：89501155
电子邮箱：sz_tg@163.com; nickshoot@163.com
网址：www.tangale.com
主要产品：1、多媒体电梯液晶显示器 2、真彩楼层电梯液晶显示器 3、
电梯状态监控 4、IC 卡乘梯 5、二维码乘梯人脸识别乘梯
广东台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大旺高新区临江工业园达利路 21 号 526238
电话：0758 3999029 传真：86403606
电子邮箱：328016127@qq.com
网址：www.gdtairi.com
业务范围：生产、销售各类电梯、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提供研发、设计、
制造、安装、维保、改造一条龙技术与工程服务。
深圳市艾而特工业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工贸园云松大厦 5D 518040
电话：0755 88350033 传真：88350011
电子邮箱：sales@contmp.com
网址：www.contmp.com
业务范围：公司是日本多摩川精工（Tamagawa Seiki Co., LTd.）在中国
大陆的总代理，专业代理多摩川（TAMAGAWA)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及高分解能编码器。产品使用范围：电梯行业！
美迪斯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华南现代中医药城 528451
电话：0755 84812128 传真：84118811
电子邮箱：735378945@qq.com; szmatiz@163.com; 1035503157@qq.com
网址：www.matiz.com.cn
业务范围：公司集电梯的研发、制造、安装、维保服务等综合功能于一
体，利用当今成熟的机电控制和制造技术，研发制造 Matiz 牌乘客电梯、
观光电梯、载货电梯、医疗电梯、厨房专用电梯、自动扶手电梯和自动
人行道等多功能、多范围的电梯品种。
广州市斯贝仕电梯装饰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周门北路 28 号荔天大厦 1003 510240
电话：020 34388008 传真：34388009
电子邮箱：info@gz-space.com
网址：www.gz-space.com
业务范围：客梯轿厢装潢、观光电梯装潢、厅门、门套、扶梯外包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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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外显示盒、外呼面板、COP 操纵箱、电梯吊顶、地板、扶手等轿厢相关配件
日立楼宇技术（广州）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翔三路 2 号 510660
电话：020 32015188 传真：32015177
电子邮箱：ropente@ropente.com
网址：www.ropente.com
业务范围：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永磁同步变频门机、数字对讲、小区
电梯监视系统、无线遥监等。
惠州富士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窖源路工业区 516127
电话：0752 6916970 传真：6916970
电子邮箱：253056295@qq.com; Fuji-hz@163.com
网址：www.fujihz.com
业务范围：惠州富士电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电梯设计、生产、销售、安装、
维修、保养、改造一条龙服务的企业。
广州广日电梯工业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国贸大道南 636 号 511447
电话：020 39221188 传真：39221155
电子邮：lichunhui@guangri.net;
1531992666@qq.com
网址：www.guangri.com.cn
主要产品：ESW 无机房电梯、G•Exc 小机房乘客电梯、G•Wiz 小机房乘
客电梯、G•Qik 高速电梯、G•Wiz-MRL 无机房电梯、G•Wiz-B 医用电梯、
GreenMax 小机房乘客电梯、GreenMax-E 小机房乘客电梯、GreenMax-B
医用电梯、GreenMax-0 观光电梯、GreenMax-H 家用电梯、GVH 载货电梯、
GRF 自动扶梯、GRR 自动人行道、Min II 自动扶梯、G•Art 复合钢带电梯、
G•Plus 加装电梯等。
佛山甬大电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懿龙路 1 号 F1 528225
电话：0757 86698598 传真：86698588
电子邮箱：info@yongda-elevator.com
网址：www.yongda-elevator.com
业务范围：专业生产销售变频开门机、层门装置、门锁、限位开关等系
列电梯零部件。
广州永日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汽车城沿江大道北 51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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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0 86732000 传真：86732001
电子邮箱：liangyu199911@163.com
网址：www.yongri.com
业务范围：制造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加工电梯零配件、电梯技术咨询、销售金属材料、电器机械
广东华辉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三山东区村港口路西侧 528251
电话：0757 86797580 传真：86797095
电子邮箱：2273932025@qq.com
网址：www.fshhdtpj.com
业务范围：主要生产制造电梯安全钳、限速器、油压缓冲器、夹绳器、
绳头组合、导靴、安全触板、称重等安全部件
东莞市张丰合号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堑头运河东一路梨川桥头嘉美楼旁 523107
电话：0769 23062171 传真：23062172
电子邮箱：zfhhdt@zfhhdt.com
网址：www.zfhhd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
佛山市三水三洋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范湖工业区 528138
电话：0757 87360529 传真：87360472
电子邮箱：fssanyo@tom.com.cn
网址：www.fssanyo.com
业务范围：生产：乘客电梯、客货电梯、杂物电梯 、餐梯（持生产许可
证经营）；产销：电梯配件； 电梯安装、维修、保养（由分支机构经营）。
广东皇冠电梯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桑园工业区狮龙路 24 号 523119
电话：0769 23168388 传真：23168366
电子邮箱：dgsiemens@163.com
网址：www.dgsiemens.com
业务范围：产销、安装、维修：电梯（按特种设备行政许可证经营），
电梯技术的研发、咨询服务及技术转让，销售：电梯配件、钢材；计算
机软硬件设备技术的开发、转让、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江门市蒙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江海区永康路 51 号 529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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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0 3328088 传真：3336628
电子邮箱：tech@modrolelectric.com
网址：www.modrolelectric.com
业务范围：生产及销售交流异步电机控制器、各类自控电气；工业自动
化控制软件产品及配套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
广州菱伴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石化公路明经路段 17 号 511434
电话：020 89301499 传真：89301428
电子邮箱：613932319@qq.com
网址：www.liftop.com
业务范围：制造、加工：电子产品、电器设备、空调设备、水处理设备、
空气净化设备及其配件的技术研发、技术开发、设计、安装、维修、电
梯配件批发和零售贸易。
广州吉梯机电设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同和中路老庄 1128 号君誉商务中心首层
510515
电话：020 87247611 传真：87247609
电子邮箱：543094868@qq.com
网址：www.gzjtjd.com
主要产品：光电开关、抱闸电源、电子灭弧器、专业承接电梯控制柜的
生产和调试
广州坂本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西丽工业区丽骏路 1 号西丽大厦 B 梯 4 楼 511400
电话：020 66606198 传真：66606199
电子邮箱：2853562771@qq.com
网址：www.banben.cn
业务范围：生产、销售、安装、维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电气自动化
控制系统、空调设备；科技开发，技术转让。
广东吉荣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揭阳市产业转移工业园三号路 522000
电话：0663 3616666 传真：3616660
电子邮箱：jrdt@jirong.com
网址：www.gdjr.com.cn
业务范围：专业从事电梯研发、制造、销售、安装、维修、保养、进出
口贸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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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创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清远市英德市东华镇清华园日创大道 1 号 513058
电话：0763 2622999 传真：2660188
电子邮箱：846867769@qq.com
网址：www.rechlift.com
主要产品：1. 产品： 各产电梯产品如乘客电梯、观光梯、病 床梯、货
梯、 家 用 梯 等：varies elevators ,such as : passenger elevators ,panaramic
elevators ,bed elevators , cargo elevators , homelift etc.
2. 服务： 电梯的生产、安装、售后服务等
广东川田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犀牛陂工业区公凹横一路 19 号 523799
电话：0769 82220788 传真：82220799
电子邮箱：49011595@qq.com
网址：www.ctdt.net
业务范围：制造、安装、维修、销售电梯（凭有效许可证经营）；五金配件；
加工五金。
日立电梯电机（广州）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 1 号 510670
电话：020 36118966
电子邮箱：Liuyanmei@hitachi-helc.com
主要产品：永磁同步曳引机
住友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杨梅）长春路 2 号 528500
电话：0757 88269988 传真：88269937
电子邮箱：59600869@qq.com
网址：www.jfuji.com
主要产品：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杂物梯、立体停车场、其他
升降设备及其零部件的设计、制造、加工、销售、安装、维修保养和改造。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广州市美高工业器材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石北工业路 684 号巨大创意产业园 12 栋西塔
7171 512012
电话：020 83266170 传真：83266180
电子邮箱：gzmeclo@meclo.com.cn
网址：www.meclo.com.cn
业务范围：本公司是一家电梯行业的系统集成商，主要从事电梯相关产
品的代理销售，我司主要代理产品有默纳克一体化，曳引机，外呼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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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箱，模块化控制柜以及电梯钢丝绳等产品，客户群遍盖华南区域的电
梯公司及改造客户。
辛格林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智信大道 2 号 528200
电话：0757 66860898 传真：66860899
电子邮箱：siglen@126.com; 363257750@qq.com
网址：www.siglenlift.com
业务范围：制造、改造、安装、维修、销售：电梯，电梯配件，五金配件（制
造、安装改造电梯项目仅用于筹建）；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等等。
江门市骏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门市高新区高新东路 19 号 529000
电话：0750 3410919 传真：3125977
电子邮箱：sales@jundaled.com
网址：www.jundaled.com
业务范围：专业设计、生产、销售 LED 电梯点阵显示屏及 LED 电梯照
明产品。
东莞巽阳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石厦村金厦东路 38 号 523792
电话：0769 83181421 传真：83181465
电子邮箱：apollodavid0308@126.com
网址：www.apollotw.com
主要产品：紧急电梯供应装置、电梯自动救援装置、智慧型感应电子式
稳压器 ( 电梯专用 AVR)、语音紧急警报器 (ARD 专用 )、手动电梯救援
装置、电梯空调、直流不间断电源系统 ( 内含电池的适配器 )。
广东快速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博罗县石湾镇四十米大道东侧铁场朱黎段格水口 516125
电话：0752 6655760 传真：6655760
电子邮箱：524246422@qq.com
网址：www.China-fast.com
业务范围：生产、安装、改装、维修、销售：电梯
河谷（佛山）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罗格围工业区禅秀路 18 号 528061
电话：0757 82011888 传真：82817096
电子邮箱：1815075138@qq.com; info@her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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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herg.com.cn
主要产品：集中润滑系统产品及辅件
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深州市宝安区重庆路 128 号大族激光全球生产基地 1 栋 518052
电话：0755 23010118 传真：86161569
电子邮箱：cx@hanslaser.com
网址：www.hansme.com
主要产品：专业从事中高功率激光切割装备、激光焊接装备、3D 打印装
备、激光器、数控系统与功能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
国家火炬中山南区电梯特色产业基地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区城南二路 1 号 528455
电话：0760 88894999 传真：88893364
业务范围：负责电梯产业基地的规划、建设、开发、项目申报、手续办理、
管理和招商引资工作。
深圳市互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怀德翠海工业园 10 栋 5 楼 518000
电话：0755 27389078 传真：27389078
电子邮箱：2853817835@qq.com
网址：www.hulianc.com
业务范围：主要从事电梯（有线和无线）对讲系统、电梯远程监控及楼
宇对讲系统的研发和销售，产品齐全，质优价廉。
广州威斯特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金湖工业城 F 区 511434
电话：020 84868836
电子邮箱：li.hq@wisetec.cc
网址：www.wisetec.cc
主要产品：曳引驱动乘客电梯、曳引驱动载货电梯 / 电梯安装、修理、
改造
广东日芝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井巷工业区 523000
电话：0769 83521888 传真：83238535
电子邮箱：1298500659@qq.com; 32472099@qq.com
网址：www.dgrzd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病床电梯，观光电梯，汽车电梯，别
墅电梯，消防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具备制造、安装、维修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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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浦蒙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大勘王京坑工业区 28 栋 3 楼 518055
电话：0755 26791688 传真：26558128
电子邮箱：dengjuan@hpmont.com
网址：www.hpmont.com
业务范围：电梯、扶梯变频器、电梯一体化控制器、门机控制器等电梯
控制驱动产品
珠江富士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山工业园 C 区狮山大道十三号之一
（车间 B） 528225
电话：0757 86691766 传真：86698628
电子邮箱：fuji@zhujiangfuji.com
网址：www.zhujiangfuji.com
业务范围：电梯制造、安装、改造、维修。目前生产乘客电梯、载货电梯、
杂物电梯、自动扶梯及自动人行道共五个类别的电梯。销往黑龙江、新疆、
云南、浙江、福建、海南等全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全国各地三十多个
经销代理单位。本着互赢互利的原则，相互信赖，彼此依存，在全国各
地努力拓展销售市场，精诚为用户服务
广州市彦高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村东环路 121 号 B 栋 302 房 510000
电话：020 22383509 传真：22383512
电子邮箱：3230453443@qq.com
网址：yangaojidian.com
业务范围：电梯专用制动器、失电制动器、通电制动器、制动马达
佛山市安诚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佛山新城天成路东瑞广场 T4 1307 528315
电话：0757 28838495 传真：28910728
电子邮箱：ammmoon1@163.com
网址：www.ammlift.com
业务范围：主要经营各类电梯原材料，装饰材料出口。主要市场是中东，
南美，东南亚地区。如镀锌板，热轧板，电梯导轨，连接板，压导板，
电梯螺丝组；电梯装饰材料，主要有 PVC 地板，拉手，装饰防火板，不
锈钢花纹板，拉丝板，钛金板等等
佛山市欧汇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大塘工业园 A 区 61-2 号
电话：0757 88526784 传真：88526783
电子邮箱：1208976363@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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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范围：电梯配件研发、生产与销售
深圳市西德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君龙社区龙兴第一工业园 3 号石房北栋
1 楼 518110
电话：0755 29679899 传真：29679695
电子邮箱：215878783@qq.com
主要产品：电气设备、电梯及电梯配件的研发、设计、上门安装、上门
维护、上门保养；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及配件的销售；国内贸易；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电气设备，电梯及电梯配件生产；普通货；乘客电
梯、载货电梯的上门安装、上门改造、上门维修；杂物电梯、自动扶梯、
自动人行道的上门安装与上门维修。
广东鸿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沿江东二路 1 号 528401
电话：0760 89965320 传真：85331720
电子邮箱：Tigres@vip.163.com
网址：www.gdhonglian.com
主要产品：扶梯及行人道部件检测设备、电梯部件检测设备、其它检测
设备、代理检测设备
广东菱越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金环路苏宁大厦 A 座 11 楼 515041
电话：0574 88663030 传真：88534111
电子邮箱：A88663030@163.com
网址：www.lingyuelift.com
主要产品：上海三菱电梯有线公司生产的乘客电梯、自动扶梯、载货电梯、
自动人行道的销售、安装、维修保养。
广州高谱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科技园总部中心 14 号楼 70
电话：020 31046146 传真：34760935
电子邮箱：g-cnc@vip.163.com
网址：www.g-cnc.com
主要产品：数控滚弯机 软件服务
广东广菱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普宁市池尾高明村工业区
电话：0663 2999777 传真：2339992
电子邮箱：360953010@qq.com
网址：www.gdgld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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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观光电梯、无机房电梯、医用电梯、载货电梯、
汽车电梯
深圳盛世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英泰路 12 号 518109
电话：0755 28172352 传真：28172524
电子邮箱：zhouzp@ssdtsz.com
网址：www.ssdtsz.com
主要产品：别墅梯、旧楼加装电梯、货梯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三山岛环岛西路十三号地块 528251
电话：0757 66866541 传真：66866541
电子邮箱：490803236@qq.com
网址：www.gdsei.org.cn/index.aspx
主要产品：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
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检验检测服务
深圳市思科赛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街道新陂头工业区 3 栋 528107
电话：0755 28769022 传真：28769522
电子邮箱：jiaolong@sceddz.com
网址：www.sceddz.com
主要产品：专业从事于接线端子、新能源连接器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
销售及售后服务
佛山市士川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沙坑云郭综合楼 A 梯四楼 528000
传真：83120639
电子邮箱：307495132@qq.com
网址：www.fsscdt.com
主要产品：销售电梯及其配件，研发、生产电梯配件，五金配件，自动
化工控系统及低压产品，（产品主要有：液晶屏，停电应急装置、IC 刷
卡系统、按钮箱，电源箱等
深圳市慧智南方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固戍航城大道富通 V 都会瑞尚居 1 栋 A 座 415
518000
电话：0755 26522173 传真：26077863
电子邮箱：jackzhang@witlink.com.cn; ann@witlink.com.cn
网址：www.witlink.com.cn

- 160 -

主要产品：电梯随行电缆网络传输器、双绞线网络传输器、同轴电缆网
络传输器、以及网延长器、自组网无线网络传输器
广东德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坦洲镇第三工业区悦华路 71 号 215400
传真：8657828
电子邮箱：zhuoxian.chen@derin.cn; sales@derin.cn
网址：www.derin.cn
主要产品：专业生产电梯电器部件，电梯专用对讲系统、电梯专用应急
照明电源等，以先进的设备、经验丰富的管理及技术团队、精准的生产
工艺、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确保提供给客户一流的产品。
凌彩百川（新兴）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成工业园 - 北园 517499
电话：020 82207632 传真：2968397
电子邮箱：yanglinghui@126.com; yangmx@bestry.com.cn
网址：www.bestry.com.cn
主要产品：高速滑动导靴、高速滚动导靴、滑动导靴、滑动导靴靴衬、
浇注型聚氨酯滚动导靴滚轮、不锈钢梯级、五金配件、粉末冶金前后轴、
粉末冶金各类连接板、间隔套、热塑行聚氨酯梯级滚轮、边界条、梳齿板、
大方灯罩、透光板、防爬装置、缓冲件、防尘罩、衬边胶、梯级导向件、
缓冲件、重锤导管等
深圳市优旭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和社区新兴工业园三区一期 16 号第四层
407
电话：0755 82536191 传真：23574050
电子邮箱：908862119@qq.com
网址：www.ausur.cn
业务范围：专业为工程商和使用单位提供电梯三五方通话求救报警和电
梯安全控制管理解决方案。
广东广都电扶梯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华南现代中医药城于意路 8 号 B 栋 528451
电话：0760 89961588 传真：89961525
电子邮箱：gdxs@zsgdjd.com
网址：www.gdgddft.com
主要产品：扶梯部件（桁架部件、驱动总成、梯级部件）ODM 扶梯、
电梯部件

- 161 -

柯赛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富坪中路七号 2# 厂房 518000
电话：0755 25508776 传真：28351016
电子邮箱：17683745755@163.com; admin@cosuntech.com
网址：www.cosuntech.com
主要产品：超薄灯箱 光板
广州冷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花港大道自编 22 号之一 510000
电话：020 86074866 传真：86244986
电子邮箱：rollforming@126.com
网址：www.rollforming-cn.com
主要产品：精密冷弯成型设备、冲孔滚压成型生产线 、冷弯成型解决方
案提供商
广州博士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里仁洞村冼庄工业街 3 号 1 栋 401 梯
安电梯 511400
电话：020 23334251 传真：23334251
电子邮箱：13922336214@qq.com
网址：www.gzbosh.com
主要产品：电梯应急平层救援装置，应急照明电源，能量回馈装置
广东飞利普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东城街道温塘茶下围门头工业地 1 号
电话：0769 22692008 传真：23112860
电子邮箱：ph-xml@philipsdt.com
网址：www.philipsdt.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别墅梯、扶梯及人行道。
广州鲁邦通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 95 号科汇园 F 栋第三层 510663
电话：020 29019902 传真：82321505
电子邮箱：marketing@robustel.com
网址：www.robustel.com.cn
主要产品：工业物联网和 M2M（机器与机器通信）产品和解决方案，工
业级的蜂窝网无线路由器、网关、调制解调器、云管理平台、以及端到
端的解决方案。
锋镝传媒（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深房广场 B 座 4301 5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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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 83942513 传真：2547499
电子邮箱：lixz@fengdi.com.cn
主要产品：电梯行业杂志、大黄页、快易查、行业名片簿、行业台历
深圳市易精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天安路 15 号 5 楼 518129
电话：0755 83274051 传真：83274501
电子邮箱：99721452@qq.com
网址：www.jlt.net.cn
业务范围：通讯产品、无线对讲产品和智能家居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佛山先炜达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东经济开发区泓科楼 528200
电话：0757 86706026 传真：86706023
电子邮箱：sales@xwd-trafo.com
网址：www.xwd-trafo.com
主要产品：变压器
深圳市蓝海华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光明高新园区东侧七号路中科诺
数字科技工业园厂房 301、401、1101 518055
电话：0755 26580810 传真：26580821
电子邮箱：lhht@v-t.net.cn
网址：www.v-t.net.cn
主要产品：电梯一体机控制器、中低压变频器、电动汽车电机控制器、
伺服驱动器
广东恒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惠州市龙丰都田工业区 516001
电话：0752 2372651 传真：2372654
电子邮箱：kafuter@kafuter.cn
网址：www.kafuter.cn
主要产品：卡夫特改性硅烷，卡夫特厌氧胶，卡夫特密封胶
深圳市固耐尔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深南中路国际文化大厦 1127/ 河北省邯郸
市永年区林洺关镇西南开发区广府大街
传真：6683662
电子邮箱：613605681@qq.com
主要产品：车修壁虎，电梯栓，化学锚栓，机械锚栓，套管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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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特纳江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南开发区 47 号 511300
电话：020 82393502 传真：82393530
电子邮箱：xzg234@163.com
网址：www.nctnglass.com.cn
主要产品：特种玻璃，电梯玻璃，防火玻璃
广东普赛达密封粘胶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 523646
电话：0769 87840815 传真：82010651
电子邮箱：pwq@pustar.com
网址：www.pustar.com
主要产品：电梯加强筋专用胶
河源天裕电子塑胶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河源高新技术开发区兴工大道东科七路南边 517000
电话：0762 2203144
电子邮箱：61404998@qq.com; dick@keenocean.com.hk
网址：www.keenocean.com.hk
主要产品：环型变压器，EI 变压器，变频器，开关电源，适配器，产电器，
PCBA 组装 OEM 电子产品代工，塑胶成型。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博爱六路 48 号 528403
电话：0760 23339011 传真：23339011
电子邮箱：zstjszgb@163.com
网址：www.zsjcy.com
主要产品：检验检测、安全评估、材料分析、水介质分析、应力测试、
能耗测试
广州本立工业开关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神岗镇环亚工业园西区 5 栋 1-2 层 510990
电话：010 87038206 传真：36969065
电子邮箱：sales@gzbenlee.com
网址：www.gzbenlee.com
主要产品：B22/B16 系列蜂鸣器 , 主令开关 ;BD 编码开关 ;BW 万转开关 ;
梯门开关 ; 按钮组合检修盒等
中山市恒智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板芙镇深湾村丰成创意园 528459
电话：0760 86120170 传真：8612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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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hometech888@163.com
网址：www.hometechlift.icoc.me
主要产品：电扶梯销售、安装、维保服务
广东清凉板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海桐路 1 号
电话：0757 87366698 传真：87669881
电子邮箱：1781759583@qq.com
网址：www.qlbckj.com
主要产品：电梯复合板，不锈钢复合镀锌板
宝腾智能润滑技术（东莞）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南山区南山路 3 号 4 栋 3 单元 523839
电话：0769 88697068 传真：88697067
电子邮箱：6686@baotn.com
网址：www.baotn.com
主要产品：润滑系统装置产品和服务
广东非凡教育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南区振南路南侧 B 栋 B105 528400
传真：88320327
电子邮箱：zjb@ffjysb.com
主要产品：电梯实训设备、电梯考核设备、电梯师资培训
广州慧特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瑞福大厦 510000
电话：020 34328692
电子邮箱：hta@gzhta.com
主要产品：电梯安全智能监控系统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 63 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 34 楼 518057
电子邮箱：kyjmeg@megmeet.com
网址：www.megmeet.com
主要产品：部件
皇本机电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东平北路 146 号永平大厦 701 510000
电话：020 37388330
电子邮箱：675880696@qq.com
网址：www.gzemperor.com

- 165 -

主要产品：别墅家用电梯、带铝合金井道型别墅家用电梯，电梯销售
深圳迪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中心路 5 号 518104
传真：84694408
电子邮箱：dn667320@vip.163.com
网址：Http://laser8508.com
主要产品：光纤激光切割机
广州蒂斯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 123 号金汇大厦 2801-01 510120
电话：020 83041994 传真：83041967
电子邮箱：info@deysse.com
网址：www.deysse.com
主要产品：梯级、梯级链、扶手带、回转带、梯级轮、电梯按钮、电梯
电脑板、电梯光幕。
东莞市威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陈屋贝工业区牛路吓路 13 号 523582
电话：0769 83334558 传真：83334568
电子邮箱：13922902928@126.com
网址：www.wb-yiqi.cn
主要产品：万能材料试验机（拉力试验机）、钢丝绳寿命试验机、电梯
按键寿命试验机、电梯各零部件寿命试验机、冷热冲击试验箱、高低温
恒温恒湿试验箱、紫外线老化试验箱、盐雾试验箱等可靠性、物理性检
测设备。
深圳市旺龙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001 号南山智园 C1 栋 12 楼
电话：0755 86675987 传真：86675982
电子邮箱：shangwu@itlong.com.cn
网址：www.itlong.com.cn
主要产品：IC 电梯、云电梯，机器人乘梯通行，智慧社区，智慧园区，
智慧酒店，智慧大厦等建筑智能物联网解决方案。（硬件设备产品包含：
云电梯系统，云门禁，云对讲，云通道闸，云停车场，云家居等）
佛山汇百盛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和信路 10 号 528500
电话：0757 88808363 传真：88808330
电子邮箱：2355507533@qq.com
网址：www.gzbs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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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光纤激光切割机、钣金激光切割机、管材激光切割机、板管
两用激光切割机、激光焊接机
广州日奥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上沙井东街一巷 4 号 101 房 510000
电话：020 32589757 传真：87470116
电子邮箱：18565439495@163.com
主要产品：电梯专用空调、电梯空调配件、电器设备零售、电梯显示器、
外呼板
快意美好加装电梯（广州）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福场路 5 号富力金禧商务中心 2415 房 510240
电话：020 34003056
电子邮箱：hushao@mhjt-china.com
网址：www.mhjt-china.com
主要产品：专业既有建筑加装电梯及钢结构井道一体化产品，一站式加
梯服务全系列电 / 扶梯产品及安装维保服务及电梯物联网产品等电梯后
市场业务。
佛山市吉诚不锈钢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潭州村委会佛陈路 3 号第 20 层 01 区域
电话：0757 83109509 传真：83100012
电子邮箱：737400159@qq.com
网址：Https://jicheng888.1688.com
主要产品：不锈钢板材 / 不锈钢剪折刨、激光 / 焊接、安装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 6 号 523808
电话：0769 85723888 传真：85725888
电子邮箱：longla@uni-trend.com.cn
网址：www.uni-trend.com.cn
主要产品：LoRa 网关，转速传感器，激光测距传感器，接近传感器，电
流传感器，非触式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
中山市中橡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东升镇兆裕街 8 号 528414
电话：0760 22227735 传真：22223935
电子邮箱：zhongxiangrubber@163.com
网址：www.zxrubber.com
主要产品：公司生产的主要产品有曳引机橡胶减震器（座）、各种电梯
防撞胶、减震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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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乐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1002 号新闻大厦 1 号楼 23 楼 2308 室 518027
电话：0755 83699500 传真：83699300
电子邮箱：nick.yu@carlogavazzi.cn
网址：gavazziautomation.com
主要产品：磁性传感器，光电传感器，电感传感器，监控继电器，时间
继电器，智能电表，安全模块，开关电源
广东宝铭实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隔坑荔园 129 号 523469
电话：0769 82238920 传真：82238921
电子邮箱：jingzun.cai@gdbmjt.com
网址：www.gdbmjt.com
主要产品：电线、电缆、电梯配件（电源箱、控制柜，轿顶箱、底坑箱）
佛山市纳奇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松夏工业园工业大道西 6 号 528234
电话：0757 85238006
电子邮箱：3528609289@qq.com
网址：www.foshannaqi.com
主要产品：电梯专用空调、电梯空调专用电缆线、电梯净化系统
广东力安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南海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凤凰大道 20 号转
桐林路 100 米 528000
电话：0757 86600843 传真：86600843
电子邮箱：307495132@qq.com
主要产品：本公司主要生产电梯机械安全部件：安全钳、缓冲器、夹绳器、
限速器、导靴、电梯门机、导向轮、电梯井道部件等。
深圳市会为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新南社区双阳街道万虹路 158 号
电话：0592 5996196
电子邮箱：service@ehuiwei.cn; tracy.zhang@fatritech.com
网址：www.ehuiwei.com
主要产品：电梯故障检测系统
广东卓梅尼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山市东区槎桥路 19 号 528400
电话：0760 88984288 传真：88921288
电子邮箱：59442489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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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gtechzs.com
主要产品：制造电梯电子、电气（控制柜、轿顶检修盒、门机控制器、
底坑检修盒）和机械部件（轿厢装潢、门把手、门板等），以及电梯整
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安装、维保服务。
东莞市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东城桑园工业区 523119
电话：0769 26268983
电子邮箱：475393593@qq.com
网址：www.dgfuji.com.cn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住宅电梯、观光电梯、病床电梯、客货电梯、无
机房电梯
广州华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科学城南翔二路 72 号易翔科技园 A 座 5 楼 510970
电话：020 89853386 传真：32219853
电子邮箱：huaxin@huaxintouch.com
网址：www.huaxintouch.cn
主要产品：红外光线电梯光幕
广东联合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三水工业园区 D 区 67 号 528137
电话：0757 81368891
电子邮箱：2055972746@qq.com
网址：www.gdufje.co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无机房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无机房载货电梯、
观光电梯、医用电梯、汽车电梯、别墅电梯、教学电梯、杂物电梯、自
动扶梯 / 自动人行道服务：制造、安装、维修保养和改造
深圳亮钻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合水口新村西区一排 1 栋 401404、405-408、410-415 518000
电话：0755 27952022 传真：27952022
电子邮箱：zxj@lztek.cn
网址：www.lztek.cn
主要产品：安卓主板
深圳桥通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民一路宝通大厦 1401 室
电话：0755 27888185
电子邮箱：yanpeng.wang@airbridg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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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www.airbridge.com.cn
主要产品：产品包含 4G 数据采集网关、语音板、物联网流量卡、电梯
数据监控维保平台、电梯数据监测 APP。
广东惠和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大道 930 号 38 栋三楼 510410
电话：020 86548034 传真：86656498
电子邮箱：87391714@qq.com
网址：www.gzshebeizhan.com
主要产品：工程检测
美迪斯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地 址： 广 东 省 中 山 市 南 朗 镇 华 南 现 代 中 医 药 城 茂 南 路 4 号 一 号 楼
528400
电话：0760 8552859 传真：85528591
电子邮箱：hr@matiz.com
网址：www.matizparking.com
主要产品：电梯、立体智能车库、登机（船）桥研发、生产、销售、安装、
维修、改造
深圳市爱丰达盛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 3089 恒邦置地 1203B
电话：0755 82979988
传真：82979988
电子邮箱：zoushiyun@acme-tech.cn
网址：www.acme-tech.cn
主要产品：电梯服务数据终端

518000

广西
南宁市德泰电梯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南宁市中华路 34 号 530011
电话：0771 2432331 传真：2432331
电子邮箱：dtgs34@sina.com
网址：www.nndt.com.cn
业务范围：电梯整机及部件的设计、制造、改造。
柳州富士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燎原路东三巷五号 545005
电话：0772 3111098 传真：3112152
电子邮箱：gxfsdt@163.com
网址：www.lzfus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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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乘客电梯 、载货电梯、医用电梯、无机房乘客电梯、观光电梯、
自动扶梯

重庆
重庆广林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 16 号西普大厦 19-7 400020
电话：023 67766757 传真：67766754
电子邮箱：guanglin@guanglin.com; 496126027@qq.com
网址：www.guanglin.com
业务范围：销售电梯、扶梯及其零配件，电梯安装、维修、改造及电梯
技术咨询。
重庆伊士顿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重庆南岸区茶园新区玉马路 16 号 401336
电话：023 62489991 传真：62489673
电子邮箱：516470297@qq.com
网址：www.easternelevator.com.cn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家用电梯、扶梯人行道
重庆威斯特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铜梁区金龙工业园区金山大道 1 号 402560
电话：023 45611978 传真：64401988
电子邮箱：1085670867@qq.com
网址：www.cqwest.com
业务范围：制造：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按特种设
备制造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
及相关零部件，
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安装、改造、维修：乘客电梯、杂物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按特种设
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经营范围涉及许可、
审批的项目，须办理相应许可、审批手续后凭许可、审批手续核定事项经营）
重庆富士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紅锦大道 1 号理想大厦 A 座六层 400020
电话：023 67513555 传真：67516655
电子邮箱：714369266@qq.com
网址：www.fujickg.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去扶梯及零配件的生产、
销售；乘客电梯、载货电梯、杂物电梯、自动扶梯的安装、维修和售后服务。
重庆迈高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嘉鸿大道 409 号时光城写字楼 9 层 40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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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3 67895477 传真：67660011
电子邮箱：740846228@qq.com
网址：www.macrolift.com.cn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自动扶梯及人行道、杂物电梯的制造、
安装、改造、修理、维护保养。
施密特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大足区万古工业园区 400023
电话：023 43409899 传真：43409899
电子邮箱：huyu@smtelev.com
网址：www.smtelev.com
主要产品：曳引式驱动乘客电梯 曳引式驱动载货电梯 自动扶梯
重庆西南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 1 单元 4-4 号
电子邮箱：xinandianti@126.com
业务范围：工程项目：制造、销售、安装。改造维修：电梯配件及相关
咨询服务。代理国内外知名品牌，电梯销售、安装、维护、改造。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杨柳北路 8 号 D2A 栋 401121
电话：023 81390039 传真：81390033
电子邮箱：iot_service@cmiot.chinamobile.com
网址：www.iot.10086.cn
主要产品：电梯物联网终端、电梯物联网中台、电梯物联网业务平台、
物联网卡、电梯物联网系统集成服务、电梯相关的信息技术服务

四川
四川科莱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石马工业集中区 621025
电话：0816 5012567 传真：2491630
电子邮箱：cl@myclimb.cn
网址：www.myclimb.cn
业务范围：电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电梯控制设备及电梯零部件
的生产和销售，电梯安装及维修改造，衡器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机械加
工、电子设备、电梯测量仪器、电子机械产品、工业自动控制设备的销售，
进出口贸易（国家禁止项目除外），科技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
成都幕尼黑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蛟龙工业港双流园区新华大道五座 222 号 61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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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8 87078199 传真：87075477
网址：www.lmh.com.cn
业务范围：从事电梯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保养业务，产品有
商务客梯、住宅梯、观光梯、货梯、医梯、液压梯、扶梯、自动人行道、
杂物梯、汽车梯。
四川奥尔铂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射洪县经济开发区河东大道 629200
电话：0825 6699001 传真：6699001
电子邮箱：aorbo@aorbo.com; 158609963@qq.com
网址：www.aorbo.com
业务范围：电梯设计、制造、安装、改造、维修、保养；电梯零配件销售；
其它机械制造。
多普勒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协和街道华府大道二段 1158 号 610213
电话：028 61906203 传真：61906100
电子邮箱：1102294074@qq.com; highquality@sc-express.com
网址：www.doppler.net.cn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家用电梯、货梯、杂物梯、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
中景恒基云端物联网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四街 199 号长虹科技大厦 A 座 19 楼 610041
电话：028 85256781
电子邮箱：ldx@mwteck.com; wuyu@mwteck.com; helenwang@163.com
网址：www.ettda.com
主要产品：梯视达智能报警设备 Nano、梯视达智能多媒体设备 Mix、电
梯大数据平台、电梯应急救援平台、梯梯达电梯云
成都思迪机电技术研究所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长城路一段 191 号 610041
电话：028 85881495 传真：85686248
电子邮箱：ste@ste818.com; 95885293@qq.com
网址：www.STE818.com
主要产品：旋转编码器
成都睿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新希望国际 B 座 1520
电话：028 86621909
电子邮箱：bn@wdeyes.com
网址：www.wdey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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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梯智眼电梯专用智能分析相机
成都新潮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锦晖西一街 99 号 1 栋
2 单元 15 层 1505 号 61000
电话：028 62287888
电子邮箱：jiangshuai@xinchao.com
网址：www.xinchao.com
主要产品：电梯内 LED 屏、美框 300 框架、电梯外 LCD 屏

贵州
贵州中航电梯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隋阳路 33 号 563002
电话：0852 8416386 传真：8416279
电子邮箱：413854912@qq.com
业务范围：乘客电梯、观光电梯、住宅电梯、医用电梯、载货电梯、杂
物电梯、自动扶梯等。具有电梯的设计、制造、安装和维护保养能力。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贵州省遵义市桃溪路 47 号 563000
电话：0851 28419710 传真：8419710
电子邮箱：gssale@vip.163.com
网址：www.gzgsgf.com.cn
主要产品：钢丝绳

陕西
陕西方圆电气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幸福北路 21 号 710054
电话：029 85511391 传真：85533648
电子邮箱：fyecw@163.com
网址：www.fyecw.com
主要产品：称重装置；荷重检测控制器；传感器引出电缆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巨福路 34 号 721009
电话：0917 3670723 传真：3393841
电子邮箱：qcfz_yang@126.com
网址：www.qinchuan.com
业务范围：秦川齿轮传动厂主要生产制造的产品有：精密齿轮箱、电梯
曳引机、扶梯驱动主机、石油机械、工程机械、高铁产品、风电产品、

- 174 -

精密齿轮精密蜗轮副、高精度端齿盘、高精度分度盘等。
陕西三金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西安市莲湖区丰禾路 251 号鑫苑中心 18 层 710000
电话：029 84354435 传真：86458652
电子邮箱：1443909056@qq.com
网址：www.westdt.com
业务范围：电梯配件的研发、销售；扶梯的销售及维修；电子产品、低
压电器产品的销售。普通商品进出口业务。
陕西小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六路旭景兴园 9 幢 1 单元 14 层
710021
电话：029 86470952 传真：86570139
电子邮箱：xxkj_qg@163.com
主要产品：别墅智能电梯、商业公共电梯
陕西永合永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地 址：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未 央 区 朱 宏 路 9 号 泽 星 大 厦 1 幢 1 单 元 9 层
710000
电话：029 86351161 传真：86311202
电子邮箱：264542356@qq.com
网址：www.saleswirerope.com
主要产品：电梯专用钢丝绳 电梯曳引钢带 电梯绳头组合
普瑞达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安康市安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七路 6 号
电话：0915 8190618 传真：8190612
电子邮箱：31531641699@qq.com
网址：www.pride-china.com
主要产品：观光电梯系列、别墅电梯、担架梯系列、医用梯系列、商务
电梯系列、汽车电梯系列、自动扶梯系列、自动人行道系列、杂物货梯
系列、小元机房客梯系列
陕西伊萨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天谷七路 996 号西安国家数字出版基地 A 栋
1601
电话：029 4000028158
电子邮箱：shanxiyisa@163.com
主要产品：电梯的销售、安装、维修保养、电梯 4G 物联网、大修、老
旧电梯改造及旧楼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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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伊斯特机电有限公司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长安北路 14 西安国际奥林匹克中心广场 A 座 1 幢 1
单元 10705 室 1-2 号
电话：029 88416613 传真：88416613
电子邮箱：gurui@xaest.com
网址：www.xaest.com
主要产品：电梯称重装置

甘肃
甘肃西德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名城广场 3 号楼 3620 室 730030
电话：0931 8368774 传真：8368774
电子邮箱：2579939258@qq.com
业务范围：销售、安装、改造、维修保养各类电梯、自动扶梯和自动人
行道服务
兰州富川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街道火车站南路康居苑小区 2 号楼 103 室
730000
电话：0931 8730727 传真：8730727
电子邮箱：1747197919@qq.com
网址：www.lzfcjd.com
业务范围：电梯、扶梯、立体车库、机电设备、楼宇设备、节能产品及
其零部件销售； 锅炉、空调、安防、消防器材、电力设备、监控设备销
售及技术咨询；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兰州亚太伊士顿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长江大道以北、华山路以东 730314
传真：8251206
电子邮箱：124488568@qq.com
网址：www.ytelevator.com/w/Default.htm
主要产品：乘客电梯、载货电梯、观光电梯、消防电梯、医用电梯、自
动扶梯、自动人行步道及配件
甘肃富通电梯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万新南路高新什字 16 号（安宁科技产业孵化
园综合楼 5 层 509 室） 730070
电话：0931 2124112
电子邮箱：gsftdt@163.com
业务范围：电梯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及零部件的销售、安装、维修、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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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机电设备的租赁、销售；工矿配件、五金交电、电线电缆、照明用具、
食品仪表、玻璃制品、塑料制品、劳保用品、办公用品、通讯器材（不
含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家用电器、消防器材、物联网设备、空调设备、
电力设备、楼宇智能化设备、节能设备、安防监控设备、有色金属制品、
钢材的批发、零售【以上项目依法须批准的，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宁夏
宁夏通宇电梯制造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宁夏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光明路与文萃路交叉处 750021
电话：0951 5096311 传真：6088970
电子邮箱：965544560@qq.com
网址：www.nxtydt.cn; www.nxtongyu.cn
业务范围：主要经营范围：电梯的制造、营销、安装、维修、售后服务
宁夏电梯业协会
地址：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立新巷 1 号 750001
电子邮箱：1078242680@qq.com
网址：mp.weixin.qq.com
业务范围：引导会员单位遵守国家法律，维护会员合法权益。收集国外
在电梯安装、改造、维修等方面的信息推广，先进技术，搭建会员单位
业界服务交流平台，规范行业市场，提高行业整体素质，开展培训和技
能大赛，促进行业安全、健康发展。

青海
青海飞龙电梯有限公司
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西大街 8 号世贸中心 1502 室 810000
电话：0971 8211222 传真：8211222
电子邮箱：372104816@qq.com
网址：www.qhfldt.cn
主要产品：各类电梯设备的销售、安装及维修服务；电梯零配件销售。

- 17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