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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须知

尊敬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商展品信息》阅读、

使用者：

为及时将第三届进博会展商展品信息提供给专业观众

及相关单位，便利展前对接洽谈，在参展商自愿提供相关信

息的基础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以下简称进博局）非以

营利为目的编制并免费对外提供《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展商展品信息》（以下简称《展商展品信息》）。

《展商展品信息》有关参展商及其商品或服务信息，均

由第三届进博会参展商提供并由其对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以及合法性负责，进博局仅负责收集、整理并发布。

在阅读或使用《展商展品信息》过程中，如发现存在相

关信息不真实、不准确的情况，请及时联系进博局，以便及

时核实、更正。如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依照相关法

律规定处理；或及时向我局反映，我们将提醒相关单位整改。

特此声明!

联系方式：zsc@ciie.org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2020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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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介绍

消费品展区将以“美好生活新风尚”为主题，以“绿色、

低碳、环保”为关键词，紧密结合消费升级趋势和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科技生活、绿色生活的向往，设立美妆及护肤

品、家居用品、智慧生活及家电、母婴及儿童用品、运动及

户外休闲、时尚潮流及艺术品六大主题板块。集中展示家庭

清洁及个人防护主题相关产品及服务，通过“场景式+沉浸

式”的设计，打造体验感全面升级的新型展览展示模式。



2

ALLUFLON S.P.A.

 展商简介

Alluflon 公司为欧洲规模最大的铝锅生产、品牌企业之一，旗

下有四个品牌，分别为：Berndes/德国宝迪（子公司名字，亦为品牌

名），为至今已有 99年历史的德国知名品牌，公司位于德国 Ansberg，

为最受德国人欢迎的锅具品牌之一。目前在美国、德国、意大利、卢

森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百

货渠道广为认知；Moneta 为意大利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有近 150

年历史的品牌,目前在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迪拜、

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二类百货渠道、购物中心、

大型超市、电商、电视购物等渠道均有销售；旗下的 Alluflon 品牌

以及 Moneta Iuno 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

和地区也有广泛销售，主要渠道为 KA大卖场，家居零售店，3C连锁

等。

公司网站：https://www.alluflon.com、www.moneta.it、

www.berndes.com

联系方式：alluflon@alluflon.com



3

 重点展品

Moneta Recy

新系列由 100%可回收铝罐(UL 认证)制造。防护底漆(Alluflon

专利)。

Moneta Nova

防护底漆(Alluflon 专利)，独家设计(iF 设计奖 2016)，手柄采

用双块系统。

图 1：Moneta Recy 产品示意图

图 2：Moneta Nova 产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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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des B.Double

特殊多合一烹饪系统，杰出设计。2015 年设计大奖，2016 年德

国设计师奖提名。

Berndes Bonanza

传统的 berndes 厨具，已发行了 40多年。铝合金铸造的锅身，

手柄由真正的德国木材制成。

图 3：Berndes B.Double 产品宣传图

图 4：Berndes Bonanza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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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des B.Green

ew 系列由 100%回收铝罐制作(UL 认证)。可持续和生态友好,B.

绿色涂层(Alluflon 专利)。

图 5：Berndes B.Green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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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COOK CORP

 展商简介

公司于 1973 年在美国成立，阿米尔是其名下品牌，阿米尔专注

于厨具的不同领域:炊具、酒具、餐具等。自成立以来，阿米尔一直

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高价格的具有艺术设计的厨房用具。设

计能充分照顾到广泛的品味、生活方式和预算、且易于使用和照顾的

产品，让客户高兴。

公司网站：https://www.amercook.us/

联系人： 印栋伦

联系方式：brand@amercook.us/+86579-87188908

 重点展品

阿尔菲塔炒锅

规格：Ø32*h9cm

颜色：咖啡色 32CM 炒锅 中国红 32CM 炒锅

材质：锅体（炊具专用压铸合金铝),手柄、盖珠（胶木软胶），

锅盖（不锈钢+防爆高透玻璃）

工艺：铝压铸、复合锅底、德国进口麦饭石不粘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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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原创锅具造型创意，专利外观设计；锅内德国进口高

强度防耐刮磨涂层，不粘效果极佳；锅体采用花岗岩设计理念，天然

原石不粘性。健康无毒，还原美食本味；食品级不粘涂层与炊具专用

铝基材，通过美国 FDA 与德国 LFGB 等食品级认证，少油烟、健康节

能、安全环保；采用铝压铸工艺，锅体一次成型，更牢固更耐用；加

厚复合锅底，适用范围广，导热更均匀，电磁炉、燃气灶、电陶炉等

均适用。

阿特马丁蒸锅

规格：Ø26*h13cm

颜色：银色

材质：锅体（压铸合金铝），耳朵（压铸铝）

工艺：铝压铸、复合锅底、德国进口不粘涂料

产品特点：原创锅具造型创意，专利底部火焰造型设计；锅内德

国进口威堡 C3高强度防耐刮磨涂层，不粘效果极佳；食品级不粘涂

层与炊具专用铝基材，通过美国 FDA 与德国 LFGB 等食品级认证，少

油烟，健康节能，安全环保；复古耳朵，磨砂质感，与锅身一体成型，

图 6：阿尔菲塔炒锅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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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握舒适，力学原理设计握持更舒适，易清洗；采用铝压铸工艺，锅

体一次成型，更牢固更耐用；加厚复合锅底，适用范围广，导热更均

匀，电磁炉、燃气灶、电陶炉、烤箱等均适用；

碧欧莱特奶锅

规格：Ø18*h9.5cm

颜色：黑色+白点

材质：锅体（压铸合金铝），手柄（胶木+软胶）

工艺：铝压铸、复合锅底、德国进口不粘涂料

产品特点：原创锅具造型创意，专利外观设计锅内德国进口威堡

C3 高强度防耐刮磨涂层，不粘效果极佳食品级不粘涂层与炊具专用

铝基材，通过美国 FDA 与德国 LFGB 等食品级认证，少油烟，健康节

能，安全环保防烫胶木软胶手柄，握感更柔和；有效隔热，经久耐用

采用铝压铸工艺，锅体一次成型，更牢固更耐用加厚复合锅底，适用

范围广，导热更均匀，电磁炉、燃气灶、电陶炉等均适用。

图 7：阿特马丁蒸锅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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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桑木库带盖深煎锅

规格：Ø26*h7.0cm

颜色：黑色

材质：锅体（炊具专用压铸合金铝），手柄、盖珠（榉木），

锅盖（不锈钢+防爆高透玻璃）

工艺：铝压铸、复合锅底、德国进口不粘涂料

产品特点：

1.专利外观设计，原创锅具造型创意；

2.锅内德国进口威堡 C2高强度防耐刮磨涂层，不粘效果极佳；

3.食品级不粘涂层与炊具专用铝基材，通过美国FDA与德国LFGB

等食品级认证，少油烟，健康节能，安全环保；

4.纯原木手柄、盖珠，握感更舒适；防烫，有效隔热，经久耐用；

5.透明不锈钢防爆高透浮法玻璃盖，随时可见食物烹饪过程；高

品质不锈钢宽边锅盖，耐高温更耐用；

6.采用铝压铸工艺，锅体一次成型，更牢固更耐用；

图 8：碧欧莱特奶锅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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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加厚复合锅底，适用范围广，导热更均匀，电磁炉、燃气灶、

电陶炉等均适用。

阿特马丁牛排方盘

规格：Ø26*26*h6.0cm

颜色：银色

材质：锅体（压铸合金铝），手柄（不锈钢）

工艺：铝压铸、复合锅底、德国进口不粘涂料

产品特点：

1. 原创锅具造型创意，专利底部火焰造型设计；

2. 锅内德国进口威堡 C3高强度防耐刮磨涂层，不粘效果极佳

3. 食品级不粘涂层与炊具专用铝基材，通过美国 FDA 与德国

LFGB 等食品级认证，少油烟，健康节能，安全环保；

4. 复古不锈钢手柄，磨砂质感，力学原理设计拿握更舒适，易

于清洗采用铝压铸工艺，锅体一次成型，更牢固更耐用；

5. 酒店级专业牛排煎锅设计，成就专业级美味；

图 9：扶桑木库带盖深煎锅产品宣传图



11

6. 加厚复合锅底，适用范围广，导热更均匀，电磁炉、燃气灶、

电陶炉、烤箱等均适用。

图 10：阿特马丁牛排方盘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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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GROUP INC

 展商简介

JAVA GROUP INC 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国际性

咖啡机制造企业。创立于 2005 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公司

立足自我创新，同时引进和借鉴一流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汇集高水平

的人才，打造世界领先的高品质咖啡机。

公司网站：https://www.wsdcoffeemachine.com

联系人： 单喆

联系方式：shanzhe@wsdcoffeemachine.com

 重点展品

JAVA 商用全自动咖啡机

1. 中国首发；

2. 意大利锥形磨刀，配

合自主研发研磨系统；

3. 意式高压萃取；

4. 配备双豆仓，4粉仓，

支持鲜奶系统； 图 11：JAVA 商用全自动咖啡机产品宣传图

https://www.amercook.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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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形尺寸（宽高深）：457*647*532mm；

6. 支持扫码支付，面部识别，云管理系统；

7. 电压：220V，功率：2200W。

无人售卖咖啡机

产品尺寸：2200（H）*1130（L）*720（D）mm；

运行环境：220-240VAC/50Hz/3000W Max；

显示屏幕主屏：27英寸彩色电容触摸屏+7英寸彩色显示屏；

操作系统：Android；

支付方式：微信/支付宝/也可根据客户定制；

通讯方式：USB，WiFi，4G；

主要功能：意式咖啡、美式咖啡、卡布奇诺、拿铁、摩卡、速溶

奶茶、柠檬茶、热牛奶、热巧克力等，可无限扩充种类；

应用场景：大学、商场、医院、图书馆、机场、高铁站等公共场

所；

容器容积咖啡豆仓：4kg；

速溶料盒：6 组，4.2L/组；

水桶数量：2桶，18.9L/桶；

废渣盒、废水盒>12L

供水方式：桶装水。

制作效率双锅炉制作饮品；

美式咖啡：55S*（170ml）；速溶粉：50S（270ml）；

图 12：无人售卖咖啡机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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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D18-060 全自动咖啡机

WSD18-060 咖啡机是一款高品质的全自动意式咖啡机，也是 G20、

金砖会晤、上合峰会中的指定使用咖啡机。适合想要认真享用意式浓

缩咖啡的人士。坚固，高品质的设计，提供专业的浓缩咖啡品质。

由意大利设计师打造经典大气的外观设计，体现炫酷的现代工业

风。专注于带来纯粹专业的咖啡体验，零基础操作，咖啡小白瞬间晋

级咖啡大师。意大利进口水泵+意大利 ZOPPAS 即热式锅炉，提供最理

想的压力 15Bar 及冲调条件；智能预润系统，充分润湿咖啡粉，萃取

出丰富的 cream；6 档咖啡豆研磨器研磨设置，可调节研磨咖啡豆的

粗细。咖啡豆、粉两

用，一键带来纯正细

腻的意式咖啡口感。

热水、蒸汽及卡布基

诺专用奶沫器，轻松

制作出绵密奶泡。

WSD18-050 半自动意式咖啡机

WSD18-050 半自动意式咖啡机，外形时尚小巧，另类“家居装饰”

提升幸福感。一机多用，可以用咖啡粉/咖啡饼/咖啡胶囊制作咖啡+

茶包萃茶 。泵压 20bar，意大利进口水泵和意大利专业品牌 ZOPPAS

即热式锅炉，保障了咖啡机使用寿命的同时，也确保咖啡机拥有足够

的压力，能充分萃取出油脂丰厚的意式浓缩，打出能拉花的绵密奶泡。

图 13：WSD18-060全自动咖啡机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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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旗舰店的电动

磨豆机，拿铁、卡布、

美式、意式浓缩等。

轻易 DIY 一杯专属

味道。

WSD18—080 电动研磨机

WSD18—080 电动研磨机是一款专业高效的咖啡豆研磨机。使用

国外进口锥型刀具，不锈钢材质使用寿命长，粉碎能力强，咖啡粉研

磨粗细均匀细腻，低速研磨锁住咖啡原香。370g 可视豆仓，150g 可

视粉盒，咖啡豆量一目了然，随时掌握研磨状态。多档位研磨，粗细

随心调节：最粗档适

用于美式咖啡，中间

档适用于摩卡壶，最

细档适用于意式咖

啡。可以根据杯数选

择粉量（1-10 杯）。

图 14：WSD18-050 半自动意式咖啡机产品宣传图

图 15：WSD18—080 电动研磨机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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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德罗

Maitland-Othello GmbH

 展商简介

Othello 创始于 1888 年世界顶级不锈钢刀城——德国索林根，

是行业内为数不多具有百年传承、纯德国血统的厨房品牌。2015 年，

Othello 以“欧德罗”之名与中国消费者正式见面。通过体验店和社

区店而进行的体验式营销和社区定点服务，欧德罗迅速在大中华区域

携手建立完善的经销、物流等渠道体系，为品牌全球性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公司网站：http://www.othello1888.com.de

联系人： 蒋毅

联系方式：200865349@qq.com

 重点展品

Master 系列

进口 18/10 不锈钢，耐腐蚀、无有害物质析出，经久耐用，安

全健康；严选三层复合底，适用于各种热源不锈钢，而且导热快、传

热均匀、节能省时、少油烟；超高温冲压一体成型技术，使得多层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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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底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绝无可能脱落；内外致密精细砂光工艺，历久

弥新；尖圆锅底，翻炒顺手，符合中国人烹饪习惯，特别适合中式烹

饪。适用于：炒，煎，炸，焖，焗，蒸等；独特的 3D物理不粘技术，

使锅具在烹饪时，只需落油少许，让油均匀沾满晶钻面则可，少油健

康。

Grace 系列

锅身采用五层复合钢,精细内底砂光，内壁镜光，外镜光过尼龙

表面处理工艺；锅身内部采用青花瓷纹更美观，大大提高不粘性能；

可视化 G 型玻璃盖，烹饪过程一目了然；重量比普通不锈钢锅具的轻

1/3，尖圆底更容易

翻炒，不粘性能更

好；德国点焊工艺

技术：无铆钉设计，

德国点焊工艺技 图 17：Grace 系列产品宣传图

图 16：Master 系列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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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经 15000 次疲劳破坏测试。精致锅口卷边工艺，保持与锅盖的精

密配合，倒出汤汁时不会滴漏，清洁时不会刮手。

Master 系列刀具

进口德国钢材 DIN1.4116，有机结合自主研发的特殊粉末钢通过

高温激光机熔覆在刃口处，使刀锋更加锋利、耐用。刃口激光熔覆层，

洛氏硬度 66°±2，切割性能出色。单边 12°精磨开刃，轻易切开食

材组织。G10 手柄，握感舒适易清洗。

Vogue 系列

食品级 18/10 不锈钢，三层锻打复合底，聚热快速均匀，不脱落

经久耐用;德国点焊工艺最大承重 80公斤。高清玻璃盖，食材软硬一

目了然;锅底聚热强，传热快，受热均匀，减少 1/3 烹饪时间，降低

90%油烟;恒温营养。

图 18：Master 系列刀具产品宣传图

图 19：Vogue 系列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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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ty 系列刀具

刀身与刀柄一体锻造成型，防滑无缝易清洗。BO黑色氧化技术，

表面生成黑色氧化薄膜，抗腐蚀性强。手工精磨开刃，湿式 V 型 20

度开刃。刀背 45 抛磨，锋芒尽露。开放性刀座，不局限刀的摆放位

置，插放方便。

图 20：Novelty 系列刀具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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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米技

MIJI GmbH

 展商简介

德国米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总部位于德国黑森州威尔伯

格市，专门开发、制造及出售优质厨房用具予中产阶层及中上阶层客

户，其产品主要为炉灶（包括辐热炉及电磁炉），核心品牌为“德国

米技”、“米技生活”及“米技商用”。

公司网站：https://www.miji.com.cn

联系人： 钟婷

联系方式：+8621-51692010-212

 重点展品

单眼便携式 IH 炉

解决市场电磁炉产品低功率输出温度波动大的性能问题，填补技

术空白低温料理的健康烹饪解决方案：电磁炉低功率挡位一般采用间

歇工作调节输出功率，间歇工作方式导致电磁炉输出温度波动大，不

利于健康烹饪减少厨房油烟以及某些温度波动小的特殊烹饪需求，例

如融化巧克力、煮面条、饺子保持稳定微沸、低温煲汤等稳定低功率

https://www.amercook.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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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在一个烹饪区域内采用独立两加热线圈，既可以满足不同尺寸

锅具烹饪需求，又可利用

两个线圈交替工作，通断

比可调的准连续加热的

性能要求。炉具能耗比一

般电磁炉降低 10%。

双眼嵌入式 IH 灶

按照中国小家庭（2-3 人）烹饪需求专门设计，两个电磁炉头的

烹饪性能完全可以替代两头燃气灶作为家庭主灶具使用。左炉头采用

TWIST 技术，满足各类锅具尺寸需求和低功率烹饪需求；大尺寸灶台

面可覆盖国内燃气灶尺

寸，更换方便；灶具 5000

小时的烹饪寿命，保证小

家庭对炉具的使用寿命

要求。

双眼嵌入式混合灶

同样一款两炉头电灶，

用于取代两炉头燃气灶，除

操作方式类同外，两炉头采

用了不同的炉具加热技术。
图 23：双眼嵌入式混合灶产品宣传图

图 21：单眼便携式 IH炉产品宣传图

图 22：双眼嵌入式 IH灶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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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炉采用 TWIST 双线圈电磁炉技术，右炉采用电热辐热炉技术，含有

米技多项专利技术（功率微调技术和温度响应加速技术）。相对于电

磁炉，辐热炉在温度性能稳定性方面更佳，烹饪性能覆盖面更广。

六眼嵌入式 IH灶

解决更多炉头独立同

步烹饪以及超大烹饪区域

跨接烹饪的特殊需求。六头

炉灶既可用作烹饪，也可以

用作保温使用，特别适合于

别墅或大家庭使用。炉具使用 IGBT 半桥技术，控制、调节性能更佳。

移动烹饪桌

移动烹饪和便携式炉具时两种不同的应用需求。移动烹饪更注重

烹饪环境的支撑，包括可移动烹饪桌，和常用烹饪器具的携带以及可

用于户外烹饪使用的嵌入式炉具。它更

体现了烹饪小厨房的功能，适合于户外

烹饪使用。设计思想按照模块化结构，

移动烹饪桌可随着技术发展和客户的

需求配置附加模块。例如：无电缆可充

电能源模、保温模块、低温盒模块、垃

圾存储模块等。

图 24：六眼嵌入式 IH灶产品宣传图

图 25：移动烹饪桌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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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会社 NUC电子

Nuc Electronics Co.,Ltd

 展商简介

株式会社 NUC 电子是专业的厨房小家电企业，总部位于韩国大邱

市，目前在韩国、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都有分公司。

自 1978 年以来，NUC 电子主营厨房小家电产品，已经生产出了

智能原汁机、原汁机、破壁机、多功能料理锅、发酵机等 60余种健

康产品，并为全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带去了品质生活和健

康生活的理念，深受各国消费者的信赖。

公司网站：https://www.nuc.co.kr

联系人： 甯江博

联系方式：+8621-54338355/ning@nuc.co.kr

 重点展品

NUC 智能原汁机 NC-92020

NUC智能原汁机NC-92020是全球市场上第一款IOT 智能原汁机，

它能通过机身内置的感应器，采用对人体无害的微弱电流，对体内的

7种身体成分进行检测和分析，通过物联网技术与手机 APP 链接，为

https://www.amercook.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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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提供基于身体检测数据而推荐的健身视频及健康果汁食谱，真

正的做到了 1 对 1的私人定制。

NU 原汁机 NC-91220

NUC 原汁机搭载 82mm 口径的直通式进料口，水果直达研磨部位，

中间不需要通过中转部件混合，出汁速度会更快，出汁效率更高，平

均 9秒左右就能开始出汁。

真空破壁机 SV-510

韩国原装电机，3.5 马力超强动力，32000 转/分转速，研磨更细

腻，营养释放更全面。真空设计，有效降低果蔬汁氧化，保证营养完

图 26：NUC 智能原汁机 NC-92020 产品宣传图

图 27：NU原汁机 NC-91220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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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防护罩式真空设计，有

效降低噪音。便捷式按键，

功能齐全。满足果蔬汁，冰

沙，磨粉等等需求。食品级

trita.材质，更安全更健康。

多功能料理锅 NMG-800

一锅多用，煎、烤、蒸、煮、焖、焗全可满足。加热盘整体加热，

受热均匀，少油烟不易糊。功率大，四档调节。PTFE 健康促成，即

安全又不粘。加热到指定温度后，温控器自动断电，节能可靠。

图 28：真空破壁机 SV-510 产品宣传图

图 29：多功能料理锅 NMG-800 产品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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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特集团

SCHOTTAG

 展商简介

肖特是一家德国的高科技集团，在特种玻璃、微晶玻璃和相关高

科技材料领域全球领先。公司积累了 130 多年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

众多行业的创新合作伙伴，包括家用电器、医药、电子、光学、生命

科学、汽车和航空业等。肖特在全球 34个国家都有生产基地和销售

办事处。集团 2018/2019 财年销售总额达 22亿欧元，员工人数达

16,200 名。总部位于德国美因兹，是卡尔蔡司基金会的独资企业。

该基金会是德国历史最悠久、对科技发展贡献最大的私人基金会之

一。

公司网站：https://www.schott.com/china/chinese

/index.html

联系人： 王颖波

联系方式：+8621-53300626/sandy.wang@scho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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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展品

肖特 CERAN EXCITE® 系列

肖特 CERAN EXCITE® 系列微

晶面板，可以用灯光显示电磁灶的

烹饪区，用灯光显示工作状态以及

人机交互界面，甚至包括 TFT 屏。

肖特凭借 CERAN EXCITE® 获

得“2019 年德国 iF 设计金奖”。

肖特赛兰 Midradur®

赛兰 Midradur®把面板表面硬度提高到了马氏 10 级，可减少

95％的沙砾划痕和 70％的研磨性海绵划痕。

赛兰 Miradur®荣获 2017

德国设计室内创新奖(Iconic

Award Interior Innovation

2017)“优中选优”桂冠，并

获 TUV 认证。

肖特赛兰 Hitrans eco 黑色微晶面板

Hitrans eco 是肖特赛兰的黑色微晶面板，简约不简单。赛兰

®Flash color 让黑色面板在灯光下闪闪发光，闪耀着金属光泽。凭

图 30：肖特 CERAN EXCITE® 系列

产品宣传图

图 31：肖特赛兰 Midradur®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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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专利生产工艺，避免使用重金属砷和锑而生产出世界第一款能透蓝

光的环保型灶具面板。FinePrint 精细印刷让黑色面板呈现出金属拉

丝、大理石纹、木纹、

波纹甚至丝绸的逼

真纹理。因为在可持

续性发展方面的贡

献，荣获德国创新大

奖，并获 TUV 认证。

肖特赛兰 CLEARTRANS®透明微晶面板

CLEARTRANS® 透 明

微晶面板结合丰富的颜

色带来无穷设计创意：底

层和表层不同的颜色和

印刷层次、操作界面多色

功能指示灯以及 TFT 触

摸 显 示 屏 。 CERAN

CLEARTRANS® 获 2015 年“室内创新奖”。

图 32：肖特赛兰 Hitrans eco 黑色微晶面板

产品宣传图

图 33：肖特赛兰 CLEARTRANS®透明微晶面板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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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兰 Articfire® 白色微晶面板

白色高贵、明净、时尚，也是这几年的潮流厨房色之一。肖特赛

兰®的白色微晶玻璃也把这个潮流带到了炉灶上。肖特能提供四种不

同深浅色调的白色微晶玻璃。

图 34：赛兰 Articfire® 白色微晶面板

产品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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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会官方网站：

https://www.ciie.org/

服务热线：

+86-21-968888

官方 APP 官方微信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待您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