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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将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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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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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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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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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介绍

技术装备展区是进博会企业商业展关注度较高的展区

之一，展商多来自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该展区汇聚

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制造技术和装备领域的“重磅”展

客商，旨在以先进技术为中心，引领行业创新趋势，为全球

制造业提供交流平台，打造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助力高质量

发展和国际制造业企业积极参与的高端展示和交流平台。

展区将在自动化、智能制造的基础上，顺应高速精密化、

柔性集成化、需求个性化、大型复合化、绿色节能化、客户

定制化、整体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管理等产业发展趋势。

众多装备制造细分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将集中展示高端装

备和关键技术，共享全球智能制造最新理念，不断激发应用

想象，促进创新转化，引领“绿色制造”。

第四届技术装备展区规划展览面积 7万平米，包括数字

信息化、工业自动化、解决方案、材料加工及成型装备、产

业机械、工业产成品、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将“节能环

保专区”优化为“能源低碳及环保技术专区”，新设立“集

成电路专区”、“数字工业专区”，继续汇集全球领先“硬

核”的高端装备和技术，引领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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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电（香港）有限公司

KINGSTRONIC (HONG KONG) LIMITED

 展商简介

京电（香港）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年，已连续参展第二届至第

四届进博会，主营地下管道检测产品的研发与销售，在北京、上海两

地设有分公司。

联系人：贾奕

联系方式：4001891997

 重点展品

管道检测机器人

高清画面，无线遥控，内置电池，6轮驱动。

图 1：管道检测机器人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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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潜望镜

高清画面，电动仰俯，无线遥控，内置电池

图 2：管道潜望镜宣传图

工业内窥镜

高清画面，360度全景摄像，一体化控制，内置电池。

图 3：工业内窥镜宣传图



4

.德国博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GERMANY BKD GROUP SHARE CO.,LIMITED

 展商简介

德国博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6年，总部位于纽伦堡，

已连续参展第三届和第四届进博会。博肯集团旗下产品涵盖轴承系

列，五金工具系列，润滑产品系列等上万型号。公司拥有完善的销售

服务体系，设有专门的销售服务部人员、售后服务人员，其中包括轴

承工程师、轧钢工程师和机械工程师以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BKD

轴承在天猫、京东设有官方旗舰店，并在多省市设立办事处，线下开

展经销商业务。

公司网站：https://www.bkd-bk.com

联系人：田婧

联系方式：+86-17663848932

 重点展品

BKD陶瓷轴承

氮化硅全陶瓷轴承套圈及滚动体采用氮化硅陶瓷材料，保持器使

用聚四氟乙烯作为标准配置。SIN4制全陶瓷轴承相比较 SrO2材料，

可承受更高的转速、负荷及环境温度，最高制造精度达 P4至 UP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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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BKD陶瓷轴承宣传图

BKD角接触球轴承

具有可根据不同用途选择最佳规格的各种系列产品，适用于转体

振摆精度要求高、转速快的机床主轴等。具有低发热、耐咬粘性能高、

在高速领域内稳定运转等特点。

图 5：BKD角接触球轴承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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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D绝缘轴承

轴承电流腐蚀问题的最有效解决方式是使用绝缘轴承。常见的绝

缘轴承大致分为三种：表面涂覆陶瓷、表面涂覆树脂、滚动体采用陶

瓷。表面涂覆陶瓷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绝缘轴承最重要的特征即表面

有一层 50-200um厚的陶瓷涂层，担负电绝缘功能，可抵抗 1000V电

压下产生的电跳火，加厚涂层可实现抵抗 1000V以上的高压放电。

图 6：BKD绝缘轴承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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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诺贝尔轴承科技有限公司

Germany Nobel Bearing Technology Co.,Ltd.

 展商简介

德国诺贝尔轴承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已连续参展第二

届至第四届进博会，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制造、销售配套、技术

服务于一体的国际化企业集团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欧洲、北美、澳洲、

中东、亚太等地区。诺贝尔始终致力于开拓和巩固在机械设备传动系

统和控制系统领域的尖端科技，尤其是高精度、高性能、低噪音、低

振动的精密轴承及数控机床轴承和新能源汽车轴承的研发制造。近年

来诺贝尔根据各行业的特性和需求，不断推出创新的技术和产品。目

前在中国上海设有子公司——诺贝尔轴承（上海)有限公司，在中国

东北设有控股合资企业——诺贝尔科技（沈阳）有限公司。

公司网站：http://www.nobelde.com/

联系人：耿继钊

联系方式：+86-18545017988

 重点展品

免维护轴承

高强度疲劳试验中免维护轴承是指从安装到失效无需维护就能

mailto:sophia.huang@amkor.com/%20(86-21)50644590转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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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稳定工作的滚动轴承，是一种先进的滚动轴承技术，其具有免维

护、高性能、长寿命、更环保及可靠耐用的卓越性能。

免维护轴承的技术原理是通过优化轴承滚道的几何形状和表面

光洁度、重新设计的保持器、高性能轴承钢的运用与独特的热处理工

艺相结合、改进钢球的精度等方式，极大的降低了润滑脂的消耗量；

优化的密封结构更易于润滑脂的储存及润滑油向沟道的析出，配合全

寿命润滑脂的填装，为旋转提供更持久的润滑。多项工艺的改进及应

用实现了轴承性能的巨大提升，免除轴承寿命周期内定期的维护。

与传统的标准轴承相比，免维护轴承具有以下优势：1.免加油、

长寿命、可大幅降低轴承替换频度，减少废弃物的产生；2.采用特殊

免维护技术，无需对轴承加油维护，装置不会因为持续加油产生污染，

可维持清洁的工作环境；3.与标准轴承相比，免维护轴承使用寿命更

长，可降低 CO2排放量 79.1%。通过延长轴承的使用寿命，降低对

环境负载；4.长寿命使用可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即使采购初期成本

比标准轴承高，但是能够显著降低总体成本。

图 7：免维护轴承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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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轴承

（公制/英制/非标）深沟球全系轴承：产品拥有自主专利，采用

带油沟，加固型平面铆钉，金黄色合金加强耐磨保持器，内外套圈为

进口国际工艺精加工带棱黑色倒角，内外套均有防尘 U形槽，防尘

盖采用加厚加强型及复合式双层，三层封密盖，调心球轴承，圆柱滚

子轴承，角接触轴承，调心滚子及进口工艺封密式轴承。

（公制/英制/非标）圆锥滚子轴承：产品拥有自主专利，采用加厚

加固减震型金黄色合金加强耐磨性。

图 8：机械轴承宣传图

汽车轴承

圆锥滚子轴承属于分离型轴承，轴承内、外圈均具有锥形滚道。

该类轴承按所装滚子的列数分为单列、双列和四列圆锥滚子轴承等不

同的结构型式。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可承受径向负荷和单一方向轴向负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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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汽车轴承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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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田株式会社

Makita Corporation

 展商简介

牧田创立于 1915年，已参展第三届和第四届进博会。牧田公司

凭借 100多年所积累的生产电机——电工工具心脏的丰富经验，率先

采用世界上先进的大型电脑进行立体设计研发。同时与时俱进，不断

把高科技融入产品中，并以全自动的机械设备生产，严格品质检验和

安全测试，始终保持产品的高品质和创新性。牧田电动工具进入中国

市场已有 30多年，在昆山先后成立三家公司，此外，牧田公司还先

后在国内成立了总数超过四十家的销售分公司、分店。

公司网站：http://www.makita.co.jp

联系人：花春军

联系方式：+86-18962686538

 重点展品

充电式电动工具

牧田充电式电动工具品类齐全，现有 12V/18V/36V/40V多个电

池平台产品，适用于家庭、工业、专业等多个领域，外观设计贴合人

体工学，操作简单使用便捷。

mailto:sophia.huang@amkor.com/%20(86-21)50644590转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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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充电式电动工具宣传图

充电式清洁工具

牧田现有手持式、背负式、车载、工业等多种类型的吸尘器，采

用 HEPA filter过滤器，可过滤 99.97%的微小颗粒，使清洁工作更加

高效便捷。

图 11：充电式清洁工具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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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式园林工具

牧田园林工具：割草机，绿篱机，吹风机，草坪车等，均使用牧

田充电电池，零排放，零污染，噪音小，使用便捷。

图 12：充电式园林工具宣传图

充电式搬运车

通过 1至 2 个 18V锂电池提供动力，有车筐式和翻斗式两种形

态，携带 LED照明灯夜间也可工作，可折叠，方便携带。

图 13：充电式搬运车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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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东工器株式会社

NITTO KOHKI CO.,LTD

 展商简介

日东工器株式会社创立于 1956年，已参展第四届进博会。主要

生产快速接头，省力化机械设备，泵，高精度电动螺丝刀以及闭门器。

在上海、深圳设有分公司、在天津设有事务、以及遍布全国的代理商。

公司网站：https://www.nitto-kohki.co.jp

联系人：殷秋伊

联系方式：+86-21-64153935

 重点展品

快速接头

具有铜合金材质杠杆扣锁快速接头，通过 IS014001，IS09001认

证。

图 14：快速接头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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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螺丝刀

精度高，寿命长，无冲击

图 15：电动螺丝刀宣传图

压缩泵 真空泵 液体泵

小型，轻量，低震动，低噪。

图 16：压缩泵 真空泵 液体泵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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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具

可实现高品质金属加工。

图 17：机械工具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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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W集团

EEWHolding GmbH & Co.KG

 展商简介

EEW Holding GmbH & Co.KG（EEW集团）成立于 1936年，总

部在德国，是著名的高质量焊管专业生产集团公司，已参展首届和第

四届进博会。EEW专长生产大尺寸、大壁厚的碳钢、合金钢直缝埋

弧电熔焊管和不锈钢直缝埋弧电熔焊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有 9个焊

管生产工厂，产品主要应用于火力发电站、核电站、海上石油管道、

机械加工、高压罐、LNG接收站、LNG储罐、LNG管道、石油化工

和化肥、建筑、海港及海上平台钢结构建设等。

公司网站：https://eew-group.com/

联系人：王海霞、刘达鑫

联系方式：+86-10-82657877、+86-18600659778、+86-18600659757

 重点展品

直缝埋弧焊碳钢、合金钢和不锈钢钢管

EEW有 13.2 m (43')，12.2 m (40') 和 4.8 m (15')等多条管道生产

线，生产长度 4 米到 13米长的直缝埋弧焊钢管，最大口径达 12000

毫米，最大壁厚达到 300毫米以上。生产材料品种繁多，能够生产符

合 API 5L 、API2B、ASTM、ASME 等标准的碳钢、低合金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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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2级、高合金钢，9镍钢，13铬钢，双相钢、复合材料及不锈

锈钢的管材。除此外 EEW还可生产最大壁厚为 65毫米的同心和偏心

大小头等各种异型件。是世界上仅有的具有如此完整的尺寸范围和材

料范围的直缝埋弧电熔焊管产品的生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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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直缝埋弧焊碳钢、合金钢和不锈钢钢管宣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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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 APP 官方微信

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待您的到来

进博会官方网站：

https://www.ciie.org/

服务热线：

+86-21-968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