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桃         园         路

2017/10/26   Day.1

开始时间 ~  结束时间

11:10  ~  11:40

14:00  ~  14:30

14:40  ~  15:10

15:20  ~  15:50

公司名称 部门职位 姓名

SERIC株式会社

日刊工业新闻社 东京支社企划营业部

营业部 须藤 祐介

岛田 节行 「有关日本生产现场的测试技术的灵活使用」

「面向汽车行业的人工太阳照明灯SERIC XELIOS的实际使用案例」

16:00  ~  16:30

11:50  ~  12:20 抽  奖

抽  奖

是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电源及市场技术工程师 吕 宝华 「低功耗精密测量、电池特性及自放电分析⸺提升设备续航
  及安全的建议」

「电池与电子部品相关应用与产品介绍」邝 策斌AE经理日置（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题目

2017/10/27   Day.2

日本万用计测器株式会社 1. MLIT-1 伺服电机的在线绝缘管理
2. M-730  直流控制电流、电池暗电流的测量

常务董事 
营业部长 上神谷 健一

开始时间 ~  结束时间

14:00  ~  14:30

14:40  ~  15:10

15:20  ~  15:50

公司名称 部门职位 姓名

16:00  ~  16:30

11:50  ~  12:20 抽  奖

抽  奖

题目

11:10  ~  11:40 SYCATUS株式会社 董事长 四方 诚 「现代高速光通信系统中的激光器噪声测量」

上海小野测器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小平 桂一商品统括部  
产品推广课 课长 「小野测器测量技术新动向」

电计科技研发（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主任  施 颖君 「中国委托试验的动向」

展位号no 参展名称 展示品

23 株式会社ADC 4ch直流电压･电流源/监视器 （6540/6541）

3 爱德万测试集团 测量系统（ EVA100 ）

33 AEMIC株式会社 超低电阻计（Model AE-115F）

29 安立计器株式会社 手持式温度计（HD-1000系列）

13 艾普斯电源(苏州)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可编程交流电源供应器（AFV-P）

2 东莞市嘉多利精密电子有限公司 无线产品自动化测试系统 （MTS-8400）

30 中茂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可编程直流电子负载（63200A系列）

27 中央精机株式会社 定位台　FixStage

41 康泰克(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ONPROSYS系列

51 嘉兆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电子电气试验专用四象限功率放大器（SIB-100-TS系列）

50 深圳市深微智控有限责任公司 智能型在线式点胶机（400VSD/400VSA）

20 愛美克株式会社 F系列振动试验装置

16 埃朗科技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冷却水循环装置

36 前视红外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FLIR  Ex-系列红外热像仪（FLIR   E4/E5/E6/E8）

42 霍丁格包尔文（苏州）电子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eDrive 测试系统

1 日置(上海) 商贸有限公司 存储记录仪（MR8847A）

37 好握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电动螺丝刀 (BLG-01，BLG-BC2)

12 浩视(中国)有限公司 3D超景深数字视频显微镜（RH-2000）

10 日立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热电离质谱仪（邻苯二甲酸酯检查用）（HM1000）

43 上海汇析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雾化仪（ FOG-FT201 ）

47 上海瑞穂 (平野)磁气有限公司/上海笠原電装有限公司 高性能磁通计（NFX-1000）

19 KEYCOM株式会社 雷达系统

9 是德科技（中国) 有限公司 电池自放电测试系统 （BT2191A）

4 菊水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小型宽量程直流电源（PWR-01 系列）

6 柯尼卡美能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成像色度计（ProMetric I）

35 质朋仪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粗糙度仪（SE300）

展位号no 参展名称 展示品

34 上海蓝菲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大视场校准用均匀光源（LFCSS）

31 麦思科技有限公司 应变测试仪（EL-110）

28 株式会社MICRO SUPPORT 显微操纵器

32 麦克奥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正置生物显微镜（BA410）

44 北京万用鸿池科技有限公司 高精度AC/DC钳形漏电电流表（M-730）

46 新考思莫施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复合型气体检测器（ XA-4400II ）

24 株式会社NF回路设计 LCR测试仪（ZM2376）

7 株式会社噪声研究所 空间电磁场可视化系统 （EPS-02E系统）

8 上海小野测器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多通道数据分析系统（DS-3000系列）

11 广东盘古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MS智能制造系统（V3.0）

5 上海理音科技有限公司 便携式测量分析系统（SA-A1）

39 山业（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USB锁头（SL-46BL）

21 SERIC株式会社 人工太阳照明灯“XELIOS”（XG-100A/AF/B/BF/E/EF XG-500A/AF/B/BF/E/EF）

45 株式会社写真化学 搅拌脱泡装置　（SK-300SⅡ）

40 铃木乳胶工业有限公司 工业手指套

22 SYCATUS株式会社 RIN测试系统（A0010A）

52 上海夏高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ovx静电监控设备（3352/3362）

38 东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检查数据管理系统

18 東精精密設備（上海）有限公司 全自动三坐标测量机 （XYZAX AXCEL 9/10/6）

14 江苏拓米洛环境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双层式恒温恒湿箱（TODH-165EX） 

17 株式会社TOPCON TECHNOHOUSE ２Ｄ分光放射計（SR－5000HS）

26 东芝IT控制系统株式会社 工业微米CT扫描装置TOSCANER（32300μFD）

15 北京中翰仪器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Nikon 金相显微镜（ LV100ND ）

53 昆山富泽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数显洛氏硬度试验机（FR-X3）

49 深圳市亚威资讯广告有限公司 《国际光电与显示》

48 广州德禄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仪器仪表商情》报刊、仪器仪表商情网《仪商网》《仪商城》

主         办：  电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协         办：  日刊工业新闻社
日         期：   2017年10月26日(周四)，27日(周五) 
开场时间：   10:00～17:00
场         馆：   深圳市圣淘沙酒店（翡翠店） 四楼  翡翠厅
地         点：   深圳市南山区金鸡路1号田厦翡翠明珠花园
入场费用：   免费

测试仪器以及试验设备的综合展示
中国、欧美、日本等企业的参加 
最先进设备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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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仪器以及试验设备的综合展示

第17届深圳共同测试·试验
设备展览会邀请函

参展品信息 参展品信息

技术讲座

电计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市场本部 denkei-sc@c-denkei.cn +86  21 5820 8002 ext.370 http://www.c-denkei.cn/visitors/cn.html 参观报名方式：

free

25 佳隆利宜达（北京）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MTF测试（FS8681）

54 泰克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5系列 MSO 混合信号示波器

55 深圳市一诺唯信技术有限公司 3D测量系统（ShapeDrive G3）

D 广州思林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自动化产品和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