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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E2022 世界电池产业博览会
暨第七届亚太电池展

World Battery Industry Expo 2022

时间：2022 年 8 月 9-11 日

地点：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A 区

规模：70000㎡ ｜3000+展位｜1000+企业｜50,000+观众｜8000+外商受众

指导单位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主办单位
广东省粤港澳经贸合作促进会 / 广东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协办机构
印度能源存储联盟 (IESA) / 美国国际电池理事会

日本电池工业会 / 韩国电池工业协会 (KBIA)
澳大利亚智慧能源理事会 / 无国界可再生能源协会（欧洲）

南非替代能源协会 (SAAEA) / 西雅图电动汽车协会(SEVA)
国际电池&储能联盟（IBESA）/ 土耳其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协会 (TEHAD)

国际能源仲裁中心（IEAC）/ 印度小型电池协会联合会（FISSBA）
巴基斯坦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协会 / 泰国替代能源研究基金会

承办单位
广州硕信展览有限公司

153 2377 3446 唐女士 微信同号

【展品范围】
一、电池（电芯&PACK）展区
◇ 动力电池：各类方型、圆柱、软包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芯、模组与 PACK，全固态以及混合固液

电解质电池，超级电容器，钠电池，空气电池等以及电池仓储物流服务；

◇ 3C 数码电池、智能终端、机器人、物联网、电子烟、TWS 耳机等领域用电池/PACK 及各类新

型电池：包括各类锂离子电池、聚合物电池、镍氢电池、纽扣电池、纸电池等以及锌基、钠基、

锰基、锂硫、高镍、富锂等新型电池、特种电池等；



第 2 页 共 30 页

◇ BMS 保护板与电池控制系统、热管理系统，熔断器、消防灭火装置、电池监控系统等；

二、储能技术展区
◇ 储能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锂聚合物电池、铅酸蓄电池、智能电池、钠电池、

钠硫电池、超级电容器、可再生燃料电池、液流电池等；

◇ 储能系统与解决方案：新能源储能柜、集装箱储能电站系统、户外移动储能电源、离网/

并网储能系统、基站储能、微电网、分布式能源、EMS、BMS、储能逆变器、能源互联网技术、UPS

系统，光储充一体化系统等以及嵌入式储能、飞轮储能、抽水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

三、电池材料及配件展区
◇ 锂电池（固态电池）材料包括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与添加剂、固体电解质材料、

导电材料、电池隔膜、铝塑膜、保护膜、铜箔、铝箔、胶带、密封胶、隔热绝缘材料等以及材料

加工设备、分析测试仪器；

◇ 石墨烯、纳米材料、石墨烯制备技术及设备、仪器等；

◇ 电池外壳、极耳、盖帽、支架、连接器、镍带、线束、充电器等以及零部件加工设备等；

四、电池设备展区
◇ 锂电池用研磨、搅拌、涂布、对辊、分条、制片、卷绕、装配、烘烤、入壳、除湿、注

液、封口、焊接、化成等，以及锂电池智能模组线、PACK 分选、机器视觉、点焊、包膜、配档、

组装、测试、包装等设备，环保设备、专用储存、仓储与运输设备等。

五、电池回收利用展区
◇ 废旧电池收、储、运技术； ◇ 废旧电池回收拆解设备及整线系统；

◇ 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 ◇ 废旧电池再生利用等。

六、超级电容产业展区
◇ 应用于储能、汽车、电子、新能源等领域用的各类组合型、叠片型超级电容器；

◇ 超级电容器生产制造设备、材料、测试及实验仪器等；

七、换电与充电设施展区
◇ 换电技术设备：商用车/私家车/低速电动车换电站、换电技术及设备、换电柜、换电电

池包、换电壳、换电模块、换电支架、换电机器人、视觉检测系统、及其它配套设备与系统等。

◇ 充电设施：充电桩及配套器件、充电机与电源系统、光储充一体化系统等。

八、 氢能与氢燃料电池产业展区
◇ 氢气制备、储存与安全检测技术与设备、加氢站设备等；

◇ 各种燃料电池及系统应用、燃料电池车；

◇ 燃料电池材料、配套装置/系统以及生产加工设备、测试与分析技术及设备。

【电池行业的“广交会”】
WBE 世界电池产业博览会由亚太电池展全新升格更名而来，致力于促进全球市场贸易与

产业链采购供需！已连续成功举办至第七届，并发展成为行业内参展电池企业（含电芯与 pack

厂家）品牌数量最多，以及应用端专业观众与国外采购商参与度最高的专业展！WBE 以其享

誉全球的影响力以及每届数以千计的海外买家帮助参展企业参展一次面谈数百专业采购商与

海外优质客商，被业界一致评为“电池行业的广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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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展会数据汇总】

在全球“新冠”疫情常态化的大背景下，WBE2021 整体实现了逆势增长，展商数量与

展位数均比上届增长了 12%以上，参展电芯&PACK企业数量更是达到了 302 家！展览规模与专

业观众数量涨幅更是超过 30%！大动力，小动力、储能领域、3C 电子与智能设备以及进出口

贸易等电池应用端专业采购商增长尤为明显。

展会现场，鹏辉、海帝、天劲、中比、汇亿、德晋、精工、易成阳光、超力源、达锂、

嘉佰达、凌奈、大族、鸿宝、鑫德等超 80 余家参展企业当即预定了 2022 年展位！

【采购电池，就来亚太电池展】
WBE 历届著名参展电池企业包括：中科院、中汽研、比亚迪、宁德时代、天能股份、欣

旺达、力神、中航锂电、鹏辉、天劲、振华、比克、银隆、海四达、冠宇、中比、汇亿、南

都、硕电、海帝、德普、理士、美尼、安驰、海宏、捷威、盟固利、路华、精工、创明、久

森、易成阳光、凤凰能源、卓能、天瀚、华立源、煜信恩、拓湃、倍特力、友飞翔、明易源、

台能、中聚、华兴、合一等,仅 WBE2021 参展的大小电芯与 PACK 企业就达 302 家，展品涵盖

了动力端、储能端，3C 电子等所有场景应用。加之完整的产业链展商（永创鑫、达锂、超力

源、嘉佰达等 BMS 保护板企业以及恩捷、贝特瑞、乐凯、道明、正业、鸿宝、大族、金威刻、

华数锦明、诚捷、达力、博辉特、华阳、速博达、德合盛、新威尔、兴能、尚水、百耐信等

材料、设备品牌展商），将为电池应用端及制造商提供最佳找货与采购平台。

WBE2022 规划 5 大展馆，70000 平方，展商超 1000 家，电池（电芯&PACK）
参展企业超 350 家，将成为 22 年度电池储能行业最大规模专业展。

【WBE 核心采购商来自于】
1、全球范围内的海外优质采购商：包括美国、印度、加拿大、英国、印尼、越南、泰国、

南非、巴基斯坦、西班牙、马来西亚、孟加拉、瑞典、德国、法国、荷兰、波兰、菲律宾、

土耳其、墨西哥、巴西、澳大利亚、中东、俄罗斯、中亚四国等全球 80 余个国家和地区。

2、电池应用端专业买家群：包括新能源汽车，物流车，巴士，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三轮

车/平衡车等低速电动领域，船舶、无人机、机器人、工具等动力领域；电力、光伏、风能、

通信、数据中心、电源等储能领域；数码电子、仪表、智能终端、医疗美容器械、航模玩具、

POS 机、电子烟、物联网、TWS 耳机等 3C 领域以及跨境电商、进出口商等。

3、电池产业链研究、生产制造领域专业观众：包括电池制造商、材料商，设备商、配件

商等以及政府、协会、科研院所、高校、投融资领域，行业服务商，媒体等。

2016 年

第一届

2017 年

第二届

2018 年

第三届

2019 年

第四届

2020 年

第五届

2021 年

第六届

2022 年

(第七届预计)

展览面积（㎡） 3500 15000 26600 30000 31800 40000 70000+

展商数（家） 87 213 392 441 496 559 1000+

电池展商数

(电芯&PACK）
5 37 63 194 272 302 350+

展位数 129 485 881 1092 1183 1553 3000+

现场观众数（人次） 7378 18756 23970 27560 26950 35802 50000+

国外采购商（人次） 1897 3144 5287 6392 312 367 8000+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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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电池之夜】
“世界电池之夜”致力于打造电池业界最高规格产业盛典，由世界电池产业博览会组委

会与广东省电池行业协会联手打造，已成功举办四届。上届由“天能电池集团”总冠名，共

有政府领导、知名专家，行业大咖，商协会以及产业院所、参展商以及采购集团代表超 700

人参会！在业内引起强烈反响。

“WBE2022 世界电池之夜”规划于 8月 10 日在广州琶洲香格里拉大洒店举办，预计业内

参会精英将超 800 人，将是企业品牌推广展示的最佳平台。晚宴诚征冠名商，广告商。

（注：展商参会 54平米以上可获赠 1个名额；100 平以上获赠 2个名额；其他展商报名

1080 元/位,非展商报名参会 1980 元/位。）

【同期展会与活动】
1、“世界电池之夜”-WBE2022 世界电池产业博览会答谢晚宴暨展品金奖颁奖盛典；

2、第六届亚太电池产业峰会（含最少四个论坛专场：智能制造专场、材料创新专场、小动

力应用专场、换电技术与运营专场）；

3、世界太阳能光伏产业博览会（原第 14 届广州国际太阳能光伏展（PV.Guangzhou2022）

【参展资费】
企业类别 空地 普通标展 豪华标展

外资企业 USD280/平米 USD2800/个 USD3200/个

国内企业（原价） 1400 元/平方 13800 元/个 16800 元/个

国内企业(特惠价） 780元/平米 7880元/个 11880元/个

备注：1、为助力国内电池产业“后疫情时代”发展，所有国内电池产业链企业参展，均可直

接按以上特惠价格（标展 7880 元/个，空地 780 元/平方）计费。

2、双面开口标准展位角位费：国内企业 RMB500 元/个，外资企业加收 10%；

3、普通标展配置：展板、地毯、一张咨询桌，二把折椅、垃圾篓、日光灯；

4、豪华标展配置：展板、地毯、射灯、玻璃圆桌等，请见以上效果图；

5、光地展位：不含任何配置，由企业自行设计与搭建。

【组委会联系】
广州硕信展览有限公司（鸿威国际会展集团成员）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保利世贸中心 B 座 10 楼

电话 TEL：+86-20-3237 3458

传真 FAX：+86-20-3238 2644

联系人：唐女士 手机：+86 15323773446（微信同号）

QQ 咨询：3586916488 mail：zh-15323773446@foxmail.com

附件 1：

mailto:wbeexpo@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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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E2022 广告与赞助

为响应企业品牌推广需求，帮助参展商更好提升宣传效果，主办方特推出

展会配套广告与赞助项目：

一、展会总冠名：RMB 88 万 (以下为部分示意图，方案备索）

二、会刊广告（RMB）：

封底 26800 元 封二/前菲页 12800 元 封三/后菲页 9800 元

彩色内页 5800 元 内页跨版 9800 元

三、展会现场广告及其它相关赞助特惠（RMB）：

资料袋广告（独家） 58,800 元 参展证广告（独家） 已定

参观证广告（独家） 56,800 元 参观请柬 16,800元/1万张

礼品赞助 礼品 1000 份起，或 RMB30000 元起（由主办方协助定制）

矿泉水赞助（须品牌厂家） 小支，2000 箱起，或 RMB30000 元起（由主办方协助定制）

桁

架

广

告

牌

观众报道处 规格：宽 6m×高 3m； 28,800 元（限两个名额/馆）

广场入馆主通道旁 规格：宽 6m×高 3m； 25,800 元（仅四个名额）

世界电池之夜现场 规格：宽 5m×高 3m； 19,800 元/幅

展馆中平台大型视频广告
展馆中平台设置大型开幕背景视频墙，高

4M，长 12 米，电子屏采用分屏设计，主

屏用于播放企业宣传视频，副屏用于品牌

展商 LOGO 展示。所有观众，展商，嘉宾

等均第一时间可见。效果震撼！

1、企业宣传视频播放广告：28800 元/家

（仅限 3 家）

2、品牌企业 LOGO 展播：2980 元/家

咨询广告赞助、了解更多信息，请至电：
+86 15323773446 唐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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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2021 世界电池产业博览会暨第六届亚太电池展展商名单
2021 世界电池产业博览会暨第六届亚太电池展展商名单最终版

展位预定：唐女士 153 2377 3446 微信同号

展商名称 产品

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铅电、锂电、氢电三大类，包含大密、小密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池

南京中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山东德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及储能设施

广东美尼科技有限公司 聚合物锂电池

深圳市倍特力电池有限公司 锂电池、镍电池、pack 电池

深圳市拓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UPS、基站储能、家庭储能、便携式小储能、锂电池

佛山市天劲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包)等配套产品

东莞市创明电池技术有限公司 18650 锂电池、电池组

江西省汇亿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

微宏动力系统（湖州）有限公司 锂离子动力电池

珠海冠宇电池有限公司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路华能源科技（保山）有限公司 电池&电芯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芯、模组、PACK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

珠海汉格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东莞市久森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二次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池

东莞市盛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电芯

蜂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芯、模组、PACK、BMS、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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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煜信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中天鸿锂清源股份有限公司 锂离子动力电池

广东硕电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倍率聚合物电池、无人机电池、户外移动电源

江西华立源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锂电池

东莞市振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圆柱单体电池、电池成组系统

深圳市瑞能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便携式户外电源系列、储能

安徽理士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

山东天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电池组、储能电池、铅酸替代等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NDH 电池、NPFC 电池、IPF 电池

河南易成阳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INR18650-2000mAh(10C) 、INR18650-2000mAh(15C)

山东精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电池、铅酸替代电池组

贝特瑞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镍正极、硅基负极、人造石墨、天然石墨

中航锂电(洛阳)有限公司 磷酸铁锂/三元系列电池

深圳市博澳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电池

东莞市友飞翔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锂电池、聚合物锂电池、锂电池组

揭阳市建能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铅酸蓄电池

江门市宏力能源有限公司 一次性高能锂锰圆柱电池

重庆力宏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羧甲基纤维素钠

深圳市智赋新能源有限公司 便携式储能应急电源

深圳市新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孚能软包电芯、成品电池

武汉中原长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锂电池

广州市捷力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

湖南森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羧甲基纤维素钠



第 8 页 共 30 页

东莞市嘉佰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BMS 等各种保护板

东莞市银天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

南昌百乐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民用充电器、民用锂电池、镍氢电池

东莞市金耐尔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聚合物锂离子电池

湖南银杏电池智能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BMS 保护板

广东雷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保护板

深圳市日升质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组

江西世道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深圳市博富能电池有限公司 圆柱锂电池

凤凰新能源（惠州）有限公司 聚合物锂离子电芯 铝壳锂离子电芯 派克类产品

江门市朗达锂电池有限公司 可充电锂电池

深圳市谐振电子有限公司 储能电源产品 300-2000W

深圳市华思旭科技有限公司 储能电源、汽车启动电源

鸿兴时代能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锂电池

惠州巨能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武汉彦阳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保护板

重庆中科超容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电容器

浙江一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锦州凯美能源有限公司 超级电容器

东莞市达锂电子有限公司 电池保护板（BMS）

浙江超越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铅酸蓄电池

江苏沙英喜实业有限公司 硫酸亚铁、草酸亚铁、柠檬酸铵、乙酸铵等

惠州市亿兆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家庭储能、低速车、通信备用等锂电池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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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能源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深圳迈

达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池、便携式电站

深圳市科普信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保护板

深圳市山度科技有限公司 动力 BMS 锂电池保护板

深圳市优贝特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河北天一电器有限公司 创耐蓄电池

广州市孚佰科技有限公司 14500/18500/18650 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电池

中山普纳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深圳市金威澎电池有限公司 储能

浙江高泰昊能科技有限公司 BMS

山东蓝晶易碳新能源有限公司 磷酸铁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组

佛山市谷力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低速车类电池组

内蒙古欣源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负极材料

河北康壮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二甲基-2-咪唑啉酮

深圳市鹏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安徽沃博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单体、动力电池系统及储能电池系统

广东统力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铅酸电池、太阳能电池板

广州微宏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各种电池和电池组

浙江道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软包锂电池用铝塑膜

雄展能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磷酸铁锂电池 动力电池

上海增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铁锂电芯和模组

湖南合一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电池管理系统（BMS）

成都宇能通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锂电池、充电一体机、逆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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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美源科技有限公司 便携式储能电源、户外电源、应急电源、太阳能板

广东格林赛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

东莞市威特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电池组

深圳市朗泰沣电子有限公司 电池

东莞市新瑞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储能

深圳市锂之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深圳市智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聚合物锂电池

广州三鑫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正极材料生产设备熔射纳米陶瓷涂层

深圳市超思维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保护板，储能电池管理系统 BMS

广东慧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保护板、逆变器、储能板、动力板、单节板

深圳市沃尔德电子有限公司 动力锂电池

湖南时代联合新能源有限公司 50Ah 电芯（实物）、50Ah 电芯（空壳）、100Ah 电芯（实物）

河南金源环宇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家庭光伏储能系统、AGV 锂电池、储能电池

握友创新（深圳）有限公司 视觉自动定位激光打标机

深圳凌奈智控有限公司
BMS 电池管理系统、动力电池保护板、吸尘器保护板、电动工具

保护板

深圳市鑫升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

武汉源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铅酸蓄电池

深圳市首通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锂电池储能、新能源动力电池

广西震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BMS 板与动力电池

深圳市智能兄弟科技有限公司 钠电池、锂电池

河南台能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光太新能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池,新材料体系锂电池:18650 系列

河南超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锌镍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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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市诺信电子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范围有 18650 锂电池，航模电池，车模电池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储能电源

惠州市威源电子有限公司 锂原电池、碱性电池

深圳市钜力能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电池

内蒙古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电池包、电池模块、单体电池

广州汇富研究院有限公司 气相法氧化铝、气相法氧化钛、气相法氧化硅

浙江精研深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功率水系电解液二次电池

深圳宝电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移动储能、太阳能充电器

浙江海顺新材料有限公司 铝塑膜

山东齐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圆柱电芯、软包电芯

哈尔滨威星动力电源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电池

深圳市晨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pack

重庆市美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BMS 系统

深圳达人高科电子有限公司 电池保护板

广东盛邦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车电池、太阳能电池、储能、电池解决方案

天津市金通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电池组、电池管理系统

东莞市智远达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保护板

东莞市百维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保护板

东莞市诺信电子有限公司 高倍率聚合物锂电池

浙江华正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铝塑复合膜

东莞市航车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便捷式储能电源

江西东腾锂业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

深圳路晴科技有限公司 户外电源、太阳能折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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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恒创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从事 BMS 电源管理系统、锂电池保护板、储能电池保护板的开发

福建天成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储能

深圳市中工巨能科技有限公司 保护板、电池管理系统 BMS

山东海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四会市恒心源电池有限公司 纽扣电池

广州澳飞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大就新能源产业（广州）有限公司
电动车磷酸铁锂锂电池，磷酸铁锂储能电池，磷酸铁锂户外电源，

跑腿换电系统

广东安德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锂电池软包铝塑复合膜

湖南临武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锂离子电芯，锂离子电池组，锂电池两轮电动自行车

深圳市福玻斯光电有限公司
太阳能电池板折叠包 SUNPOWER 太阳能折叠包

30W60W100W200W18V24V36V72V 系列

深圳市金铭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镍氢、镍镉、锂电聚合物电池

深圳市嘉毅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聚合物锂电池

江西省丰泰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芯

深圳市安博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铝塑膜

江苏智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广东迪度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

广州壹秀绿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充电器、磷酸铁锂充电器、胶体电池充电器

东莞市丹斯迪新能源有限公司 圆柱电芯

江西奥沃森新能源有限公司 蓄电池

湖南华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广东锂纬科技有限公司 保护板

深圳市山木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ack、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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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品智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护板

深圳市合创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保护板

东莞市达壹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

深圳市宝藏志远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磷酸铁锂电芯、电池模块及快充电源等产品

深圳市万德盛科技有限公司 户外电源

浙江中欣氟材股份有限公司 氢原酸佩苯，四乙基四颌硐酸按盐

江西潮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4.4V 高电压钴酸锂、高倍率钴酸锂、 三元正极材料 4.4V

厦门厦工众力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叉车动力电池、工程机械动力电池、

深圳安纳德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电容器

山东博普光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蓄电池

广州市哥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东莞市诺星电子有限公司 碱性电池 纽扣电池

江西萤火虫新能源有限公司 储能电池及动力电池

珠海市荣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 充电器

深圳市天岚环球有限公司 电池

天津动芯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管理系统

湖北中聚能源有限公司 一次性锂电池、可再充锂电池

佛山市锂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组、锂离子电池保护电路

深圳英智普电池有限公司 电池

深圳市金宏电子有限公司 锂电池保护板

汕头市聚来聚兴科技有限公司 各类电池、电池充电器

东莞冉旭电子有限公司 锂电池

广州凡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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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美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BMS 系统

重庆超米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组

厦门松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摩托车电池、电动车电池、UPS 储能电池、锂电池

东莞市无中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安徽省鑫美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长市源

锂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充电器和锂电池

河南锂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深圳市菲尼基科技有限公司 换电柜

东莞杉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广东省华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储能

江西海有实业有限公司 小密电池、电动自行车电池、

武汉力信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锰扣式电池、锂电池

深圳量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深圳市金龙格王电子有限公司 BMS 保护板

深圳市新明高电池有限公司 锂电池

深圳市智博力科技有限公司
电动车锂电池、电动轮椅锂电池、太阳能路灯锂电池、锂电池充

电器等

山东劲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

深圳哲思锂电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芯，锂电池组，便携式储能电源

深圳市鑫飞模型科技有限公司 高倍率锂电池组、各种无人机电池、充电器及周边配套产品

洛阳月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

东莞市壹特电子有限公司 锂电池保护板

南京年达炉业科技有限公司 石墨负极材料包覆回转窑

惠州市嘉欣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湖北恩耐吉科技有限公司 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扣式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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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

深圳市荣利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聚合物锂电池、电动车电池

广州云酷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换电柜、充电柜、充电站

东莞市全创达能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及模组

深圳市德宏锂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手机电池、苹果笔记本电池、工具电池

置富科技（东莞）股份有限公司 锂电池

深圳市安普斯能源有限公司 聚合物电池及电池组，圆柱电池及电池组

广州威艾特电池有限公司 电池

江苏润寅石墨烯科技有限公司 储能型、3C、18650 锂电芯、pack

广州市金添铜材有限公司 铜软连接

深圳市捷力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

广东前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广西冠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磷酸铁锂电池

常州众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动力锂电池 pack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锂电池及材料

江西合佳科技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

南昌八方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电池

上海精天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各类粘度计仪器

广东金大湾新材料有限公司 精密延展金属网 //电池集流网//金属电极网

珠海真理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粒度仪和激光粒度仪

深圳市科永顺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电池镍片

深圳市科蓬达电子有限公司 NTC 芯片、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广州领拓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DVM6、TIC、比表面积仪、电镜、球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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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德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声波纳米材料分散机

东莞市精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铝合金电池外壳

金鑫宇电源（深圳）有限公司 锂电池充电器

深圳市诚兴泰电热电器有限公司 新能源动力电池加热片

深圳华瑞川科技有限公司 BMS

广东恒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胶粘剂及密封胶，汽车组装胶，新能源汽车电池 PACK 胶

江门市英杰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搅拌罐、储罐、热交换设备等

深圳市中认联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认证服务

浙江控连气动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设备不锈钢禁铜专用接头

东莞市明盛电气有限公司/深圳市迈尔盛绝

缘材料有限公司
硅胶、铁氟龙、电线电缆

惠州市联云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PVC/PET 热缩套管

上海泰珂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minitab\spm\cbm\QT

深圳市福迪鑫科技有限公司 镍片镍带

东莞市方恩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胶带

东莞市传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镀镍钢带、高温胶带、青稞纸、电子线材

深圳市铭锐祥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锂电池、超级电容器储能生产实验设备

上海盛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点胶机

南京鼎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极片刀具、极耳切刀、

常州安柏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仪器仪表

东莞市明阳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氟塑料电线电缆

深圳市源创力电子有限公司 锂电池充电器、电动车充电器

广州科欣仪器有限公司 示波器、功率针、电源、电子负载

佛山市知马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超重型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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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 继电器、熔断器、电容器

广东盛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除尘器

天津市澳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津雄） 检测设备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电池测试认证服务

广东联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极耳

南京萨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合金电阻、保险丝

广东科文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高低温湿热实验箱、冷热冲击箱、快速温变实验箱

东莞市兆科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导热硅胶、硅胶发泡棉、导热灌封胶、电池加热片、等新能源汽

车专用材料

深圳市恒川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激光打标机、焊接机

伊特克斯惰性气体系统（北京）有限公司 手套箱、镀膜机、真空泵设备和配件

广州市锐图士科技有限公司 光纤传感器、光电传感器、激光传感器、颜色传感器

广州万焦耳认证有限公司 俄语地区产品认证、检测和各种许可

广州元升科技有限公司 工业显微镜、检测仪器

上海易可玛喷印技术有限公司 喷码机

深圳市浩霸电池有限公司 多功能电池充电器、可充电池

深圳市百耐信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锂电池组装设备, 锂电池点焊机

鑫德（深圳）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焊接机

东莞市协赢胶辊有限公司 胶辊、滚轮、包胶轮

深圳市德标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pack

深圳市凌鑫电子有限公司 电路控制板

深圳市博业创展电子有限公司 温控器、热保护器、温度保险丝、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

深圳市汇实电子有限公司 锂电池材料、极耳

广东科正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电海康集团

有限公司
储能动力电池检测与国际认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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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浩冠机械有限公司 锂电池涂布机

深圳市宏瑞达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恒温恒湿试验机、快速温变试验机

广东储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测认证

广州市新栋力超声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广州

市珑腾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超声波锂电池焊接设备、焊接机、线束加工配件

深圳市优和新材料有限公司 胶水、保温材料、点胶机

佛山市益创航峰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锂电终止胶带、保护膜、胶带

上海舜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危险品国际物流服务

广东正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光检查机

深圳市科晶智达科技有限公司 实验设备和材料研究设备全套解决方案

德安环保设备（常州）有限公司 大型锂电池防火存储系统、锂电池运输存储箱

广州瑞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集成电路

深圳市尚拓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激光焊接机

深圳市新华鹏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激光焊接

深圳市华尔升智控技术有限公司 氦质普检漏仪

东莞立航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青稞纸、PVC 热缩膜、环氧板、EVA 棉、纤维胶

东莞市良田实业有限公司 镍片、镍带、铝片、锂电池支架、外壳

广东新石中科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德帕集团主营工业特种润滑及环保液态清洁剂

东莞市立仁爱邦涂层技术有限公司 电池行业设备配件表面处理

广州市昊志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离线 DR、工业微焦点 CT

中山市北斗万得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手套箱、电子除湿机

浙江新创兴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原料设备

湖南大科激光有限公司 光纤激光器

安徽庐江凯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铝壳、方形壳体、圆柱式壳体、电池 CCS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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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大程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空气能热泵、冰水机、空压机预热回收机、污泥烘干机

杜鸥（广东）标识技术有限公司 喷码、标识设备

东莞市瑞力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试验箱

深圳市兴永为硅胶有限公司 胶水

深圳市快准智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设备

易宝（福建）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橡胶橡塑泡棉材料

深圳市星河科创智能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K值检测设备、电池卷绕机

深圳市创立宏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模切辅料

惠州市华阳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锂电 pack 自动化线

广东鸿宝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设备

东莞市叁和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焊接机

北京帕普生泵业有限公司 转子泵，沼气设备，破碎设备

睿泊（中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整体包装解决方案+吨袋

深圳市升邦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纯水机

广州丰泰美华电缆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用线

江苏连动电力有限公司 储能连接器系列、叉车系列、换电系列

东莞市鑫欣源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 pack 结构件

浙江科库塑业有限公司 各种规格高纯度镍带、箔材料

沃萃特（广州）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超纯水设备、废水回用设备

安徽九九华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铝合金结构件

珠海创智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物流 AGV\智能调度系统、智能仓储

广州雪霸专用设备有限公司 陶瓷零件、陶瓷柱塞泵、高精度陶瓷泵灌装机

东莞市嘉瓯达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圆柱钢壳、电池包拉伸铁壳

安平县伟安金属丝网制造有限公司 电极金属网、铜箔网、铝箔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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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蕴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B-LAB\PID\MDP 等

广州创仪欣仪器有限公司 EPR\B-LAB\PID\MDP

广州君翔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 实验室仪器

深圳市百万广告有限公司 期刊杂志

广州倍思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试验箱、烤箱、传感器

江西天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综合回收利用

深圳市友利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高压直流接触器

中山汉通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激光打标机、激光焊接机

上海迈克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压微射流均质机

德众通科技河北有限公司
电池极板连续涂布块状涂布质量检测和质量控制整体解

决方案

IHI 寿力压缩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离心式空气压缩机及其配件等

广州超音速自动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锂电极片缺陷检测系统、涂布对齐检测系统

广州卓力达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电芯托盘、化成分容托盘

浙江凌志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发泡硅胶、实心硅胶

深圳安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智能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

上海洁斐然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空气过滤器、FFU 空气过滤器

东莞市嘉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壳、电池支架、镍片镍带、软联接、母铜排

新乡市大昌精密陶瓷技术有限公司 锂电池注液泵

广州市易通琮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电池运输

东莞市创德激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精密电阻焊接设备

深圳市佳维恒信科技有限公司 汽车摩托车卡车电池检测仪、汽车电池修复仪、汽车电池充电器

广州恒温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等

张家港市日新机电有限公司 锂电专用高速混合机

苏州星亿机械有限公司 离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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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尚由烘干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电池极板干燥设备和干燥房

广州市雄斯传感器有限公司 热电阻、热电偶、加热管

广州伊泵流体机械有限公司 气动隔膜泵

邯郸市金丰薄板有限公司 金属复合材料、铜铝复合材料

佛山市贝瑞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分容柜

佛山市佛诺斯除铁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磁棒、粉料除铁器、永磁管道除铁器、过磁小车

碧海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FFU 风机过滤单元(交、直流群控系统)、空气过滤器

深圳市富灏新能源创新发展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的液冷系统，动力电池防热失控系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二研究所 电源检测设备、BMS、pack

深圳市日图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测试仪、测试设备等

广州领仕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小字符喷码机、UV 喷码机、高解晰喷码机、手持喷码机

东莞市力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电池测试及认证

四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热失控监测传感器解决方案、O2 传感器

北京科仪创新真空技术有限公司 氦质谱检漏仪、气密性检测仪、真空箱氦检漏设备

广东百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专用立式注塑机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设备，含模组、PACK、软包、电芯系统

深圳市优创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 pack 组装设备

广东奥瑞特新能源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双行星真空动力混合机、中转桶、吨包拆包机

深圳市诚捷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动制片、卷绕机

广东飞镭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焊接机、激光打标机、激光清洗机

安徽博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博为氦质谱检漏仪 BW-930B

深圳汇鼎智能智造技术有限公司 全自动 pack 生产线

珠海华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纽扣式电芯制片卷绕机、方形动力电芯卷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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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汇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一、危险品货物拼箱服务 二、整箱危险货物订舱

东莞市吉克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陶瓷电动注液泵、智能型计量泵

东莞市普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能源线束、汽车线束

浙江博时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户外电源

广东新之源技术有限公司 锂电池终止胶带

广东粤龙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焊接机

广东启亚检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高低温试验箱、恒温恒湿试验箱

深圳方波电子有限公司 4系列 5V 多通道分容柜、6 系列 60V 多通道老化柜

深圳比斯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锂电池模组 pack 自动化生产线

宜兴市鑫瓷科技有限公司 陶瓷注液泵芯、陶瓷非标定制件、陶瓷泵阀

广州荣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锂电池用水性负极粘结剂

东莞市纳百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连接器

深圳市博辉特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模组 pack 自动化生产线

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 检测技术服务

深圳市比特安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充换电产品

珠海博明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影像测量仪、外观缺陷检测仪

山东新合源热传输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铝制电池壳体，新能源长新电池壳体，百思特电池壳体

深圳市惠润流体科技有限公司 陶瓷计量泵

深圳市钜拓科技有限公司 真空泵

深圳市谷润数字电源有限公司 充电器、电源适配器等相关匹配产品

深圳超磁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检测和设备基础零配件

济南金威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MQA50120 激光模切分切一体机

巴瓦龙传感器（上海）有限公司 安全光栅、光电传感器、接近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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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竣铂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电池连接器

东莞市台谊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激光焊接机、激光打标机

东莞市超顺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锂电池自动冲壳机

立之力机械（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反应釜、搅拌槽、储罐、真空乳化机、输送线、灌装机等

深圳中建南方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初、中、高效过滤器、化学过滤器等净化产品及净化设备

武汉蓝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电池测试系统

上海果栗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iTS 智能柔性线：环形线、接驳线、重载线

巨能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分离机、过滤机

深圳市利亚特科技有限公司 防水发泡硅胶卷材

东莞市电小超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充电器

东莞市邦腾五金电子有限公司 电池连接片

湖北永创鑫电子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用 FPC 线束类产品和加热膜产品

广东万联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干法搅拌设备

深圳市雷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散热片、铜条、散热器、铝外壳、铁壳、环氧板、镍片、焊脚等

等

常州市安坤塑件有限公司 18650/21700/26650/32650/聚合物/大单体电池连接片

深圳市海目星激光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高速激光极耳切割机 全自动软连接焊接机、全自动超声波焊接

机

浙江锂盾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锂电池封装铝塑膜

马鞍山市金菲硬质合金刀具有限公司 硬质合金刀具、模具及机械配件加工

安能 ANEN INTERNATIONAL TRADING (MACAU)

CO., LTD.
电池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HEV 动力电芯、HEV 液冷模组、电池管理系统

中山市鼎祥电器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专用化学产品、机械设备及配件

上海露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上海靳鹤企业

管理咨询中心
仪器仪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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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纽特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卷绕设备

东莞市三能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设备

青佰科技（珠海）有限公司 在线连续式喷码设备

东莞市尔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绝缘材料

广州市力驰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管理芯片

基恩士（中国）有限公司
工业自动化传感器、测量仪器、PLC、视觉系统、显微镜、激光

刻印机

东莞市明易源电子有限公司 电子产品及配件

惠州市华恺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温控开关、温度开关、热保护器

东莞市威航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锂电池自动化设备

深圳市超力源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锂电充电器、定制电源、控制器、BMS 电池管理系统

深圳市赤豹科技有限公司
1.贯穿式 8 轴双面旋转自动焊接设备；2.模组单面旋转自动焊接

设备

宁波息相石新能源有限公司 降温材料，降温薄膜、降温产品

派依克节能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电池模组测试设备、化成设备、电池单体测试设备

佛山市迪智电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充电器

深圳市鑫达能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锂电池保护板测试仪、锂电池综合测试仪及锂电池充放电测试设

备

珠海市普瑞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气密性测试仪、电池保护板测试仪、功能测试板卡

广州骏恒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各式滑差轴

深圳市多彩高塑胶有限公司 电池用 PVC/PET 热缩套管，PET 绝缘垫片

深圳富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充电器

深圳天溯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检测认证

盐城东晟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模具

东莞市中科蓝海智能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光源、工业相机、相机镜头、电池缺陷检测面阵平台

东莞市伟德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陶瓷片加热管，不锈钢翅片式加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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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君奥连接器有限公司 连接线

杭州行云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锂电池管理系统

上海炎脉科技有限公司 半导体材料、新能源材料、仪器仪表

深圳市麦克斯泰有限公司 聚酰亚胺保温泡沫，聚酰亚胺隔热泡沫，聚酰亚胺消音泡沫

惠州市龙海科技有限公司 pack 产品及自动化线

深圳市捷顺联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电池产品运输

广州市金合能超声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极耳点焊机、金属焊接机

深圳炜鼎智能有限公司 分选机、点焊机、CCD

威海华菱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CIS 及 CIS 工业相机、线性光源、CIS 演示机

东莞市豪斯特热冲压技术有限公司
电池包壳体研发和量产、冷热冲压模具研发和制造、冷热冲压零

部件量产

梅特勒-托利多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锂电池检测设备

阳江市贯虹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配件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

公司
数码显微镜 DSX1000、清洁度检测显微镜 CIX100

湖北祥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阻燃型聚氨酯超软电池衬垫、有机硅胶发泡材料、聚烯烃发泡材

料

东莞市万联电子有限公司 光伏连接器、储能连接器

上海雨丰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喷码机

江苏充邦新能源有限公司 充电器

东莞赛硕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手持激光焊接机、便携式激光焊接机

广州辉泉喷码设备有限公司 喷码机

广州谐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充电器

广东圣恩迪实业有限公司 连接器、线束

安徽胜澳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镍带

东莞市新镁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新能源电池五金外箱、钣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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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富邦诚新能源有限公司 锂电池 电子产品

广州市兴东富电子有限公司 导热材料

广州云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铝壳充电器

宜兴市惠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复合材料

安徽丰舟电子有限公司 锂电池充电器、充电机

东莞市中振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硅胶线、电子线、线材线束

台州太泽贸易有限公司 充电器

深圳市宏翔工业材料有限公司 镀镍钢带、纯镍带、电池连接片、电池支架等

科信电子技术（东莞）有限公司 电芯 2 容量检测设备、电池组老化测试设备

深圳市玉营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组防水硅胶、密封胶、灌封胶、导热硅胶/脂

海宁市贝拉姆电子有限公司 电池盒、锂电池座、电池架、塑胶模具

佛山市卓尔特电器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电池铜/铝软连接

东莞市超鸿五金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钨钢电池模具、封口模具、切刀、卷针、等

福建正阳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扎带、铜铝硬、软连接

安徽速尔电子有限公司 充电器

深圳市澳莱特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充电器、开关电源

深圳市丰发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线、连接线、镍片、辅料

浙江天易新材料有限公司 发泡硅胶、导热硅胶、硅胶制品

珠海欧美克仪器有限公司 粒度仪,激光粒度仪,湿法,干法激光粒度仪,国产粒度分析仪

佛山维迪思电器有限公司 铜/铝箔软连接、铜编织带

天长市润强电子有限公司 充电器

深圳市恳博科技有限公司 喷码机、激光机、非标自动化

佛山市广源兴电子有限公司 电池充电器、电源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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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风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充电器、充电机

深圳市伊雷德科技有限公司 大功率充电机、开关电源

深圳市壹壹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搅拌机

深圳大美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激光打标机、激光焊接机

深圳市创腾达精密五金科技有限公司 镍片、连接片、汽车电池汇流片

深圳市新宏大电热科技有限公司 电热器、发热管、热电阻

宜兴市惠能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镀镍钢带、纯铜带、镀镍铜带、纯铝带

深圳市永佳喷码设备有限公司 油墨喷码机、激光打标机、非标自动化设备

东莞市威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自动电焊机、测试分选机

深圳市格瑞达电力连接器件有限公司 连接器

东莞市科蕾拓气动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电缸,伺服电缸,伺服电动缸

深圳市上扬绝缘材料有限公司 绝缘材料

深圳市璟琳智创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电源管理系统

深圳市智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锂电池 GPS 定位器,保护板,租赁管理系统

广州仪人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三辊研磨机、搅拌器、环境试验箱、电子天平

深圳市沃鹏塑业塑胶模具有限公司 电动车电池塑胶外壳套料、电池塑胶支架

上海索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牧东野千分尺调节模头

杭州中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充电器

东莞市弘泽五金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组连接片、电池组镍片

湖北及安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火灾防控装置、脉冲式气溶胶灭火装置、S 型气溶胶灭火装

置、便携式气溶胶灭火器

东莞市捷东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实验室测试设备

深圳市锂鼎科技有限公司 便携式均衡维护仪

深圳市文鸿鑫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镍片、镀镍等各类电池连接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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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正信科技有限公司 充电器

武汉格瑞斯新能源有限公司
电池实验室设备、手套箱、maccor 进口电池检测设备、电化学

工作站

湖北蓝博新能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电池测试系统

惠州瑞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锂电池胶带、编织带

深圳市旭日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激光焊接机、聚合物电池激光点焊机

深圳增金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纯镍，镀镍，镍带，电池连接片，汇流排，电池组支架

东莞悦成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支架、镍带、外壳

广州君盘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频充电器、充电机

深圳市三嘉通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充电器、铅酸电池充电器、镍氢电池充电器等

安徽省天长市景天电子厂 充电器

深圳市志荣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功能胶带

天长市昊康电子有限公司 充电器

东莞求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五金模具插头、UL 硅胶线、特软多芯硅胶线、新能源线束

东莞市吉卡实业有限公司
电池周转盒、电芯注液盘、电池高脚蓝、电池注液栏、电芯周转

盘、耐高温耐腐蚀电池盒

广州三帕认证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认证服务

无锡灵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00L 双行星动力混合机、全自动粉(液)体投料系统、浆料中转

罐、浆料过滤输送系统、制胶机

东莞市心舟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真空烤箱、真空隧道、高低温试验设备

东莞市凯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锂离子电池极耳

深圳市腾顺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各类电池充电器、电源适配器、插头线材

广州聚能纳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低温纳米材料制备分散机

东莞市泰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有机硅防腐涂层、装饰材料、化工机械设备、其他化工产品

商丘神风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锂离子动力电池的技术开发、生

产

深圳续航者科技有限公司 家电和数码产品及配件、塑料制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82%E7%A6%BB%E5%AD%90%E5%8A%A8%E5%8A%9B%E7%94%B5%E6%B1%A0/12012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4%82%E7%A6%BB%E5%AD%90%E5%8A%A8%E5%8A%9B%E7%94%B5%E6%B1%A0/120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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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普泰克电子有限公司 电阻测试仪

深圳市精穗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模具

东莞市亿骏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真空设备，净化设备

麦垲门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极耳

江苏浩博塑业有限公司 非金属管阀件

东莞市高鑫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电池试验机

浙江德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正负极铜箔软连接

广州中维安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蓄电池监测系统、蓄电池房动环监测系统

东莞市安洋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卷绕机、锂电池设备

靖江市均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锂电池主动均衡器

深圳市川田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电池检测仪器

任丘金浩正电动车配件有限公司 锂电池充电机

常州市万聚塑件有限公司 电池盒、锂电池盒、塑件

河南奇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锂电池壳表面缺陷检测系统 V4.0、动力电池表面缺陷检

测原理机、化纤喷头孔孔状精密检测平台

浙江尚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能源线束、汽车线束

东莞市利通行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动力电池精密结构件、连接件、电池包 pack 模组件、汽车五金

塑胶零部件

东莞市盈坤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防静电吸塑托盘

山东萨美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充电机、充电器

德清宏钛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太泽 颍上县

瑾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轮三轮锂电池外壳，太阳能锂电池外壳

大城凯丰电动车配件有限公司 多功能锂电池盒

大连万隆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 不锈钢电解液容器

四川神工钨钢刀具有限公司 锂电池极片分切刀、隔膜分切刀、

北京欧赛众泰科技有限公司 卡氏水分测定仪、卡氏炉、卡氏水分换液器



第 30 页 共 30 页

东莞市大拇指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精密导轨、环形流水线

飞杨电源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各类充电器

东莞精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铝合金电池外壳

常州市武进红光无线电有限公司

东莞市好全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硅胶线、电线

深圳市中图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影像仪、闪测仪

广州宝力特液压技术有限公司 电池极片辊压机伺服液压系统

秦皇岛宇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鹏翼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双行星动力混合机、砂磨机

惠州胜狮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能源装备特种箱

广东泉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废水处理设备、超纯水设备

福建双延兴业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V带轮、同步轮

展位预定：唐女士 153 2377 3446 微信同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