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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企业

01 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北京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专

门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工业级和桌面级3D打印机的高科

技企业。十多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太尔时代现已发展成为

国际领先、亚洲最大的3D打印机制造企业。其桌面级3D打

印机UP是全球三大品牌之一，还是在Windows8.1面市后，

在全球范围内可与该操作系统接口的唯一产自中国的桌面

级3D打印机。

 联系方式： 颜旭涛 13701127797

 公司网址： https://www.tiertime.com/zh-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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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江苏科伯瑞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业务范围涉及职业培训

（产教融合）、汽车自动化（新能
源）、智能工厂等方面。目前，
Cobre业务模块主要分为“学校教育”
与“新能源汽车”两大类。

联系方式： 徐海兵 13913155998

校企合作模式

自动化实验室、机器人学院、教师企业实践
基地、工业智能解决方案设计与训练中心、本科
生实习基地、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研究生工作
站等。

校企合作项目：智能生产线、工业
4.0轮毂生产线、智能制造单元教学
设备、互联网+智能制造生产线、
基于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的伺服
电机生产性实训室等。



赞助企业

03 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新开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成立于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注册资本3.18亿元。公司于
2011年登陆资本市场，成为中国一卡通领域首家上市
公司。深耕高校信息化行业18年，目前已为全国千所高
校、千万名大学生提供服务；致力于打造专属于新开普
特色的高校综合服务运营商-生态系统战略。

新开普基于“互联网+教育”理念，依托新开普研
发实力，贴合高校教学新需求，围绕智慧教学提供大数
据人工智能实验室、虚拟现实实验室、工业机器人实验
室、在线教育平台等解决方案，与高校共同培养新时代
的应用型人才。

 联系方式：宋志超 17789165555

 公司网址：http://www.newcapec.com.cn/

大数据实验室

图片

虚拟现实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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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先临三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成立于2004年，已专注3D数字技术十余
年。公司产品和服务涵盖3D扫描、3D打印装备和材料、
优化设计与快速制造服务、3D造云平台等，为高端制

造、精准医疗、创新教育、定制消费等领域用户提供
“3D数字化—智能设计—增材制造”系统解决方案。
公司于2014年8月8日在新三板挂牌（证券代码：
830978)，在综合实力、销售规模、技术种类、服务保
障能力等多方面均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总部设于杭州，并在北京、天津、南京、重庆、德
国斯图加特、美国旧金山等地设有子公司。公司旗下汇
聚了专注于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的易加三维、专注于高精
度三维视觉检测技术的天远三维、专注于生物材料与细
胞3D打印技术的捷诺飞生物以及专注于增材制造服务
网络的先临云打印等一批行业知名企业，形成“专业分
工+共享协同”的发展模式。

 联系方式：张束胜 18657117877

 公司网址：http://www.shining3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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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北京启创远景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致力于机器人、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
为广大院校提供最前研的技术体验和一站式服务。

“探索者”通过“知识-技术-能力”一体化培养的
实验室建设体系，以学生的理论知识、个人素质与发展
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在企业与社会环境下的工程综
合能力为培养目标， 系统地培养学生掌握机械设计、
机械制造、电子技术、自动化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基本
理论及专业知识，培养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创造思维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以及较强的沟通能力和
协调能力，为社会培养出具有现代工程师的知识、能力
和素质，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新世纪工程型人才。

 联系方式：吴冬林 13916841358

 公司网址：http://www.create-future.com.cn/

来源于教育，服务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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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南京旭上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致力于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数控维
修教学实验设备、自动化教学实训设备及新能源汽车教
学仿真软件的开发与制造。

 产品特点：虚实结合，一机多待，好教好学

 联系方式：吴乐平 13809001181（同微信）

 公司网址：http://www.njxushang.hrjcw.com/

3D虚拟工业机
器人及工作状态

工业机器人
控制系统

（含控制软件）

手持示教
器

铼钠克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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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南京德西数控新技术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数控车床（平、斜床身）、车削中
心、数控车削单元（桁架机械手）、加工中心
（三、四、五轴）、数控铣削单元（桁架机械
手）、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实验台、智能制造切削
加工生产线

 联系方式：石海龙 13914785522

秦 娜 1599636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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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上海庚商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庚商公司定位为具有核心技术定

制能力、技术方案整合能力和品牌影响力的教

育信息技术提供商，能够优化和整合各种技术、

产品为教育用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产品领域

包括教学教务的信息基础设施支撑、实验实训

的教学平台整合、教育技术和内容的研究开发

等。

 联系方式：黄皑青 13311895990

 公司网址：https://www.gv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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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埃斯顿自动化

 主营业务：埃斯顿作为中国运动控制领域具有影响力的

企业之一，自动化核心部件产品线已完成从交流伺服系统

到运动控制系统解决方案的战略转型，业务模式正在实现

从单轴—单机—单元的全面升华；工业机器人产品线在公

司自主核心部件的支撑下得到超高速发展，奠定公司作为

国产机器人行业的龙头地位，通过推进机器人产品线

“ALL Made By ESTUN”的战略，形成核心部件—工业机

器人—机器人智能系统工程的全产业链竞争力，构建了从

技术、成本到服务的全方位竞争优势。

 公司网址： http://www.estun.com/

剪板机数控装置

图片

六关节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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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et系列交流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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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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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苏州博达特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工业机器人实训系列、智能制造实训系
列、柔性制造实训系列、机电液气实训系列、数控诊断
与维修实训系列、机械基础实训系列、工厂自动化实训
系列、光机电一体化实训系列、模块化柔性生产线实训
系列、虚拟仿真教学实训系列等十大系列一百余种教学
实训设备。

 联系方式：浦恩帅 13862621384

 公司网址：www.bdtj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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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京正天恒业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About us

北京正天恒业数控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天激光”）是以激光加工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自

2010年开启激光领域创新创业之旅后，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依托清华大学、北京激光研究所等，联合一线

国际知名激光光源，在光、机、电、控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雄厚的技术实力。作为激光教学的领

先探索者，我们拥有业内强大的研发实力，有力地保障新产品的高效研制和成熟产品性能的稳定，为教育实

践提供专业、易用、适用的个性化激光加工解决方案 ； 作为激光加工教学设备的优质供应商，我司为全国高

校及中小学提供金属/非金属切割&雕刻机、内雕机、打标机以及焊接机等设备，且公司自成立以来，已累计

教育行业用户达619所，其中958/211双一流建设高校有58所，普通高校有486所，中小学75所。

在2017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综合能力竞赛中我司获得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综合能

力竞赛组委会联合颁发的贡献奖。同年顺利成为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第二批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激光类唯一

入选企业。公司长期与高校积极合作，并赢得了北京高校金工研究理事会单位、华东高校学企联合会常务理

事单位、西北地区高校工程训练研究会企业理事单位、华北地区高校工程训练研究会企业理事单位、东北地

区高校工程训练研究会企业理事单位、重庆地区高校工程训练研究会企业理事单位、全国高校创客教育联盟

发起单位之一等。先后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四川大学等知名高校建立校企合作激光加工

实验室，产教融合、携手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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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北京中机赛德科技有限公司(培杉软件)

公司简介About us

北京中机赛德科技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是立足于中关村创业园的高新技

术企业，致力于培养中国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在国内率先提出了工业
机器人虚实一体化教学的概念，自主研发VisualOne智能工厂虚拟仿真系统、工业

机器人综合实训工作站，真正将工业典型案例转换成为教学资源，搭建课程体系
与教学资源的一体化教学模式，在多家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
果。

公司核心技术团队拥有丰富的工业领域的智能制造技术研究及应用的从业经

验，承担了多项国家、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并获得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及软件
著作权。是“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单位，“自动化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全国机械行业智能制造职业教育集团”、“全国机械
行业工业机器人与智能装备职业教育集团”、“机械行业智能制造技术职教集团”
理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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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广州华之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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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北京德美鹰华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激光数字化工厂

工厂实景

德美鹰华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高科技激光设备制造和工业自动化解决方

案提供商，嘉兴鹰华智能科技作为集团公司核心的硬件制造基地，为全球客户

提供优质的产品和真诚的服务。公司联合清华大学和德国机电设计公司，设计

了多款智能激光设备（涵盖激光金属及非金属的切割、雕刻、焊接、打标、熔

覆等），同时与众多高校通过协同育人项目合作开发了以激光数控为核心的虚

拟（VR）教学培训平台，对国内工科类学生各类竞赛提供更为前沿的激光加工

平台和数控培训体验。

地址：教育事业部——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1号（清华大学教仪厂）

外贸事业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大略城米利肯大道南路

生产基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广益路3333号

中文网址： www.gueagle.com.cn 销售热线：010-80410960

华东区销售经理：陈传奇 13426369231

——激光数字化领航者

http://www.gueag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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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浙江海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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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湖南科瑞特科技有限公司



赞助企业

17 北京中科诺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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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三的部落（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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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博世力士乐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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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深圳乐智机器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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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京清大数电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清大数电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Qingdashudian Science and 

Education Equipment Center

Mobile:：13901133860  陈捷

TEL：010-82865788  

qdkj2007@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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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扬力集团

主要致力于冲压、锻造、钣金等各类中高端金属成形装备及自动化装备的研发和制
造，产品广泛服务于国内外汽车、家电、五金、电子、电气等领域。

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级数控金属板材加工设备产业基地骨干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连续多年蝉联 “中国锻压机床行业排头兵企业”、“中国机床工具行业十强企业”、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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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作为电子、电气工程领域全球领先的企业之一，西门子积极推动工业4.0愿
景，以引领第四轮工业革命为目标，聚焦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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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三菱电机自动化（中国）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致力于提高产品性能，FA产品涵盖可编程控制器（PLC）、人机
界面（HMI）、交流伺服系统、变频器、工业机器人以及低压配电等产品。

在日益复杂化的制造现场，三菱电机致力于推进FA整合解决方案
e-F@ctory，以先进的控制技术和网络技术，进行一元化管理，实现工厂“可
视化”，提升生产率、削减成本、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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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

秉持“环保 节能 爱地球”的经营使命，在绿色能源、节能减排、楼宇节能
的技术领域，陆续开展多项新应用。为工业级用户提供高效可靠的动力、视讯、
自动化及节能应用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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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菲尼克斯电气中国公司

为用户提供全球领先的组合式接线端子、印刷电路板连接器、工业接插件、电动汽
车充电连接器、模块化电接口产品、防雷及浪涌保护器、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及软件等。

为能源行业、过程行业、基础设施、工厂自动化等工业领域客户提供世界一流产品
和优质高效服务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菲尼克斯电气中国公司始终保持业务的
健康增长，并积极为中国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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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德国客尼职业技术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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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北京数码大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 深圳越疆科技科技有限公司

29 昆山巨林科教实业有限公司

31 苏州新火花机床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阎经理 18851022828

联系方式：林杭 18605871088

联系方式：罗维江 18617059887

联系方式：刘国权 15250477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