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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utatory
欢迎词
欢迎各位莅临2019年GETshow广州（国际）演
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
作为亚洲最具影响力、在中国演艺设备产业基
地举办的专业灯光音响盛会，2019年GETshow广州
（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迎来
了近1000家来自国内外的知名品牌和企业展商，将
为观众集中展示业内最顶尖的技术、最先进的专业
音响、灯光及演艺设备等相关产品。
2019年GETshow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
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将继续秉承打造中国首个高端
无声展览会的宗旨，智慧办展、绿色办展，为全体
观众和展商全力营造一个高端、舒适的展会环境，
轻松看设备、观技术、找商机、谈合作，2019年
GETshow盛会，与您共襄盛举！
最后，祝愿所有观众和展商都能在此次展会上
取得丰硕成果！2020年，我们再相聚！

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
GETshow组委会
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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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nsored by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South China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Organized by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Supported by
China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Association
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l Trade Guangdong Committee
Co-organized by
China Institute of Stage Design

中国电子学会声频工程分会

Audio Engineering Branch of Chinese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中国声学学会声频工程分会

Audio Engineering Division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China

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会
广东省声像灯光科技促进会
广东省演出业协会
恩平市电声行业协会
展览场地：
广州琶洲保利世贸博览馆（1- 9号馆）
展览时间：

Guangdong Association of Stage Art
Guangdong Audio Video Lighting Sci-tech Promotion Society
Guangdong Trade Association for Performance
Enping Electroacoustic Industry Association
Exhibition Venue
Hall1-9, Poly World Trade Center (PWTC)
Visiting Time

2019年5月8日 09:30-17:00

May.08, 2019 09:30-17:00

2019年5月9日 09:00-17:00

May.09, 2019 09:00-17:00

2019年5月10日 09:00-17:00

May.10, 2019 09:00-17:00

2019年5月11日 09:00-15:30

May.11, 2019 09:00-15:30

合作媒体：
WORLD SHOW、CA001中国音响第一网、慧聪音响灯光网、依马狮传媒、寰球精准

Media Partners
WORLD SHOW, CA001, AUDIO.HC360.COM, IMAS AUDIOVISUAL WORKS /

传媒、亚洲专业视听、国际演艺、锋镝传媒、分域展览、中国灯光音响、数字音视工

InfoAV China, Worldwide Focus Media Co., Ltd., ProAVL Asia, Mega Stage

程网、音响网、舞台灯光网、家庭影院技术、ProSystem New, Light.Sound.News,

International Media Limited, Fengdi, Guangzhou sub domain Exhibition Service

Audio Visual Lighting Integration Latinoamerica, Mondo, PLSN, Palm Technolo-

Co., China Lighting Audio, Digital Audio Video, Audio160, SL-360, Home

gy, ISP, Iluminaciony Sonido Profesional, AV Magazine, THE AUDIO &VEDIO

Theater Tech magazine, ProSystem New, Light.Sound.News, Audio Visual

INDUSTRY, CX, Total Sound, AVL Asia&Middle East, AVL Indonesia, AVL

Lighting Integration Latinoamerica, Mondo, PLSN, Palm Technology, ISP, Ilumi-

Philippe, AVL Malaysia, AVL World, Proaudio Asia.

naciony Sonido Profesional, AV Magazine, THE AUDIO &VEDIO INDUSTRY, CX,
Total Sound, AVL Asia&Middle East, AVL Indonesia, AVL Philippe, AVL Malaysia,
AVL World, Proaudio Asia.

SCEE
Introduction
商会简介

SCEE
Introduction
商会简介

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前身是由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组建的GETshow广州（国际）演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grew out of GETshow organizing committee

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组委会，为服务会员企业，从2011年起GETshow组委会已成

attached to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South China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Abb.:SCEE). Since

功举办八届演艺设备展览会，树立了GETshow在国际演艺设备行业中的稳固地位，为广东演艺

year 2011, GETshow had been held for 8 times and already laid a solid position in entertain-

设备产业基地乃至全球的演艺设备企业提供一个难得的国际水准的展示平台。
2014年8月14日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正式全资注册成立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秉承
商会的经营理念，以优先服务会员、维护会员及演艺设备行业企业利益、促进国内外企业技术

ment equipment industry. Thereby GETshow has become a trading platform of international
standing for sound and light manufacturers.
On August 14, 2014,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and wholly owned by SCEE. The company upholds the business philosophy of SCEE to serve

交流、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为目的，专门致力于在中国最大的行业产业基地上打造一个属

members and promotes the communication with foreign enterprises in technical fields. It’s

于行业企业自己的国际展贸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极大拉近参展企业与全球采购商之间的距

dedicated to making an international trading platform for China’s largest entertainment

离，并发挥专业平台优势，促进双方的沟通交流，达到合作共赢的目标。

technology base, with a purpose to shorten the distances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buyers and

展会介绍：

reach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sides.

GETshow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是由广东演艺设备行业主办、
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一场国际性的行业盛会，参展企业与产品涵盖国内外专业音响
设备及技术、专业灯光设备及技术、专业视听设备技术、大型舞台设备/安装/系统及技术、卡
包音响、公共广播、会议系统、LED屏、麦克风、功放、舞台周边设备、智能灯光控制系统等领
域。

Exhibition Introduction:
GETshow is an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light and sound exhibition which was held by
SCEE, and now operated by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The exhibitors and products includes foreign and domestic audio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Stage
equipment/installation/system, Broadcasting, Card Package KTV, Conference System, Stage
Lighting, LED Display, Laser Gear, Microphone, Amplifier, Stage Peripheral Device, Intelligent

GETshow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在每年的上半年举行，在即将
开幕的本届展览会上，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企业和品牌展商近1000家，展览面积近10万平方米，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etc.
In the coming event of GETshow 2019, about 1,000 brands and exhibitors will exhibit their

预计迎接来自海内外的专业观众达120000人次。

new products. The exhibiting area reaches almost 100,000sq.m, and around 120,000 profes-

展品范围：

sional audiences will be received during the show.

专业音响设备及技术、专业灯光设备及技术、专业视听设备技术、大型舞台设备/安装/系
统及技术、卡包音响、公共广播、会议系统、LED屏、麦克风、功放、舞台周边设备、智能灯光
控制系统等领域。
观众范围：
生产商，工程商/代理商，进出口代理，集成商，系统开发商，电台/电视台，演艺团体，
艺校/科研，影剧院/体育馆/俱乐部/音乐厅，政府机关，媒体，相关协会等。

Exhibits Range:
DJ Show, Stage Audio System, Card Package KTV, Public Broadcasting, Conference
System, Stage Lighting, LED Display, Laser Gear, Microphone, Amplifier, Stage Peripheral
Device, Intelligent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etc.
Visitor Range:
Manufacturer, Contractor/Agent, Importing Exporting Agent, Integrator, System Developer, Radio Station/TV Station, Entertainment Team, Art School, Government, Concert, Media,
related other associations etc.

联系我们：
GETshow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组委会
广州市高效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179号时代创意园B栋802-803室

Contact Us:
GETshow Organizing Committee
Guangzhou GETshow Exhibition Co., Ltd.
Add.: Room 802-803, Building B, Shidaichuangyi Park, No. 179 Yingbin Road, Panyu

电话：+86-20-8479 0060

District, Guangzhou, P.R. China.

传真：+86-20-8479 0162

Tel: +86-20-8479 0060

邮箱：info@getshow.com.cn

Fax: +86-20-8479 0162

网址：www.getshow.com.cn
微博：广州演艺设备展
微信：GETshow

E-mail: info@getshow.com.cn
Website: www.getshow.com.cn
Wechat: GET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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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1

Hall 1

1号馆

1号馆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1-2-iBO专馆

深圳市艾比欧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1A-01B

先锋展厅

1A-02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1C-07

广州市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feng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Ltd

PRO DJ SYSTEM

1C-08A

广州天奥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ao Sound Technology Co., Ltd.

PEAVEY（中国）娱乐运营中心

PEAVEY (China) Entertainment Operations Center

1C-08B

广州市番禺区声活电子器材厂

Guang Zhou SHU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1A-03

森海塞尔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Sennheiser Electronic (Beijing) Co., Ltd.

1C-09

广州市艺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SHI YIJI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1A-04

广东极声行音响有限公司

Guangdong Polar Audio Co.,Ltd

1D-06

广州恒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YI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CO.,LTD

1A-05

广州高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I END PLUS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1D-07A

1A-06

广州声力电声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li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s Co., Ltd.

1D-07B

卡博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CRCBOX AUDIO TECHNOLOGY CO.,LTD

1A-07

广州市新度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DU AUDIO CO., LTD

1D-08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Panasonic Corporation of China

1A-08

广州励音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Lion Audio (GZ) CO.,Ltd.

1D-09

广州世轩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xu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1A-09

佛山纯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huns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1F-04

广州市音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inqia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1B-01

睿铭声光科技有限公司

Real Music Acoustics&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1F-06A

恩平市上方音响器材厂

ENPING SHANG FANG(VOTEX)AUDIO EQUIPMENT FACTORY

1B-02

广州市誉声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SOUND AV TECHNOLOGY CO.,LTD.

1F-06B

广州市韵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Vinal Electronic Equipment Co.,Ltd

1B-03

广州市锐声灯光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sheng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s Co.,Ltd

1F-07

广州威视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shi Electronic Co., Ltd

广州市汇信音频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xin Technology Co.,Ltd.

1F-08A

广州诺法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ovoum audio equipment Co. Ltd.

1F-08B

恩平市佰利音响器材设备厂

Enping BELE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1B-05

广州市鼎泰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ing Taife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1G-01-02-03

广州市迈俊宝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ABLPOWER

1B-06

广州首善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Shoushan System Integration Ltd

1G-03B

广州都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ODO POWER Electronics＆Technology Co.,Ltd

1B-07

浙江亚成电子有限公司

Yacheng Electronic

1G-05-06

WORLD SHOW传媒

WORLD SHOW

1B-08

东莞市三基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3G Audio Technology Co.,LTD

1G-07

东莞市爱高音响有限公司

FDB Audio Manufacture Co.,Ltd

1B-09

KS（亚洲）

KS（Asia）

1V-01

佛山市柯博明珠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Kobble Pearl Digital Electronic Co., Ltd.

1V-02

广东省恩平市美镭电子厂

GUANGDONG MCMYK ELECTRONIC FACTORY

1V-03

广州市码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F-01-02

1V-04A

萬寶(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Marlboro (HK) Development Co., Ltd.

1C-03

1V-04B

佛山市丹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DN electrinic Technology Co.,Ltd

1V-05

广州力歌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GE Audio Equipment Co.,Ltd

1V-06A

广州市索扬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SUO YANG Audio(GZ)Co.,LTD

1V-06B

恩平市海尔森电子厂

Enping Haiersen Electronic Factory

1V-07

恩平市均能音响器材厂

Enping Junneng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1V-08

广州松歌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nger Audio equipment co.,Ltd

1V-09

广州市伟杰电器有限公司

R AUDIO CO.,LTD

1B-04
1D-04

Company Name

1C-01-02
1D-01-02

1D-03

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

中国汇丰音响集团有限公司

Advance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ternational) Company Ltd.

SINO HUIFENG AUDIO GROUP CO.,LIMITED

1F-03
1C-04

华汇音响顾问有限公司

RIGHTWAY AUDIO CONSULTANTS LTD.

1C-05
1D-05

北京太平宝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F-05
1C-06

广州菩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BUDDHA AUDIO EQUIPMENT CO.,LTD(GUANGZHOU)

LAVO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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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2

Hall 2

2号馆

2号馆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2A-01A

广州谱莱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rofessional Lighting&Sound Equipment Co.,Ltd

2C-06B

佛山市南海声准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SOUNDSTANDARD AUDIO CO.,LTD

2A-01B

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SOUND PRO AUDIO TECHNOLOGY CO.,LTD

2C-07A

广州声锐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VR PRO-AUDIO CO.,LTD

2A-02A

广州声博士声学技术有限公司

Soundbox Acoustic Tech Co., Ltd

2C-07B

奇能音响

QANON AUDIO

2A-02B

广州杰帕斯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Jaepas Acoustics Co., Ltd.

2C-08

2A-03A

广州市宏程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undbullet Pro. Audio Manufactory co., Ltd

2D-08

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UIFENG Tech.

2A-03B

恩平市奥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Aod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F-10

2A-04

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SPPA Audio Co.,Ltd.

2D-01

广州市浪源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

Guangzhou Langyu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Shawan Branch

2A-05

深圳市艺能声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YI NENG SHENG ACOUSTICS ENGINEERING CO.,LTD SHEN ZHEN

2D-02A

广州力歌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GE Audio Equipment Co.,Ltd

2A-06

广州辰润风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SENSEPHON PRO AUDIO MANUFACTURE CO., LTD.

2D-02B

广州威点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2A-07

广州万昌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chang sound Co., Ltd.

2D-03A

珠海市华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Hua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A-08

广州声能量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FineSPL Audio Technologies Co.,LTD.,Guangzhou

2D-03B

广州市科昱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E Audio Equipment,Co.,Ltd

2B-01A

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

FOSHAN LINGJIE PRO AUDIO COMPANY LIMITED

2D-04

广州市博声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sheng Electronic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Co., Ltd

2B-01B

佛山慧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MAUDI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D-05

广州汇力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li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B-02

广州市赫兹音响有限公司

Hertz Audio [GuangZhou] Co.,Ltd.

2D-06A

广州市鸿潮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CHAO INDUSTRY CO.,LTD

2B-03A

广州诺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OTCH AUDI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2D-06B

广州拓视悦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ou Tosyeaso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B-03B

深圳市千晟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DE Acoustics Technology Co.,Ltd

2D-07A

深圳市声菲特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S-TRACK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2B-04

广州爱珈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ga Audio Technology Co., Ltd.

2D-07B

广州市宏志音响有限公司

2B-05

广州市威能士达电业制造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d Force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Co.,Ltd

2B-06A

广州市迪韵专业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DVON professional Audion co.,Ltd

2B-06B

广州市悦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ME Technologies Co.,Ltd

2B-07A

广州市嘉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2B-07B

广州康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ingsou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肇庆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

Regal Technology Co., Ltd

2E-01B

恩平市恩宝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Enbao Electronic Co., Ltd.

ZOMAX PRO-AUDIO FACTORY(GUANG ZHOU,CHINA)

2E-02

广州帝腾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DETON AUDIO EQUIPMENTS LTD.

广州市裕创声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C AUDIO TECHNOLOGY CO.,LTD

2E-03

恩平市曼卡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Macad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2B-08

广州市剧院之声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Theater Music Technology Co.,Ltd

2E-04A

佛山市南海区班圣音响器材厂

Foshan Nanhai Bansheng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2C-01

广州市迪声音响有限公司

Guangghou Desam Audio CO.,LTD

深圳德威音响有限公司

SHEN ZHEN DVAE AUDIO C0.,Ltd

2C-02A

广州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REGAL ELECTRONIC CO.,LTD

深圳市音频网通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udiocom Co., Ltd

2C-02B

佛山市博声专业音响有限公司

BOB Professional Audio Co.,Ltd

2E-05A

东莞励声音响有限公司

DONGGUAN LISHENG AUDIO CO., LTD.

2C-03A

广州市唱匠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party Sound Equipment Co.,LTD

2E-05B

广州博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Broadcom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2C-03B

恩平市华电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City Huadian Electronic Co., Ltd

2E-06A

恩平市三鹰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CITY SANYING ELECTRONIC CO.,LTD

2C-04

广州天工音响

Guangzhou Sky-art Audio

2E-06B

广州追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Dream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2C-05

广州市合和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ncord Sound Industrial Co., Ltd

2E-07

BDS台湾炫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DS ELECTRONICS CO. (TAIWAN)

2C-06A

广州德玛电声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MA ELECTRONICS AND SOUND LTD (GRF PRO AUDIO)

2F-01A

恩平市铭格电子器材制造厂

MingGe Electronics Factory GuangDong Province

2E-01A

2E-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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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01B

捷仕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GISCH Lifting Equipment (Shanghai)Co.,Ltd

3A-06A

广州精创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2F-02A

广州市诗乐电子有限公司

3A-06B

广州市彩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Caizhi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2F-02B

雷尔斯音响器材厂

Rails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3A-06C

广州市思美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age lighting co., LTD

2F-03A

恩平市力创电声器材厂

Enping City Lichuang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3A-08

2F-03B

凯思电声器材厂

3B-08

广州市金之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OPPEST LIGHTING

KAI SI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2F-04A

恩平市恒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HengY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3B-01

广州市夜太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Nightsun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2F-04B

保力特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BOLETER AUDIO EQUIPMENT CO.,LTD

3B-02A

广州宏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Fung Light&Electronics Tech.Co.Ltd.

2F-05

恩平市冠星电子

Guanxing Electronics Factory

3B-02B

广州市南视灯具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ANSHI Light Equipment CO.,LTD

2F-06

恩平市鑫泓电子厂

Stabcl Electronics Factory

3B-03

广州雅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VELLO LIGHT CO.,LTD

2F-07

广州雷萌科技有限公司

3B-04

广州华之艺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OMEGA TRUSS

2F-08A

恩平市凯琳电子厂

ENPING CITY KAILINELECTRONICS FACTOY

3B-05

广州市中祺光电有限公司

2F-09A

恩平市宝丰电子器材厂

ENPING CITY BAOFENG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3B-06A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圣锋舞台灯光设备厂

SinFen Stage Effect

2F-09B

深圳市雅威格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aweige Technology Co., Ltd.

3B-07B

领焰科技

YEL Lighting Technology Ltd.

2G-01

广州宏王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Wang PRO-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3C-01

广州高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i-LTTE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2G-02-03

广东恩平市帝凡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DIFAN ELECTRONICS CO.,LTD

3C-02

2G-06

恩平市声辉电子

广州佰艺精工有限公司

Bright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2G-07

美国科利尔通讯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Clear-Com LLC. China Representative Office

3C-03

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PR LIGHTING LTD.

2W-02-03

广州市舒洋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uyang Electronic co.,Ltd

3C-03
浙江德广信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DGX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3C-04A

江苏中惠舞台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Jiangsu Zhonghui Stage Equipment Technology Co.,Ltd.

3C-04B

河北万里舞台幕布有限公司

HE BEIWAN LI STAGE CURTAIN CO.,LTD

3D-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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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Zhongqi lighting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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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01A

广州市莱菲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GHTFUL STAGE LIGHTING & SOUND EQUIPMENT CO.,LTD

3C-05A

广州市博歌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KLit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3A-01B

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ngd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3C-05B

广州贵腾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z guiteng opto ltd

3A-02A

广州六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u Yi Electronics Co.,Ltd

3C-06A

佛山市科尊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Kezu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3A-02B

广州市丰名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engMing Audio Equipment Co.,Ltd.

3C-06B

广州市三域科技有限公司

Trinity Technology Ltd.

3A-03A

无锡安赫莱斯科技有限公司

JTL Studio Systems Inc.

3C-07

广州俊雅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yafe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3A-03B

广州风尚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HE-ONE STUDIO & STAGE LIGHTING CO., LIMITED

3D-01

甘肃工大舞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Gansu Gongda stage Technology&Engineering Co.,LTD

3A-04A

广东华晨影视舞台专业工程有限公司

GuangDong HuaChen Film & Televsion Stage Project Co.,Ltd

3D-04

牧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Mode technology (Beijing) Co.

3A-04B

广州市创笙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DRAGON PERFORMANCE EQUIPMENT CO.,LTD

3D-05A

广州探月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anyu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LTD

3A-05

泰州市银杏舞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Taizhou Ginkgo Stage Machinery Engineering Co., Ltd.

3D-05B

广州润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nka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Company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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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06A

广州金木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imu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3G-03

MADRIX中国

INOAGE GMBH

3D-06B

广州市寰视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nshi Lighting Equipment Co.,Limited

3G-04

广州思品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pi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3D-06C

广州市奥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ome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3G-04B

广州市明静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 Ji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3D-07

河北怀鸽起重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Hebei Huaige Hoisting Machinery Group CO.,Ltd

3H-01

广州上品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 ZHOU EMPIRE LIGHTING CO.,LTD.

3E-01A

广州夜鹰照明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jar Stage Lighting CO.,Ltd

3w-03

广州艾森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IS Culture Technology Co., Ltd.

3E-01B

广州市安格尔舞台设备厂

3E-02A

广州格丽美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LM stage lighting&sound Equipment Co.,LTD

Hall 4

3E-02B

广州市白云区思凯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Skypro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4号馆

3E-03A

佛山市镒通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Yiton Lighting&Audio Co.,Ltd

3E-03B

广州力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mi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展位号
Stand No

3E-04A

广州明扬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MingYang Stage lighting co., LTD

4A-01A

广州市爱维迪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iweidy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3E-04B

广州北岛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B&D Lighting Ind. Co.,Ltd

4A-01B

上骏环球工业有限公司

GLOBAL TRUSS CORP.

3E-05A

广州杰城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eCheng Entertainment CO.,Ltd

4A-02A

广州市安贝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Ablelite electronic Co., LTD

3E-05B

广州和森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HK KAYSEN TECHNOLOGY INDUSTRIAL LTD

4A-02B

美田（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MeiTian（Guangzhou）TechnologyCO.,LTD.

3E-06

广州彩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K Lighting CO.,LTD

4A-03A

广州威格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go stage light co., limited

3F-01

广州伦柏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Rainbow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4A-03B

广州市华锦演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jin performane equiment Co.,Ltd

3F-02A

广州百熠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BY LIGHTING LIMITED

4A-04A

广州市弘裕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Yu Electronic Co., Ltd

3F-02B

广州市庆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4A-04B

广州市马兰宝电子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alanbao Electronic Lighting Equipments CO.,LTD.

4A-05

佛山市南海万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WANXI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4A-06

广州科励特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Coreat stage equipment CO.,LTD.

4A-07A

佛山市煜艺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Foshan City,Yu Yi Performances Equipment Co.,Ltd

3F-03
3D-03

广州联汇声光科技有限公司

3C-03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3F-03

广州镭幻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Magical Laser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4A-07B

广州市惠浦舞台效果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PU STAGE EFFECT EQUIPMENT CO.,LTD

3F-04A

泰州市博瑞达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Taizhou Boruida stage Technology Co.,Ltd.

4B-01

深圳市风光秀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henzhen Show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3F-04B

广州悦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OPULAR STAGE LIGHT EQUIPMENT LIMITED

4B-02A

深圳市大美光电有限公司

Laserworld(ASIA)Co.,Ltd

3F-05A

广州花都区顶极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TOP Stage Light Factory

4B-02B

广州市格睿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iGrant

3F-05B

广州舞艺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uyip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4B-03A

3F-06

广州中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 Chu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4B-03B

广州市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RGB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3F-07

成都炎兴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Chengdu Yanxing Automation Co.,Ltd

4B-03C

深圳市皓龙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SHEN ZHEN KOLO LASER EQUIPMENT CO., LTD.

3G-01

广州丽华舞台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lihua Stage Lighting Sound Co. Ltd..

4B-04A

广州黑豹演艺科技有限公司

Panther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Ltd.

3G-01B

广州科喏斯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Cronos stage light Co,. Ltd

4B-04B

广州最高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MAX LIGHTGING

3G-02

广州汇芝光舞台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zhiguang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co. LTD

4B-05A

佛山市飞达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Phida Stage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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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05B

广州华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 Zhou SUN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Co.,Ltd

4F-08

广州市宝玛仕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OMASHI LIGHTING & AUDIO CO .,LTD

4B-06A

广州兰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Lanti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4F-09

广州照耀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ne light factory

4B-06B

广州万锐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Vanray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4F-10

广州红太阳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Redsu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4B-07A

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dong Electronic Co., Ltd.

4F-11

广州鼎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ning Lighting Co.,Limited

4B-07B

佛山市百特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Brightness Stage Equipments Co.,Ltd

4G-01A

宁波海曙区西尚电子有限公司

SEETRONIC NINGBO CO.,LTD

4C-01A

安明利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Anmingli Stage Lighting Co.,Ltd

4G-01B

广州镭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Guangzhou Laserspace 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4C-01B

瑞典无线

Wireless Solution Sweden AB

4G-03

广州市柯斯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Artshow lighting CO.,LTD

4G-04

佛山市艺霖舞台灯光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YiLin Stage LightPerforming Equipment Co.,Ltd

4V-01

广州斯全德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zhou Siquande Lighting Co.,Ltd.

4V-02

广州敦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undi Stage Equipment Co.Ltd

4C-02
4D-02

广州市亮艺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ANGYI LIGHTING EQUIPMENTS CO., LTD.

4F-02
4C-03A

广州艺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EASTSUN TECHNOLOGY CO.,LTD

4V-03A

深圳市东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Donglia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4C-03B

广州市辉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unfrom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4V-03B

盛仕光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Sensation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广州筑梦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ream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4V-04

广州创盛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uangsheng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Equipment Ltd.

4V-05

广州炫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4C-05

上海仁添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Rentian Light & Sound Co.,Ltd

4V-06A

广州雅斯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ashiq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4C-06A

广州市锦弘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hong Stage Light LIMITED

4V-06B

广州市艾肯照明器具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ICON illumination Technology Co., Ltd

4C-06B

广州市明道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TD Stage Technology Co.,Ltd

4V-07

宁波优曲克贸易有限公司

Ningbo Neutrik Trading Co.,Ltd.

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TD Lighting Technology Limited

4V-08

江苏泓博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Hongbo Stage Equipment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4V-09

广州博焱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 Yan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4D-01

广州市锐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Eagle Stage Equipment Co., LTD

4D-03A

诺玛灯光有限公司

NuoMa Lighting Limited

4D-03B

广州国达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uangZhouGuoDaEctronicTechnologyDevelopmentCompanyLtd

4D-05

广州德世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shi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4D-06A

广州市星熠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ebula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4D-06B

深圳市新天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tiandi Optics Electrical Technology Limited

5A-01

广州迪杰帕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J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4F-01A

深圳铂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BLO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5A-02

河北伊特舞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EVO-TECH STAGE MACHINERY CO.,LTD

4F-01B

深圳市美尔嘉科技有限公司

MEGA CASE

5A-03A

广州宜莱特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z-elites

4F-04-05

广州高义（艺）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Gaoy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5A-03B

广州市耀纳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 Zhou Shinestage Technology Co.,ltd

4F-06A

中山市胜洋电机有限公司

ZHONGSHAN SHENGYANG MOTOR CO.,LTD

5A-04A

广州澳莱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olait Lighting Co.,Ltd

4F-06B

广州市白云区恒之光光电照明设备厂

GBR PROLIGHT GROUP(HK) CO.,LTD

5A-04B

广州爱宇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Aton Light Co.,Ltd

KUPO SHANGHAI CO.,LTD.

5A-05A

广州市奥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oliang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4C-04
4D-04

4C-07
4D-07

4F-07/4G-02 固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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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04B

广州博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s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5A-05B

广州多芬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5A-06

广州市哈雅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HAYA Light Equipment Limited Company

5A-07

台湾杰恩宝光源（广州）办事处

Taiwan JENBO lighting(GZ)Office

5D-05B

广州市奥美迪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o Mei Di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5A-08

广州先飞影视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anfeiSUB Film & TV Equipment co.,Ltd

5D-06

广州炫熠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uanyi Lightung Co.,Ltd

5B-01

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Foshan YiFeng Electric Industrial Co.,Ltd.

5D-07A

深圳市高宇专业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ao Yu Stage Lighting(ShenZhen)CO.,LTD

5B-01

广州市雾峰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CME Show Technology Co., Ltd.

5D-07B

广州通恒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ongheng stage lighting and audio equipment co. LTD

5B-02A

广州市德晟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she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Inc.

5E-01A

广州玛利莱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AGA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5B-02B

广州市安驰灯光有限公司

GLEELITE CO.,LIMITED

5E-01B

广州爱莱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ILightings Equipment Co.,Ltd

5B-03

广州彩熠灯光股份有限公司

FINEART

5E-02

广州歌玛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emar Equipment Co.,Ltd

5B-04A

广州灯王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UPLIGHT STAGE EQUIPMENT(GUANGZHOU)CO.,LTD.

5E-03A

广州市斯特锐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ITERUI stage special effect equipment Co.,Ltd

5B-04B

深圳市佳韵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JIAYUNFE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5E-03B

广州市白云区虹美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HOMEILIGHT Manufactory

5B-05

广州影烽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Yingfeng Electronics Co., Ltd.

5E-04A

广州华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liao 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5B-06

广州飞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LK LIGHIT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5E-04B

深圳市烁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Solif Technology Co.,Ltd

5B-07

天朗照明国际有限公司

Teemlight International Limited

5E-05A

广州梭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olo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5B-08

海盐安达电子有限公司

DAAN ELECTRONIC CO., LIMITED

5E-05B

广州市厷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HZOU HONGRI PHOTOELETRIC TECHNOLOGY CO., LTD

5C-01

广州市跃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eyond Lighting Co., Ltd

5C-02

广州鸿彩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cai stage equipment Co.,Ltd

5C-03

广州市雅江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ajia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

5E-07

COLORNITE CO.,LIMITED

COLORNITE CO.,LIMITED

5C-04A

广州得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isy Electronic & Technology Co.,LTD

5F-O1A

耀星照明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Yaoxing Lighting Equipment (Guangzhou)Co.,Ltd

5C-04B

广州南艺灯光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Nan Yi Audi&Lighting Enterprise co.,ltd

5F-01B

江苏中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Zhongbang Smart Technology Co., Ltd.

5C-05A

广州励时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ees Electronics Co.,Ltd.

5F-02A

广州金鸟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ingbird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5C-05B

北京林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linlongshuzikejiyouxiangongsi

5F-02B

广州魔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MOKA SFX

5C-06A

广州市荔湾区隆达灯光音响设备厂

Guangzhou Liwan District Longda Lighting Acoustics Equipment Factory

5F-03

广州市白云区三杰电子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厂

Guangzhou baiyun sanjie electronic stage lighting and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5C-06B

深圳镭士兰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LASELAMP Technology Co.,Ltd.

5F-04A

广州华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IGHENDLED ELECTRONICS COMPANY LIMITED

5C-07

影通光电（广州）有限公司

INTELLA SYSTEM(GUANGZHOU)LIMITED

5F-04B

广州市平果灯具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PINGGUO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5C-07B

广州市辉凡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VOLITE STAGE LIGHTING CO., LTD.

5F-05A

广州市弘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y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5D-01

广州恒沅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Yuan Stage Light&Audio Equipment Co.,Ltd

5F-05B

江苏捷成电缆有限公司

Jiangsu Jiecheng Cable Co.,Ltd

5D-02

佛山市弘孜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TECHTEAM INDUSTRIAL LIMITED.

5F-06

特洛斯灯光有限公司

Taurus Light Co.,Limited

5D-03A

广州市骁龙光电有限公司

guagnzhou xiaolong photoelectric.Co.,LTD

5F-07

广州市多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opLite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5D-03B

广州火盛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tion Technology Co., Ltd

5F-08A

广州市铂泽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FRESH VISION ELECTRONICS LIMITED

5D-04A

智能场景（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Intelligent Scene Gd Technology Co., Ltd.

5F-08B

广州市亮星电子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LIGHTSTAR ELECTRONIC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5D-05A 瑞艺光电设备(中国)实业有限公司

5E-06

广州夜猫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凯元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Art-tech Lighting Co., LIMITED

Guangzhou night owl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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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01

广州阿皮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ppia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6C-01

5G-02

广州万镁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Me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6D-01

广州熠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ECK

5H-01

广东大歌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DAGE STAGE LIGHTING MASTER CO,.LIMITED

6C-02

5H-02

广州市华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JIE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6D-02

5H-03A

深圳市乐的光电照明有限公司

5W-01

广州龙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5G-03A
5G-03B

Guangzhou longzhu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Hall 6

Company Name

广州市升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ly Dragon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OYANG ELECTRONIC CO.,LTD.

广州市智构桁架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igou Truss Co., Ltd

6C-03A

广州德利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LIYA OPTO-ELECTRONIC TECH CO.,LTD

6C-03B

广州市番禺怡陇光学厂

YILONG OPTICS，Panyu Guangzhou

6C-04

广州沃朗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lor Imagination LED Lighting Limited

广州鹏林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CKC LIGHTING CO..LTD

6C-02
6D-02

6C-05

6号馆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6D-05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6F-07

6A-01A

广州市华崴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GUAGNZHOU INFINITY CASE AND TRUSS CO.,LTD

6C-06A

惠州市蒙特科技有限公司

huizhou mounteck technology co.,ltd

6A-01B

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ADJ CHINA

6C-06B

广州擎田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VSHINE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6A-02A

广州市威之发桁架有限公司

Weifa Trussing Co., Ltd.

6C-07

广州流星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ainSta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6A-02B

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

OSRAM CHINA LIGHTING LTD.

6D-04B

广州万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mi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6A-03A

广州市和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IGHTL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6B-05

广州祥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ANGMING LIGHT LIMITED

6A-03B

深圳市力洋演出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Liyang Performance Equipment Co.,Ltd

6B-07B

广州邑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EL STAGE LIGHTING CO., LIMITED

6A-04

广州市信威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nway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CO.,LTD

6D-03A

奥卡舞台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AoKa Stage Equipments(Guangzhou)Co.,Ltd

6A-05

广州泛基亚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Film Gear(International)Ltd.

6D-03B

凯威演出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PLUSTRUSS INDUSTRIAL LIMITED

6A-06-07 广州铭亮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COLORFUL LIGHT (HK) LIMITED

6D-04A

广州澳普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opu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6A-08

Vivitek(丽讯)

Vivitek

6D-06A

江苏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B-01

广州市欧玛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Omarte Lighting Co., LTD

6D-06B

广州市明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Brighten Led Lighting Limited

6B-02A

广东雅格莱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DONG YA GE LAI LIGHTING & AUDIO LIMITED

6D-07A

广州弘兴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xing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6B-02B

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Signify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6D-07B

深圳市思奥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C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6B-03A

广州市权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QUANS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 LTD

6E-01A

广州蓝普视屏科技有限公司

6B-03B

广州晟光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guang Stage Lighting&Audio Equipment Co., Ltd.

6E-01B

傲尔照明 (艾璞尔（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Auer Lighting GmbH

6B-04

宁波金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JEG LIGHTING TECH CO.:LTD

6E-01C

台湾优灯股份有限公司

YODN Lighting Corp.

6B-06A

广州中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N Eagle Lighting Co.,LTD

6E-02A

广州市百明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BMH

6B-06B

广州市东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ongmeng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6E-02B

鹤山市嘉米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eshan Jiamij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6B-07A

广州鑫皇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xhlight Industrial Ltd.,

6E-03A

广州市竞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TOPSTRIVING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CO.，LIMITED

Exhibitor
List
参展商目录

Exhibitor
List
参展商目录

Hall 6

Hall 7

6号馆
展位号
Stand No

7号馆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6E-03B

广州翊高电子有限公司

ITOPLITE TECHNOLOGY LIMITED

7A-01-02

广州市益友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Guangzhou Yiyou Briefcases And Leather Products Co., Ltd

6E-04A

广州市华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GUAZHOU HUASHAO CABLE LIMITED

7A-03

广州亿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UDIOLIGHT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6E-04B

广州市苏荷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He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7A-04

广州睿阳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Yang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6E-05A

上海伟俊金属制品厂（上海岩耕照明科技中心）

7A-05-06

广州市华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DLIT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6E-05B

牛尾香港有限公司

USHIO HONG KONG LIMITED

7A-07-08

广州维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sheng Photoelectric Co.,Ltd

6E-06

广州市耐诺电器有限公司

Guangzhou Nanuo Electric Co., Ltd.

7A-09

广州盛世演出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Shi Performance Equipment Limited

6F-01A

广州市思路雅电气有限公司

SLY ELECTRIC CO.,LTD

7A-10-11

杭州全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Prosper Mechanical &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Ltd

6F-O1B

广州市晟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ru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7A-12-13-14

广州市煜展电子有限公司

6F-02A

威浦电器有限公司

Weipu Electrical Appliance CO.,LTD

7A-15-16

广州市台电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aidia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6F-02B

广东南光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GUANGDONG NANGUANG PHOTO&VIDEO SYSTEMS CO.,LTD

7A-17

广州奇丽舞台灯光设备厂

QILI LIGHT

6F-03

广州市煜彩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ENITH AURORA LIGHTING CO.,LTD

7A-18

广州卓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uota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6F-04

广州亚世联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W&T International Ltd.

7A-19

广州威信舞台灯光透镜厂

Guangzhou Weixin Stage Lighting Lens Factory

6F-05

广州市皓腾灯光有限公司

Idealight Industrial Co., Limited

7A-20

广州市安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NLAN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6F-06

广州市颢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B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7A-21

广州市辉怡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yi Electronics Co.,Ltd

6F-08

深圳市预见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Foresight truss Technology Co.,Ltd

7A-22

广州市新智杰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zhijie Photoelectric Co.,Ltd

6F-09

广州同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TONTRON PHOTOELECTRIC CO.,LIMITED

7A-23-24-25

广州维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VanGaa Lighting Tech., Co. Ltd

6F-10

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 fire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7A-26-27

宁波云耀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Ningbo Yun Yao stage equipment Co., Ltd

6G-01

湖南湘彩旭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7B-01-02

中山新泰立灯光有限公司

THEATRELIGHT ASIA

6G-02

广州敏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 chua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7B-03-04-05

6G-03

JXTG能源株式会社

7C-03-04-05

北京秀域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Showworks Technology & Art Co.,Ltd

JXTG Nippon Oil & Energy Corporation

6G-04

广州美视晶莹银幕有限公司

GRANDVIEW CRYSTAL SCREEN.CO.,LTD.

7B-06-07

广州舞夜（红巨星）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nce Night(Redstar)Stage Lighting Co., Ltd

6H-01

宁波日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SUN RISE EXACT INDUSTRIAL CO.,LTD

7B-08-09

深圳金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YunDisplay Technology Co.,Ltd.

6W-01

广州三晞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Sanci Lighting Co.,Limited

7B-10

广州市思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Guangzhou Sicheng Illumination Electric Co. Ltd

广州铂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HERO STAGE LIGHTING CO.,LTD

上海蝉铭实业有限公司

SHANGHAI CANME INDUSTRIAL CO.,LTD

7B-16

广州华宇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YU LIGHT LIMITED

7B-17

广州声辉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7B-18

海宁晶宇光学镀膜有限公司

Haining jingyu optical coating co., Ltd

7B-11-12

广州明盛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she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7C-10
7B-13-14
7B-15
7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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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B-19-20

广州辉盛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HISUN STAGE LIGHT CO.,LTD

7D-24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SAIS CO., LTD.

广州华际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JI ELECTRONIC CO,LTD.

7E-01-02

广州市雳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Feng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CO. LTD

香港敏江燈光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MJ (MINGJONE）LIGHTING CO,LTD.

7E-03-04

佛山巨源电源有限公司

FO SHAN JU YUAN ELECTRONICS CO.,LTD.

7C-01

上海赛尼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SAINI TRANSMISSION EQUIPMENT CO.,LTD

7E-05

深圳市金品牌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jin pin pai Lighting CO.,Ltd

7C-02

上海市丹马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DANMA EIECTRIC MOTOR.LTD

7W-02

诺创视听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heatrixx Technologies (sz) Branch

7C-06-07

宁波信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SINEMARCH ELECTOR TECHNOLOGY CO., LTD

7C-08-09

无锡力霸电气有限公司

Wuxi Liba Electric Limited Company

7C-11

广州彩硕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aishuo Stage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Co., Ltd.

7C-12

海川工业股份-佛山旭星专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HIGHSTRONG GROUP CHINA LTD-FOSHAN LIGHTWISH LIGHTING -CONTROLLER

7C-13-14

广州龙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NGPING ELECTRONIC LIMITED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7C-16-17

广州宝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Powsu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8A-01-02

广州迪杰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J STA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GUANNGZHOU QL LIGHTING CO.,LTD.

8A-03-04

广州同歌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Tong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Blue Sea Lighting Co.,Limited

8A-05

广州嘉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asen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7B-21-22

7C-18-19-20 广州市奇亮光电有限公司

Hall 8
8号馆

7C-21-22

广州海帆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7D-01-02

广州诺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8A-06

上海龙珠光学镀膜有限公司

Shanghai Longzhu Optical Coating Co., Ltd

7D-03

广州达朗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8A-07-08

广州欢乐帕廸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

Guang zhou joy stage special Effects Equipment Co., Ltd

7D-04

广州市洛克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ok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8A-09

广州市弘凯电子有限公司

7D-05

深圳市宝利鸿电器有限公司

Shenzhen Bolih Electric CO.,LTD.

8A-10-11

广州灏添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HaotianStageLightingEquipmentCO.Ltd

7D-06-07

广州得石电器有限公司

Dals Electric Co.,Ltd.

8A-12-13

广州麟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NLY LIGHTING CO.,LIMITED

7D-08

广州旭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8A-14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铭成浩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MingC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7D-09-10

广州酷炫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8A-15-16

广州市美博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Meibo Stage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7D-11

东莞市银海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8A-17

广州光厷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guanghongwutaidengguangshebeiyouxiangongsi

7D-12

深圳市凯瑞礼品有限公司

KARY GIFTS ENTERPRISES CO., LTD.

8A-18

广州市新天地（炫夜）舞台特效设备厂

GUANGZHOU XINTIANDI(XUANYE)STAGE EFFECT EQUIPMENT FACTORY

7D-13-14

深圳市晨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Clen Optoelectronics Co., Ltd

8A-19

广州市格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P LIGHT TECHNOLOGY CO.,LTD

CHROMATEQ

8A-20-21

广州玛天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 CK Lihtg co.,ltd

7D-15

Guangzhou Kuxuan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7D-16

广州左上角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up-concepts company

8A-22-23

广州明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AGLELIGHT GROUP LIMITED

7D-17

广东省湖南商会演艺设备专委会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Guangdong Hunan Chamber of Commerce

8A-24-25

广州诺豪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Knowhow Electronic Company

7D-18

东莞市康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Kang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8A-26

广州布森灯光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BuSen Lighting Audio Technology Co.,Ltd

7D-19

东莞市真致热传科技有限公司

Dong Guan ZZCOOLER Thermal Technology Co.,Ltd.

8A-27

广州迅飞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unFei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7D-20-21

深圳市光之音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GZY TECHNOLOGY CO.,LTD

8B-01

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NanJing Kangni Technology Industry Co.,Ltd

7D-22

东莞市永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Yongya Technology Co., Ltd

8B-02-03

上海贝傅特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Shanghai Beft Rubber products Co.Ltd

7D-23

广州市鸿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cense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8B-04-05

佛山市创煊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huangxuand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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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B-06-07

广州歌朗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LP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8D-11

广州市超然计算机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AORAN COMPUTER CO.,LTD

8B-08-09

广州市白云区新祥灯光设备厂

Guang zhou Baiyun XPRO(xinxiang)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8D-12

深圳市未林森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WEILINSEN TECHNOLOGY Co.,LTD

8B-10

深圳市华林斯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Forest Industrial Limited

8D-13

广州市名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z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8B-11-12

广州派阳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aiya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8D-14

广州博莱创（高芯）舞台灯光设备厂

8B-13-14

广州大鹏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JJ Lighting Limited

8D-15

广州市谷承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CK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艾敏特电子有限公司

AI MIN TE LIGHTING LIMITED

8D-16

东莞市博锋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Bofeng Optical Technology Co.,Ltd.

8D-17

广州明盛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she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8B-16

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

DONGGUAN RUNDA COOLING FAN CO.,LTD.

8D-18-19 广州多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8B-17-18

广州龙芝翔影视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NGZHIXIANG FILM & TV EQUIPMENT CO.,LTD

8D-20

广州市格晨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eche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8B-19-20

广州市星海舞台灯光厂

guangzhou xinghai stage lighting equirment factory

8D-21

广州鑫豪舞台灯光控台厂

Guangzhou Xinhao Stage Lighting Controller Factory

8B-21-22

广州市齐乐科技有限公司

ENJOY TECHNOLOGY CO., LIMITED

8D-22-23 杭州摇头龙科技有限公司

台湾恒日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Lighten Corp

8D-24

達瑪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LamaVita International Corp., Ltd.

昆山恒稳光电贸易有限公司

Kunshan Lightan Trading Co.,LTD

8E-01-02

深圳市吉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HDFAN TECHNOLOGY CO.,LTD

8C-03

佛山市南海区海升电源有限公司

Foshan nanhai HSEpower co., LTD

8E-03

8C-04

深圳市川东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宏艺诚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HongYiCheng(HYC) Stage Equipment Factory

8C-05

广州市金锐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温州逸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Yitan Electronic&Technology Co.,Ltd

8B-15
8C-15

8C-01-02

8C-06-07 广州精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04-05
8W-01

Jrlighting

GUANGZHOU DUOHU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Hangzhou Dancing Dragon technology Co., Ltd

Guangzhou JingHu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8C-08-09 佛山长晶电源有限公司
8C-10

广州高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all 9

Guangzhou Gaozhao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号馆

8C-11-12 广州特讯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X STAGE EFFECTS EQUIPMENT CO.,LTD

8C-13-14 广州市辉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Ya Stage Light Equipment .Ltd

8C-16-17 广州适熠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HUANGZHOU PROPER-LIGHT EQUIPMENT CO.,LTD

展位号
Stand No

8C-18-19 广州市威之特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VESITIAN LIGHTING AND AUDIO LIMITED

9A-01-04 广州千海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JOY TECHNOLOGY CO., LIMITED

Shangman(Shanghai)Electric Co.,Ltd.

9A-05-06 广州市骏创（飞 扬）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Feyon(Guangzhou ) Acoustic Ltd

8C-20

上曼（上海）电气有限公司

8C-21-22 广州格蕾斯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race Stage Lighting Industrial Limited

8D-01-02 佛山市精睿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J.RICHER TECHNOLOGY CO.,LTD.

9A-07-08

企业名称

广州市庚海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烨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Company Name

LATE/CBBE

8D-03

广州聚焦声光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Focus Light Electronics Co.,Ltd

9A-09-10 迈威仕电子厂

mawesi Electronin Co.,Ltd

8D-04

宝鸡市秦光影视光源有限公司

BAOJI QINGUANG VIDEO LIGHTING

9A-11-12 广州市创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uangti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NINGBO HAISHU DIBI AUDIO CO.,LTD

，LTD

8D-05-06 佛山市永商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ity YongShang Technology Co.,Ltd

9A-13-14 宁波市海曙区迪比音响有限公司

8D-07-08 广州市越秀区宇航舞台设备商行

YU YOUNG STAGE EQUIPMENT CO., LTD

9A-15

8D-09-10 广州云舞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YUNWU LIMITED

9A-16-18 恩平市凯斯特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镭声威影K.私家影院.影吧影院音响

Guangzhou Laser Weiying K. Private Cinema. Shadow Bar Sound Company
ENPING KEST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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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19-20 广州妙乐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Company Name
Guangzhou Miaole Sound Equipment Co. Ltd，.

展位号
Stand No

9B-40

企业名称
声程电子有限公司

9A-21

广州市白云区亿禾音响器材厂

Guangzhou YiHe Electro-Acoustical Fittings Factory

9B-41-42

9A-22

广州醇美电子有限公司

CMS-audio Electronics Ltd

43-44-45

9A-23-24 广州市杨航箱包有限公司

Guangzhou Yanghang suitcase.co.ltd

9B-46

广东华珀科技有限公司

9A-25-26 广州市万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ji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9B-47

恩平市永峰音响器材厂

9A-27-28 广州市尚声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UNDSING AUDIO MANUFACTURING CO.,LTD

9C-01-02 恩平市朗声电声器材厂

Aopuxin audio technology Co.,Ltd.

9C-03-04

9B-01-02
9B-03

东莞市奥普新音频技术有限公司

05-06

Company Name

丰顺县电声行业商会

恩平市声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ENGSHUN ELECTRO-ACOUSTIC INDUSTRY CHAMBER OF COMMERCE

Enping Langsheng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Enping SoundPath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香港永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HK Alwaysfaith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9B-06-07

恩平市科美电子厂

KEMEI ELECTRONICS FACTORY

9C-08-09 雅那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naccor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B-08-09

广州雄田（台湾）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ong Tian (Taiwan) Electronics Co., Ltd.

9C-10-11 恩平市雅兰仕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YALANSHI AUDIO EQUIPMENT CO.,LTD

9B-10-11

广州俊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sheng soundepuimentCo.,Ltd

9C-12

广州市蜀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uyin Electronics Co., Ltd.

9B-12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Foshan Winpoly Plastic Products Co.Ltd.

9C-13

恩平市声艺专业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Shengyi Pro.audio technology co., Ltd

9B-13-14

恩平市华电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City Huadian Electronic Co., Ltd

9C-14

深圳金佳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JIARU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B-15

恩平市咪骑仕电子有限公司

MiQiSHi

9C-15-16 广州声湃音响有限公司

9B-16-17

恩平市一帆之声音响器材厂

Enping Tact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9C-18

深圳市菲立尔电子有限公司

9B-18-19

恩平市恒利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henli electronics co., LTD

9C-19

深圳市新腾威科技有限公司

T-MAX PROSOUND CO.,LTD

9B-20-21

恩平市咏盛电子器材厂

Enping Wingsing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9C-20

广州睿科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Rynkur Audio Co., Ltd.

9B-22

广州市易拓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ETO AUDIO EQUIPMENT CO., LTD.

9C-21

广州市声拓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 Tuo Electronics Co.Ltd

9B-23-24

广州美睿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Merryaudio Equipment Co., LTD

9C-22-23 百威电子有限公司

BWAUDIO System Co.,Ltd

9B-25

广州市超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9D-01

Enping Rongsheng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9B-26-27

宁波利声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NingBo Lisound Audio Equipment Co.,Ltd.

恩平市声镭音频设备厂

ENPING SHENGLEI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04-05

9B-28
9B-33
9B-29

恩平市中天科技电子厂

9B-30

《中国灯光音响》杂志

9B-31-32

恩平市众谱音响有限公司

9B
34-35-36

Enping Zhongtian Technology Electronics Factory

TDS ACOUSTIC CO., LIMITED

广州市桓润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9C-07

广州拓林电声有限公司

恩平市荣声电声器材厂

9D-02-03 新磐石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NEW PANSHI TECHNOLOGY(HK)CO.,LTD.

9D-04

Guangzhou zhuny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准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D-05-06 东莞市常友实业有限公司

Bevenbi

9D-07-08 恩平恒一音响器材厂
9D-09-10 广州市恒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yin electronics CO.LTD

9D-11-12 东莞市国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 GUAN KWOK TRAN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

9D-13
9D-19

9B-37

佛山市荣强电子有限公司

Foshan WinPower Electronics Co.Ltd

9D-14

9B-38-39

广州天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zh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9D-20

宁波市骐妙电子有限公司

NINGBO HAISHU DIBI AUDIO CO.,LTD

广州森海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enHaiDongLi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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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D-15-16 中山市奔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ZHONGSHAN CASCOO METAL MACHINERY CO.,LTD

9F-22-23

9D-17-18 恩平市雷赫迪电子

Enping Rehede dian zi

9F-25-26

9D-21-22 恩平市舒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Sul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9F-26-27

9D-23-24 恩平市海歌音响器材厂

ENPING Haige sound equipment

9G-01

9D-27-28 恩平市壹咪音频设备厂

ONE MICROPHONE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9G-07

9E-01-02

广州锐铮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zhe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9E--03

北京博捷音视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Bojie Audio & Video Co., LTD.

9E-04-05

恩平台咪电子厂

EnPing Chamic electronic factory

9E-06-07

宁波北仑甬仑电子有限公司

NINGBO BEILUN YONGLUN ELECTRONIC CO.LTD

9E-08-10

奥声音响器材厂

Ao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9E-13

比尔特电声科技器材厂

9E-14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恩平市锐志电声有限公司

Enping RuiZhi Electro Acoustic CO., LTD

慧聪音响灯光网

www.audio.hc360.com

恩平市瑞特斯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RITASC ELECTRONICS CO., LTD.

9G-02-03

恩平市麦匠电子器材厂

Dr.MIC ELECTRONICS FACTORY

9G-04-05

恩平市博歌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Enping Boge Audio Equipment Co., Ltd.

恩平市贝斯特音响器材厂

ENPING BEST-AUDIO EQUIPMENT FACTORY

恩平悦城电子厂

YueCheng Electronics Factory

9G-07-08

广州创信音视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uangxin Audio Co., Ltd.

B2 AUDIO TECHNOLOGY DEVELOPING CO.,LTD

9G-10A

恩平市卡森特电子厂

Enping kasente Electronic Factory

恩平市诺讯电声科技器材厂

NUOXUN TECHNOLOGY DEVELOPING CO.,LTD

9G-10B-11

9E-16-17

清远市博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G-17-18

广州市宝成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ocheng Audio Co., Ltd.

Qingyuan Bore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E-18-19

恩平市龙飞音响器材厂

LONGFEI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9G-12-13

恩平市特莱斯电子

TRAIS

9E-20-21

恩平市万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WanGu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G-15

恩平市戈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Glay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9E-22-23

恩平市凯亮线缆厂

Enping Kailiang cable factory

9G-19-20

江阴中威电子有限公司

9E-24

佛山市拉威尼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lawaini

9G-22

9E-25

精业光华电子有限公司

GH ELECTRONIC CO.,LTD

9G-27

9E-26

广州市华科智音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9E-29-30

广州市明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E-31-32

佛山市擎抡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9E-35-36

9G-06

恩平市锐威音响器材厂

RW-PRO.AUDIO

9G-23-24

恩平市泓声音响器材厂

Enping Hong Aoung And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GUANGZHOU MINGTENG ELECTRONTE CHNOLOGY CO.,LTD

9G-25-26

恩平市新富力电子厂

NPSOUND

Fo Shan KingLun Electronics Ltd

9G-30A

东莞市同裕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歌行天下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9G-30B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SPECIAL EQUIPMENT SAFE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INSTITUTE OF JIANGSU PROVINCE

9F-01-02

山东幕后演出设备有限公司（威亚工匠）

9G-31-34

CA001中国音响第一网

CA001（China Audio The First Network）

9F-03

智博音响科技厂

Z-BOK AUDIO TECHNOLOGY FACTORY

9G-35-36 佛山市南海金嗓音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Golden voice audio technology co.,Ltd.

9F-08-09

广州众联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lian Culture Tech Co.,LTD

9G-37-40 恩平市英伦音响设备厂

England

9F10-13

恩平市英迪音响器材厂

Enping YingDi sound manufacture

9G-42

广州天玛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ma 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9F-14

恩平市迪宝电子厂

9G-43

广州市天声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sheng Sound Technology Co., Ltd.

9F-15-16

奥斯顿音响器材厂

AOSTON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9F-18-19A 深圳市兰德音频有限公司

Shenzhen Rand Audio Co., Ltd.

9F-19B-20 恩平市高尔斯音响器材厂

GAOERSI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9F-21

Ningbo Audio Be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宁波音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G-44-45 寰球精准传媒有限公司
9G-46
9G-48

Worldwide Focus Media Co.,Ltd

《家庭影院技术》杂志社

Home Theater Tech magazine

影音中国网

www.hdavchina.com

音响网

Audio1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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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9G-49

依马狮视听工厂/信息化视听

IMAS AUDIOVISUAL WORKS / InfoAV China

9G-50

DAV数字音视工程网

DAV01

9G-51

锋镝传媒（广州）有限公司

Guangzhou FD Advertisement Co.,Ltd

9G-52

广州分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b domain Exhibition Service Co.

9G-53

国际演艺传媒

Mega Stage Intl'Pro Media

9G-65

舞台灯光网

sl-360.com

M层（2.5夹层）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M2-A

广州翼维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Eway Stage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M2-B

上海雷舞智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Shanghai Lovdmx Technologies Co.,Ltd

M2-C

广州市白云区莱斯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Laisi Stage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M2-D

广州百伦舞台灯具有限公司

LITEFOCU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M2-E

广州新彩艺舞台灯光设备厂

Ghuangzhou New caiyi stage lighting equpment factory

M2-F

广州煜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ou Young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M2-G

深圳大道半导体有限公司

SHENZHEN DADAO SEMICONDUCTOR CO.,LTD.

M2-J-K

广州炬丰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Polarlights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M2-W

广东新锐流铭光电有限公司

Guangdong Lumen Pioneer Opto Co.,Ltd.

户外中心广场
展位号
Stand No

企业名称

Company Name

户外中心广场

先锋迪杰(上海)音响有限公司

Pioneer DJ (Shanghai)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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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艾比欧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Hall 1
1 号馆

联系方式
传真：

邮箱：ibo-pro@139.com

网址： www.ibo-pro.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83号

参展商品牌/产品： LA-210、TH系列、F系列

电话：+86-20-3921 8883

传真：+86-20-3921 8353

邮箱：peavey_ck@163.com

网址：www.peaveyktv.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PEAVEY娱乐新品CC8酒吧系列，KING国王系列

公司成立于2003年，坐落于深圳市龙岗区，是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集科研、制造、加工、工程

1-2
iBO专馆

PEAVEY (China) Entertainment Operations Center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瓦窑西2号iBO工业园
电话：+86-755-89982229

PEAVEY（中国）娱乐运营中心

SK歌王系列，CK系列，JAZZ系列，XTS系列

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其中具有二十余年研究工作经验的材料学、结
构学、数字音频电路高级工程师18人，产业技术工人100余人。建立健全完整的管理体系、开

美国PEAVEY音响源自1959年，成立于1965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乐器和专业音响制造商之

发生产控制体系、质量测试体系，通过了ISO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质量体系的认证。
LA-210：使用了全新的蓝钛高音振膜，蓝钛和传统钛相比较，蓝钛在没有增加振膜重量的同
时，大大提升了振膜的刚性，使其能够不损失瞬态的前提下降低了大功率的失真；

1A-02

一。也是中国解放初期最早引进中国的进口音响设备品牌。
美国PEAVEY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后很快在大中小城市得到广泛运用，并深受消费者所喜爱。大到
体育馆、政府会议室 、小到路边演出，处处都能见到PEAVEY的身影。时光飞逝，PEAVEY产品

TH系列：以统一的音色，重新诠释剧院扩声；

已在中国销售了50多年了，期间得到行业及许多专家的认可，并获得无数的奖项及专利技术。

F系列：是iBO结合多年的使用经验，以实际运用出发，强调性能与安装的平衡，从5寸到15寸

2016年注定是一个传承发展的不平凡的一年，2016年11月1日PEAVEY（中国）娱乐运营中心

同轴；3寸至6.5寸音柱；12和15寸的低频扬声器构成的完整系统；一个系列，玩转各类型扩声

经美国PEAVEY集团授权并成立，开展了全面进军中国KTV娱乐市场的各项重大举措，取得了步
步为营的突出成绩！美国PEAVEY娱乐CK系列一经面市便得到了娱乐行业和专家同行的高度认

现场。

可，在中国各大城市建立了不少标杆性量贩式、商务式KTV场所。这是一款以Chinese Karaoke
(中国卡拉OK)为命名的美国PEAVEY娱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娱乐专用产品，有 CK-3系列；CK-7
系列；在CK系列基础上美国PEAVEY娱乐强势加推JAZZ（爵士）系列及CK-6卡包系列配套中国
娱乐场所；以Chinese

Club(中国俱乐部)为命名，针对酒吧市场将推出CC8系列酒吧产品，

2018年GET SHOW广州展将隆重面世。
美国PEAVEY娱乐一直在推陈出新，打破常规。在美国PEAVEY集团的最先进技术支持下，中国
娱乐市场的需求将越发完美融合， PEAVEY（中国）娱乐运营中心一直在进步与突破，未来，我
们将引领新一轮的娱乐风潮，再次缔造传奇！

H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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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展厅
PRO DJ SYSTEM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大南路108号万晟商都1207
电话：+86-18902273275

传真：

邮箱：PRO_DJ_SYSTEM@163.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先锋Pioneer

1A-01B

H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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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19号DRC亮马桥外交办公大楼D1座1103C室

PRO DJ SYSTEM非常荣幸能将成为全国首个先锋理念展厅，位于广州市中心，交通便利，繁华
“与更多人分享感动”的品牌理念，打造最专业最具权威的DJ培训机构，特邀先锋DJ大赛评委，
以及历届先锋DJ大赛前三名担任明星导师，为所有接受D培训阶段的学生以及DJ从业者，电音
爱好者提供专业的技术交流、信息分享以及学习的平台。

Sennheiser Electronic (Beijing) Co., Ltd.

联系方式

DJ全系列设备

的北京路商圈，占地150平米的展厅，现已展出所有来自先锋Pioneer DJ全系列设备，秉承先锋

森海塞尔电子（北京）有限公司

1A-03

电话：+86-10- 8531 1500

传真：

邮箱：ann.an@sennheiser.com

网址：www.sennheis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Neumann

录音棚话筒、监听音箱

森海塞尔正在塑造音频的未来——这个愿景基于70多年的创新文化，而这种文化早已深深植根
于这个家族企业。成立于1945年的森海塞尔是全球领先的耳机、话筒和无线传输系统制造商之
一。通过20个销售子公司和长期贸易合作伙伴，公司在50多个国家积极开展业务，并在德国、
爱尔兰和美国设立了生产工厂。森海塞尔在全球约有2,800名员工，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就是：追求卓越的声音。自2013年起，森海塞尔由家族第三代Daniel Sennheiser和Andreas
Sennheiser博士联合执掌公司的运营。2017年，森海塞尔集团的总营业额为6.677亿欧元。
www.sennheis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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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极声行音响有限公司

Hall 1

Guangdong Polar Audio Co.,Ltd

1 号馆

Guangzhou Shengli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s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金山村华创产业园区二期6栋101单元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高沙工业区A力丰工业园

电话：+86-20-3113 4308

传真： +86-20-3113 4408

电话：+86-20-3100 0138

传真：+86-20-3100 0138-3222

邮箱：149330156@qq.com

网址： www.polaraudio.info

邮箱：shengli@soneg.com.cn

网址：www.shengli-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

1A-04

广州声力电声器材有限公司

广东极声音响有限公司是PK在中国唯一的经销商，我们热衷于为艺人和粉丝提供强大的联系。

1A-06

参展商品牌/产品： E112/E112A单12寸有源无源线性阵列
广州声力电声器材有限公司是家集生产、销售、研发、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音响生产企业。
由六个相对独立的机构组成：人力资源与企业文化中心、市场信息策划中心、计财中心、生产

我们相信，每一次经验都应该是特殊的。我们的扬声器以其透明、饱满、强劲的声音而闻名;由

中心、技术研究中心、营销中心。生产及管理严格按照IS09000：2000的规定流程配合美国UL

热爱音乐的人创造的新技术，专注于艺术家、工程师和粉丝不断变化的需求。我们创造了强大

认证体系标准，采用自动化生产，16道严格检测工序。其产品有：调音台、功率放大器、专业

的体验，通过音乐将人们联系起来。我们提供先进的扬声器解决方案，提高专业音响的标准。

音箱、数字和模拟音频信号处理器

Guangdong Polar Audio Co.,Ltd is the exclusive distributor of PK Sounds in China ,we are

E112/E112A线性阵列箱体全防水设计，箱体选用优质桦木板制造，表面采用抗撞防水防晒聚脲

passionate about providing a powerful connection between artist and fan. We believe

漆漆和露天防护处理 。音箱的前面板采用坚硬的金属网罩作保护，网罩内外均附有透声专用弹

that every experience should be exceptional. Our loudspeakers are well known for their

性音箱网布和防尘防水隔离装置。 侧面板均配有把手，箱体后方采用防水航空接线柱。

transparent, full bodied, powerful sound; a result of new technologies created by people
who love music, focusing on the evolving demands of artists, engineers and fans.We
create Powerful Experiences that connect people through music. We provide advanced
loudspeaker solutions that raise the bar of professional sound.

H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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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新度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DU AUDIO CO., LTD

联系方式

H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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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神山大道西201号B栋

广州高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o. 201, West Shenshan Avenue, Jianggao Tow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zhou HI END PLUS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沙涌村长沙路34号之二A幢
电话：+86-20-3456 6166

传真：

邮箱：Tonchen@hiendplus.com

网址： www.hiendplu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
广州高达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Hiend Plus Electronic CO.Ltd.)坐落于专业灯光音响福地--番

1A-05

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提供专业音响系统的高科技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7年中，一群在专业音响界富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工程师创立。公司创立之初定下
了以技术为主导的企业作风，整合全球前沿技术资源创立HiendPlus品牌，并以向国际品牌迈进
作为目标。
公司实行国际化标准质量管理体系作为公司管理准则，开发的产品产品已通过国内外权威机构
检测及认证。所有的产品在研发、生产、调试、检验和试验等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严格贯彻相关
国际质量体系指令。公司将一如既往潜心打造自身品牌，不断提高企业管理运作水平，积极配
合客户所需，继续树行业之新，标行业之异。
广州高达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的研发、生产、管理团队，具有丰富的专业理论
知识，产品设计和生产管理经验；公司设有完善的标准测试实验室、拥有国外先进的实验设
备，为产品试验、检验提供可靠的品质保证。
竞争是我们的动力，质量是我们的保证，服务是我们的根本，高达尚将为用户提供全面、专
业、先进的专业音响产品及解决方案

电话：+86-20-8602 3909

传真：+86-20-8602 3909

邮箱：601687712@QQ.COM

网址：WWW.GZJME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响、线阵、会议音响

1A-07

Pro speaker/Line array speaker/
Conference speaker

广州市新度音响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音响生产厂家，
主要产品有：专业功放，专业音箱，专业卡拉OK设备，调音台，数字周边器材以及会议系统。
自企业创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员工整体素质的的培养，产品生产质量
的提高与管理思想的探索。如今企业已经拥有独特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设备，雄厚的设计
实力，庞大的营销和售后服务。
多年来，我们本着“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精益求精，共赢共进”的经营理念，产品赢得了广大国
内外客商的青眯，畅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目前已通过ISO9001：2000质量认证，产品通
过了3C认证，是国家3A级质量信得过产品，热忱为客户服务拓展国内外市场的理念谒诚与广大
朋友携手合作，共同发展。
Guangzhou Xindu Audio Co., Ltd is a collec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technical services in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audio manufacturers, the main
products are: professional amplifiers, professional speakers, professional karaoke equipment, mixers, digital peripherals and conference systems.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Hall 1
1 号馆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州励音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Lion Audio (GZ) CO.,Ltd.

1 号馆

睿铭声光科技有限公司
Real Music Acoustics&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汉溪大道万达广场写字楼B3栋33A08-11房

地址：西安市曲江新区政通大道环保大厦9楼

电话：+86-20 8481 8663

传真： +86-20 8481 9663

电话：+86-29-8912 9150

传真：+86-29-8912 9150-801

邮箱：vincent@lionaudio.net

网址： www.fane-international.com

邮箱：bin.li@real-music.com.cn

网址：www.real-music.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FANE

1A-08

Hall 1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扬声器

& PD

Fane was founded in 1958, has rich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sound engineering excel-

睿铭声光科技有限公司——极致演绎铸造者，尖端科技传播者，顶级设备供应商，是世界顶级

lence. Producing some of the world’s finest loudspeakers.

专业音响加拿大Adamson、葡萄牙NEXT–proaudio中、港、澳总代理。

Precision Devices Founded in1987, England. Precision Devices is regarded globally as a

Adamson自1983年创立以来，已被公认为专业扬声器系统中最高级别的制造商之一，拥有多项

leading manufacturer and designer of high-end loudspeaker transducers.

专利技术，注重研究市场前沿需求，应用科技成果，使产品不断推陈出新，从初期的MH225、

Every product is designed and built to a standard which ensures that its original perfor-

到Y-Axis线声源、到旗舰产品E系列、到华美绽放的S系列，到2017年推出的固定安装版IS系

mance excellence will be retained indefinitely.

列，以及在NAMM 2019推出的全球第一款AVB产品CS7p点声源扬声器，每个产品的推出都赢
得了巨大的成功和影响力。
NEXT-proaudio 隶属欧洲的CVA Electronica,Lda 公司，位于葡萄牙北部的波尔图(Porto),在专
业音频设计和制造方面具有悠久的历史。NEXT

的全部产品，包括扬声器、处理器和放大器系

统，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你的租赁和固定安装市场提供最好的应用解决方案。
Real Music was founded in 1996, an excellent professional audio and video channel
vendors,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provide perfect and high quality sound and
video equipment for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system integration etc. Now it has

Hall 1
1 号馆

1B-01

佛山纯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hina mainland, Hong Kong & Macao.
Adamson—Since 1983, Adamson Systems Engineering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indus-

Foshan Chuns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try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loudspeakers for the professional touring and installation

联系方式

markets. The continued pursuit of innovation, realized first with the MH225 and then the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泌冲后海村东约大街二十三巷1号
电话：+86-757-8102 6268

传真： +86-757-8102 6267

邮箱：csaudio@csamp.com

网址： www.csamp.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放，舞台音响设备及配件
纯声音响( CS Audio )创建于2008年,主要为市场提供专业扩声行业中品质一流、高科技且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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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the exclusive distributor of Canadian Adamson, Portugal NEXT-proaudio in

在时尚尖端的高端产品。
自2008年建厂以来,纯声凭着富于创造力的管理理念,诚恳热忱的服务态度,积极进取的精神,诚实
守信的企业信誉,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 CS Audio was build up in 2008, mainly for
provide industry of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products, high technology and lead the way
of fash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8, CS Audio has won the trust and support of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e ingenuity of creative management, sincere and enthusiastic service
attitude, enterprising spirit and honest and trustworthy of business reputation.

Y-Axis line source, created new benchmarks in the industry. Now the flagship E-Series
has once again pushed the boundaries of engineering to deliver the highest performance line source available in the world. Its sub compact line arrays such as the
sub-compact S-Series or SpekTrix and Metrix families round out the line source offerings.
The M-Series, Point Series and Point Concentric lines,and newly released CS7p will give
you every tool you need to deliver, whether it be for a tour or an installation.
NEXT–proaudio—It is an European brand, based in Portugal - Europe, active in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f professional sound systems for professional audio and
concert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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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誉声视听科技有限公司

Hall 1

GUANGZHOU WINSOUND AV TECHNOLOGY CO.,LTD.

1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迎星中路骏盈大楼A301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集贤庄路集安街3号凯云商务中心806室

电话：+86-20-3918 6688

传真： +86-20-3106 0123

电话：+86-20-86187780/86187783

传真：+86-20-8618 7978

邮箱：max@win-sound.com

网址： www.win-sound.com

邮箱：

网址：www.hxaudio.com

TEKNIK、TURBOSOUND、
TANNOY、LAB.GRUPPEN·LAKE、
TC ELECTRONIC

广州市誉声视听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历经五年的沉淀与发展，继被德国“Music Tribe”
集团认可为扩大中国市场战略计划合作伙伴后，先后取得MIDAS、KLARK
SOUND、TANNOY、LAB.GRUPPEN·LAKE、TC

TEKNIK、TURBO-

ELECTRONIC六大音响品牌的产品总代理权

1B-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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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声视听已从一家全新起航的中国专业音响行业新军蜕变成业界不容忽视的精英。
由此，誉声视听给客户打造一流的从售前咨询、参观试听、方案设计、产品出货、安装调试乃
至售后承诺等一条龙服务。过硬的产品质量是誉声视听建立长久发展方向目标的基石，这也促
使誉声不懈努力追求更高层次的行业地位。从英国MIDAS调音台、KLARK TEKNIK数字处理器
、TURBOSOUND扬声系统、TANNOY商业扩声、LAB.GRUPPEN·LAKE顶级功放以至TC
ELECTRONIC专业音频产品，誉声视听均以无微不至的态势照顾客户的各种需求，绝对是客户
信心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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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锐声灯光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1 号馆

参展商品牌/产品： Audio

Performance、McCauley美嘉声、
Clockaudio英国科洛话筒、
CORNEREDAUDIO丹麦三角音箱

广州市汇信音频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以集高级音频设备代理、销售、专业设计、技
术支援、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音频产品和系统销售公司，经营的音响产品以国际名品为
主，是广东省录音师协会理事单位、广东省舞台美术协会副会长和理事企业单位。公司总部设
在广州，上海和北京设有办事处。多年以来坚持以诚信经营并赢得了大量客户支持与厚爱，“品
质，专业，服务，创新”是我们始终坚持的宗旨。
汇信公司是瑞士Audio Performance音箱、美国McCauley音箱、丹麦Cornered Audio三角音
箱、英国Clockaudio话筒、奥地利Chevin功放的中国（含港澳台）总代理商，也是日本
YAMAHA广东省总代理商。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为各种会议、演出、剧场剧院、体育场馆、演
播厅、影院、多功能厅等提供专业的系统设计、安装、调试和售后服务，公司设有专业维修服
务站为各种专业产品提供细致周到的售后服务，公司目前为YAMAHA的A级维修站。公司技术
团队包括会议解决方案技术支持团队、剧场剧院及流动演出技术支持团队及售后维修技术团
队，为公司的各个项目做技术支持，保证每个项目按标按量完成。

广州市鼎泰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ing Taife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Guangzhou Ruisheng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s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小龙村GAEpro产业园
传真：
电话：+86-13922334999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37号番山创业中心1区1号楼5楼
电话：+86-20-8488 1200

传真： +86-20-8482 1881

邮箱：info@china-rs.com

网址： www.china-r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SAL、JBL、Soundcraft、TW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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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Huixin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MIDAS、KLARK

1B-02

广州市汇信音频技术有限公司

AKG/ MIDAS / RAMaduio

广州锐声专门从事国际知名灯光音响产品营销，引进国际领先设计理念和系统解决方案，为世
界专业品质而坚持不懈。锐声是行业出色的集产品推广、设计、销售及专业咨询、工程安装、
调试等一站式服务的系统方案解决专家。
Guangzhou Ruisheng is specialized in professional light and audio adopting standard
international design concepts &system solution , and dedicated to development of
world professional qualities . It is committed to creating a one-stop lighting and sound
system supplier that provides sevices of consulting design, equipment supply and
system integration, debugging.

邮箱：DTF-PRO@163.com

网址：www.gae-pr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AQ系列,CQ系列,CM系列,WE系列,

TN系列,IP系列

1B-05

广州市鼎泰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穗港澳“小
三角”的番禺区，为一家集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专业音响厂家，一直以来本厂坚持以
“让世界舞动”为已任，在“打造国际知名品牌，树立受人尊敬企业”的目标指导下，大力高举质量和
服务旗帜，开拓创新。
公司专注于音响行业达十余年之久，已在全国形成了辐射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
省、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销售服务网络；我们在极力开拓国内市场，健全国内销售渠道的
同时，更着力于开拓国外市场，现已成功地与多家国外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国际上，
我们在欧洲，美国，东南亚等，都有合作伙伴，以产品优良，享誉海内外，业务蒸蒸日上。
进入21世纪，公司已全面导入ISO质量管理运作体系，“客户满意”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展望
未来，鼎泰丰人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全体员工都时刻牢记“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企业
宗旨，同时不断钻研以创新、以更优质的产品回报社会。
2015年3月20号GAEpro音响以专业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国外的品牌-----意大利RCF扬声
器制造商的信赖，双方携手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不仅将GAEpro的音响发展带入一个新的纪元，
同时也开启了专业音响行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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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首善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Hall 1

Shoushan System Integration Ltd

1 号馆

东莞市三基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3G Audio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光明北路238号雍雅廊商业街43号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水平村象和路28号

电话：+86-20-3999 3346

传真： +86-20-3999 3346

电话：+86-769-8906 1666

传真：+86-769-8906 1678

邮箱：tanpu@ssitech.cn

网址： www.ssitech.cn

邮箱：185518167@qq.com

网址：www.3g-sy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功放

参展商品牌/产品： 德国Fohhn音频产品、德国Bittner功放

三基音响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创建于1988年，总部位于东莞市大朗镇象山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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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首善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总部设在中国广州番禺，自创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专业音响领域，

城。是一家集专业音响研发、制造、销售、工程安装为一体的专业音响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并逐步发展成为一家集专业音频设备销售、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售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专

公司曾先后获得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及CE、UL、3C、美国认证、A标等行业认证，并取得五

业公司。首善本着以诚从商，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注重培养专业人才，拥有了一支技术精湛
、经验丰富的专业工程队伍和一批优秀的专业舞台设计人员，从设计到安装，从调试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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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项国家专利技术。
近年来，公司先后承建了北京奥运会三大场馆、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国庆60周年庆典扩
声、山东全运会国家会议中心以及津巴布韦国家会议中心、巴哈马国家体育中心、曼谷、莫斯

都严格管理，经过全体同仁的齐心努力，公司稳步发展，在本行业得到了不错的口碑。

科中国文化中心等国际重点工程。还为VITAS重庆演唱会、索菲亚广州演唱会及RLNA/李孝利等

首善的主要服务领域：场馆、剧场剧院、广播电视、多功能厅、会议会展中心、主题公园、机

国际巨星演唱会提供扩声系统。

场码头、流动应用等。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全面负责国际知名音频设备产品，包括德国FOHHN

企业拥有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进口的先进科研设备，科研制造设备水平及规模在国内亦遥遥领

音频产品、德国BITTNER功放，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的品牌推广、销售、售后及技术支援；

先接连数年成为中国申请专利最多的单位。三基在全球建立了多个分支机构，营销及服务网络

提供专业扩声系统的设计、安装调试和培训服务；支持经销商和集成商参与国内大中型音频工

遍及全球，能够为客户提供快速、优质的服务。同时公司的产品也已远销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

程，从系统设计、器材选购，到安装调试等多方面给予全力的支持。

地区，产品的品质更是得到了世界各国使用者的认可。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稳定，耐用。”
已成为我们在客户心中的最坚实的口碑。

近年来，首善参与的典型工程有：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德国国家馆、瑞士馆、国家电网馆、
山东曲阜孔子文化会展中心剧场、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剧院、广西文化艺术中心、广州东塔、上
海中心大厦全息音乐厅、万达哈尔滨中心剧场、国家大剧院舞美中心、成都城市音乐厅、浙江
越剧小镇、香港高铁站、深圳城市规划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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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亚成电子有限公司

1 号馆

Yacheng Electronic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迎星中路骏盈大楼1栋101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留和路56号3幢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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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Asia）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电话：+86-571-8801 1391

传真： +86-571-8607 5542

邮箱：234376899@qq.com

网址： www.zjyc-pro.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Crest

KS（亚洲）

Audio 高峰

浙江亚成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是由 2006 年杭州金数音响工程有限公司转型而设立
的新企业。成为一家专业音响设备进出口贸易公司，一直致力于为全国客户提供专业的音视频
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在行业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电话：+86-20-8463 4858

传真：+86-20-8463 4858

邮箱：61304596@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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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

超过35年追求声音的艺术，KS

Audio是拥有纯正德国血统的高端音响品牌，以工程师文化为主

导，以技术创新为指向，成立以来不断刷新业界技术标准，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底蕴。KS Audio一
直坚持以一流的设备还原最真实的声音，立足行业前沿。
在创始人Dieter Klein的带领下，KS Audio在音响前沿技术领域的开发势如破竹：率先推出全球

Crest Audio，品牌创立于1970年，是一家优秀的专业音响设备和机架式功放供应商，在音频扩

第一套紧凑型流动有源扩声系统、第一个完整的无源扬声器系列、全球第一台四通道功放……

声领域拥有功放鼻祖的美誉，被誉为世界三大顶级功放品牌之一。它的功率放大器以及调音台

与此同时，与客户紧密沟通，不断优化产品，保持先进水平等，这些都是KS Audio始终对批评意

等产品遍布世界各地，作为在中国音频市场上知名的国外品牌，Crest Audio系列产品以其稳定

见和建议持开放态度的原因。基于数十年的经验，精心选择不同的组件和专有技术以确保获得出

性，高质量和高音质，为用户带来了真正的音乐享受。

色的产品表现。在世界各地安装的产品，记录着KS Audio不断进步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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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
Advance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International) Compan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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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 HUIFENG AUDIO GROUP CO.,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香港九龙新界荃湾海盛路11号ONE MIDTOWN 21楼16-18室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繁华路45号汇丰大厦

电话：+852-2942 2100

传真： +852-2424 0788

电话：+86-20-8481 0368

传真：+86-20-8482 7618

邮箱：info@acebj.com

网址： www.acehk.com

邮箱：ivy@hui-feng.com.cn

网址：www.hui-feng.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英国MARTIN

AUDIO、美国TSG

参展商品牌/产品： JBL扬声器，CROWN功放，

SOUNDCRAFT数字调音台，SHURE话筒，
CLAYPAKY，SPOTLIGHT，EPICA，EBULLET，
AYRTON等电脑灯具，以及W-DMX控制系统和
MA灯光控制台

安恒利（国际）有限公司成立于1982年，是香港一家提供专业音频，视频和舞台灯光服务的工程
公司。自成立以来，已成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地区的专业设备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35年的

1C-03
1D-03
1F-03

中国汇丰音响集团，始创于九十年代初，是一家典型的技术和顾问型的音响企业，专注于国际
品牌音响的代理、销售及推广，演出设备租赁、各类演出项目承揽以及专业技术咨询服务。
汇丰音响集团为英国玛田品牌音响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娱乐产业）总代理，美国TSG音响总
代理，集团旗下钰丰音响为英国WA品牌音响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总代理。汇丰将一如既往地
秉承诚信、专业、质量至上、客户为尊的经营理念，成为最受信赖和尊敬的科技型一流音响企
业！
Sino Huifeng Audio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early 1990s, which is a typical technology
and consultative audio enterprise. We specialize in distributing, selling and promoting

专业经验使安恒利在此行业有着重要的位置。

top international audio brands, touring equipments rental services, performance activi-

安恒利长期的合作伙伴有HARMAN集团（JBL，Crown,dbx,BSS,Lexicon,HiQnet,Soundcraft&-

ties services and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consulting services.

Studer）,Shure,Dolby,Christie,ClayPaky,MA lighting等，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的领导品牌。安恒

1C-01-02
1D-01-02
1F-01-02

中国汇丰音响集团有限公司

Sino Huifeng Audio Group is the authorized dealer of Martin Audio (UK) in China also

利的服务对象分布非常广泛，包括世界知名的电视台，广播电台，录音棚，剧院，电影院，体育

Hong Kong and Macau region, and is also the authorized dealer of TSG(USA). Its subsidi-

场馆和会议中心。此外，安恒利还提供系统咨询，系统设计，系统集成以及培训服务。

ary corporation Yufeng Audio is the authorized dealer of WA Audio (UK) in China also

此次展会，我们将展示：JBL专业扬声器，CROWN功放，SOUNDCRAFT数字调音台，SHURE话

Hong Kong and Macau region. Sino Huifeng Audio will uphold the customer-centric

筒，CLAYPAKY，SPOTLIGHT，EPICA，EBULLET，AYRTON等电脑灯具，以及MA控制台。

business principle and serve the customers with our integrity, professional and qualita-

ACE was established in Hong Kong back in 1982 as an engineering company to provide

tive services, and we will become the most trusted and respected technology-oriented

services to the professional audio, video and lighting industry.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over

audio enterprise.

35 years ago, ACE has gained a reputable position in the industry, having been partners
with many industry leaders, such as the Harman Professional, Shure, Dolby Laboratories,
Christie Digital, Clay Paky and MA Lighting, to supply equipment and provide system
integration services in China, Hong Kong and Macau.

H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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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es in China, with branches set up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Shenyang, Xi’an an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禺山西路363号联邦工业城

Chengdu, each with its own technical support team and service department, as well as
localized sales and marketing teams ready to serve the whole China market.
Our customers came from a wide range of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ranging from
TV stations and recording studios, to cinemas and convention centers. In addition to
system design and integration,on-site support for live events as well as training and
services. Having been part of many projects and events of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IGHTWAY AUDIO CONSULTANTS LTD.

联系方式

Since its formation in Hong Kong, ACE has since then expanded its coverage to most major

equipment distribution, ACE also provides professional services such as consultation,

华汇音响顾问有限公司

1C-04

电话：+86-20-8466 6123

传真：+86-20-8466 1633

邮箱：info@racpro.net

网址：www.racpro.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国外专业音频设备
华汇音响顾问有限公司，集专业音频设备销售、音频工程设计、安装、调试、技术培训、专业音
频技术咨询于一体，为里约奥运会、伦敦奥运会、索契奥运会、青年奥运会、国家大剧院、国家

level, our technical team has garnered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developed a respectable

大剧院合成剧场、江苏大剧院、陕西大剧院、广西文化艺术中心等众多实力案例提供支持。

professionalism, eager to serve projects of any scale and size.

2019广州(国际)演艺设备、智能声光产品技术展览会，华汇将携旗下代理的如：法国线声源阵列

In GETshow2019,visitors could find JBL professional loudspeaker,soundcraft digital
console,Crown,Shure,Clay Paky,Spotlight,Epica,Ebullet,Ayrton and MA etc,Welcome to our
booth and hope you enjoy!

音箱鼻祖L-Acoustics、英国现场数字调音台引领者DiGiCo、加拿大追踪系统BlackTrax、德国
SENNHEISER 6000系列等国际知名品牌华丽亮相。
相信此次华汇全线产品非凡的表现力将让您真切感受到技术的革新，并切身体验一次完美的声音
科技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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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平宝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H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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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1C-05
1D-05
1F-05

传真： +86-10-8755 5715

邮箱：yuhang.xing@budee.cn

网址： www.budee.com

Guangzhou Ruifeng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乙56号院2号楼6层
电话：+86-10-8755 5353

广州市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石楼路段10号

参展商品牌/产品： Electro-Voice、Extron、PreSonus、

电话：+86-20-3928 0043

传真： +86-20-39280123-8005

邮箱：

网址： www.rfintell.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RF（锐丰）高端品牌专业音响产品、

Martin Audio、VOID、Lectrosonics、API、
Telefunken、BLUE

德国品牌VOICE ACOUSTIC、
德国品牌FOUR AUDIO

北京太平宝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提供音视频解决方案和产品供应的集团公
司，公司业务涉及音乐演出、AV集成、录音制作、广播电视、固定安装、消费电子、乐器设备、

2015年，锐丰股份全新打造另一专业音响自主品牌“RF（锐丰）”，由旗下科技子公司广州市锐

家庭娱乐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业务。太平宝迪拥有广博全面的产品线，为客户带来无以伦比的体

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锐丰智能”）独立运营。秉承“智能创新”的发展理念，锐丰智能致力

验和一站式的整合解决方案。

于 “RF（锐丰）” 高端专业音响品牌产品智能化的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服务；并且是德国品牌

太平宝迪拥有一支设计能力超前及技术服务水准高超，现场经验丰富的专业安装、调试、培训指

“Four Audio”“Voice-Acoustic”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总代理。Voice-Acoustics

导队伍。几年来，公司凭借自身雄厚的高科技实力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相继支持经销商、工

有十二年历史的德国高端音箱品牌，创始人是Stefan Rast 先生。“Four Audio”是一家由毕业于

程商及系统集成商完成了几千项音视频系统。为中港澳地区的众多政府机构、剧院、音乐厅、广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被誉为欧洲的“麻省理工”）声学和信号处理研究的博士和教授共同创立的德

播电台及电视台、体育场馆、会议会展中心、酒店、娱乐及演出租赁公司、专业录音棚、高档写

国品牌，

字楼等设计专业系统及解决方案，这些项目以其前瞻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可靠的质量、优异的

他们致力于研发音频测量软件和声音系统解决方案。锐丰智能公司全面丰富公司产品

的同时拓宽了多元化、多领域的应用，以全数字产品为核心提高整体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及技术

服务获得了广大用户和专业人士的一致好评。

支持服务，向各个音响扩声领域进行深度衍生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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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15, Ruifeng Inc. created the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 sound system brand RF, which

广州菩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BUDDHA AUDIO EQUIPMENT CO.,LTD(GUANGZHOU)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华创动漫园C26栋3楼

1C-06

电话：+86-20-8582 1460

传真：+86-20-3469 8378

邮箱：

网址：www.homewellaudio.co.uk

1C-07

is independently operated by technology subsidiary Guangzhou Ruifeng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o., Ltd. With the concept of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Ruifeng Intelligence is
dedicated to R&D and sales of intelligent, high-end, professional-grade sound products
and delivery of related technical services. Moreover, Ruifeng serves as the exclusive
Mainland China，Hongkong，Macao，Taiwan agent for the top German brand
Voice-Acoustic and Four audio.Voice-Acoustic is a high end speaker brand created on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响设备，智能会议系统

2005 by Stefan Rast.Four Audio is a German company founded by audio and signal

广州菩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拥有在行业最顶尖最专业的技术团队，是一家集
进口高端品牌代理推广、网络销售、研发生产、工程测试、售后服务、音响系统设计、演出系
统设计及租赁于一体的专业音响公司。公司致力在全球为世人提供震撼心灵的音响，建立最专
业的高端产品销售网络。2008年6月，HOMEWELL高端音响品牌与广州菩声音响有限公司携手
合作，菩声音响全权负责HOMEWELL品牌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推广销售及技术支持。长期以来，
广州菩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都坚持以5优的原则服务于客户：
优秀的品质；
优惠的价格；
优化的系统；
优先的产品升级；
优越的售后技术服务。
让客户得到更多的免费增值服务，成为永久的合作伙伴。
公司使命
为世人提供震撼心灵的音响
公司愿景
成为世界顶级音响设备制造商
公司理念
奉敬天道 关爱世人

ment solutions for professional audio.While comprehensively enriching our own offer-

processing specialists. They develop high-end loudspeaker measurement and manageings, we are expanding into multiple, diversified fields. With full-digital products as our
core, we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our overall intelligent system solutions and deepening
both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into various acoustic and sound reinforcement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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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奥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Hall 1

Guangzhou Tianao Sound Technology Co., Ltd.

1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市鱼路237号贤泰高新区B栋401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总部中心14号楼907室

电话：+86-20-3900 4096

传真：

电话：+86-20-3235 4850

传真： +86-20-3235 4850-888

邮箱： dpszhu@126.com

网址： www.to-audio.com

邮箱： yjcompany@yeah.net

网址： WWW.YJ-AUDIO.COM

1C-09

广中心。

原装进口S2CEB品牌高级以太网线，集专业音频设备销售、音频工程设计、安装、调试、技术培

TRIPLE ONDA是西班牙语，中文是三倍的意思，代表着TRIPLE ONDA音响严谨严格认真的理念

训、专业音频技术咨询于一体。

；“TRIPLE ONDA”以字母TO做为标志，象征着精湛工艺和技术、是建立全球音频领域最高标准
的象征。公司总裁BRAULIO先生自小酷爱研究电声技术，故此便成为欧洲著名电声科学家，自
从他1970年创办TRIPLE ONDA品牌以来，创造了无数个全世界专业音响领域的突破性专利，为
世界专业扩声技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四十多年过去，

TRIPLE ONDA在世界专业音响行业早

Hall 1

1 号馆

GUANGZHOU HENGYI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高普路38号金发科技创新社区3号楼2层

业音响领域的扎实基础和高端音频技术的积累。
品牌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TRIPLE ONDA为世界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全球巡演、世界萨克斯之父
肯尼基专场演出音乐会、张学友全国巡演等提供定制世界顶级专业音响演出设备。Triple Onda
的研发团队是集合了欧洲顶级电声工程师和一群著名音乐制作人的经典之作。实力的象征注定了

电话：+86-20-8709 6690

传真： +86-20-8709 6690

邮箱： 1648766577@qq.com

网址： www.hengyigroup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顾问咨询、工程设计、制作实施

品牌发展的领域。因此，在1986年Triple Onda决定进军娱乐市场，并着重向亚洲市场提供其产
品。在世界不同地区参加为数众多的贸易代表团，并在各地广告和媒体上打出公司的品牌。

广州恒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够经历风风雨雨而最终保存下来的世界及专业音响品牌为数不多，事实证明TRIPLE ONDA在专

从

1986年直到今天，TRIPLE ONDA在全世界专业音响市场得到了更多专业人士的好评，制造了一

广州恒一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演艺装修工程、演艺设备系统集成及高端大型装修工程

个个美丽的神话，奏响了专业音响行业美妙的乐章。因此我们还在继续进行更有说服力的高端音

的设计施工一体化及相关项目建筑声学顾问与设计、全程建造顾问咨询服务的EPC全产业链服务

响产品研发这项工作，为开创中国娱乐市场我们鞠躬尽瘁，提供更优秀的产品及品牌服务，我们

商，现有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壹级、设计乙级、电子智能化二级、机电安装三级，舞台灯光、

坚信更好的未来有你的加入，实现品牌价值共创未来。

广州市番禺区声活电子器材厂

Guang Zhou SHU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石基村段181号永和工业邨

1C一08B

LSS

广州市艺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3年成立，代理意大利原装进口LSS品牌高端音响系统，法国

勃发展，曾涌现出纵多的专业音响厂家，也有显赫一时的，但最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到如今，能

1 号馆

参展商品牌/产品： 意大利

广州天奥音响科技有限公司是西班牙著名专业音响品牌TRlPLE ONDA公司驻亚洲地区的营销推

已积累了各种扩声演艺系列的高品质产品技术，而在这四十多年来，随着世界专业音响行业的篷

Hall 1

GUANGZHOUSHI YIJI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TO-EW

1C一08A

广州市艺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20-8198 4969

传真： +86-20-8179 8487

邮箱： soundlives@126.com

网址： www.shuomic.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无线麦克风
广州市番禺区声活电子器材厂是专业设计、生产和销售无线麦克风、会议系统、电教扩音领域的
高频、音频产品的高新技术型企业。
从1997年代理销售国内外麦克风发展至今,扎实稳健、务实创新,坚持走"声活特色发展之路"高瞻
远瞩,跨行业整合全球尖端资源,遵循OPM原创设计理念,突出产品稳定性、适用性、娱乐化、个
性化和人性化的先进设计思想,引导高端无线产品朝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本企业坚持以设
计创新为动力，已有各型专利101项,资质认证多项。已成功为德国、新加坡、香港、日本韩国、
台湾及大陆音响公司设计开发多款无线麦克风及音视频产品。企业秉承"产品是企业的根基,标准
是企业的保障,创新是企业的动力"为宗旨,坚持让声音更有活力,努力为国内外客户创造价值并共
创多赢。

音响、机械、音视频等演艺设备专业甲级资质，下设演艺建设室内设计所，为广东省高新企业。

1D-06

公司应市场崭新需求而生，由创意驱动跨界融合。团队成员均为跨专业的行业一线核心人才，多
年来参与和实施了多项演艺、装修为主要内容的重大总承包项目，其中包括知名一线剧院音乐
厅、室内外大型演艺秀场、会议中心会所厅堂、声光水舞秀景观广场、文化科技博物展览馆、广
电演播院线影厅及体育娱乐场所等项目；同时，团队还拥有丰富的外事外资及高端大型企业总部
和顶级豪宅会所的装修工程经验，是国内极少同时具有丰富的高端装修、演艺设备、建筑声学及
包装展陈等各类专业综合实施经验的优秀团队。凭借对市场、客户崭新需求的洞悉，我们还为客
户此类项目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全程专业顾问咨询服务。
凭借对发展趋势的洞悉，针对过往市场特殊专业领域的众多技术不足和实施遗憾，我们进行了长
期艰苦的持续研究和准备，终于将文旅建设领域演艺装修项目的室内技术和全程服务全面打通。
能真正满足业主和项目完整需求去提供专业务实的建筑声学顾问和设计，并为开发和运营项目提
供具有前瞻性的全程顾问咨询服务，成为在该领域演艺装修项目上具有全程顾问及EPC总承包领
先实力和水平的专业公司。公司以“满足真实需求”为出发点，凭借“技术、品质、服务、体验”的
综合优势，必将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Hall 1

1 号馆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LAVOCE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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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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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传真： +86-573 8910 5859

邮箱： sales.cn@lavocespeakers.com 网址： www.lavocespeak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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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扬声器

Panasonic Corporation of China

联系方式

地址：No. 218 Huicheng Road, Jiashan County,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314112
电话：+86-573 8910 5858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电话：+86-10-6562 6779

传真： +86-10-6562 6188

邮箱： liyuxiao@cn.panasonic.com

网址： www.panasonic.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松下工程投影机

Lavoce Italiana is a dynamic and fast-growing company specialized in LF/HF transducer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 年，并于2002 年实现了独资，主要负责开展家电和系

design and production for the pro audio market. It was founded in 2008 by Elettromedia

统商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活动。作为中国地区投资性公司，

(Italy), a world reference in aftermarket car audio. Each of our products is a masterpiece

开展人才培养、财务、法务、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统括和支援活动。

of electroacoustic excellen with reliability second to none, coming from the 30years'

Panasonic投影机产品是松下电器在多媒体视频、数据领域设计生产的尖端产品。松下投影机先

experience of our Italian R&D team and our passionate love for music.

进的数字图像处理技术使投影的图像质量表现杰出，画面显示完美，在国内外各类大型活动场合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还负责

得到广泛应用。无论是传统方式的投影还是商业演示、教学培训、工程应用，松下投影机的各项
功能都能应对自如。Panasonic投影机产品线非常丰富，从普通到高端都有多种产品可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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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博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CRCBOX AUDIO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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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Guangzhou shixu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二区A9号
电话：+86-18802559998

传真： +86-750-7777789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珠岗路第二工业区13号B栋201

邮箱： crcbox333@126.com

网址： www.crcbox.com.cn

电话：+86-20-3677 4273

传真： +86-20-3677 4241

邮箱： 2711894884@qq.com

网址： www.wax-pr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调音台、功放

参展商品牌/产品： Q-5小型线阵列组合

本公司创建于1998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生产、批发销售于一体的企业。本公司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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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世轩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生产调音台、功放、周边设备音响器材等系列产品。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一批多年生产经验

广州世轩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音响生产企业，以生

的技术人员，生产设备先进、检测系统完善，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产品深得国内外客户及

产电声领域的语言和音乐扩声的专业高品质音响产品为主。

用户好评和信赖。

队以及完善的售后跟踪体系，让企业不仅提供的是高品质产品,更致力于完美的系统解决方案。

多年来，公司一贯秉承“品质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勇于开拓、积极进取、技术创新，生产出

随着技术的发展，系统的综合一体化，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标准的不断提高，万星音响追求系统

高清晰度和精密的专业产品，保证产品的质量，另外，我们非常注重将一套完善的服务体系提供

的完整性，包括设计，产品的研发，生产，完善的技术支持及网络服务等多方面元素构成了万星

给我们的商业伙伴和客户，从产品咨询、安装调试、维修保养、系统升级等贴心服务，力求让客
户满意。同时，我们还非常虚心的听取用户对我公司的产品的建议，使我们做出更好的、更专业
的产品。
我们将不断努力，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您的要求，达到共赢目的，力争打造出我们的品牌，
提高产品的知名度！
Found in 1998, Crcbox, which emphasizes in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design, production and wholesale It equipped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excellent team and perfect
detection system. Crcbox specializes in Mixer, Amplifier, Wireless Microphone and so on.
Sticking to “Quality First, Customer First”, we produce kinds of products in high quality
and provide full se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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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全新概念：WAX系统理念。
WAX AUDIO理念是建立在全公司员工都向着同一个目标奋斗，追求完美演绎。绩效，融合，团
结，责任，承诺，信誉使我们彼此间像客户，同事，供应商，老板，正如社会和生态环境一样。
系统类型:小型线阵列组合
Q- 5线声源阵列扬声器,搭载高通釹磁驱动HF:1 x 2.5”MF:4 x 5.25",突破传统笨重阵列缺点,使安
装,叠加更方便,体积虽以小、轻、薄设计,但却同样拥有大声压级和高清晰度。在水平覆盖角度上
选择了90°x 7°的短路径压缩号角。箱体底部设有金属支架孔(多只建议选用支撑架) ,为满足更宽
的音场效果, Q5搭载Q-215 ( LF: 2x15”)中远程超低频扬声器,应用于大环境固定安装及流动演出
。有源模式下,内置功放和处理器,只需调音台和话筒即可演出!

Crcbox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quality and service to meet our partners and clients
expectation.

公司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高科技团

(供无源&有源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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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音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inqia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广州市韵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Vinal Electronic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恒达工业园A2栋A梯3楼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中新镇中福北路23号

电话：+86-20-3375 6827

传真： +86-20-8450 9588

电话：+86-20-8286 9913

传真： +86-20-8286 9839

邮箱： ane2018@126.com

网址： www.ane-audio.com

邮箱：

网址： www.vinal.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智慧云广播(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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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广州市音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珠三角为数不多的高新企业之一，中国“公共广播”行业的先驱
者，作为从事音视频广播会议整体解决方案的厂家，已连续超过10年为客户提供音视频产品的

参展商品牌/产品： X3、X5、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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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专业提供智慧云广播、智能公共广播、专业音响、智能会议系统解决

Ext、i330、i350、i370

韵乐Vinal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致力于智能数字音频处理的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企业。
Vinal致力在智能数字音频处理产品领域成为全球领先的领导品牌。
Vinal品牌产品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售后服务及品牌影响力赢得了客户的一致称赞。公
司推出的产品X3、X5前级效果器已成为行业的标杆，现由韵乐数字音频实验室新开发的国内首

方案。音桥智慧云广播(Cloud IP)突破了传统模拟广播系统的内容局限、空间局限和功能局限，

款智能数字音频效果处理器i370系列同样值得期待。Vinal

基于智慧云构架的数字化广播系统，采用局域网或广域网作为数据传输平台，集中应用 / 分布式

i370采用ADI

SHARC系列高性能

2.4GFLOPS 400MHz DSP,拥有双音频采样选择：48KHz和96KHz，即使在丰富的音效组件实时

控制的管理模式，支持跨地域协作、多层次联机部署，构建全省乃至全国的IP网络广播系统。

渲染下，模拟音频输入输出信号延时间隔也可低至1毫秒。与传统音频效果器最大区别在于它的
DSP音频管道可以重新布局，还可以动态扩展不同的音效组件，并与实时的音效同步。
Vinal i370 在音效处理上采用了创新的可编程动态音频管道处理技术，通过VAS平台，音频开发
人员能够利用音效组件及模块，灵活快速地布局适合任何使用环境的混响音效。用户还可以通过
VA S 平 台 资 源 分 享 ， 下 载 音 效 布 局 和 最 新 组 件 ， 让 音 频 效 果 和 功 能 得 到 无 限 扩 展 。
Vinal i370适用于HIFI、家庭影院、录音室、娱乐会所、KTV等项目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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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建设大马路22号中环广场B-1102室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平石供电右侧二、三楼
传真： +86-750-7128 937

邮箱： micky@votexpro.com

网址： www.votexpro.com

Guangzhou Weishi Electronic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电话：+86-750-7122 137

广州威视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86-20-8386 2803

传真： +86-20-8385 0131

邮箱： sales@weishie.com

网址： www.weishi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Canare线缆、Clear-com内部通话系统、Neutrik接插件、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有线麦克风，功放，调音台

Digital Forecast转换器、Tektronix测试仪器等其他代理产品。

上方音響器材廠是一家专业生产高档无线话筒的厂家，成立于2009年, 是我司在德国注册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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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己有10多个国外公司以VOTEX牌子代理我司的产品，我们始终信守“品质至优服务至上，平
等互利，信誉为本”的原则，精益求精不断完善产品。
VOTEX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9 . Our company is a professional audio manufacturer of wire/wireless microphone, meeting system, mixer ,ampl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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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威视电子有限公司是Canare, Neutrik, Tektronix, Digital Forecast, Clear-com, Blackmagic design等广电行业知名进口品牌的中国授权代理商，兼营销售RUIGE, GV, Axon, Ross, Kings,
Belden, ADC, Lemo等品牌的设备及材料。
我司连续12年被评为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公司下设产品销售部, 进出口部，并在香港
设立销售分公司。
Guangzhou Weishi Electronic Co., Ltd is the authorized distributor for Canare, Neutrik,
Tektronix, Digital Forecast, Clear-com and Black magic Design in China. We also provide
products from well-known manufacturers such as RUIGE, GV, Axon, Ross, Kings, Belden,
ADC, Lemo.
Our constant excellent services to customers have made us to be chosen as the “GUANGDONG PROVINCE ENTERPRISE OF OBSERVING CONTRACT AND VALUING CREDIT” for 12
years. Our company consists of a sales department and an import & export division.
Moreover, we have Hong Kong branch responsible for local and overseas sales as well as
freight-forw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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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诺法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ovoum audio equipment Co. Ltd.

H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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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ping BELE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番禺区汉溪大道390号四海城商业广场1栋2座1414号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恩君东路3号

电话：+86-139-2889-4488

传真：

电话：+86-13822322992

传真：+86-750-7371 827

邮箱： novoum@163.net

网址： www.novoum.net

邮箱： 121806840@qq.com

网址： www.astro-mic.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中.港.澳总代理、西班牙

PRO DG SYSTEMS 扬声器
100%欧洲制造 原装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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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佰利音响器材设备厂

2002年,广州诺法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并设立在广州，刚成立时公司成员是由几个热爱音乐的
年轻人组成，从最初的成立开始到现在发展到营销总团队人数有30多人，销售范围遍布整个中
国。致力于专业音频的应用推广和销售,从最初成立到现在我们都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的
信念是把专业音频领域的文化引领到中国每个地方！
我们公司在中国的销售是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以市场营销，二是进行工程项目。在中国，我们
先后不同的与这些产品品牌都有过合作，例如：PRO DG SYSTEMS ROUUA T-VOCALIC
TEOREX等。我们在营销方面和工程范围的环境也在不断的扩大，我们销售的产品和工程例子你
可以在国务院三峡办公室、北京美国大使馆、广州白云机场、北京丰台剧院、上海世界博览会、
上海软件园等众多地方都能看见。我们的销售团队和工程项目针对的是整个中国。
在中国合作超过15年的专业音频领域公司团队不多见，特别是有一帮勤奋努力的年轻人为共同
的理想和对音乐的热爱在进行着共同的事业的团队更是很少，在这个团队里，成员分别来自不同
地方,他们年轻、热情、积极、努力、充满信心，每个人都很优秀，这是我们公司成立到现在能
不断壮大的优势所在。
今天，广州诺法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发展了16年,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分别设立了运营
机构，这几个机构分别属于广州总部的管理，他们负责整个中国市场的营销，在中国很多地方我
们都有很好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一直是长期的。作为以一个以产品质量为主的公司，我们
以后的方面还是会以市场销售和工程项目为主，我们坚信品质是企业的生命，我们坚信在未来的
中国我们能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优势，把我们认为优秀的产品推广到全中国从而实现我们与合作伙
伴双赢。
In 2002, Guangzhou novoum audio equipment Co. Ltd. was founded and established in
Guangzhou, was founded by several members of the company is composed of young
people who love music, from the initial set up to now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marketing team has more than 30 people, sales over the entire range of
Chinese. Dedicated to the promotion and sale of professional audio, we have been working in this direction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Our belief is to lead the professional audio
culture to every part of China. Our company's sales in China are carried out in two
aspects, one is marketing, and the two is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In China, we have been
cooperating with these products, for example: PRO DG SYSTEMS ROUUA T-VOCALIC
TEOREX and so on. We in the marketing environment and the project scope is enlarging,
the sales of our products and engineering examples you can see in the State Council
three office, the U.S. Embassy in Beijing, Guangzhou Baiyun Airport, Beijing Fengtai
theatre, Shanghai World Expo, Shanghai software park and many other places. Our sales
team and projects are aimed at the whole of China.
China in more than 10 years of professional audio Domain company is rare, especially a
group of hard-working young people of common ideals and love of music in a common
cause of the team is very few, in this team, members from different places, they are
young, passionate, positive, hard work, full of confidence, everyone is very good, this is
our company is now able to continue to grow the advantage.
Today, Guangzhou novoum audio equipment limited company development for 16
years, the operators were set up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Chinese Chengdu,
several agencies belong to the headquarters in Guangzhou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they Chinese marketing, in many places China we are good partners, these
partners have been is long. As a product quality based company, our future will take the
market sales and engineering projects, we believe that quality is the life of enterprise, we
firmly believe that in the future China we can better play to our strengths, we believe that
good product promotion to the Chinese so as to realize our cooperation win-win
partnership.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有线麦克风、会议系统、专业音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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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企业。公司技术力量雄厚，
拥有一批行业资深技术人员、先进的生产设备、一流的生产流程、完善的检测系统，具有可靠的
质量保证体系。把产品要求做到了极致，保证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品质深得国内外客户用户
的高度认可和信赖。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佰利始终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公司有着从事音
响行业多年的丰富经验、良好的市场信誉，我们更着重将技术支持、维修保养、系统升级等一系
列完整的服务体系提供给我们的用户，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贴心服务。多年来我们一直以“自主
创新、创中国音响行业一流品牌”的企业使命，打造音响知名生产企业！The company is a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service in one of th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he company has strong technical strength, has a group of experienced technicians,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first-class production process and
perfect detection system, and has reliabl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The product requirements are achiev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s to the customers. The quality is
highly recognized and trusted by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face of rapidly
changing market environment, Kimberly always maintain a uniqu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 company has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good market reputation in the
audio industry. We are more focused on providing a series of complete service systems
such as technology support, maintenance and system upgrading to our users,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more intimate services. Over the years, we have been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reate a first-class brand of Chinese sound industry" enterprise mission, to create
a well-known sound production enterprise!

广州市迈俊宝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ABLPOWER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富怡路茶东村南阳南街8号3楼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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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3113 7282

传真：

邮箱： 2355426819@qq.com

网址： WWW.ABL-POW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源时序器、电源直通箱、稳压器、电池
广州市迈俊宝音响设备有限公司以音响电源时序器，电源直通箱，电源滤波器的生产，销售，
工程安装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公司。我们的团队很年轻，因为这是我们赢得市场的特种部队，敏锐
的思维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Guangzhou Maijunbao Audio Equipment Co., Ltd.。Our
company is a comprehensive service company which integrates the production, sale and
engineering installation of audio power sequencer, power through box and power filter.
Our team is very young, because this is our special force to win the market, sharp thinking has created one miracle after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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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都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ODO POWER Electronics＆Technology Co.,Ltd

Hall 1
1 号馆

FDB Audio Manufacture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金龙路201号都宝音响园

地址：东莞市万江区莫屋社区工业区

电话：+86-20-3106 2057

传真： +86-20-3106 2057

电话：+86-769-2202 4166

传真： +86-769-2278 1297

邮箱： dodopower@126.com

网址： www.dodopower.com

邮箱： wangyw@fdbaudio.com

网址： www.fdb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功放，前级效果器

1G-03B

东莞市爱高音响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功放系统，音响配件及周边

都宝音响——是一家专门从事专业音响系统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广
东省声像灯光科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广东省江西商会演艺行业协会理事单位。

1G-07

都宝从创立之初就一直不断地为客户带来创新性的技术和产品。主要生产前级效果、专业功放，

东莞市爱高音响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服务为一体的专业音响公司。建设有一支
高素质、稳定的专业团队，采用当今世界最新的辅助设计软件及先进技术，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
和检测仪器，与多家世界级专业材料和配件厂商建立了合作开发机制，关键零部件从国外进口。

广泛运用于KTV、酒吧、演出、会议、多功能厅等需要扩声的领域。公司已建立起了一套严格的

主要产品有专业扬声器单元、专业音箱及配套的电子产品。公司建立并严格执行符合ISO9001:

品质管理制度，对研制的每一件产品，都会进行全面细致的考量，从电路设计、零件选择、功能

2015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依据明确、流程健全、严格执行、顾客满意”是我们的质量方针。

运作，到元器件检测、半成品检测、成品检测，每一步都在用心完成，确保每一个客户选择的都
宝产品都是优质产品。都宝发展至今，公司与北美、日本、香港、台湾等数十家和全国数百家代

企业宗旨：“追求更好，共同分享”，旨在研发、制造更好的产品，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获得合理

理分销商拥有良好合作关系。公司通过OEM、ODE方式与国际国内知名音响企业建立了紧密的

的利润，与顾客、员工、供应商共同分享，最终服务于社会。“认真、快、坚守承诺”是我们的工

合作伙伴关系。

作作风，“客户是我们生存和成长之源”是我们的客户观，我们愿凭借着雄厚的电声学研究技术和

2017年公司将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形象面向市场，通过强强联合，推出智能效果器911，在广州

孜孜不倦的追求，为顾客提供质量稳定可靠、技术含量领先并持续提高的专业音响产品与服务。

展期间获得好评如潮。
2018年公司推出更新更智能的效果器912。
2019年公司将推出几款极具性价比产品，敬请期待，莅临鉴赏！
都宝音响，与中国音响产业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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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SHOW传媒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云路7号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大涌路172号豪汇创意园B座101
电话：+86-20-2388 5859

传真：

邮箱： worldshoweditor@foxmail.com

网址： www.worldshow.com.cn

SHOW》是一本拥有国际刊号的中文刊物，内容涉及专业音响、舞台灯光、公共广

播、会议系统等。凭借权威的行业背景、专业采编队伍和敏锐市场触觉，致力于促进行业发展、
搭建国内外灯光音响行业之间重要互通平台。

电话：+86-757 8360 3300/83603311

传真： +86-757 8360 3303

邮箱：janet@appaudio.cn

网址： www.appaudio.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智能空间，娱乐系统，功放机，音箱

参展商品牌/产品： 杂志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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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bble Pearl Digital Electronic Co., Ltd.

联系方式

WORLD SHOW

《WORLD

佛山市柯博明珠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佛山市柯博明珠数码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致力于研发、生产、销售高科技智慧型音频

1V-01

产品。公司凭借功率放大器、DSP模块、专业音箱、数字一体机以及电视机、大屏幕、投影机等
视频设备全方位联动发展的经营模式，为区域市场及行业市场客户提供一体式解决方案。公司持
续推进的“互联网+”发展战略，不断加快内生增长及外延扩张步伐，积极开拓市场，斥资技术研
发，从而形成和巩固了“柯博明珠—智慧音频行业领导者”的市场地位。Kobble Pearl Group was

WORLD SHOW is a Chinese magazine that owns international issue number, covering

established in 1998 and is a modern enterprise, which specialized in research&develop-

professional sound, stage lighting, public address and conference system, etc. With

ment,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in elector-acoustic,viedo products.Kobble produce

industry background, professional editing team and keen market conception, WORLD

karaoke system, theater system,karacke and theater combined systems,professional

SHOW is devoted to promoting the pro-audio, light industry and enterprises.

power

China Pro-audio and Lighting Purchase Yearbook is an English version which is issued
around the world.It contains collections of well-know domestic enterprise with enterprises introduction, products introduction and purchasing information for abroad buyers. It
i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businessmen and offers access to Chinese manufacturers and an
exchange platform.

amplifier,DSP

module,active

speaker

module,professional

speaker,speaker

controller,karaoke,TV,LCD advisement player,LCD teaching machine,projection screen
and laser proj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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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恩平市美镭电子厂
GUANGDONG MCMYK ELECTRONIC FACTORY

Hall 1

1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NO.F2,ZONE F,FOREIGN & PRIVATE INVESTMENT INDUSTRIAL PARK
ENPING CITY,GUANGDONG

地址：香港新界葵涌大連排道35-41號, 金基工業中心21樓C5室

电话：+86-750-7371 838

传真： +86-750-7371 839

电话：+852-2754 6168

传真： +852-2756 1488

邮箱： michelle@mcmyk.com

网址： www.mcmyk.com

邮箱： may@marlboroaudio.com

网址： www.marlboro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Nova

SYSTEM /Feedback Suppressor/
Digital Audio Matrix

The MCMYK Electronic is located in China. With over 1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we are proud to now be one of the largest production bases of 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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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conference system equipment.
We are a digital conference unit manufacturer based in China. We are dedicated to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sale of conference system products such as digital voting
conference systems, wireless conference systems, conference speakers, conference
amplifiers and more.
We stick to the tenet of "quality first, credit is paramount". Furthermore, we offer
OEM/ODM service. We welcome different cli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cooperate
sincerely for mutual benefit.

H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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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码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all 1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东路5号龙晖大厦1302房
电话：+86-13288801343/020-85583985

传真： +86-20-87501797

邮箱： sunguigo@126.com

网址： www.020money.com

1 号馆

共广播、监控系统等视讯技术的销售、安装调试和维护。
广州码尼自创建以来，以良好信誉、优质的服务、精湛的专业技术水平，已成为众多世界知名
企业的合作伙伴；作为多媒体设备的专业供应商及系统集成商，广州码尼公司本着“诚信、公平
、合作、创卓越企业”的宗旨，为客户提供免费方案设计：家庭影院、多媒体教室、视频会议、
大屏拼接、背投设计、影象展工程设计、弧型投影设计、KTV包房投影、桌面游戏投影等方案！
广州码尼公司主要经营范围：
投影机：
★索尼（SONY）家用投影机中国区总代理
★索尼（SONY）商用投影机华南区总代理
★索尼（SONY）工程投影机华南区总代理

德國 Nova Acoustic (諾雅)
在德國 Pocking 的Nova Acoustic (諾雅) 工廠, 過去十年中，已成為音響系統高尖明確的縮影。
從事音樂的安裝公司，租賃公司和許多其他用戶都發現NOVA的產品遍布全球。
Nova把所有的激情和熱情投入到音樂產品和服務行列中, 有良好的美德和意圖, 每天為客戶提供
最好服務。目標是追求完美的价格及最高級別的性價比和質量。
產品包括: 線陣系列,専業高級音響系統和數字,模擬功放及處理器等電子產品。
Nova具有一個開發實驗室包括很大的測量廳，具有任何聲學的理想屬性測量。技術設備包括高
性能測量系統，現代測量軟件和模擬，高級麥克風和机器人。
歡迎隨時瀏覽官網 www.marlboroaudio.com / www.novacoustic.com 獲取更多更新的產品資
料.
In the past decade, NOVA has become the epitome of clever sound systems. Musicians,
installers, PA rental companies and many other users of our products have discovered
NOVA around the globe increasingly for themselves.
We put all our passion and enthusiasm for music in our products and our service. With
good virtues and intentions we give every day the best for our customers. A perfect price
and performance ratio and sound quality of the highest class are our goals.
The development laboratory includes a big measurement hall, which has ideal properties
for any kind of acoustic measurements. The technical equipment includes high-pro le
measurement systems, modern software for measurement and simulation, high-grade
microphonic and robotics.

佛山市丹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DN electrin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佛山市南海大沥黄岐泌冲工业区38号E栋10楼
电话：+86-13922462004

传真：

邮箱： 2052311563@qq.com

网址： www.powell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市码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公司成立以来主要从事投影设备分销及系统集成
工程，致力于多媒体教学系统、计算机网络工程、多功能会议系统、大屏幕投影系统、数字化公

Acoustic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索尼投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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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lboro (HK) Develo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CONFERENCE

1V-02

萬寶(香港)發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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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丹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从事专业功放，专业音响的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的高
科技现代化企业。公司始创于1993年，总部设在珠江三角洲美丽的广东佛山。 自成立以来，天
聆电子厂专心专注、精益求精于专业功放领域。旗下自创品牌POWELL产品涵盖娱乐、流动演出
、多功能听会议、全天候、体育场馆及剧场剧院等多个系列。凭借“优质的产品、贴心的服务”赢
得了众多合作伙伴的信任与信赖，并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目前营销网络覆盖全球100多个国
家和地区。
Foshan DN electrinic Technology Co.,Ltd is engaged in a professional amplifier, professional audio, and radio syste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marketing as one
of the high-tech modern enterprise. The company was founded in 1993 and headquartered in the beautiful Pearl River Delta, Foshan, Guangdong.Since its inception, Tianling
electronics factory focused on the focus, excellence in the field of professional amplifier.
Its own brand POWELL products include entertainment, mobile performance, multi-functional listening to meetings, all-weather, sports venues and theater theaters and other
series.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caring service" has won the trust of many partners
and trus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The current
marketing network covers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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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力歌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GE Audio Equipment Co.,Ltd

H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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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番禺区东环街蔡二工业区中心6号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风南路F区5号四楼

电话：+86-13660839363

传真： +86-20-3114 2681

电话：+86-13703095366

传真： +86-750-7118 281

邮箱：2851233061@QQ.COM

网址：

邮箱： kebit@163.com

网址： www.k-mic.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会议话筒，鹅颈会议话筒，会议系统话筒等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放

1V-05

H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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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力歌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功放的大型生产企业，位于广州市番禺区，
毗邻港澳，交通便捷。公司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的经营理念。 大力推行品质才是
生存之道的管理模式。产品通过CCC认证，ISO质量认证，CE认证等。
自公司创建以来，发展迅速，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占据大片市场，并远销海外市
场，获得客户一致好评。产品主要用于KTV, 酒吧，慢摇，宴会厅，多功能会议厅，体育场，演
唱会等，是广大工程演出商的最佳搭档。
力歌音响将竭尽全力提供最高品质和最好价格的产品给客户，热忱欢迎广大客户参观工厂并给予
宝贵意见。
Guangzhou LGE Audio Equipment Co., Ltd is a company engaged in PA amplifier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It is in Panyu,Guangzhou. Transportation is very convenient. Company insist “strive for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cy based on quality" business
philosophy. Products get "CCC" "ISO" "CE" certificate etc.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any, we develop very quickly, our products reache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occupy a large domestic market, and export to many countries, get good feedback from customers. It is major used in KTV, Bar, Slow rock, banquet
hall, Multi-function hall, conference, Stadium, Concert etc., is the best partner of engineering merchants.
LGE Audio will try the best to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and best price amplifier to customers, and we are also looking forward you visit our factory and give us valu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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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erprise.Our brand is <KEBIT>.We are committed to digital audio conference systems,conference systems,conference audio microphone,wireless microphone and intelligent
mixing system.
We have a mature OEM,ODM experience,and improve after-sales service,gives you satisfaction and powerful technical support.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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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suoyang-audio.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GEORCA专业喇叭

广州索扬音响是一家专业单元代理及销售公司，公司是GEORCA 喇叭单元中国运营中心、台湾
MITA DSP数字功放中国总代理、美国RADIAN 喇叭单元中国经销商。索扬音响公司的全体员工
将秉持“诚信、专注、专业”的经营信念，勤奋工作、锐意进取，与广大的用户一起，共同发展，
共同进步，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
SUO YANG Audio(GZ)Co.,LTD is located in the professional audio, the city of guangzhou
panyu district, is GEORCA MITA DSP digital power amplifier unit operations center in
China, Taiwan China general agent.
SUO YANG Audio(GZ)Co.,LTD of all employees will uphold the "integrity, focus, professional" business belief, hard work, forge ahead, with the vast number of users together,
common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gress, provides the first-class service for the
general customers.

Enping Junneng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工业四路南昌段A区3号
电话：+86-18933191129

传真： +86-750-7121 312

邮箱：

网址： www.soundpu.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放，专业音响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新桥村泰安路23号F栋2楼
邮箱：info@suoyang-audio.com

恩平市均能音响器材厂
联系方式

SUO YANG Audio(GZ)Co.,LTD

传真： +86-20-3488 7086

频会议系统、讨论会议系统、会议传声系统、无线话筒及智能混音系统。
Enping Haiersen Electronic Factory ,is a design,manufacturing and sales of high-tech

广州市索扬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86-20-3996 4230

海尔森电子是一家专业音频产品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的高科企业。主要生产产品有：数字音视
欢迎前来咨询！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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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海尔森电子厂
Enping Haiersen Electronic Factory

均能专业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设计、生产、批发销售于一体的企业。公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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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雄厚，拥有一批多年生产经验的技术人员，生产设备先进、检测系统完善，具有可靠的质量
保证体系，产品深得国内外客户及用户好评和信赖。
多年来，公司一贯秉承“品质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勇于开拓、积极进取、技术创新，生产出
高清晰度和精密的专业产品，保证产品的质量，另外，我们非常注重将一套完善的服务体系提供
给我们的商业伙伴和客户，从产品咨询、安装调试、维修保养、系统升级等贴心服务，力求让客
户满意。同时，我们还非常虚心的听取用户对我公司的产品的
建议，使我们做出更好的、更专业的产品。
我们将不断努力，用我们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您的需求，达到共赢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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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松歌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nger Audio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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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番禺区沙湾镇西环路1500号，悦CITY234房间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滘新路117号

电话：+86-20-2388 9983

传真： +86-20-2388 9983

电话：+86-20-3483 1860

传真： +86-20-3483 1861

邮箱：ys6.35@163.com

网址： www.m-audio.cn

邮箱： pla@plapro.net

网址： www.plapro.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利塑料PE航空箱，专利麦克风支架，

1V-08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DI盒、无源话筒分配器、前级处理器系列、

专利手摇支架，便携箱包

周边设备系列、电源接口箱系列、美国UE耳机等

成立于2013年，具有25年业内经验，致力于音响领域配套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开发。主营产品：
一，专业开发研制塑料PE航空箱，中国非木质航空箱倡导者，拥有多项专利，业内口碑产品，
二，专利麦克风支架，便携多用话筒架，专利手摇音箱支架；三，音响类便携箱包，设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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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伟杰电器有限公司
NR AUDIO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大东村10队
电话：+86-20-8677 6829

传真： +86-20-8677 6668

邮箱：weijie97@vip.163.com

网址： www.nr-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专业扬声器
广州市伟杰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生产专业喇叭的公司。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

1V-09

广州谱莱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rofessional Lighting&Sound Equipment Co.,Ltd

一体的企业。
NR Audio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1997.It manufactures professional loudspeaker.We
have the great reputation with high price/quality ratio with more than 16 years experiences in this filed.

广州谱莱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由1998 年的广东仲恺工程学院的无线电协会发展而来。坐落于广
州市南沙区音乐小镇冼星海的故里榄核镇，是集专业舞台灯光音频设备生产、工程设计、安装、
调试、文化策划、设备租赁、技术培训、专业音频技术咨询及产品销售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公司。
公司早年获得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舞台、灯光、音响国际认证，是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和国际舞
美组织中国中心理事单位，更具有专业舞台、音响、灯光及视频的设计、安装及调试甲级（一级
）资质，同时还是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会副会长单位、广东录音师协会理事单位、广东演艺设备
行业商会理事单位、 广东省演出业协会会员，特邀音乐家冼星海之女冼妮娜女士担任艺术顾问。
公司在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积极外引内育，大力培养产品设计、研发人员，公司主要研发、技
术骨干均由从业超过十五年以上人员组成。同时公司拥有多位经验丰富的专业工程师和一支高水
准、技术精湛的工程安装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的服务。
主要承接电视台、剧场、多功能厅、礼堂、录音棚等扩声、灯光、舞台机械、建筑声学及多媒体
智能化自动控制系统集成，为各类大型演出活动提供服务，拥有多种国际知名品牌的专业音响、
灯光、视频设备及会议设备，价值超过2500万元。以优良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深受用户的赞誉。
Guangzhou Professional Lighting&Audio Equipment Co.,Ltd,evolved from the radio association of Zhongka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Engineering. It is located in the Music
Town in Lanhe Town, Nansha District , which is known as the hometown of Sinn Sing Hoi.
It’s a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integrating the equipment p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nd audio, engineering design, installation, debugging, cultural planning, equipment leasing, technical training, professional audio technology consulting and product sales.
In the recent year, company obtained the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about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It’s a member of China Institute of
Stage Design and the council members of the OISTAT, has the class A qualification about
professional stage, sound, lighting, the video’s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the debugging, but
also the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stage art research association, the council members of the
Guangdong Association of Recording Engineers , the member of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China Entertainment Equipment(SCEE) and the member of Guangdong Association of
Performance Arts, In addition, our company also invited the musician, Ms. Nina, the artist
of the star, to be our art consultant.
While expending marketing,company also int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talents ,aimed at
training professional design and research personnel. Each of the technicians have been
worked in this line over 15 years. what’s more, there were many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engineers and a high standard、exquisite technique installation team of providing superior services.
We are mainly responsible to the amplification, lighting&sound, stage machinery, building acoustics and the multimedia intelligent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for the TV station,
theatre, multifunction hall, church, recording studio and provide service for all kinds of big
shows. Owning all kinds of international famous brand’s professional stereo、lighting、
video equipment and conference equipment value more than 2.5 billion and PLA have
won the praise from the users because of the superior quality、stable performance and
the thoughtful after-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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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SOUND PRO AUDIO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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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ndbox Acoustic Tech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滘新路33号（声扬音响）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华山路12号

电话：+86-20-3483 3101

传真： +86-20-3483 3010

电话：+86-20-3469 9061

传真： +86-20-3469 9061

邮箱：zsmarket@prozs.com

网址： www.prozsound.com

邮箱： acoustic@soundbox.hk

网址： www.soundbox.hk

参展商品牌/产品： LA、VC、LC、CM、R、M、P系列/

参展商品牌/产品： SOUNDBOX

ZSOUND品牌

广州市声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研发、生产、销售ZSOUND品牌专业音响器材的企业。
08年成立至今，声扬不断的实验、测试、改进，开发出VC、LA、S、CM、M、P、K、U等系列

2A-02A

声博士（Soundbox）是全球领先的声学应用服务提供商，我们致力于满足人们对舒适、安
全、环保声环境的追求。我们为客户提供从噪声测试、声环境分析、声空间优化方案设计的全
流程隔声降噪解决方案，帮助人们大大降低噪声带来的声污染
声博士成立于2008年，是国内首批将隔声降噪技术和大数据应用到声空间优化的公司之一。通

高品质的音箱，各系列音箱大量应用于流动演出及体育场馆、教堂、会议室、酒吧、KTV、电视

过不断挖掘和分析各种场景的声空间，声博士已构建出全球最全的超一百种不同场景的声空间

台等不同场合。

解决方案，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透明吸声膜、透明吸声涂层、电子噪声消除仪等领先技术，打造

2011-2015年期间，声扬成功组建大型消音室，购入两个OUTLINE 3D测试转台及EASE FOCUS

出医疗、教育、军工、工业、建筑、住宅等领域的隔声降噪产品矩阵和解决方案，帮助人们大

2软件，进行多款音箱的3D指向性测试，完成了测试数据的转换和GLL数据生成工作，成为国内

大降低噪声污染，为人们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环保的声空间。

首家可以自行做3D指向性测试和GLL数据生成的音响企业。

声博士作为中国声学应用领域的领导者，目前在全球已有数千家家企业客户及数千项工程案

2009年至今，声扬成功开创了扩声系统、演出系统及基础培训三大培训模式，在全国十余个城市

例，其中包括阿里巴巴、华为、中国铁路、万达集团、苹果、谷歌、星巴克、香格里拉酒店、
雅马哈等行业巨头。

成功举办了五十多期培训班，为音响爱好者创造了一个技术经验交流的平台。

未来，声博士将继续深耕声学领域，在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利用前沿的大数据

Guangzhou ZSOUND Proaudio Technology Co., Ltd

2A-01B

广州声博士声学技术有限公司

和声学技术，帮助人们打造更加舒适、安全、环保的声环境。

Company Profile
Guangzhou ZSOUND Proaudio Technology Co., Ltd engages in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Since 2008, along with many years’ project and performance design, installation, alignment, they developed VC, LA, S, CM, M, K, U series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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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high-quality sound, and each series speakers are widely used in different occasions,

广州杰帕斯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Jaepas Acoustics Co., Ltd.

联系方式

such as touring performance, stadium, church, conference room, bar, KTV, TV station an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番禺大道北自编1728号A座捷径商务中心四层

so on.
From 2011 to 2015, ZSOUND began to design Anechoic chamber, and company
purchased two OUTLINE 3D testing table and EASE FOCUS 2 software. Meanwhile, they

电话：+86-13928725609

传真： +86-20-8487 4678

邮箱： jaepas@hotmail.com

网址： www.jaepa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数字会议系统、阵列麦克风、

used 3D directivity to test and finished the conversion of test data and the generation of

数字音频处理设备、教学系统、专业扩声系统、
无纸化及中央控制系统、智能电子产品

GLL data.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ZSOUND is the first audio factory who makes 3D
directivity test and GLL data in China.
ZSOUND successfully set up a series of training since 2009, including reinforcement
system, performance system and basic system, and held about 30 training courses in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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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杰帕斯音响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 是一家潜心于无线麦克风、数字会议系统、阵列麦克

than ten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which creates a platform for audio enthusiasts to com-

风、数字音频处理设备、教学系统、专业扩声系统、无纸化及中央控制系统、智能电子产品的

municate technology experience.

设计、研发、制造和销售服务产品的高科技企业。
我们拥有美国“JAEPAS”品牌、美国研发团队及国内资深研发团队；JAEPAS独具匠心的专业设
计，能根据客户的要求，将通过对产品的追求、对艺术的运用、对技术的理解，设计出高品
味、专业级的系统产品；从概念构思、设计到产品形成，在较短的时间内提供各种性能优越、
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服务；多样化、系列化和与众不同是杰帕斯产品的鲜明特征
我们始终坚持走专业化、标准化，中国智造的发展道路，同时秉承自主创新、科学发展模式，
奉行与客户共同进步的双赢发展战略，以“全面创新、不断超越客户期望”为服务宗旨，以高可
靠、高品质、高效率和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及完善的售后服务，实现公司长远战略目标与社会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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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宏程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undbullet Pro. Audio Manufactor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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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ping Aod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番禺区南村镇市头村市新路北段1922号

地址：恩平市平石工业区飞鹅东路16号

电话：+86-20-3480 8189

传真：

电话：+86-750-7122 773

邮箱：audio@soundbulletsys.com

网址： www.soundbulletsys.com

邮箱： AODA@AODAPRO.COM;KEVIN@AODAPRO.COM 网址： WWW.AODAPR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响

传真： +86-750-7122 202

参展商品牌/产品： 功率放大器，数字音箱处理器，分频器，均衡器，

时序器，激励器，压限器，调音台

宏程音响始创于1996年初，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演出音响器材出租的专业音响机构。自
成立以来，宏程人不断攻坚克难，以技术创新为己任，以优质服务为宗旨，目前拥有户外音响高

恩平市奥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从事专业音响器材生产较早的公司之一，

新技术指标20项余项，2016年更是成功进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队列。作为民族品牌，我们从

拥有自己的工业大厦、音频室、实验室、SMD车间和完善的生产线，一直是中国十大最具竞争

2002年至今创下了音乐喷泉广场户外全天候扩声音箱销售量全国之最！22年来，宏程人用智慧与

力的品牌之一，在中国同行业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对专业音响器材有很强的设计能力和丰富的

汗水，锻造出国内户外全天候音响扩声系统第一品牌。近年来，宏程除了继续在户外演出领域提

生产经验，主要从事专业音响器材的开发、研究及生产。主要产品是专业功率放大器、数字信
号处理器、均衡器、压缩限幅器、分频器、激励器、调音台等。同时以OEM或ODM的形式为

供完美解决方案，还向大众娱乐、实景演出等新兴文化领域大力进军。

客户度身订做多种专业音响产品，因为品质好，价格合理，奥达产品已畅游全国及欧洲、美

The Soundbullet Pro.was founded in early 1996, is a se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洲、亚洲、中东及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production, sales, performance of sound equipment rental of professional sound agencies.

奥达公司一直以诚实创新的精神，继续为客户提供优质专业音响产品，欢迎各界新老朋友莅临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hongcheng people have been attacking the hard nut, 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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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奥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顾，达成长远友好的商业合作，共创美好明天！

technical innovation as their own task, aiming at high-quality service, currently has more

Enping Aod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established in 1993. It’s one of the pioneer

than 20 high-tech index of outdoor sound, and 2016 is the successful entry into the

manufactory who produced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We have our own produc-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certification queue. As a national brand, we have created the
music fountain square outdoor all-weather loudspeaker sales from 2002 to now the most!
Over the past 22 years, the macros have forged the first brand of the domestic and
outdoor all-weather sound amplifying system with wisdom and sweat. In recent years,
macro has continued to offer perfect solutions in the field of outdoor performances, and
has made great strides in the emerging fields of culture such as popular entertainment
and live performances.

2A-03B

tion building, audio laboratory, SMD workshop and perfectly production line. Our brand
always been one of the ten competition brands in China, we have high credit standing
in our industry. We have good design ability and profuse production experience. We
mainly deal with the developing,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Main products are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Equalizer, Analyzer, 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Crossover, Limiter and Mixer etc.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accept the
custom-made by OEM and ODM. Aoda products are now selling to the whole country
and lots of countries in Europe, American, Asia, middle East, Africa cause we have good
quality and reasonable price.
Enping Aod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specific
solutions for the professional audio user. Welcome the client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hoping to have long time relationship with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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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SPPA Audio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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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PHON PRO AUDIO MANUFACTURE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夏荷路1号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万岗路15-17号

电话：+86-20-2834 6168

传真： +86-20-8130 0239

电话：+86-18665061112

传真： +86-20-3456 0542

邮箱：dsppa@dsppa.com

网址： www.dsppa.com

邮箱： 185373472@QQ.COM

网址： WWW.SENSEPHO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网络化广播系统、音视频一线通智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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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辰润风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分布式会议系统、高清录播系统、专业音响、
智能音响系统等

迪士普企业始创于1988年，是一家集公共广播、应急广播、多媒体音视频数字会议、高清录播、

参展商品牌/产品： 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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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德国DT、美国QSC

公司一直致力于专业音响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已经形成自有品牌产品
销售、扩声系统工程及技术服务、国外品牌产品代理销售三大业务板块；具备向客户提供扩声
系统方案设计、产品开发制造、安装调试、系统运维及技术服务5个维度一体化解决方案的能

科代表电子教学、智能音响、智慧平台控制等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大型高新技术企

力；是国内领先的专业音响扩声系统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公司产品广泛运用于演出、星

业，公共广播国家标准主编单位，多次被评为公共广播行业具竞争力品牌、音响灯光行业十佳民

级酒店多功能宴会厅、政企多功能会议系统、娱乐、文旅、公共广播等业务领域。公司曾为大

族品牌、智能建筑行业百强企业、中国演艺设备行业20强企业等荣誉称号。是北京奥运会、上海

型室内外演出、剧院礼堂、会议中心、娱乐场所、演艺活动等提供扩声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凭

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中国高铁、亚欧首脑会议、杭州G20峰会、印尼亚运会等国内外重大工程

借优质的整体解决方案和丰富的大型项目运作经验，公司参与横店园明园新园夏园室内外扩

项目和众多学校、商城、酒店、机场、景区、轨道交通、政府机构、工厂企业等项目的音视频设

声、北京蓝调国际宴会中心、贵州IMTC国际山地旅游大会等重点单位和大型项目活动，市场品

备供应商。

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并逐步确立了公司在大型扩声系统业务的领先地位。

迪士普自创立以来，一直走国际化道路，品牌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并建立营销网络，

未来，公司将通过加强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不断巩固和完善市场营销网络，以领先的一站式

产品销售遍布全球各个角落。2015年12月，迪士普音响博物馆的建成开创了声频行业主题博物馆

系统解决方案向各个业务领域进行深度拓展。

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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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艺能声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YI NENG SHENG ACOUSTICS ENGINEERING CO.,LTD SHEN ZHEN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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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wanchang sound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区龙村龙兴路24-2号B栋3楼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镜湖大道邦盛2路10号

电话：+86-755-8426 0655

传真： +86-755-8426 0659

电话：400-877-1288

传真： +86-20-6682 1777

邮箱：2355606816@qq.com

网址： www.realsound-audio.com

邮箱： 635638661@qq.com

网址： www.pajsl.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KMAX-812音响

2A-05

广州万昌音响有限公司

深圳市艺能声音响工程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研究、开发并生产扬声器设备的公司，拥有100多人
的工厂，公司自成立以来，以强大的实力和良好的企业形象，准确的市场定位，以科技为体的引
导思想上，大胆创新。公司拥有专业电声研究开发技术队伍、全部电脑化的科学管理，设计电脑
化，生产机械化，CNC机床（电脑加工中心），连续喷漆生产线等先进设备的引入，先进的立体
化仓库，多重的质量检验，每个元件都经过测试，每步工序都严格把关，经过多年生产经验的积
累，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生产体系。
KMAX 812大型线性阵列系统，具有高效率高效能，并且将高、中、低频单元共同整合在一起的
扬声器单体，梯形的箱体不仅美观，而且安装方便巧妙，每只音箱均带有组合插件，而且每个插
件均有钢丝保险绳连带，这样令整套系统安装简便，而且配件不容易丢失。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设备

2A-07

万昌企业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程项目于一体的现代化音响企业。公司秉承十五
年行业经验为用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连续9年荣获中国十大音响民族品牌称号，
被广东省科技厅授予高新技术企业单位及市级技术研发中心。产品业务涉及专业音响、灯光舞
美、教育装备、智能广播等领域。公司不断开拓国内外市场，在海外已与30多个国家达成业务
合作，国内市场公司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项目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深耕二、三线城市文化娱
乐市场。连续几年成为文化部、中宣部公共文化基础建设的合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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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声能量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FineSPL Audio Technologies Co.,LTD.,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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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慧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MAUDI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陈涌工业区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洲村联丰工业园利泰大厦九楼

电话：+86-20-3487 8737

传真： +86-20-3473 7392

电话：+86-18107578809

传真： +86-20-8142 8598

邮箱：sales@finespl.com

网址： www.finespl.com

邮箱： 2851673998@qq.com

网址： www.hmaudio.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点声源系列，线阵列系列，会议音箱系列，

音柱系列

本公司是集设计、生产、系统推广的专业音响制造商，“FineSPL”品牌、“点声源”Point Source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频处理器、智能会议中控系统、

全景声影K解码器、KTV前级效果器、
功放、会议周边

2B-01B

牌是公司的注册商标。产品主要以大型体育场馆扩声、演出、政府商企、娱乐演艺等功能用途为

佛山慧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HMAUDIO），是一家集专业DSP音频处理产品的研发、制造及

核心。

销售为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业。在DSP数字音频处理、传输、智能化，WIFI无线控制应用领域

公司与国外专业电声设计师合作电声开发（聘请专职的国外技术顾问），注重深度的市场、技术

积累了众多专利应用技术和产品方案，我们的产品涵盖数字音频处理器、智能会议音频系统、
影K前级、数字调音台、KTV前级效果器、前后级合并式功放、专业功放、DSP音效处理模块等

研究，不断地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推出适合市场高性价比产品。

众多电子音频产品。目前，产品已经通过中国3C安全认证体系及CE认证并获得SGS全球出口优

号角式点声源系列、矩阵系列、线阵系列音响是公司技术优势代表，其中号角式点声源音箱荣获

质供应商认证。我们建立了覆盖全球的销售渠道。

国家多项技术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国内销售的同时也远销海外。

慧明企业本着“客户至上、质量第一、创造精品、遵约守信、合作共赢”的宗旨，以成为“行业
DSP音频领域领军企业”为目标，稳步布局，积极进取，精益求精，积极整合行业资源，坚持持
续创新，做强名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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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
FOSHAN LINGJIE PRO AUDIO COMPANY LIMITE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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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赫兹音响有限公司
Hertz Audio [GuangZhou]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
电话：+86-20-8142 8138

传真： +86-20-8142 8011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金沙洲沙凤商业大厦1068室（地铁6号线沙贝站A1出口）

邮箱：2850123950@qq.com

网址： www.kuledy.cn

电话：+86-20-81990009/81990010

传真： +86-20-8198 3705

邮箱： 4006668450@hertz-nexo.com

网址： www.hertz-group.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响、线性阵列系统、KTV音响，周边设备

参展商品牌/产品： NEXO、MUSICSON、LANDOR

佛山市菱杰音响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集研发、生产专业舞台、会议室、KTV音响于一体的
现代企业，致力于提供精益求精的品牌、品质、专业服务，目前已与多家国内外企业开展技术合

2B-01A

作。
菱杰音响以开拓创新的经营理念、独具匠心的产品设计、精益求精的品质要求、严格完善的检测
手段，精心打造KULEDY、TRS、LINX三大知名品牌的专业音响系列产品。凭借专业、专注、诚
信、创新的经营宗旨、高性价比的产品、严格规范的市场策略、全面周到的售后服务，得到国内
外用户的广泛认同。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覆盖私人影院、卡拉OK音响设备、专业音响设备、调
音台及周边设备等领域，销售及服务网点已涵盖了国内大部分省市、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快速、优质的服务。

2B-02

广州市赫兹音响有限公司是集产品研发、工程设计施工、演出器材租赁和产品批发零售于一体
的多元化的高端专业音响系统的综合性大型企业。业务涉及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及技术咨
询、技术支持、大型演出租赁、技术培训、维修保养、系统维护与升级等。
公司是全球一线品牌法国NEXO音响系统中华娱乐市场总经办，西班牙MUSICSON妙声音响系
统中华总经办，针对国内高端音响市场，我司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LANDOR品牌系列产
品，采用全进口单元设计，由单元厂家进行分频设计，在国内完成组装，以达到高性价比竞争
优势的产品。
公司依托多元的产品结构，专业的技术水平以及雄厚的技术支持实力，已经成了业界的佼佼
者，行业的领头羊。可以为您全方位解决包括酒吧、音乐餐吧、KTV包房、大型演出、娱乐中
心、俱乐部、夜总会以及国际会展中心、会议中心等大小场所的音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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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诺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OTCH AUDI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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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DE Acoustics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大富村进村大街9号101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区莘塘新龙路21-1号101、201

电话：+86-20-3999 8822

传真： +86-20-3999 8833

电话：+86-1393029155

传真： +86-755-22206352

邮箱：info@notchaudio.com

网址： www.notchaudio.com

邮箱：info@deacoustics.com

网址： www.deacoustic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功放

参展商品牌/产品： HTL系列、AS系列、BM系列等

广州诺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专

深圳市千晟电声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出口贸易以及工程项目配套服务于一体，

业化音响企业，致力于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一线演出品牌。本公司的工程师和研发团队多年从事

并致力于打造以音频技术为核心的系统集成方案提供商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客户提供集现场勘测

国内外大型演出, 并特邀国外从事娱乐场所的专家作为技术顾问，进行专业音响数字技术以及扬声

、方案设计、产品供应、工程施工、维护保养于一体的专业系统集成服务， 主要承接多功能会议

系统的设计、研究与开发。其自主品牌“NOTCH AUDIO”专业音响产品,分别有同轴扬声器、低音

系统、多媒体教学系统、智慧校园、显示系统、大型娱乐会所、舞台专业音响灯光等专业视听工

扬声器、线阵列扬声器、大功率数字功放等, 这些系列产品适用于各中大型室内外流动演出，以及

程。

固定安装如会议室、录音棚、影剧院、体育馆、卡拉OK、酒吧、夜总会等。

HTL系列音箱是按照线状阵列干涉原理研发的严格意义的线阵系统，具有高功率、高灵敏度、高

时至目前,我司产品已销往国内和香港,甚至远销东南亚,如新加坡,泰国等, 逐步成为一个立足中国，

声压、低失真特点；AS系列属于全频段线性全频音箱，声音优美，高频细腻，应用范围广泛；

面向世界的国际化的专业音响品牌。

BM系列是具有高品质和高清晰的声音还原的吸顶扬声器，具有更大的扩散角度和更平滑的频率响

NOTCH AUDIO Technology Co., Ltd is founded in 2015 that integrate research, design,

应特性。

manufacturing, sale and service. Our self-owned brand "NOTCH AUDIO" contains coaxial

Shenzhen Qiansheng Electrical Acoust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akers, bass speaker, line array speakers, high-power digital power amplifier, etc. They

2B-03A

深圳市千晟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are suitable for touring or permanent installations for small to large stages, indoor or
outdoor live performance.
Up to now, our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to domestic market and Hong Kong, even exported to southeast Asia, such a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so on. We strike roots in China, and
face the world to make our brand "NOTCH AUIDO" become a well-know international
brand.

which integrates R&amp;D, production, sales, export trade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of

2B-03B

Engineering projects. It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system integration scheme provider
with audio technology as its core,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a professional system integration service that integrates on-site survey, scheme design, product supply,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It mainly undertakes professional audio-visual projects
such as multi-functional conference system, multimedia teaching system, intelligent
campus, display system, large entertainment clubs, stage professional audio and lighting,
etc.
HTL series speaker is a linear array system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linear
array interferenc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ower, high sensitivity, high sound
pressure and low distortion; AS series belongs to full-band linear full-frequency speaker
with beautiful sound, high frequency delicate and wide application; BM series is a top-absorbing speaker with high-quality and high-definition sound reduction, which has a larger
diffusion angle and a wider range of applications. Smoother frequency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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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诺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OTCH AUDIO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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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DE Acoustics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大富村进村大街9号101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大康社区莘塘新龙路21-1号101、201

电话：+86-20-3999 8822

传真： +86-20-3999 8833

电话：+86-1393029155

传真： +86-755-22206352

邮箱：info@notchaudio.com

网址： www.notchaudio.com

邮箱：info@deacoustics.com

网址： www.deacoustic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功放

参展商品牌/产品： HTL系列、AS系列、BM系列等

广州诺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专

深圳市千晟电声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出口贸易以及工程项目配套服务于一体，

业化音响企业，致力于打造一个面向世界的一线演出品牌。本公司的工程师和研发团队多年从事

并致力于打造以音频技术为核心的系统集成方案提供商的高新技术企业，为客户提供集现场勘测
、方案设计、产品供应、工程施工、维护保养于一体的专业系统集成服务， 主要承接多功能会议

国内外大型演出, 并特邀国外从事娱乐场所的专家作为技术顾问，进行专业音响数字技术以及扬声

系统、多媒体教学系统、智慧校园、显示系统、大型娱乐会所、舞台专业音响灯光等专业视听工

系统的设计、研究与开发。其自主品牌“NOTCH AUDIO”专业音响产品,分别有同轴扬声器、低音

程。

扬声器、线阵列扬声器、大功率数字功放等, 这些系列产品适用于各中大型室内外流动演出，以及

HTL系列音箱是按照线状阵列干涉原理研发的严格意义的线阵系统，具有高功率、高灵敏度、高

固定安装如会议室、录音棚、影剧院、体育馆、卡拉OK、酒吧、夜总会等。

声压、低失真特点；AS系列属于全频段线性全频音箱，声音优美，高频细腻，应用范围广泛；

时至目前,我司产品已销往国内和香港,甚至远销东南亚,如新加坡,泰国等, 逐步成为一个立足中国，

BM系列是具有高品质和高清晰的声音还原的吸顶扬声器，具有更大的扩散角度和更平滑的频率响

面向世界的国际化的专业音响品牌。

应特性。

NOTCH AUDIO Technology Co., Ltd is founded in 2015 that integrate research, design,

Shenzhen Qiansheng Electrical Acoust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manufacturing, sale and service. Our self-owned brand "NOTCH AUDIO" contains coaxial

2B-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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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s, bass speaker, line array speakers, high-power digital power amplifier, etc. They
are suitable for touring or permanent installations for small to large stages, indoor or
outdoor live performance.

which integrates R&amp;D, production, sales, export trade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of

2B-03B

Engineering projects. It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system integration scheme provider
with audio technology as its core,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a professional system integration service that integrates on-site survey, scheme design, product supply, engineering

Up to now, our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to domestic market and Hong Kong, even export-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It mainly undertakes professional audio-visual projects

ed to southeast Asia, such as Singapore, Thailand and so on. We strike roots in China, and

such as multi-functional conference system, multimedia teaching system, intelligent

face the world to make our brand "NOTCH AUIDO" become a well-know international

campus, display system, large entertainment clubs, stage professional audio and lighting,

brand.

etc.
HTL series speaker is a linear array system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linear
array interference, which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power, high sensitivity, high sound
pressure and low distortion; AS series belongs to full-band linear full-frequency speaker
with beautiful sound, high frequency delicate and wide application; BM series is a top-absorbing speaker with high-quality and high-definition sound reduction, which has a larger
diffusion angle and a wider range of applications. Smoother frequency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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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爱珈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Hall 2

Guangzhou Aga Audio Technology Co., Ltd.

2 号馆

Guangzhou DVON professional Audion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禺山西路600号大夫山文体创意产业园B栋首层1号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东环街蔡边一村凯越电子A座三楼

电话：+86-20-3902 6200

传真： +86-20-3902 6299

电话：+86-20-3999 1902

传真： +86-20-3999 1738

邮箱：info@agasound.com

网址： www.agasound.com

邮箱：dvon@dvon.com.cn

网址： www.dvon.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功放+影院设备+周边设备

2B-04

广州市迪韵专业音响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DVON(迪华澳)、UHF系列专业无线麦克风、

会议麦克风、音响器材、专业舞台周边设备

广州爱珈音响科技有限公司——一个全新的集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服务于一体的高端专业
音响企业，公司办公地址位于广州番禺禺山西路600号大夫山文体创意园，公司拥有自己的生产

广州市迪韵专业音响有限公司主要引进德国技术以生产DVON(迪华澳)、UHF系列专业无线麦克

工厂，具备行业顶尖的研发团队和完善的研发、测试、检测仪器，拥有高机械化自动生产设备作

风、会议麦克风、音响器材、专业舞台周边设备等系列产品。近几年，DVON(迪华澳)专业无线

为保证品质的坚实基础，采用欧洲顶级知名厂家定做单元和世界著名品牌电子原器件来保证产品
的一致性及高端品质，严格把控品质关，打造行业顶端水平之专业音响产品。Guangzhou

麦克风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有率不断提高。公司的主力产品UHF带LCD显示，PLL，16、100信道可

Aga

调的专业无线麦克风，在国内外市场深受欢迎。产品通过多项CE、FCC等国际认证。

Audio Technology Co., Ltd.is a professional audio enterprise with its headquater in Guangzhou China. Agasound focuses on high end professional users. Thank to our creative R&D

本公司产品出口量日益倍增, 大多出口欧美及东南亚多个国家。DVON(迪华澳)无线麦克风以优美

team, we keep up with the challenge of professional audio market and earn a great reputa-

的音质，稳定的接收效果，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tion in the industry. In order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and high quality standard,

DVON(迪华澳)将继续加大研发力度,进一步提高产品及服务质量,务求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最

agasound built modern production lines equiped with advanced machines and testing

周到的服务,将产品真正打造成优质民族品牌的典范,为世人称道的中国品牌,本公司有信心将成就

intruments.

为中国音响行业具有影响力的企业。
Brief Introduction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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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威能士达电业制造有限公司
Guangzhou Wind Force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Co.,Ltd

联系方式

produce Dvon brand UHF professional wireless microphones, conference microphone,
audio equipment, professional stage-show devices and spare parts. Dvon has become a

地址：中国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钟盛路力丰工业园1栋2楼

market leader in local and overseas markets. Dvon are recognized as specialised in UHF

电话：+86-20-6660 6020

传真： +86-20-6661 8678

series with LCD dynamic display TURE DIVERITY, PLL Lock and 16 & 100 tuneable channels.

邮箱：windforce@biema.com

网址： www.biema.com

These products provide extremely high acoustic quality and stable reception. Dvon has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功放调音台、话筒、各类效果器、

会议音响系统

2B-05

2B-06A

GuangZhou Dvon Professional Co. Ltd Advanced technology is imported from Germany to

拜玛音响继F2系列黄金分割音箱、T2系列15度定义扬声器、Ω系列方阵投射系统、Φ系列全功能
线阵及iSOUND、MUSIC CITY+多媒体音响系统；SYSTEM全天候程矩阵等专利产品成功上市后
，本次展会将全新亮相X全系列及LIVE系列中小型有源流动演出组合系统；不插电有源音箱系统；
黑科技网络音响系统；全生态商用音响系统；多媒体民用音响系统等。届时我司产品、系统、应
用工程师们将在现场做演示和讲解。欢迎新老客户莅临我司展位指导并提出宝贵意见。
After the F2 series Golden Cut speakers,T2 series 15°definition speakers,Ω series line array
system,Φ series versatile line array,iSOUND and MUSIC CITY+ Multifunction speakers,SYSTEM long-thrown speakers have been launched successfully,Biema will exhibit its X active
touring speakers family and LIVE series speaker,the unplugged active speakers,patented
active speaker sets,black tech network active speakers,eco-chain commercial speakers and
multimedia household speakers.Biema engineers will give demonstrations for those
speakers during the show.Welcome to visit us at Booth 2B-05,Hall 2.Your esteemed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are really appreciated!

been awarded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from CE, FCC & RoHS.
Dvon’s commitment to quality in manufacture and after-sale service supports its philosophy of exceeding customer’s expectations.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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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州市悦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ME Technologies Co.,Ltd

2 号馆

广州市裕创声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C AUDIO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陈涌工业区褔愉西路821号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北流路四巷二号之2

电话：+86-20-3483 8008

传真： +86-20-3483 1010

电话：+86-20-3901 1409

传真：

邮箱：ryan@YMESYSTEMS.com

网址： www.YMESYSTEMS.com

邮箱：amycheng@yc-audio.com

网址： www.yc-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YMESYSTEMS

2B-06B

Hall 2

悦妙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响
裕创声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一家有着20年经验专业从事音响配件的生产产商，主营

广州市悦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2013年成立以来，一直秉承 “匠心智造，品质品牌”的公司发展理
念，致力于提供专业音响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
凭借骨干团队在产品设计、技术研发方面拥有的超过20年的专业经验，应用业界先进的软硬件科
技手段，公司为专业音响行业研发出极具自主创新的特色产品，包括：
1.YOGA--国家发明级专利的单10寸有源一体化流动演出线阵系统；
2.GT 13--全球首款双13寸三分频四驱动高性能大型演出线阵系统；
3.GT 11--全球首款双11寸三分频高性能跨界中大型演出线性阵列；
4.GT 9--全球首款双9寸二分频，三驱动高性能中小型演出线性阵列；
产品迅速得到国内专业演出市场的广泛认可，同时远销欧美，亚洲及拉丁美洲。同时，公司也大
力发展工程设计，安装及演出业务。主要承接电视台、剧场、多功能厅、礼堂、录音棚等扩声工
程等。

产品主要有音箱，航空箱，金属配件等，为了给客户提供更优质的定制服务，裕创公司配备有10
台机柜数控机床，25台金属数控机床，大型激光切割机，高标准聚脲喷涂机等机器。
我们也专注从头到尾完整的音响系统研发,从系统中还原真正的声音,我们不断地分析生产方法,材
料选择对单元一致性和可靠性的背后实施详尽的质量控制,所有裕创音响声音系统是工程追求的结
果，它考虑了从音频源到人类如何听到的所有元素。
裕创音频从业者从整套系统设计和工具的验证、再到培训和支持，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实现更卓
越的音质。
YC Audio is a pro audio accessory manufacturer since 1997, including speaker cabinets,
rigging kits, flight case, modules…base on the 20 years experience engineering and manu-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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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嘉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facturing, We invested 10 pieces of cabinet CNC machining centers, 25 pieces of metal

ZOMAX PRO-AUDIO FACTORY(GUANG ZHOU,CHINA)

CNC machining centers, a large scale laser cutting machine, and high standard Polyurea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杨山村石南路1号

2B-07A

2B-07B

spray machine…ect, so we provide custom designs and manufacture for our customers.
We also focus on complete sound system R&D from a to z, to realize the true sound from

电话：+86-18620635855

传真： +86-20-3641 0792

the system, we continuously analyze production methods, material selection and exercise

邮箱：215517622@qq.com

网址： WWW.SOUNDTOP-AUDIO.COM

the exhaustive quality control behind the legendary unit-to-unit consistency and reliability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响设备

of the system, all YC sound systems are the result of an engineering pursuit that considers

我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专业音响制造服务商，公司于1990年

YC Audio practitioners also benefit from a full package of system design and validation

在香港铜锣湾成立，公司依托香港优越商业平台，立足中国，面向全球，致力于建设饮誉海内外

tools, traning and support, all of which are provided to make exceptional listening experi-

的专业音响航母。经过十余载的发展，构建了专业音箱和电子生产基地、全国10家营销公司、42
家代理及售后服务商、4家海外销售公司以及55家海外代理商，成为生产、销售和服务一条龙的
专业音响企业，产品及销售网络遍布全球60个国家和地区。公司于2004年在广州市白云区注册并
成立大型生产基地。
我司SOUNDTOP(声霸)是一个拥有27年发展历史的专业音响品牌；是国内最早独立从事喇叭单元
的生产和设计，并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全部打造的民族自主音响品牌。
我司MENS（猛士）品牌为2003年创立的专业音响品牌，产品内容涵盖专业音箱、功放、电子周
边等。不断引入各项新型电子电声技术和材料，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最先进的专业音箱产品和解决
方案。
SOUNDTOP始于喇叭单元的开发和生产，其拥有的“耦合音腔”（Coupled Cavity）技术、“同轴
共点”（Coaxial Point Technology）技术、新品磁铁单元（Neodymium）等（代替传统磁铁单
元）创新；直到今天依然成为同行业心目中的开创者，并为广大业内人士所津津乐道，公司未来
将不断的推陈出新，力争为用户提供性能卓越的专业扩声音响系统。
我司产品涉及的领域广阔，专业有：线阵系列、舞美演艺系列、工程系列、高端政府工程系列、
商用扩声系列、激情唱响系列、塑胶无源全频系列、会议系列、量贩娱乐KTV系列。

all elements from the audio source to how humans hear.

ences easier to achie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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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剧院之声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Theater Music Technology Co.,Ltd

2 号馆

广州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REGAL ELECTRONIC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红星珠岗路第六工业区A1栋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产业大厦二座706-709

电话：+86-20-3613 2580

传真：

电话：+86-20-2288 3166

传真： +86-20-2288 3266

邮箱：

网址： www.vaudio.hk

邮箱：dmx@dmxaudio.cn

网址： www.dmxaudio.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V8

2B-08

Hall 2

V8采用三分频设计，2 个8"低频驱动器，4个4.5"中频驱动单元和2个1.75"高频压缩驱动单元及波

2C-02A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功放、处理器、前级效果器
广州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工程于一体的服务型专业音响企业，是中
国舞台美术学会及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理事单位，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连续十年荣获广东省

导管，精密的箱体设计和多项专利及驱动技术的应用，如高频波导技术、多驱动相位优化控制、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低频采用双极对偶布置配合先进的低音反射式出气口技术、低频相位塞专利技术等，融合了DSP

我司拥有现代化标准大型生产制造基地及高效国际化自动生产设备，能提供整体音频“系统”解决

控制器及软件的控制管理，V8®以紧凑的箱体获得线性平滑高能量的输出。机械部件和声学设计

方案，“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是DMX对自我的要求，确保我们的任何一件音频产品都拥有非凡

使V8成垂直柱型吊挂，吊挂数量达到24只之多，音箱垂直耦合角度0°到12°之间可调，步长2°。

的音色。我司始终以严谨的态度，以前瞻高度思维探寻，把控国际前沿的音频电子科技，DMX的

柱面波在垂直平面上形成一致性很好的耦合。V8音箱使用了俄罗斯多层全桦木、抗撞漆以及露天

产品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称赞，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防护漆。扬声器前面板采用刚硬的金属全格栅声学网罩全面保护，并防止中频段由于梳状滤波产
生的干涉，优化了指向。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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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博声专业音响有限公司
BOB Professional Audio Co.,Ltd

联系方式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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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佛山市南海盐步南井半涌工业区A栋

广州市迪声音响有限公司
Guangghou Desam Audio CO.,LTD

联系方式
传真：

邮箱：

网址： www.db-mark.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家庭影院、DSP音频处理器、功率放大器、

2C-01

调音台、音频矩阵、反馈抑制器

广州市迪声音响有限公司（GUANGZHOU DESAM AUDIO CO.,LTD.）是一家致力于专业音响领
域的研发、生产、销售的专业音响公司。
迪声坚持以DSP为核心技术，敢于创新，不断突破，在DSP领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的DSP
产品深受全球用户美誉。
软件方面，我们有DSP及单片机开发平台，并积累了多年的DSP软件及硬件研发经验，有完全的
DSP研发能力。
“不断学习，敢于创新，永不停步”是我们的精神，“力求更好”是我们的目标。

传真： +86-757-8110 8583

邮箱：bob@bob-audio.com

网址： WWW.BOB-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音箱，功放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总部中心16号楼2002房
电话：+86-20-8582 0729

电话：+86-757-8110 8588

佛山市博声专业音响有限公司是中国同等规模的音响公司中同时具有研发和创新技术的专业扬声
器系统制造厂商。从设计到原料制作到最后生产出高质量的成品，全部都在博声音响的工厂内部

2C-02B

完成。广泛使用计算机控制的高科技数控生产模式和人性化管理。坚持对工艺进行细致优化和细
节关注，不段提高各种研发和制造技术使得博声音响成为中国专业音响业界中公认的优质专业扬
声器系统制造商之一。
BOB AUDIO is a manufactory specialized in professional speaker system with own
researching, developing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 that comparing with the same size
company in China. From designing and raw material making to final finishing, all high
quality products are made in BOB AUDIO’s own factory. Computer controlled high-tech
CNC manufacturing mode and humanized management is widely applied usually. Keep
focusing on technique’s optimization and concerting about details, improving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technology leads BOB AUDIO becomes one of high quality pro-audio
system manufacturer in China’s pro-audio industry.

Ex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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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唱匠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party Sound Equipment Co.,LTD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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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ping City Huadian Electronic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番禺石基金山村华创动漫产业园B7栋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99号
(99 Xingping Road North Enping City Guangdong China)

电话：4008-915-916

传真：

邮箱：igtgdwj@126.com

网址： www.k-party.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设备（音箱、功放及周边设备）
广州市唱匠音响设备有限公司，一家集音响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有着酒吧音

电话：+86-750-7123 853

传真： +86-750-7121 891

邮箱：zhenning-feng@hualedi-audio.com 网址： www.hualedi-audio.com

2C-03B

响、KTV音响、会议音响、定制影院等多项整体扩声系统解决方案和丰富的大型项目运作经验。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调音台，数字功放，数字周边，无线话筒
恩平市华电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学技术为指导的企业，集专业音响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服务；拥有现代化生产线及先进的检测设备，建立完善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的音频制造商。产品

唱匠音响汇聚众多行业精英。公司拥有资深研发团队，以“不断创新、追求卓越”的开发理念，倾

方向：致力于娱乐演出、商业、教学、会议及多功能厅等场所广泛应用。

心打造每一件产品。成就众多独具竞争优势的产品，并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旗下K-PARTY品

Enping huadian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guided b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牌音响，以其卓越的性能、时尚的外观获得众多工程项目应用。

specializing in sou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唱匠音响从战略高度重视客户的核心利益，坚信客户的认同和信赖是我们价值的来源，以客户需

Has a modern production lines and advanced testing equipment, set up perfect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of audio manufacturers. Product direction: devoted to entertainment,

求作为企业风向标。“扬工匠精神，铸精品工程”，我们努力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business performance, teaching, meeting and multi-function hall and other places are

唱匠音响-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widely used.

Guangzhou K-PARTY Audio equipment Co.,Ltd.,is a collection of audio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anufacturing,sales in a body of integrated enterprises.It has bar audio, KTV
audio,conference audio,customize cinema,etc.Sound reinforcement system solu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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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华电电子有限公司

rich experience in large scale project operation.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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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工音响
Guangzhou Sky-art Audio

联系方式

K-PARTY gathered a large number of elite.The company has a senior research and devel-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工业区西线路16号

opment team,Insist on "Sustainable innovation, Pursue excellence"development philosophy to create every product." Achievement of a large number of uniqu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products,and have a number of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电话：+86-20-6195 5888

传真： +86-20-6198 9890

邮箱： stvdiodue@vip.163.com

网址： www.stvdiodue.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功放、开关电源功放、专业音箱、专业功放、

rights.K-PARTY audio equipment obtain a large number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with

卡拉OK功放、四通道功放、周边设备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stylish appearance .
K-PARTY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re interests of customers from strategic,we do believe

广州天工音响是一家从事专业功放设计，研发及生产制造的企业，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经过

that the reputation and trust by customers is the source of our value, customer requirements is the indicator of publishing enterprise development. "Develop the spirit of craftsmen,Create excellent project",we strive to create more value for our customers.
K-PARTY-your trustworthy partner!

10年的不断进步，产品的质量与服务水平赢得全球广大客商的认同和肯定。

2C-04

我们的科研人员在功放的设计上特别注重稳定性及音质。每一款功放都经精心设计和反复的声音
调校，以至其音色的分析及表现力都十分出众，在国内产品中处领先地位。
我们的理念是：精心设计，严格选材。
以技术理念的创新求稳定，以质量观念的不断超越求竞争，以合理价格求发展。
Sky-art Audio Electronical Device Manufacturer has engaged in designing, reaching and
producing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since 2000. After 10 years developing and growing our good quality and perfect after sells service wins very good reputation in the world
market.
Our R&D engineers place a great emphasis on the stablity and quality of the sound. Each
amplifier was carefully desgined and tested repeatedly by our QC and QA staff to ensure
the sound is perfect and becomes the leading amplifiers in the China area.
Our principle: Best design, select materials strictly. With innovation
Technology to survival, with good quality to compete and with the reasonable price to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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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合和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ncord Sound Industrial Co., Ltd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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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德玛电声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MA ELECTRONICS AND SOUND LTD (GRF PRO AUDIO)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大平村工业路36号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塘步东村登云大道6号一楼二楼

电话：+86-20-3480 3480

传真： +86-20-3480 3479

电话：+86-20-3482 9381

传真： +86-20-3482 2000

邮箱：13760639094@139.com

网址： www.pro-vasys.com

邮箱：sales@grfaudio.com

网址： www.grf-pro.com (中文)/ www.grfaudio.com (E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双12寸线阵列音箱LAL,可吊挂功放系统PRK12U-S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市合和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公司秉承“相信专业

新颖的产品，独特的展位搭建风格，还有现场乐队表演，如此悦耳美妙的声音体验，说的就是

受及提高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德玛人一直努力创造行业领先的自主研发平台和高效的运营团

闪耀登场成都展的广州市合和实业有限公司。

队，专业的设计人才以及优质的服务人员，并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集代理、销售、设计、安

本次展会我们把双12寸线阵列音箱LAL立体声效果搭配S28心型指向性超低音箱阵列呈现给观

装、租赁、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为一体的专业音响、灯光、视频系统集成的工程公司和跨国销

众，还有国内首创的可吊挂的功放机柜PRK12U-S，而乐队监听则是采用了15寸两分频同轴返

售企业。凭着富于创造力的运营理念、诚恳热忱的服务态度、积极进取的创业精神、诚实守信

听音箱CM1，（鼓手、贝斯、吉他各一只，主唱2只）通过架子鼓、吉他和贝斯等原声乐器还

的企业信誉，赢得了一批又一批客户的信赖与支持，业务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及地区。

原系统最真实的声音，给观众和用户带来愉悦的声音体验。

企业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德玛工业园, 拥有ISO9001：2000认证、3C认证、欧盟CE认证等

无论是双12寸线阵列全频音箱L AL、单15寸同轴返听音箱CM1、还是可吊挂的功放机柜

认证。配备EASE声学设计软件、Stardraw灯光设计软件、SmaartLive声学测试等各种软件。

PRK12U-S等产品，创新的设计、优异的品质一定可以吸引更多音响系统爱好者前来观看。

目前企业旗下运作着两个国际知名音响品牌。

相信德玛”的宗旨，始终致力于创建民族品牌为己任，不断革新全球视听感

德玛在任何时候都要理解顾客当前和未来的需求，保证满足顾客需求，并争取超越顾客期望。
20余载的发展历程根植于“专业源于专注，卓越源于创新”，德玛始终以珍视品牌美誉度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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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价值的理念，在创新中点燃声音的激情，凭借丰富的大型项目运作经验和高效、优质的一
站式整体解决方案能力，成功参与了多个省市运动会、新年春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胜利与和平》文艺晚会、深圳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中国共产党
建党90周年《我们的旗帜》文艺晚会、中华仿古第一入城仪式《醉长安-大唐迎宾盛礼》、全球
首场实景演出-《敦煌盛典》、中越建交60周年青年大联欢、2015苏州世乒赛、第九届中国艺
术节......

ABOUT GRF

GRF is the Brand Name of Guangzhou DEMA Electronics and Sound LTD which was
found in 1989 (We used to call Leilotto Pro Audio Factory ) in Guangzhou, China with
coverage more than 25,000 SQM. We are specializing in research,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in Professional Sound equipment.
We strictly follow the ISO9001:2000 in production, material purchasing , manufacturing
and customers services. Most of GRF products had been certificated by CE or CCC/CB, all
the line array system is supporting EASE FOCU Software by EASE company. We also use
testing software as EASE, Smarrtlive, CLIO & LMS in our R&D or productions. We always
persist the spirit of innovation & exploration.
GRF products has been used in thousands application which shall including live shows
or fixed installations in over 70 different countries/area. When we look back on the glory
in the past years, we are very proud that we have been providing customers excellent
products with superior services and receiving customer’s highly satisfaction.
With the brand connotation of Global Reliable Fine Sound, we will upgrade our products
with latest technology continuous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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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声准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SOUNDSTANDARD AUDIO CO.,LTD

2 号馆

奇能音响
QANON AUDIO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邓岗大道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官湖开发区石新路171-1

电话：+86-13378628099

传真：

电话：+86-20-8270 7301

传真： +86-20-8260 1726

邮箱：3055158011@qq.com

网址： www.soundstandard1996.com

邮箱：qanonaudio@163.com

网址： www.qanon-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功放、音箱

2C-06B

Hall 2

声准品牌创建于1996年，是中国最早的专业功放品牌之一，现已成为国内外著名品牌。
在过去20年中，声准演出器材有限公司抓住中国改革开发和音响行业高速发展带来的历史机
遇，从一家立足于中国佛山发展的民营企业 ，到全球最大的专业功放生产基地之一，拥有国内
首屈一指的专业功放技术研发团队，声准产品生产制造流程严格执行国际ISO9001；2000质量
体系标准，并获得国家3C质量体系证书。运用Class AB、Class D和Class ITM等世界最先进的
专利音频处理及信号传输技术。声准以高性价比、高稳定性、高一致性著称。声准产品广泛服
务于国家驻外使馆、国内著名大型场馆、流动演出、高端娱乐项目、娱乐量贩、会议多媒体等
各种各样的音响系统工程，并在国内形成了一个代理和销售网络
，服务于政府和娱乐演出项
目。更荣幸的为中国国防建设及南极科考船雪龙号上娱乐及会议系统提供服务，在行业中占领
着颇为重要的位置，在演艺设备行业中的功放领域树立了发展楷模的形象。
2009年，国内最大的功放生产基地落成并投产：国际标准厂房、设备领先的研发中心、国内一
流的生产线，完善的管理和监控体系，让公司正式步入标准化生产和管理的企业运营。声准年
产量可以达到8万台的产能，产值超亿元。在国内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先后获得南海民营高科
技企业和佛山民营高科技企业的称号，广东省著名商标，专业音响制造行业协会会长单位，佛
山市专业音响研发基地，并和佛山科技学院共同成立研发组，研发技术含量更高，成为更具国
际竞争力的产品。走出国门与多家国外机构结成商业联盟，共同进入国际市场，并成功以自有
品牌进入欧洲市场，证明中国制造已经得到世界认可。
声准品牌一直被评为中国音频行业十大竞争力品牌。一直秉承着：声音是台阶、稳定是基础、
做世界声音标准的理念，以“声准——中国制造”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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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V15、V12、VS28
奇能音响，英文名:QANON AUDIO，QANON “奇能”品牌创立于2001年，是研发和生产具有
创新技术的扬声器系统专业制造厂商，主要针对大型巡回演出和固定安装市场，从设计构思到
最后生产出精确技术规格产品。这些细致的工艺和对细节的关注表现出对理念严格的坚持，对
卓越的音质不断的追求。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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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UIFENG Tech.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石楼路段10号
电话：+86-20-3928 0111

传真： +86-20-3928 0123

邮箱：lax@lax-pro.com

网址： www.lax-pr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市锐丰音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833548，以下称“锐丰科技”）, 其前身是广州市
锐丰灯光音响器材有限公司，自成立 20 多年以来一直以“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为企业愿景，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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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声锐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秉承“用声音响遍中国，以创新发展世界，为中国品牌事业发展而努力”的公司发展理念，逐渐形

GUANGZHOU CVR PRO-AUDIO CO.,LTD

成集研发、制造、销售、工程、创意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的集团化企业。旗下控股或参股多间公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番禺区桥南街陈涌兴业大道西九巷4号
电话：+86-20-3483 3282

传真： +86-20-3183 3281

邮箱：info@cvr-audio.com

网址： www.cvr-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箱，功放，处理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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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声锐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间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
主要经营高品质的“CVR（声威锐）”品牌专业音响。产品包括适用于各种户外/室内演出的线阵
音箱、远射程音箱、各规格的全频及超低音箱、数字后级功放等。产品已远销全球五十多个国
家，并享有广泛的知名度。
GUANGZHOU CVR PRO-AUDIO CO., LTD is a manufacturer specialized in producing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s with an own brand "CVR" since 2005. With 5000 square
meters plants, fully equipped R&D,sales and demonstration departments, CVR PRO
AUDIO can easily provide high quality line array speaker, power amplifiers, pa speaker,stage monitor,subwoofer,etc.Our products have been using all over the world, enjoying high reputations and popularities.Our goal has always been to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services to all our customers.

2C-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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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包括：广州市锐丰建声灯光音响器材工程安装有限公司、广州市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锐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州市锐声灯光音响器材有限公司、广州市锐丰视听创意有限
公司、广州市锐丰影业文化有限公司、北京锐丰星光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市浪源音响器材
有限公司、广州市锐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外合资）、广州国艺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广
州市锐丰物联网有限公司。
凭借优质的整体解决方案和丰富的大型项目运作经验，锐丰科技曾先后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
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14年南京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文艺晚会、2015

年广东省第十四届运动会、2015年世界田径

锦标赛、2012—2017年广州国际灯光节、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阅兵、2017年广州财
富全球论坛五大项目（广州市欢迎酒会、广州塔灯光秀、中山纪念堂亮化提升项目、城市采访
线·广州质造线、财富论坛·爵士之夜）、2017年中国韩城“一带一路”国际灯光艺术节、
BONBONL AND西部音乐节、BONBONL AND鼎湖山音乐节、北京鸟巢—飞鸟毕业会、
2017—2018广东跨年嘉年华、珠江红船及船说粤剧文化传承、梦田·沙湾光影秀等多项大型项
目，奠定其在行业的领军地位，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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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源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
Guangzhou Langyu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Shawan Branch

2 号馆

广州力歌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GE Audio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福涌福龙路民营工业区一街横三街15号

地址：广州番禺区东环街蔡二工业区中心6号

电话：+86-20-3483 2239

传真： +86-20-3483 5131

电话：+86-13660839363

传真： +86-20-31142681

邮箱：wch@yinfengaudio.cn

网址： WWW.SEEBURG-AUDIO.COM

邮箱：2851233061@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线阵音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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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防水音箱 高端智能影K系统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放

广州市浪源音响有限公司沙湾分公司为锐丰集团旗下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专业音

广州市力歌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功放的大型生产企业，位于广州

箱、功放各周边器材为主，集开发、生产、销售及工程安装为一体的音响企业。我们

市番禺区，毗邻港澳，交通便捷。公司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的经营理

一贯致力于开发优秀的电声产品，SEEBURG(狮堡)和HLA是我们的两个自主品牌， 产

念。 大力推行品质才是生存之道的管理模式。产品通过CCC认证，ISO质量认证，CE

品线全，质量控制严格，在国内外内有着不错的口碑。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们

认证等。

正加速国际化的步伐，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电声生产商。我们诚挚期望在日渐紧密的

自公司创建以来，发展迅速，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占据大片市场，并

合作中，与您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远销海外市场，获得客户一致好评。产品主要用于KTV, 酒吧，慢摇，宴会厅，多功能

欢迎各界人士莅临指导洽谈！

会议厅，体育场，演唱会等，是广大工程演出商的最佳搭档。

Guangzhou Langyuan Audio Equipment CO.,Ltd Shawan Branch, which is a

力歌音响将竭尽全力提供最高品质和最好价格的产品给客户，热忱欢迎广大客户参观

subsidiary corporation of Ruifeng Group, specializing in manufacturing profes-

工厂并给予宝贵意见。

sional loudspeakers, amplifiers, and peripheral equipments. We constantly

Guangzhou LGE Audio Equipment Co., Ltd is a company engaged in PA amplifi-

devote ourself to the R&D of acoustic products, SEEBURG and HLA are our two

er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It is in Panyu,Guangzhou. Transportation is very

independent brands, with complete product lines and strictly quality control,
and share a good reputation in domestic and oversea markets.With the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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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t. Company insist “strive for survival, development and efficiency
based on quality" business philosophy. Products get "CCC" "ISO" "CE" certifi-

opment of globalization, we speeding up the pa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ate etc.

try our best to be the first-calss producers of acoustics. Welcome to visit ou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any, we develop very quickly, our products

company, and hope to establish the longterm business relationship of mutual

reached the international advanced level, occupy a large domestic market, and

benefit.

export to many countries, get good feedback from customers. It is major used
in KTV, Bar, Slow rock, banquet hall, Multi-function hall, conference, Stadium,
Concert etc., is the best partner of engineering merchants.
LGE Audio will try the best to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and best price amplifier
to customers, and we are also looking forward you visit our factory and give us
valu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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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威点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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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花都区赤坭剑中路7号威点工业园

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上邵工业一路8号/
NO.8,1st Industrial Road,Shangshao village,Xintang Town,Guangzhou City,China.

电话：+86-18688908568

传真： +86-20-3692 9099

邮箱：657645915@qq.com

网址： www.v-audio.net

电话：+86-20-8631 2801

传真： +86-20-8269 6832

邮箱：info@keaudio.com

网址： www.ke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功放

广州威点音响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威点企业），是一家从事专业音响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为
一体的制造企业，以“用心制造、打造精品”为目标。
“为客户量声定制产品和服务”威点企业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进口生产机械齐全，现拥国内
销售部、国外销售部。
成立有专门的电子研发及设计中心、电声研发中心、木工生产车间、打磨车间、音箱喷漆车间、
音响组装车间、功放生产车间等生产办公场所，形成了全自动的生产体系。以售后拉动销售，以
配件保障售后，以技术服务售后，以不断技术突破更新扩大销售的产业链模式保姆式服务，保证
各位经销商、工程商的良性发展。
“精准”服务市场是本公司的宗旨，近年来，为满足发展需要，公司结合自身现状，秉承“专人专
职”，“实施有效”的资源整合，保证运营规范、高效及可行性；威点企业下设：生产、销售、总经
办三大机构，同时下设：国内销售部、国外销售部 财务部、助理部、行政部、工程部、售后服务
部、企划部专职部门全力服务客户。威点企业音响产品在国内各省份都有显著的样板项目：顶级
商务会所、豪华KTV、户外演出 多功能报告厅等场所，和一些知名大酒店，单位礼堂、学校、政
府单位等众多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受到了众多代理商和工程商们的爱戴。
“用声音传递价值”
“为客户量声打造，以创新发展世界”，公司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以优质的产品质量和良好的售后
服务态度受到了广大音响代理商们的认可和推颂，以价格占领市场，以质量赢取客户是公司的经
营理念。

珠海市华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Zhuhai Hua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2D-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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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昱竭力践行“科技、艺术、文化”为发展理念。因为音乐是人类的最高艺术，它超越了语言、种
族和时空。所以音响设备不仅仅是科技产品，它更是艺术品，文化的载体，让人们享受到更美好
的文艺生活。
科昱一贯以“中国创造”为己任，热衷研制富有东方美学的艺术化音响设备，向世人展示灿烂的中
华文明。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奋斗目标，自强不息、刻苦攻关，赶超西方科技，研制出一代
又一代的创新精品。
2012年科昱历经八年、耗资千万、孜孜以求再研制出领先世界的“网络智能化功放”，精品问世，
享誉海内外。能为民族品牌争光，为保护地球、节省资源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一份绵薄
之力，而深感荣幸。
KE AUDIO has been committed to the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sales business of high-end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Since the self-created and manufactured “KE network intelligent power amplifier”. Came
into the market, the amplifiers have won the recognition, respect and appreciation from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the high-end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mpanies and
professionals.
KE AUDIO feel highly honored to service counterpar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广州市博声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sheng Electronic Scientific & Technological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华宇路311号鑫喜悦大厦315室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西塱东西路西塱工业区2区3号

电话：+86-756-8632108

传真： +86-756-8632109

电话：+86-20-8149 4655/8149 4620

传真： +86-20-8149 4621

邮箱：3438944558@qq.com

网址： www.huain-av.com

邮箱： mic2000@omtdj.com

网址： www.omtdj.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

.CD播放器.调音台.
KTV音响系统等系列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会议系统，中控系统，扩声系统

2D-03A

Guangzhou KE Audio Equipment,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2D-02B

广州市科昱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珠海市华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现代会议类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致力于在数字智能会议系统、可编程中央控制系统及周边设备的技术及
应用领域寻求突破，以推动传统行业的技术革命为使命，让数字化高品质音、视频系统产品为合
作伙伴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与服务！
华音坚持严格依据国际标准，在设计开发、采购、生产、品质管理和服务等过程中实施标准化管
理和控制，产品全部采用先进的SMT贴片生产工艺。目前已拥有全数字会议系统、无纸化会议系
统、交互分布式系统、2.4G无线会议系统、无咪杆阵列式会议系统、同声传译系统、电子投票表
决系统、视频跟踪系统、电子桌牌显示系统、中央控制系统、矩阵切换系统、音频扩声系统等30
多个品类，50多个产品型号
本着“质量是企业生存的根本”的企业文化，我公司所有产品均取得了国家强制性产品CCC认证、
欧洲 CE 认证（电磁兼容认证和安全认证）、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认证、ISO9001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健康管理认证、中国绿色环保产品认证
、IP68认证、IC认证以及荣获“质量、服务、诚信AAA企业”荣誉证书、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
书等多项权威认证。

2D-04

广州市博声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音响制造企业，主要产品
有：套装家庭纯K、影K音响系统，套装专业娱乐、沐足休闲场所、夜总会KTV音响系统，强大的
研发能力，二十年的产品生产管理经验，总结二十年的KTV娱乐场所策划、设计、工程安装调试
应用经验，打造出极佳KTV音效，极具价格优势的套装KTV音响系统产品，产品自推出以来已经
得到国内外客户的认可并广泛使用。公司诚邀国内外致力于高品KTV音响系统的商家携手合作，
共赢、共创辉煌。公司电话：020-81494620、13808889631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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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汇力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lihe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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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汽配大街10号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天安节能科技园15号楼603

电话：+86-20-6637 8838

传真： +86-20-6637 8834

邮箱：sales@poshing.com.cn

网址： www.poshing.com.cn

电话：400-8780-870

传真： +86-20-8525 0755

邮箱：yuwj@tsys-av.com

网址： www.tsys-av.com

广州汇力恒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汇盈电子）是一家有着二十多年音响产品制造历史的公司。多年以
来本公司秉持“以品质开拓市场，以品质确定地位”的理念，给中国国内广大以及欧美众多国外客
户制造了大量品质优良的产品，并得到各方的认可及好评。
本公司多年前已率先研发了大功率（DSP）有源音箱功放模块，是一款技术领先、性能稳定、
可靠实用的产品，以最新最先进的理念设计、制造，从根本上改变了落后的传统设计制造模式，
彻底解决了有源音箱制造商从前没能解决的问题并满足了他们所有需求。本公司同时研发和生产
各种含内置音频处理器（DSP）有源音箱，并有代客调试加工（OEM）等业务。让我们携起手来
共同制造出高品质，令用户更满意的产品。
Guangzhou Huiying Electronic Co., Ltd.（Huiying Elec) is a company with over twenty
years of Sou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history. Over the years our company uphold the
"To Expand the Market with Quality, To Determine the Position with Quality” as our principle. We have made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products for many Chinese local customers
and European, American customers,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praised by all parties.
Our compan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ound high-tech technology as own duty, many
years ago we has already developed high-power (DSP) active amplifier module. This is a
leading technology, stable performance, reliable and practical products, with the latest
advanced the concept of the design, manufacture, fundamentally changed the backward
traditional design manufacturing mode, completely solved the active speaker manufacturers had failed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met all their requirements.Our company
research,develop and manufacture all kinds of built-in audio processor (DSP) active speakers, And have the business of debugging and processing for customers（OEM）.
Let's join hands to manufacture high quality products that make users more satisfied.

2D-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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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PLEXUS全数字会议系统、PLEXUS交互式会议综合应用管理平台
（含会务管理、无纸化会议、分布式可视化控制、设备监测运维管理）
拓视悦声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音频、视频、会议系统制造商，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位于珠三角“中国音响之都”的广州市番禺，除公司本部外，在山东建有研发
机构，旗下控股或参股多间生产制造工厂。产品涵盖智能显示系统、音响扩声系统、数字会议系
统、同声传译系统、无纸化会议系统、交互式会议综合应用系统、多媒体数据信息可视化系统整
体解决方案。
目前，公司旗下“PLEXUS”品牌数字会议系统、无纸化会议系统、分布式控制管理系统、音响扩声
系统在中国30多个个省市自治区广泛使用，并进入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应用于联合国第
二十届世界旅游组织大会、联合国第三届小岛屿国家发展会议、WCPFC第11届委员会会议、
APEC首脑峰会、非盟－欧盟峰会、亚欧会议首届青年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
2017 青年联接非洲峰会、2017第二届世界妈祖文化论坛、2018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2019亚洲
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等重大国际会议工程，PLEXUS音视频系统已成为全球音视频
系统市场最具竞争力的品牌之一。

深圳市声菲特科技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S-TRACK SCIENCE &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塘头大道196号14楼A座
电话：+86-755-2998 3191

传真：

邮箱： service@s-track.cn

网址： www.s-track.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SSM2110

广州市鸿潮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CHAO INDUSTR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大巷涌路153号

2D-06A

GuangZhoou Tosyeaso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有源音箱、有源音箱功放等

2D-05

广州拓视悦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20-3483 4088

传真： +86-20-3483 3778

邮箱：hc99hk@163.com

网址： www.hchkx.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航空箱、电源箱
鸿图华构，引领潮流。广州市鸿潮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由前身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鸿潮
音响设备厂（成立于2011年秋）升级而来，是一家集设计、制作、销售于一体的厂家。公司秉承
“服务·诚信·用心·创新”的服务理念，凭借优秀的设计师研发团队、专业的生产制作队伍以及现代化
的生产加工设备，深受各地客户以及业内人士的好评。自2011年成立以来，鸿潮实业有限公司多
次参与广州各大灯光音响展会，在鸿潮人坚韧不拔，努力奋进的精神坚持下，在过去的八年间内
实现超速发展，为数以千计的经销商提供优质航空箱等产品。从原来几百平方十几个工人月产量
不到三百的小作坊模式成长为现在占地面积一万多平方米，拥有四十多名员工，月产量过千的中
小型生产企业。鸿潮实业有限公司定将在各界的关爱中不断进步，提供优质的产品，打造国内外
知名品牌！

2D-07A

智能移动音箱

深圳市声菲特科技技术有限公司致力音视频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倡导音视频DSP数字化、
IP网络化、AI智能化，为客户提供专业音视频方案设计开发服务。声菲特以专业的技术、卓越的
品质为基础，秉承务实、诚信、高效、共赢的宗旨服务客户。我们在探索技术创新，提供行业视
听解决方案的同时，也将展开更多商业运营模式，与客户进行更为广泛的战略合作。
Shenzhen S-Track scinece & technology Co., Ltd. is dedicated to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audio and video products. By advocating DSP-digitalized,
IP-based and AI-intelligent audios and videos, S-Track offers professional audio and video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ervices to the customers.Based on its professional techniques
and excellent quality, S-Track sincerely serves each customer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pragmatism, integrity and mutual bene?fits". In the future, we will develop more business
models and cooperate with our cus?tomers in a more in-depth and effective manner while
exploring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providing audio-visual solutions.
SSM2110,是声菲特综合娱乐与演出用户使用需求开发的一款可移动型有源音箱。带有4通道多功
能音频输入，支持话筒、线路、乐器；具有2通道立体声线路音频输入；带幻象供电，支持各种话
筒接入；支持高阻抗CD机、乐器接入。
SSM2110 is developed as a mobile active speaker system for the comprehensive entertainment and performance users.With 4 channels of multi-functional audio inputs that
supports microphone,circuit and musical instruments;Comprises with 2 channels of stereo
audio inputs;With phantom power supply, support multiple microphone input;Support
high impedance for CD players and musical instruments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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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宏志音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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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Ping Enbao Electronic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富怡路傍江西村段13号2栋102 宏志电声

地址：广东省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三区B3
B3, 3 Zone, Enping Park,Industrial Transfer Park of jiangmen,Guangdong,China
电话：+86-750-7371977
传真： +86-750-7774 231

电话：+86-20-3488 2568/2578

传真：

邮箱：2496946763@qq.com

网址： www.hzaudio.com

邮箱：973824458@qq.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A2、A3、CA-1X、UA-215A、MA-215N、

恩平市恩宝电子，成立于1997年，坐落于中国麦克风产业基地--广东省恩平市，是一家自行研发

广州市宏志音响有限公司成立于1989年，主要业务是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扬声器系统 。多年以

、生产和销售麦克风、调音台及其它音响器材并拥有产品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企业。自成立之日

来，宏志公司在技术投入上一直并在电声技术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中国专业音响产业的发

起，公司坚持以“重质量，树品牌”为经营理念，赢得国内外客户的信赖和好评。二十年的风雨，

展中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为中国专业音响产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宏志一向在新技术，新工

公司累积丰富的经验，不断建立和完善品质体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员工和顶尖的专业技术人才

艺方面的投入不遗余力，创造出多个中国第一：

，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生产和检测设备，达到有线麦克风300多万支，无线麦克风20多万套，会

第一家全面应用铝扁线音圈技术的厂商（1988 年）。

议专用麦克风30万台，调音台2万台，音箱等10万套的生产能力。公司拥有“enbao”自主品牌注册

第一家音箱表面应用麻点喷漆工艺（1989 年）。

商标及多40多个产品专利，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8年6月被授予“省知识产权

第一家全面应用电脑测试系统进行产品开发的厂商（1991 年）。

优势企业”称号，并且在多年来，连续被评为恩平市文明诚信企业及重合同守信用企业。产品一直

第一家用创始人名字命名品牌的厂商（1994 年）。

畅销全国21个省，40多个大中城市，以及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

第一家推出并配套使用音箱专用控制器的厂商。

多年来均以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和优良的销售服务素质在业界中享有甚佳的声誉，成功地塑造“恩

第一家推出应用数码控制技术的大型扬声器系统的厂商（1998 年）。

宝创造”的品牌形象。欢迎广大海内外客户到我司考察，期待与您的长期合作。En

第一家全面进入高层面大型演出领域的国内厂商（1998 年）。

产品多元化，适用于专业演出，各种大中小型演出，大型文艺演出，影院扩声系统，多功能会议
厅、高级会所，娱乐场所等。

ping

Enbao

Electronic Co., Ltd. founded in 1997, which located in the Chinese microphone industrial

第一家破连续演唱 100 小时吉尼斯记录的国内音响厂商（2004）。
第一家使用CNC电脑加工中心进行木箱生产的厂商。

网址： www.enba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

MA-15B、L6、SL-15、K-1、功放等

2D-07B

恩平市恩宝电子有限公司

base – En pi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It is a private enterprise have the right of import

2E-01B

and expor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 and sales own microphone, mixer and
other audio equipmen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any, we focus on the business
ideal "high-quality, famous- brand" and won trust and praise from the customers of
domestic and oversea .Enbao has established for seventeen years , we got lots of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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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康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肇庆市锐高电子有限公司

experience, and continue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system, training a
number of high-quality staff and top professional technologists, which has the world's

Guangzhou Kingsoun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Regal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电话：+86-20-3902 6150

传真： +86-20-3902 6160

邮箱：ksaudio@qq.com

网址： www.gzksdzkj.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一体式KTV套装、大功率音柱套装、带DSP功放、

音频处理器、有源音箱功放模块

广州康双科技和肇庆锐高电子推出全新一体式KTV套装，套装由集欢腾点歌电脑、BBS无线话筒
、DSP前级混响器、三通道大功率功放于一身的K6超能合并主机和各个配置的品牌音箱组成，系
统超简单易用，通电后一键即可欢唱，适合家庭、多功能会议厅、小型KTV等.
大功率音柱套装有源双8寸超低与8x3.5音柱智能连接，只要音柱音箱放置在超低音箱上就会自动
连接，无需另外接线，安装使用极其简单，满足各种多功能会议厅。
还有各种配置带DSP功放、有源模块，处理器满足各种系统的要求。
我们专注生产音频产品二十多年，除以上参展产品还有各种音箱功放和周边设备，欢迎广大客户
OEM！

capacity for over 3000,000 sets wired microphone, about 200,000 sets wireless microphone ,300,000 sets of meeting microphone,

20000 sets mixer and loudspeaker

100,000sets . Our company has registered trademarks “ENBAO”and have more than 40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长沙路26号三楼

2E-01A

advanced level of production and testing equipment. We have achieved good production

patents, pass the ISO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es.

We

awarded the "Provinci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advantage enterprise" title in June 2008 .
Moreover, Enbao was continue named “Enping city civilization integrity enterprise and
strictly abide by contract and trustworthy enterprises for several years. Products have been
hot-sold covered 21 provinces, more than 40 large and medium city, including Mid-East
,Southeast Asia, Europe ,USA , Africa and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Over 10
years stable and reliable product quality and excellent sales service quality enjoying the
good reputation of electronic industry and creating "Enbao-made" brand image successfully.Welcome customers from domestic and abroad for on-site investigation, we sincerely
hope can have a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you in the fu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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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帝腾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Hall 2

DETON AUDIO EQUIPMENTS LTD.

2 号馆

Foshan Nanhai Bansheng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增城荔城街湘江北路145号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联和大道2号超发创意园C座3楼

电话：+86-20-8271 8099

传真： +86-20-8271 8033

电话：+86-15398907683

传真： +86-757-81036132

邮箱：deton_audio@deton.com

网址： www.deton.com

邮箱：1449921944@qq.com

网址： www.gwinervig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放

参展商品牌/产品： 智能音响系统

DETON是一家行业领先的音响产品生产厂家。自创立以,始终致力于专业功放等音响产品的设计
开发和生产,拥有自主研发设计专利多项,DETON的产品被广泛应用在政府会议、部队学校、宾
馆酒店、演播大厅、体育场馆、剧场影院、舞厅酒吧等场所。经过多年的发展，DETON已经在
产品性能稳定、音色突出和耐用紧凑设计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90%产品远销欧美等几十个国
家和地区。是目前中国大陆最大的专业音响生产企业之一。
DETON公司为满足当下业内对最强竞争力产品的需求，针对性研发、制造满足客户需求的高性
价比（等同于同行成本价，品质经多方测评认可）产品，欢迎各位朋友莅临参观、指导、洽谈
业务。
Located in ZengCheng town, the satellite city of Guangzhou - Chinese origin PA products
manufacturing base, 60km from the Train Station and 85km from the new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here we are – OEM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Economy Globalization makes China becoming the World Factory, we know well that the
Quality, Cost Control, Service are the requisite factors for a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could be survived from the hard competition.

佛山市南海区班圣音响器材厂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联和大道2号，旗下产品主要包括智能音响设

2E-04A

备，会议系统，专业音响、全新系列的无线产品包括新一代数字无线麦克风、无线音箱以及用独
创的协议方式自身组网的音频传输和控制系统。
在不断创新的经营理念指引下，班圣音响经过稳健发展，完善的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体
系，符合ISO9001:2008的标准。
工厂拥有创新的技术观念和充满热情的技术创造力，两者结合设计出非凡的产品，成功地展示了
技术与艺术双结合的设计理念，基于这个理念以及对音乐的热爱和对产品的完美追求，公司研发
生产出一系列在设计上、技术上以及使用寿命上领先音响界的智能音响产品，所有产品凭借其精
湛的工艺，先进的技术博得了市场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
班圣音响坚持品质作为基础，服务作为保障，创新作为态度，始终为消费者提供更人性化的产品
以及更新颖的体验感。

恩平市曼卡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Macad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市园区工业四路C5-1
电话：+86-13556966623

传真： +86-750-7182 885

邮箱：yewu1@macadn.com

网址： www.macadn.com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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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卡顿（macadn）品牌创建于2000年，拥有2000平方米生产车间，是服务全球化的专业功放、
调音台、周边设备设计的综合生产制造商、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具有知识产权的创新以及优质服务
。目前、本公司产品：FP开关电源功放，CA系列大功率功放，D系列功放，DH系列功放，DP1U
功放，P系列功放，专业调音台和周边设备等等一系列配套的在不同场合使用的音响设备。曼卡顿
拥有一批精通音频电子技术的专业人士,多年来与众多国外知名品牌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OEM，
ODM合作伙伴，把曼卡顿设计，生产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
MACADN was brand founded in 2000,WITH production workshop 2000 square meters,this
is the globalization of services of professional power amplefier、mixer、peripheral equipment design、production maunfacturers、committed to providing customer with innovation with intellect property and high quality service。AT present，MACADN audio products：FP switching power amplifier，CA series high power amplifier，D series power
amplifier ，DH series power amplifier，DP1U power amplifier，P series amplifier、mixer
、peripheral equipment and so on，can satisfy different occasions for audio equipment。
MACADN has a number of good audio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to establish
long-term stable OEM，over the years with many domestic and foreign well-know brand
enterprise ODM,partner,the Mancadn design,production of products are sold to all over
the world.

深圳德威音响有限公司
SHEN ZHEN DVAE AUDIO C0.,Ltd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观平路与五和大道交界锦绣科学园11栋南312

参展商品牌/产品： 调音台，功放，无线麦克风

2E-03

佛山市南海区班圣音响器材厂

电话：+86-15323446988

传真：

邮箱：davawang@dvae.com.cn

网址： www.dvae.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调音台

2E-04B

数字音频处理器

深圳德威音响有限公司，是立足于嵌入式系统软硬件技术创新与商业产品方案开发的专业技术公
司。公司主要为数字音频领域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公司自2014年成立伊始，就拥有了一支技术
过硬，经验丰富的专业研发团队，团队中核心成员均在同行业从业12年以上，平均年龄33岁的资
深工程师组成，具有深厚的技术功底与行业经验积累。团队在过去几年基于ADI系列DSP处理器
、Linux、Windows操作系统，完成了众多产品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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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音频网通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Audiocom Co., Ltd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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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Broadcom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天安数码城C座

地址：公司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秋鹿路2号6楼602* 厂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二区V12二楼

电话：+86-18927440386

传真： +86-755-29813656

电话：+86-750-7780207

传真： +86-750-7780207

邮箱：mayuansheng@audiocom.cn

网址： www.audiocom.cn

邮箱：Baldon@163.com

网址： www.baldon-hk.com.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AES67音频以太网传输模块,音频网络传输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数字功放，数字音频矩阵处理器，

电影院音频解码器，音频分析仪

2E-04B

广州博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数字音频处理器，数字反馈抑制处理器，
专业调音台，无线话筒，数字无线会议话筒

Audiocom公司(深圳市音频网通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前Huawei/Lattice/OpenVox的资深研发人
员创立的高新技术公司。通过将通信技术、FPGA芯片技术和音频技术相结合，公司致力于提供

广州博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学技术为指导的企业，Baldon贝莱顿品牌创立于2007年，

一种全新的音频网络传输解决方案。通过数年的底层研发，公司目前已经掌握并且能够提供基

集专业音响的研发中心、生产基地、销售中心及工程技术服务；拥有现代化生产线及先进的检测

于 AES67/AES50/AES3 的完整方案以及系列产品，并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凭借掌握的核
心科技，以客户为中心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公司赢得众多合作伙伴的信赖。继往开来，我们

设备，建立完善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的音频制造商。我们一直秉承“不断创新，毋宁死”的信条，为

将更加注重了解和倾听客户诉求，为客户提供更快更好更有竞争力的整体的解决方案。

广大用户提供高性价比、高机动性、高标准化的优质增值服务。

Shenzhen Audiocom Co., Ltd is an ethernet audio transmission solution provider.

Baldon贝莱顿品牌一直坚信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值，才是可持续发展之道。多年来，Baldon贝莱

Through years of underly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is currently in

顿品牌坚持走引进吸收与自主开发并重的技术道路，在数字会议系统、智能无线系统、会议扩声

control and can provide AES67/AES50/AES3 complete solution and series products, with

系统等多个领域中，已经享誉盛名。

complete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y leveraging the core technology
and customer-centered cooperation and win-win business philosophy, the company has

Baldon贝莱顿品牌始终密切关注和跟踪国际音响界的发展动态，不断地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凭借

won many co operations.

多年积累的开发设计及生产经验，已成为全球多家企业的OEM、ODM战略合作伙伴。

In the future, we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understanding and listening to customers'

产品方向：致力于娱乐演出、商业、教学、会议及多功能厅等场所广泛应用。

demands and provide customers with Faster, better and more competitive overall
solution.

2E-05B

研发：高素质硬件、软件、电声工程师、平面设计师，使我们拥有强大的新产品研发实力，核心
技术完全自有。
性能：高品质原材料，充分利用了全球各地的优势资源。严格的品检程序，保证了卓越的性能，

Hall 2
2 号馆

东莞励声音响有限公司

使产品有更高的性价比和竞争优势。

DONGGUAN LISHENG AUDIO CO., LTD.

工艺：精工制造、品质至上。品质是企业的生命，继承一贯的严格要求，特殊的表面处理工艺完

联系方式

全区别于传统方式设计，尽显高档雅致专业之魅力。

地址：东莞市东城街道莞长路东城段100号201室
电话：+86-769-8856 1585

传真： +86-769-2317 8564

邮箱：

网址： www.ls-acoustic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系统及周边电子产品

2E-05A

LOGICSTAGE品牌创立之初，源于一个资深研发团队对舞台标准声音的更高追求，由东莞励声音
响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励声音响致力于专业音频领域研发制造十多年，发展至今现已有近10000平方米的研发生产基地
，1500平方米的办公区域。拥有精英云集的研发团队，稳定成熟的制造能力，国际先进的管理经
验，产品得到了世界各地用户的青睐和爱戴。
工厂现已通过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ISO18001等，产品已通过CE，FCC, CCC, IP66, ROHS, REACH等证书。
励声产品已畅销全国以及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遍布各大洲。励声音响将始终坚持以技术创新，
品质领先，用心服务来赢得市场，我们将持续不断的突破自我，为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优质的产
品和贴心的服务。

服务：愿我们的忠实、我们的诚信、我们的专业，完善的售后服务全程跟踪，想您所想，急您所
需。客户的认同和接受才符合我们企业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细节制胜的时代，细节竞争已成为品
牌竞争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贝莱顿产品卓越的细节设计足以使其掌控先机，脱颖而出。
博通理念：创新、渠道、共赢
博通服务：贴心、及时、专业、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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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三鹰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CITY SANYING ELECTRONIC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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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S台湾炫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BDS ELECTRONICS CO. (TAIWAN)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侨园路66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东平横岗东路18号

电话：+86-750-7777855

传真： +86-750-7786611

电话：+86-20-2207 3446

传真：

邮箱：epsy0750@163.com

网址： www.epsy.com.cn

邮箱：BDS@BDS.COM.TW

网址： WWW.BDS.COM.TW

参展商品牌/产品： 会议麦克风，无线讲解系统，教学设备

参展商品牌/产品： 机架式数字音视频产品

恩平市三鹰电子有限公司长期专驻于电容拾音器的研究，根据不同拾音环境特点，自主研制生

BDS台湾炫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在台湾台北

产出一系列高品质的有线电容麦克风和无线电容麦克风。

本公司负责人 璩宝庆 曾是台北著名的DISCO DJ与舞台灯光音响公司。广告企划公司负责人。 对

◆VHF/UHF无线系列：无线导览（讲解）系统；无线同声传译系统；无线会议系统；多信道无
线麦克风；教学扩音、教学录音、操场集会用的无线麦克风。

2E-07

◆有线系列：有线手拉手会议系统；专业背极电容麦克风；远距离拾音、舞台大合唱麦克风；带

于演出相关器材及播放器应用与需求非常了解。所以能设计出既人性化又感觉亮点的产品
公司成立初期为研发性价比高的音视频产品。未来本公司的研发方向。 将朝向数字化音视频方面
周边器材及高保真音频与高清播放产品.

音乐前奏的公共广播麦克风；USB语音识别麦克风。

目前规划出以下产品方向 ：

◆周边产品：单路、四路、八路麦克风幻相电源和麦克风音频集线器；单声道/立体声智能音频
混音器；会议功放和会议音箱。

机架式打碟调速CD USB播放机

公司技术团队长期专注于电容麦克风技术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产品研发经验和生产工艺。根

机架式多功能DVD USB播放机

据客户的特殊需求，能快速完成委托项目的整体开发设计，承接产品的ODM和OEM业务，欢迎

机架式高清视频切换。转换显示器等

垂询！

机架式专业数字音视频周边设备

Enping city sanying electronic co., ltd have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to produced

高清无线WIFI。蓝牙与硬盘播放机录像机

VHF/UHF wireless guide system; wireless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system; wireless

机架式DC直流/AC交流分配供电

microphone; Wired conference system; gooseneck microphone; long distance voice

演出用相关配件与优质3C产品

pickup; stage chorus microphone; public broadcasting microphone with music prelude;
USB microphone; teaching PA; phantom power microphone hub; mono/stereo audio
mixer.
Welcome to inquire, OEM and ODM will both be greatly welco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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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追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Guangzhou Dream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2 号馆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园路42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石槎路新域商贸园B栋601B

2E-06B

传真： +86-20-37411893

邮箱：1007131814@qq.com

网址： www.guangzhoudream.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调音台
专业级数字调音台
内置：压限器、效果器、分频器、噪声门、模拟调音台、声卡、USB播放器
内置DSP效果器
中英文操作系统

MingGe Electronics Factory GuangDong Province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电话：+86-13168683711

恩平市铭格电子器材制造厂

2F-01A

电话：+86-13828099068

传真： +86-750-7073751

邮箱：wacita@163.com

网址： www.wacit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话筒，无线会议麦克风
恩平市铭格电子器材制造厂创立于2002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制、开发、销售于一体的实业公司。
拥有一班过硬实力的设计队伍，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基础，以质量求生存理念，综合同
行产品先进技术，将专业生产经验与现代营销沟通理论相结合；以高品质的策划设计和制作生产
，长期致力于无线会议、麦克风领域研究开发，不断创新，不断开发优质新产品，为客户提供优

进口ALPS高精度电动推子调音环节场景记忆，一键调用

越的商务平台。

支持整机参数本地保存、电脑保存

本厂产品广泛应用于政府机构的人大会议、新闻发布会、多媒体教室等大中小场合，得到广大用

支持ipad APP、Andriod手机、电脑S/PDIF输入，USB播放与录音、内置声卡播放与录音适用

户的一致好评。

于中小型演出、企业活动、婚庆等多种场景

铭格公司 “信誉第一，服务至上”竭诚为客户争取最大的市场利益，同客户建立一种诚实守信的合
作伙伴关系，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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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仕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Hall 2

GISCH Lifting Equipment (Shanghai)Co.,Ltd

2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崧盈路1158号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东安工业区高山工业园一号楼五楼雷尔斯音响办公室

传真： +86-21-51686610

邮箱：fanwen@gis-ag.cn

网址： www.gis-ag.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瑞士进口舞台机械电动葫芦

Hall 2
2 号馆

GIS是欧洲著名起重机制造企业，成立于1957年，总部设在瑞士叙茨，设立了中国销售处-捷仕
起重机械（上海）有限公司，GIS总部有强大研发力量，保证产品质量，舞台电动葫芦---优质的
镀锌链，全铝制外壳，轻小型，标准齿轮限位，双刹车，变频吊重控制系统具有从SIL1至SIL3
功能安全性等级，0-40M/MIN,移动静音，平滑驱动，符合BGV-D8、D8plus，C1要求，可调
式限位开关使葫芦在升降种停止在任何预定位置，防止超程，螺旋状设计、结构紧凑、性能安
全、操作灵活、成功用于演出会所，体育场，巡回演出等娱乐场所。
GIS AG was founded in 1957 by the brothers Alex and Beda Iseli in Schötz, a municipality
in the Swiss canton of Lucerne – which explains the company name (GIS = Gebrüder Iseli
Schötz). Precision mechanical products were the first speciality of the business. GIS
already enjoyed a reputation for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when our first electric chain hoist
came on the market in 1963,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in-house. The hoists became
our leading product line and remain so to this day, with a wide range of models currently
available. In 1966 we began moving into export markets, at first with a subsidiary in
Germany, GIS GmbH. Between then and now, we have developed a growing presence in
more than fifty countries. Our sales partners are in Europe, Asia, Australia, and South,
Central and North America. Our own factory also expanded after Grapha Holding AG
acquired GIS AG in 1988.
We attained ISO 9001 certification in 1995. There have been re-certifications every three
years since, most recently in February 2013. ISO certification is evidence of the rigorous,
standards-compliant quality system we have in place throughou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ssembly, and customer service.

2F-02B

电话：+86-13631878815

传真：

邮箱：932807809@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有线无线会议系统.专业音频系统.

周边效果器.处理器

从传承到走向世界，从老工匠到新时代技术，从VHF模拟信号到UHF数字导频，几十年风雨路程
，一代代新产品只为更好的服务于音响人，复杂又拥塞的信号领域，新一代ID监频技术，让产品
传送更安全稳定。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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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力创电声器材厂
Enping City Lichuang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37号
No.37, Xinping North Road, Enping City,Guangdong Province,China
电话：+86-750-8530553
传真： +86-750-7073229
邮箱：eeleuni@126.com

网址： www.eeleun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功放

Wireless Microphone&Amplifier

恩平市力创电声器材厂坐落于中国麦克风产业基地--广东省恩平市，公司创始于2006年，是一家
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专业生产无线麦克风等音响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
我司专业的开发技术在行内处于领先的地位，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司自主研发的产品已多达

广州市诗乐电子有限公司

2F-03A

联系方式

2F-02A

Rails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电话：+86-21-36331805、36331806、36331807、36331809

2F-01B

雷尔斯音响器材厂

30余种，并获得多项国家专利，产品畅销国内外，产品质量得到广大客户的肯定。
科学的管理模式，雄厚的管理团队，先进的生产设备。
过硬的专业技术，领先的设计概念，强大的开发后盾。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石塘村镜湖工业园邦盛一路

健全的销售体系，专业的销售人员，完善的售后服务。

电话：+86-20-89681561

传真：

本厂具有成熟的OEM、ODM经验，并秉承“精益求精、勇于探索、品质第一、用户至上”为原则，

邮箱：

网址： www.gzshile.com

为客户提供至诚服务。欢迎广大客户咨询洽谈，精诚合作，共赢未来。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箱、会议音箱、会议功放、专业功放等周边产品
广州市诗乐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2000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工程于一体的专业音箱
厂家，荣获“音响知名品牌”公司涉足产品包括：会议音响、专业音箱、舞台音响、KTV音响、专
业功放、KTV功放、调音台、有线无线话筒、点歌机、户外拉杆音箱、等周边设备！保持一贯的
豪迈音色风格，以人声美化，耐操耐用，简易操控为主诉求，以市场为向导，提供新的临场应
用设计，创造新的消费型态，创造出更宽阔的狮乐歌唱娱乐世界！
诗乐公司设在风景怡人、交通便捷的花都区新华镇镜湖工业园，毗临广州市白云区国际新机场
和广花公路，凭着雄厚的研发技术，结合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和使用习惯，诗乐公司相继推出诸
多外观新颖、功能多样化产品，一直以来诗乐以行业的姿态向前冲刺，狮乐以客户至上的原则
为广大用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Enping City Lichuang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is founded in 2006.We are a high-tech
enterprise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
service .Our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wireless microphone and other sound equipment etc.
Through several years of unremitting efforts, our company had developed more than 40
products, and gained national patents. Our products are hot-selling domestic and abroad.
The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has

got

the

affirmation

from

customers.

We has a mature experience of OEM and ODM.We sincerely welcome the worldwide
clients to consult the cooperation and create mutually beneficial 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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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思电声器材厂

Hall 2

KAI SI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2 号馆

2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园恩平园区2区V5远图科技 里面栋3楼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侨兴街二巷9号

电话：+86-13929093787

传真： +86-750-7821480

电话：+86-750-7781218

传真： +86-750-7780768

邮箱： 1990990750@qq.com

网址： www.power-cavgi.com

邮箱：sales@cha-promic.com

网址： www.cha-promic.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周边

参展商品牌/产品： 有线麦克风，无线麦克风，会议麦克风，

KTV专业麦克风

恩平市恒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HengY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2F-05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产业转移工业区二区C2-2号

2F-04A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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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04B

Guanxing Electronics Factory

联系方式

凯思电声器材厂是一家专注于电源时序器设计、生产于一体厂家。我厂拥有高端的技术人才，
拥有高质量的工作团队，可以及时地为客户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研发团队能力强，能根据客
人的要求研发出新的产品项目，产品主要销往世界各地，如欧洲、南美、东南亚、中东、非洲
等等海外国家。凯思电声器材厂凭着良好的信用、优良的服务与多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
系，热诚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观、考察、洽谈业务。

Hall 2

恩平市冠星电子

电话：+86-750-7782838/13760532166

传真： +86-750-7782938

邮箱：cpq-324@163.com

网址： www.ephengyu.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

效果器 会议麦 功放

恩平市恒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
务于一体的专业麦克风、音响生产企业。本厂凭借强大的技术力量，精湛的制造工艺和严格的
品质管理，为各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无线、有线、会议、教学麦克风等音响器材，以及完善的
售后服务。公司拥有先进的产品调试设备，精湛的生产工艺，保证了产品参数的稳定可靠性和
整体美观。并畅销中国国内市场，远销欧洲、东南亚、美洲及中东等地区。多年来我们的技术
不断革新，不断开发出优质的新产品来满足市场和顾客的需求，这是我们追求的永恒目标。
恒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至上，平等互利”为经营宗旨。欢迎与国内
外的朋友精诚合作，开发创新，共谋发展，开创更加辉煌的明天。

保力特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BOLETER AUDIO EQUIPMENT CO.,LTD

Hall 2
2 号馆

创建于2001年，冠星电子已成为电声系统的主要生产商。不管是自娱自乐的演唱者还是老练的表
演者，使用冠星电声系统，都可以像一个专业的艺术家。凭着多年的经验累积，冠星电子在质量
、可靠性及价值价值方面都有着卓著的国际声誉。这除了归功于持续的飞速成长外，还因为冠星
电子的创办人一直坚持非常严格的质量标准和无止境的创新精神。从一开始向迪斯科娱乐部及歌
厅推出可靠的动圈麦克风，到现今进入无线系统领域，冠星电子都是电声技术的倡导者，而且由
始至终都把用户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冠星电子向专业人仕和业余爱好者提供的产品包括无线麦克
风系统、有线麦克风系统、会议麦克风系统及电声配件，从单一产品到成套的专业产品，冠星电
子都可以提供！
Founded in 2001, Guanxing Electronics has become a major producer of electroacoustic
systems. Whether it is a self-entertaining singer or a sophisticated performer, using the
Guanxing electroacoustic system can be like a professional artist.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Guanxing Electronics has an out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for quality, reliability and
value. This is in addition to the continued rapid growth, but also because the founder of
Guanxing Electronics has always adhered to very strict quality standards and endless innov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disco entertainment department and karaoke room to
launch a reliable dynamic microphone, to enter the field of wireless systems today, Guanxing Electronics is an advocate of electro-acoustic technology, and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put the user's needs in the first place . With a long-term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and better service to users, Guanxing Electronics has been able to
grow rapidly in the world market.Products provided by Guanxing Electronics to professionals and amateurs include wireless microphone systems, wired microphone systems,
conference microphone systems and electro-acoustic accessories. From single products to
complete sets of professional products, Guanxing Electronics can provide!

恩平市鑫泓电子厂
Stabcl Electronics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工业区四路C2-1二栋2楼

地址：广东省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二区B3号厂房一

电话：+86-750-7771900

传真： +86-750-7771978

电话：+86-750-7779797

传真： +86-750-7773937

邮箱： bettyboleter@yahoo.com

网址： www.boleter.com

邮箱： 835789539@qq.com

网址： www.stabcl.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
恩平市保力特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音响设备现代型制造
企业，本厂专业生产舞台,演出,会议音箱, 功率放大器、调音台、周边设备,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和
东南亚，中东，欧美，南美洲等地。
本厂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先进，检测设备齐全，并有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以及音频设备产
品开发和生产能力，可及时按客户的要求进行 OEM 或 ODM 生产，我们一向坚持客户至上的原
则，并向客户承诺：我们的工厂就是客户的工厂！欢迎国内、国外客户联系、洽谈业务，我们
将与您携手共创辉煌。

2F-06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无线会议麦克风、会议系统
恩平市鑫泓电子厂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主营：无线麦克风、无线
会议麦克风、多功能数字会议系统、手拉手讨论会议系统、周边设备等系列产品。Enping
Stabcl electronics factory is a modern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tegr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production and sales.
Main: wireless microphone, wireless conference microphone, multi-functional digital
conference system, hand-holding discussion conference system, peripheral equipment
and othe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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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雷萌科技有限公司

2 号馆

ENPING CITY BAOFENG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蚬涌联兴路11号华深科技园东二层-2001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河南新平南路1号之一

电话：+86-18927440386

传真：

电话：+86-750-7813373

传真： +86-750-7819242

邮箱：3117862485@qq.com

网址： www.meng-audio.com

邮箱：bf-sales@bf-cn.com

网址： www.bkr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AM5、Q1、M5S、M5Pro、A100、A80、M6

参展商品牌/产品： 会议麦克风，会议麦克风系统

广州雷萌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5年，位于音响灯光行业设备基地——广州番禺，是一家集研

恩平市宝丰电子器材厂简介

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音响公司。

恩平市宝丰电子器材厂创始于2006年，坐落于中国麦克风产业基地—广东省恩平市，是一家集设

公司的创立者吴丹先生，是数字音频处理器“X5”（即X5效果器）的原创作者，拥有该产品DSP

2F-07

恩平市宝丰电子器材厂

计、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专业生产数字无线会议系统、无线会议麦克风、无线麦克

软件的著作权。“雷萌科技”研发团队在吴丹先生的带领下，短短的几年时间，先后出品了M5、

风等音响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

Q1、M5S，M5Pro及A100,A80等一系列专业音频产品，满足了广大音响爱好者的不同需求。
广州雷萌科技”研发团队自主研发的所有产品通过市场的检验，得到使用者的高度认可与支持。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厂研发团队一自主研发多达30余种产品，并获得多项国家专利，产品畅

公司经过反复测试，不断完善，于2017年推出的新一代数字音频处理器“M6”（效果器），音质

销国内、外，产品质量得到广大客户的肯定。

表现更加让人耳目一新，满足了音响爱好者“好听、易唱”的要求，而且该产品的电源设计扩大了

本厂具有成熟的OEM、ODM经验，并秉承“精益求精、勇于探索、品质第一、用户至上”为原则，

电压的适应范围，使之适用面更广。

为客户提供至诚服务。欢迎广大客户咨询洽谈，精诚合作，共赢未来。

2018款M5Pro，在原品质出色的2017款M5Pro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优化，使人声与与音乐

Introduction Of Company

的融合度更高，音质更佳。
2018年底设计的新产品中使用了美国ADI公司的第五代双核心“ADSP21571”DSP芯片，

Enping BaoFeng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2006 and located in

并成功应用于娱乐音频处理器“A100”“A80”等一系列新产品中。经ADI公司查证“广州雷萌科技

microphone town -Enping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We are a high-tech enterprise which

有限公司”将“ADSP-21571”芯片应用于娱乐音频领域为全球首创。

assembling of designing,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selling and after-sale serving as a

“A100”——使您的声音有无限的想象空间！
“A100”——强大的功能使您的音响系统有无限可能！
本公司将秉承一贯的严谨作风，不断进取，勇于创新，研制出更高品质、更佳性能、更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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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domestic and oversea. Our products mainly include digital wireless conference
system, digital wired conference system, wireless microphone, audio equipment etc.

的音频产品来回馈广大的用户和所有的支持者。

Through our efforts, our R&D group had already developed more than 30 products and

雷萌科技“娱乐音频处理器”——宜听、易唱，音响系统的好伙伴!

gained several national patents. Our products sell well in domestic and oversea. Moreover
our company has got mature experience of OEM and ODM. The quality of our products
has got much affirmation from our customers.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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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凯琳电子厂

We take “Technique Advanced, Investigate Bravely, Quality First and Customers Superior”

ENPING CITY KAILINELECTRONICS FACTOY

as our principle to provide the best products and service to customers.

联系方式

We sincerely welcome worldwide clients to cooperation with us and create mutually bene-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长洲里工业区规划一路一幢

2F-08A

电话：+86-750-7527337

传真： +86-750-7181168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放、音箱、效果器等周边系列音响设备
恩平市凯琳电子厂是一家实力雄厚，集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音响设备制造
厂，目前主要产品包括：专业功放、专业KTV前级效果器、专业影音系统、卡包箱、周边、卡包
功放等系列产品。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优异的质量、先进的技术、精诚的服务”为宗旨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优化，不断扩大国内外的销售市场，通过促进规模化带动企业的效益化，为中国电子事
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将来的发展道路上，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希望能和行业里的新老客户
朋友携手共进，共同发展，互利双赢！

ficial business rel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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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雅威格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Yaweige Technology Co., Ltd.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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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宏王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Wang PRO-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金方华电商产业园2栋01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花港大道大明街1号

电话：+86-13798499109

传真： +86-755-83206640

电话：+86-13640824499

传真： +86-20-86161742

邮箱：405568130@qq.com

网址： www.sz-badun.com

邮箱：highvaluelite@vip.126.com

网址： www.highvalue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会议麦克风及音响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特效烟泡彩纸机，舞台摇头灯，舞台LOGO灯，

舞台升降球，舞台TRUSS

深圳市雅威格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二00六年。是专业从事、无线麦克风系列的产品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宏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宏王照明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成立初期主要研发生产LED

依靠强大的团队，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为基础，以质量求生存理念，竭诚为各界服务，建

舞台灯光，随着业务量不断增长，公司规模逐渐壮大，到现在发展成为占地面积42000平方米，

立一种诚实守信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努力，携手迈向美好的明天!

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的公司规模，并且从LED专业生产发展为现有几大块标准化车间：

我们生产的系列品牌专业无线麦克风设备，具有独特、美观、新颖的外型和优秀卓越的内在性

1，LED灯光车间

能。多年来，产品不但畅销全国各地，而且远销世界各国，深受用户的好评。

2，摇头灯车间

为用户提供最优秀、实惠的产品”是我们的宗旨。我厂将继续秉承一贯的出色水准，为客户提供至

3，舞台特效机车间

善至美的服务。欢迎各位买家洽谈、订货。 Shenzhen Yaweige Technology Co., Ltd. was

4，激光车间

established in 2006. It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product development,

5，控台车间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wireless microphone series. ,

这几大块研发生产的产品均已达到行业内的品质要求并且公司产品生产完毕均统一送去质检中心

Rely on a strong team, adhering to the market-oriented, technology-based, qu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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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philosophy, dedication to service, establish a kind of honest and trustworthy
partnership, work together, and work together towards a better tomorrow!
We produce a series of branded professional wireless microphone devices with unique,
beautiful, novel appearance and excellent intrinsic performance. Over the years, the products have not only sold well all over the country, but also exported to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re well received by users.
To provide users with the best and most affordable products is our aim. Our factory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the consistently excellent standards and provide customers with the
best service. Welcome all buyers to negotiate and order.

严格质检。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好产品是我们公司的一贯宗旨， 对客户认真负责，让客户放心购

2G-01

买，成为公司的回头客是我们的做制造企业的最终追求。公司客户遍布全球，真诚对待每一位客
户， 竭尽所能做好每个客户的服务是我们公司每个员工工作的信念， 所以到现在为止， 很多客
户都是回头客和我们的朋友。在未来，我们将始终坚持客户第一，质量为首，服务至善的原则做
好生产，做好销售，希望未来发展道路上有你相随!
Global Fortune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Guangzhou Hong Wang Pro-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At first
, mainly produced the LED stage lights, along with the growing, now the company gradually expand the scale, developing into an area of 42,000 square Meter, the production area
of 25,000 square Meter. And also enlarge to 4 standardization workshop:
1, LED lighting workshop,
2, moving lights workshops,
3, stage effects machine workshop,
4, laser workshop,
5, controller workshop.
After production, all the goods will send to the QC department for test. Strictly to good
quality is our company's goal, let the customer satisfy our goods and become old customer is our ultimate pursuit. Corporate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sincerely treat every
customer. We believe we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old customer.
In the future, we will always adhere to customer first, quality first.
I hope in the develop road can together with you.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Hall 2

2 号馆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东恩平市帝凡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DIFAN ELECTRONICS CO.,LTD

H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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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Com LLC. China Representative Office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外资民资工业区A区A7、A8号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8号SOHO尚都北塔A座1206室 |

电话：+86-750-7822332

传真： +86-750-7822332

电话：+86-10-59000198

传真： +86-10-59000198

邮箱：difan2011@163.com

网址： www.difan.tv

邮箱：winnie.wu@clearcom.com

网址： www.clearcom.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内部通讯产品及解决方案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

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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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利尔通讯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

本次展会展出的产品有：
MX1.MX2.MX45.MX55.DF-326 DF-327
DF-811 DF-812 DF-2012 DF-4200 MX-4800
MX-4000 MX-8 MX-9 DF-8160 MX-1000
MX-2000等

Clear-Com 创建于1968年，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专业实时通信解决方案和服务的全球提供商。我们
通过市场革新推动技术发展，通过有线和无线设备将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今天的Clear-Com，作为 HME的子公司，实际是由广电行业内通市场的领军企业Drake与现场演
出内通市场的领军企业即原Clear-Com联合组建而成。
总部位于英国剑桥的前Drake公司成立于1976年，创建了欧洲广播商事实上的标准内通解决方

我司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主要生产经营：专业无线麦克风系列产

案，并提供丰富的、可定制的、功能强大的多种接口。

品。一贯秉承“品质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勇于开拓，积极进取，充分发挥技术力量雄厚，经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湾区的前Clear-Com公司成立于1968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用于摇滚演出的

验丰富优势，具有强大的研制、开发、生产能力，生产设备先进，检测系统完善，具有可靠的质

party-line系统，并很快成长为美国现场演出和地方电视台内部通讯市场的主导企业。

量保证体系，奠定扎实的生产基础

总部位于英国的Vitec集团是一家公开上市公司，在1997到1998年间分别收购了Drake和

Enping Difan Electronics Co., Ltd. is an professional microphone manufacturer& exporter.

Clear-Com公司，基于两家公司领先的产品和互补的市场地位，在2003年将其融合成了新的

We assembling of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and after-sale serving as a whole.

Clear-Com公司。

In order to meet the market & customer need, we have professional engineers to design

2010年4月，新的Clear-Com公司被总部位于加州Poway的HME公司收购。HME是餐厅、酒店、

and develop a line of best quality items for your demand.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quali-

职业体育和专业音响市场数字无线内通的先锋企业。

ty first, customer foremost", we thrive on our entrepreneurial spirit, fully utilize our techni-

至此，HME闻名全球的在无线领域的专业水准与Clear-Com在TDM矩阵和集成IP及无线解决方案

cal and experience advantage, strong develop,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bility. We have
advanced equipments and complete testing system as well as credibl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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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地位相结合，我们所服务的市场范围更加广泛而深入，目前已包括但不限于：广播电视、
现场表演、现场报导、体育、智能交通管理、主题乐园、邮轮、医疗教育、军事、航空航天和政

system and steady production foundation.

府项目等，我们的产品一直满足对高品质的音频、可靠性、可扩展性和低延迟的使用要求，同时

Our strong development capability, stable quality and competitive price ensure our prod-

满足对不同规模和复杂性的通信需求，从而使Clear-Com产品在全球专业市场具有极高的占有

ucts can meet your need & lead the market. Welcome all clients to discuss and cooperate

率。以广电市场为例，北美80%、欧洲40%的用户选择了Clear-Com，亚洲的主流电视台包括中

with us to build a bright future together

国的中央电视台及主要地方电视台均选择了我们的产品，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六家广播商借助
Clear-Com的Eclipse矩阵内通产品正为全球66%的电视用户提供服务。

Hall 2

Clear-Com的产品能够满足最严苛的技术需求，顶尖电视台都是我们的客户：

恩平市声辉电子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IP技术、存储技术及云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新技术及解决方案不断涌
现。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Clear-Com利用现有的技术优势，进行开放、前瞻性的开发研究，近

2 号馆

两年发布的新产品或系列，充分体现出Clear-Com产品在IP、网络通讯中进行音视频信号传输的

联系方式

优势：为Eclipse-HX矩阵配置的新Dante卡(E-Dante64-HX)，可以设置任何形式（包括软件、硬

地址：恩平市园丁街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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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3630479001

传真： +86-750-7116696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锂电池无线话筒
he company specializes in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lithium-ion wireless
microphones, as well as various types of microphones, lithium battery microphone battery
shelves and various accessories, one-stop service
本公司专业研发生产锂电无线话筒，以及各种各类话筒，锂电池麦克风电池架及各种配件，一站
式服务.

件、腰包或移动客户端等）的内通面板用户与Dante 网络互通； 最新的LQ系列产品增加了GPIO
连接，用户可以通过任何IP网络或互联网远程连接到矩阵或两线广播，从而获得更加完美的无损
音频信号；而席卷全球的移动客户端Agent-IC可以安装于iOS系统和Android系统，它能将世界
上几乎任何地方的用户通过常用的消费设备（手机）和IP网络基础设施连接到一起，而丝毫不影
响音频质量...
Clear-Com的内通产品已经可以通过IP,SIP,两线，四线，有线，无线等各种形式与各类通讯产品无
缝融接在一起，可以在任何市场、任何应用场景下为客户在网络化环境中创造天地一体化的大通
讯系统。我们的技术进步与革新的历史造就了人们在专业内通领域实时通讯技术应用的重大飞
跃。
基于Clear-Com在国际内通领域的领先地位，和目前在国内根本没有同类产品能够相抗衡的现
状，我们非常希望在为国内客户提供服务的同时，能够通过扩大市场应用、与国内顶尖企业合
作、开拓新市场等多种手段，提升我国内部通讯的技术水平，促进该领域的技术发展，从而达到
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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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舒洋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uyang Electronic co.,Ltd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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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ngd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红星珠岗路63号第三工业区B8栋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紫荆道81号E座2楼

电话：+86-20-31218071

传真： +86-20-31218071

电话：+86-20-81491728

传真： +86-20-81491178

邮箱：gz@sydzlight.com

网址： www.sydzlight.com

邮箱： fdl@fdlchina.com

网址： www.fdlchin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具、舞台设备、调光器

广州市舒洋电子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以舞台灯光设备为主体，集科研、生产、营销于一体的现代
化综合设备企业。我们主要产品涵括电脑摇头灯、户外探照灯、追光灯、图案灯、激光灯、效果

广州方达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是专业从事LED应用、专业舞台灯光控制和建筑智能

灯、频闪灯、LED灯，烟机系列、控制台系列等200多个品种供客户选择。产品已广泛应用于婚

照明控制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中国正弦波调光领跑者，中

庆、舞厅、酒吧、演艺厅、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城等场所，舒洋舞台灯光始终秉承
“诚信为本、质量第一、售后服务完善”的宗旨在灯光行业不断开拓及创新。经过多年的发展，舒

国LED线性调光领跑者，中国【剧场建筑设计规范】灯光标准参编单位。总部设在广州，在北

洋舞台灯光规模不断扩大，管理也逐步完善，完全按照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规范操作。舒

京、上海、山东、辽宁、四川、陕西、浙江等地设有驻外机构。

洋舞台灯光全体同仁本着勇于开拓进取的敬业精神，自始至终以高科技为核，国际潮流为导向，

方达企业秉承【诚信、务实、创新、卓越】的管理理念，坚持【自主创新】的研发理念，已研发

以一流的设备，一流的人才，一流的环境创造世界一流的产品奉献给国内外用户。

出拥有完全知识产权和发明专利的LED灯具及灯光控制系列产品，并拥有时代意义的国际领先高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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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莱菲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科技产品一正弦波调光器，凭借稳定可靠的质量，完善的售后服务，方达产品服务于中国国家大

GUANGZHOU LIGHTFUL STAGE LIGHTING & SOUND EQUIPMENT CO.,LTD

剧院、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家博物馆、中南海会议室、首都图书馆、亚信峰会、上海世博会、北

联系方式

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古巴哈瓦那歌剧院、日本国立大剧院、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国家体育馆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工业园巴江东路6号B栋二楼
电话：+86-18027192943

传真： +86-20-36540926

邮箱：info@laserlightful.com

网址： www.laserlightful.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灯、户外激光灯、摇头激光灯、摇摆激光帘（镭射箭）
广州市莱菲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工业区
内，生产厂房面积2000余平方米，是一家从事生产舞台、舞美灯光设备的高技术企业（以高新技
术与品牌打造企业)，公司拥有一大批高素质的技术开发人员，自主研发了多项专利产品，丰富的
经验能够应对各种灯光应用难题，多次在各种大型活动中表现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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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菲灯光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合作共赢、诚信高效、服务一流”为服务理念，产品严格按照质
量标准检验体系执行生产，大部分产品都有获得CE、RoHS，SGS等证书。公司内部采用ERP管理
系统来对物料，生产，财务实行规范化有效合理的管理。
Guangzhou Lightful Stage Lighting & Sound Equipment Co., Ltd, founded in 2012, is located in Jianggao private industrial zone,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China. We are a
high tech company engaged in the production of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with more
than 50 employees and production area of 2,000 m2.
We have independently developed a number of patented products which showed great
performance in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Our high quality personnelcan cope with various
application problems of the lighting equipment with their full experience.
We insist in the managing metho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n-win
cooperation, honesty and efficiency, first-class service".
The products are all manufactured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quality standard test
system and most of the products have acquired CE, RoHS, SGS and other certifications.
And the ERP system is utilized to meet the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of materials and
supplies, manufacturing, finance of th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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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和单位。
方达企业以实现【科技创造品质】为企业愿景，不断研发多元化产品，提升企业的核心技术，建
立完善的专业服务体系，逐渐发展为灯光领域专业化、国际化的高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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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六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u Yi Electronics Co.,Ltd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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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丰名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engMing Audio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南园大道一巷31号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海涌路9号

电话：+86-20-39996060

传真： +86-20-39996050

电话：+86-20-84654568

传真： +86-20-84654949

邮箱： 2848739325@qq.com

网址： www.6yi.net.cn

邮箱：552128017@qq.com

网址： www.gzfmtrus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舞台灯光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桁架、truss架、旋转灯架、活动舞台、

快装舞台、防暴栏

广州六艺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技术力量雄厚的，集专业灯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工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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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安装调试、技术咨询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公司。

广州市丰名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的演出器材及展览器材的

我司主要研制生产销售自有注册品牌SwwPoo（色普灯光）专业舞台灯光设备，主要生产专业舞

专业公司。

台灯光：光束摇头灯系列、LED摇头染色灯系列、LED帕灯、LED效果灯、LED影视灯和展览照明

产品涵盖有：铝合金桁架、灯光架、展览架、truss架、旋转灯架、防暴栏、快装舞台、升降式舞

灯具系列等。产品广泛运用于舞台、展台、会议厅、城市亮化工程等多种场合。

台、舞台机械及智能控制系统等；为世界各地演出工程商、展览工程商及大中型体育赛事、博览

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六艺公司拥有一流的技术开发人才和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团队，具有丰富的

会、商业活动等客户提供专业化设计解决方案和全方位的服务。

产品研发、生产、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及设备维护经验，主要承接各种体育场馆、礼堂、演播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诚信立业”的经营原则，以推动技术进步和标准化生产为

厅、夜总会、卡拉OK多功能厅等专业场所的灯光、音响以及会议系统、舞台机械、幕布、电教设

生产经营的核心，致力于以“更优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更佳的信誉”赢得市场认可；先后获得中

备、声学设计装修、公共广播、背景音乐等专业工程。

国名牌产品培育委员会授予的《中国自主创新品牌》，《中国著名品牌》和《质量信得过产品》

Guangzhou Liu Yi Electronics Co., Ltd.is a strong technical force, professional lighting

等荣誉称号。

products production and sales; Sound agent and engineering undertaking, install and

目前产品已畅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丰名将凭借丰富经验、良好信誉、精湛技术和周到细

debugging, technical advisory services for an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company.
Our company is mainly develop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our own registered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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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服务，不断突破！不断创新！不断前行！
Guangzhou Fengming Audio Equipment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 equipment

SwwPoo (SwwPoo lighting)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The main products are

and exhibition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engaged in design ,advertising planning,

Beam lamp series ,moving head beam light series,LED Palmer lamp series,LED effect

production, sales, and leasing service.

light,LED video light series ,exhibition lighting lamps and lantern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Our products includes aluminumtents,aluminum lighting truss, aluminum exhibition truss,

stage lighting.All products are wildly suitable for stage，exhibition，meeting room，

Rotating light truss, Rotating light truss,Aluminum assemble stage,Lifting stage,Stage

Designs city-lighting project and other occasion.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systems, etc.We provide professional design solution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ecent years,Liu Yi has the first-class technology develop-

an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for performance exhibitors, exhibition contractors and large

ment and experience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team ,which has the rich product research

and medium-sized sports events, fairs and commercial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and development,manufacturing,and engineering design,installation,debugging and

Since the company was founded,Since its inception, the company has always adhered to

maintenance experience .Mainly to undertake various kinds of sports,halls,studio,DIS-

the "people-oriented, integrity-based" business principle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CO,nightclub,karaoke multi-function hall and other professional places of the lighting of

progress and standardized production as the core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is

professional lighting, sound, and conference system, stage machinery, curtain, decoration,

committed to "winning products, better service, better reputation" to win Market recogni-

public broadcasting, electronic equipments, acoustic design background music and other

tion; has won the honorary title of “China Independent Innovation Brand”, “China Famous

professional engineering.

Brand” and “Quality Trustworthy Product” awarded by China Famous Brand Product Cultivation Committee.
At present, the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to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Fengming will continue to break through its rich experience, good reputation,
exquisite technology and thoughtful and meticulous service! innovation! Keep moving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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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安赫莱斯科技有限公司

Hall 3

JTL Studio System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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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晨影视舞台专业工程有限公司
GuangDong HuaChen Film & Televsion Stage Projec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盛岸西路天津物产大厦2201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山前旅游大道新扬18号

电话：+86-510-82338828

传真： +86-510-82338818

电话：+86-20-82329276

传真： +86-20-82329730

邮箱：237765937@qq.com

网址： www.jtlights-us.com/

邮箱：china-huachen@vip.163.com

网址： www.gdhuachen.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舞台灯光配件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影视灯具、LED灯光系统、吊挂系统等

公司成立于1995年初，是一家致力于为全球买家提供影视、舞台、舞厅、教育仪器、商业照明、

广东华晨影视舞台专业工程有限公司是影视舞台专业工程的集成商和影视舞台灯光设备的生产

灯光配件、电线电缆等相关产品的集工厂贸易于一体专业性公司。公司旗下品牌JTL影视照明在美
国经过20年的发展，和全球56个国家的专业客户建立了合作关系;2015年公司携舞台照明系列登
入美国市场销售，用短短几年时间给全球用户带来新的视觉冲击！

商，拥有一大批长期从事影视舞台专业技术工作的优秀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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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完善的销售体系和完整的培训体系，我们有以结果为导向的人性化的售后体系。我们欢迎

多年来，“华晨”立足于影视舞台的专业灯光工程、专业扩声系统和声学装修工程，带动了舞台机
械、专业灯光、扩声系统、工艺空调、控制机房等专业工程的配套，完善了“工程集成”的产业
链。 “交钥匙工程”是“华晨”的特长。
近年来，“华晨”致力于LED影视舞台灯具核心技术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打造出LED

积极乐观、勇于追求、敢于挑战的你加入我们！全球招商中！

点光源灯具系列、多颗粒灯具系列、LED灯控台系列和机构吊挂、工程配套产品等“天弓”四大产品
系列，完成了LED产品家庭的成龙配套。已在中央电视台、西藏电视台、江苏电视台、河北电视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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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甘肃电视台、湖南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四川电视台、湖北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山东电视

广州风尚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台、广州电视台、深圳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沈阳电视台、厦门电视台等高端用户中批量使

GUANGZHOU THE-ONE STUDIO & STAGE LIGHTING CO., LIMITED

用。

联系方式

“华晨”拥有工程施工和产品制造两大支柱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始终坚持自主创新，持续创
新，秉承“诚信为本，服务第一”的经营理念，以科学的管理方法、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卓越的精英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平步大道中金乐工业园第二栋二楼
电话：+86-13751719162

传真： +86-20-36961344

邮箱：sales3@theonelights.com

网址： www.theonestudio.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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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为信托，向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技术服务，以期在影视舞台行业塑造“天弓”的特色品牌。
工，则必合规矩；技， 则华彩飞扬。工专而技巧，蔚然成其大器。这就是“华晨”戮力追求的理想
境界。

成像灯， LED聚光灯， LED平板灯

广州风尚影视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影视灯光产品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企业。
我们拥有一整套完善的生产设备，严格把控质控的QC部门，-技术精湛的研发团队。公司主营
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平板灯，等一系列影视灯产品。
我们的工程师跟技术人员在LED影视灯和舞台灯光行业已经有10多年的经验；我们也有专业的销
售团队和定期售后跟踪服务。在我们的努力下，公司产品远销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中东，
非洲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影视行业的风尚标，我们的理念是：创新永远是第一生产力。只有不断研发新的产品来满足
客户的需求，才能让我们的客户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希望我们能争取研发出更多物美价廉的产
品，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发展，把国产LED影视灯带给全世界。
THE ONE STUDIO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engaged in research manufacturing and marking of professional LED studio & stage lighting, who has over 7 years experience for the
LED tech for studio light. We have a engineers group and technicians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he LED Studio & Stage Lighting industry for more than 10 years.
Our main LED studio lighting equipment products involve LED profile light, LED fresnel
light, LED video panel light. They are widely used for the studio room, catwalk show,
concert, stage, city lighting, museum and other areas.
As our company’s philosophy - Innovation is always the primary productive force. So we
keep developing some new models each seasons. As a leading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s
on lighting equipment supplier, with the newest models of led studio light, we help our
clients expand their business.
At present, the company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 Australia,
Middle East, Africa and so on, which is more than 120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ll 3

3 号馆

广州市创笙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DRAGON PERFORMANCE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工业区A7栋
电话：+86-20-36461329

传真： +86-20-36461212

邮箱：2355355677@QQ.COM

网址： www.dragontruss.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舞台、桁架、脚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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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创笙演出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专业设计生产铝合金灯架、铝合金脚手架、活动舞
台、网架、航空箱等舞台演出器材的专业厂家。
本公司实力宏厚，设备完善，拥有从事行业多年的专业生产团队，丰富的设计经验，纯熟的生产
工艺。严格按照德国 TUV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生产管理，起货快捷，质量一流，急客户所
急，想客户所想。本公司自成立以来，产品已销往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一直以来都受到广大
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创笙秉承“以质为根、以诚为本，以德为先，以信为生”的经营理念，提出“诚信赢天下，品牌定江
山”的发展口号，在拼搏中求创新，在稳定中求发展，借助这个充满人性化的服务理念，最大化满
足不同客户的各种需求，达到公司与客户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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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银杏舞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Taizhou Ginkgo Stage Machinery Engineering Co., Ltd.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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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胡庄镇泰胡路70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沙场路86号联鸣科技二栋

电话：+86-13814472000

传真： +86-523-89551509

电话：+86-20-86416796

传真： +86-20-37151958

邮箱：yinxingwutai@126.com

网址： www.yinxingwutai.net

邮箱：sales@czlighting.com

网址： www.cz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350W

CMY 摇头图案光束灯，350W摇头光束灯
大功率摇头染色灯

泰州市银杏舞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是从事剧场设施和舞台技术的专业设计、开发生产企业。公
司主要设计生产各种舞台机械、各式舞台阻燃幕布、电影银幕架、全自动电动吊杆控制台，并承

LWS广州市彩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施工、服务为一体的专业从

接舞台、舞厅、影视播放厅、体育场馆等文化娱乐场所的舞台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根据用

事舞台灯光企业，生产摇头灯多年，拥有10多年的技术经验，今年新推出几款高品质的摇头灯。
有全能王（350W

户和演出艺术的要求，不断推出高素质、系统化、多功能的新型先进舞台设备，建立了舞台设备

全能王是一款由图案、光束、染色为一体的多功能摇头灯，采用MSD SILVER 350W PHIIP灯泡，

意，银杏的追求”为宗旨，依靠先进的设计水平、雄厚的技术力量、优质的产品质量、科学的检测

具有CMY线性混色和CTO色温校正系统，快速光圈效果，6彩效果，8+16棱镜（16+梯棱镜），

手段、合理的工程造价、精湛的安装队伍、快捷的售后服务竭诚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两个图案盘。放大缩小角度3°-60°，内置USB接口可自行更新系统，上传LOGO和下载灯库。

Taizhou City ginkgo Stage Machinery Engineering Co., Ltd， is engaged in the professional

劲能王采用MSD SILVER 350W PHIIP灯泡，鲜艳多彩的笔直光束，内有多种棱镜变幻效果，任何

desig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theater facilities and stage technology. Compa-

两个棱镜都可混出精美的图案。2个图案盘，内置USB接口可自行更新上载系统，上传LOGO和下

ny's main stage, all kinds of stage machinery design and production, engineering design,

载灯库。
宝石采用12颗40W 大功率LED组成，每个LED可单独控制，多种变幻静态和动态图案效果，变幻

construction, installation, after-sales service.

广州精创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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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可调，放大缩小角度10°-60°。混色效果极佳，颜色纯正不偏色，调光线性柔和，不闪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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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高要求，高端场所最佳产品。
7颗40W摇头染色灯采用12颗40W 大功率LED组成，每个LED可单独控制，多种变幻图案效果，
放大缩小角度10°-60°。混色效果极佳，不偏色。柔和线性调光，不闪烁。
Guangzhou Caizhi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sale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It has been
producing Moving head for many years and has more than 10 years of technical experi-

联系方式

ence. This year, several new high-quality moving head are launched. There are A2 BWS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泉溪村泉溪路57号
电话：+86-15013226887

传真：

邮箱：1067379934@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特效烟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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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Y摇头图案灯），劲能王（350W多棱镜摇头光束灯），宝石（LED12颗

40W摇头染色灯），7颗40W摇头染色灯。

工程的咨询、设计、生产、安装、调试、培训、售后服务的全面服务体系。企业坚持以“用户的满

Hall 3

Guangzhou Caizhi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升降吊杆机、升降舞台、旋转圆台

3A-05

广州市彩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精创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精创科技）创建于2018年，研发团队具有15年研发、制造

CMY (350W CMY moving spotbeam), X2 Beam (350W sharpy moving head), BOWLDER(12
LED X40W Moving Head Wash Light), and 7x40W Moving Head wash Light.
A2 BWS CMY is a multi-functional moving head with pattern, beam and wash. It uses MSD
SILVER 350W PHIIP bulb. It has CMY linear color mixing and CTO color temperature
correction system, fast Iris effect, 6 color effect, 8 + 16 prism (16 + linear prism) and two
pattern plates. zoom in/out : 3°-60°. The built-in USB interface can update the system by
itself, upload LOGO and download the light library.

烟雾机及品质控制经验。精创科技掌握烟雾机核心技术。烟雾机用到的核心部件（发热器、电路

X1 Beam uses MSD SILVER 350W PHIIP bulb, bright and colorful straight beam, with a

板、程序）均由本公司自主研发制造。

variety of prism varying effects, any two prisms can mix up exquisite patterns. Two gobo

“雾影”是精创科技公司在舞台烟雾机特效领域所创立的品牌，品牌的理念是“创新、安全、服务”。
我们通过不停创新，给热爱演艺娱乐的人们带来惊喜，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认为创新不仅是客
户的需求，也是公司内部的需求，精创科技的员工在创新中释放潜能，享受工作的乐趣，实现自

wheel, built-in USB interface can update the upload system, upload LOGO and download
the light library.
BOLWDER is composed of 12X40W high-power LEDs, each of which can be controlled
independently. It has various changeable static and dynamic pattern effects. The change-

己的人生价值。在创新的同时我们非常重视安全，产品设置多重安全保护，始终把安全放在第一

able speed can be adjusted and the zoom in/out angle 10°-60°. The mixing effect is excel-

位。我们相信技术能改变世界，但更认为技术应该服务于客户，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不断优化

lent, the color is pure and unbiased, the light adjustment is soft and does not flicker. it is a

公司管理，应用智能制造技术，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产品价格，让利给客户。

high level and nice product.
7x 40W Moving head wash light are composed of 12x40W high-power LEDs, each of which
can be controlled independently, with a variety of varying pattern effects, zoom in/out
angles of 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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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思美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age lighting co., LTD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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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 花都区 新雅街团结村安置区南区思美工业园A栋2楼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港口工业园大明街1号

电话：+86-20-36129393

传真： +86-20-36129393

电话：+86-20-66847000

传真：

邮箱：gzsimei@189.cn

网址： www.gzsimei.com

邮箱：SC000@nightsun.cn

网址： www.nightsun.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FDY-Z500摇头染色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三合一摇头灯/光束灯/LED影视灯

广州市思美舞台灯光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广州白云机场旁，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设

广州市夜太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

地8000余平方米，拥有20余人自主研发团队，在全国30多个省市拥有销售和服务中心。
思美灯光（FDY）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
前、售后服务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产品被广泛地应用

术企业，是中国最大的专业生产灯光设备的现代化企业之一。

3B-01

于全国大型演出，剧场，酒吧娱乐等场所。

Hall 3

文化，以科技促进视听艺术文明，提升人类生活品质，为社会进步做贡献。
企业愿境：成为声光领域全球领先的创新型百年品牌企业。
Nightsun Enterprise develops under the sustain and steady 23 years of experiences. From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The Council of China Performance Technology Association

广州市金之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hina professional agency of the most authoritative industry).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TOPPEST LIGHTING

is regarded the fastest in the line of lighting. The total staff of company is more than
250,There are 28 sales branch in Domestic market, 6 Centers (R&D center, Producing
Center, Sales Center, QC center, Finance Center, Data Center).There are several workshops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汇景大道863号之三
电话：+86-13922249789

传真： +86-20-62936235

邮箱：1746348604@qq.com

网址： www.toppest.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TOP

企业使命：追求全体员工物质精神双幸福，创建合作伙伴共同发展大平台，以声光传承人文艺术

Family enterprise to Group enterprise. That brings up a different Guangzhou Nightsun Pro

联系方式

3A-08
3B-08

Nightsun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计、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高新技术企业，目前在花都区思美工业园拥有现代化专业生产基

3 号馆

广州市夜太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Moving head workshop, Effect light workshop, Home party workshop, Pro-LED workshop, Effect machine workshop, Hardware workshop, Injection moulding workshop, Transformer Workshop, Electronic workshop). Nightsun industrial Park occupies 30000 square
meters, the top three of China pro-lighting production in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t

7*7 LED 黄金点阵灯

产品参数
TOP 7*7 LED 黄金点阵灯：LED、智能ARTNET和DMX控制、专业舞台光束矩阵灯
49支暖白光束可单独控制
60mm点距、摄像机下无闪烁技术，1200HZ高频率、可多台拼装、可成像
多种DMX通道模式，4/49/54通道模式可设置
液晶显示屏设置界面
独特设计、耐碰撞、压铸铝外壳
49颗3W暖白（2800K)发光二极管，寿命五万小时
光束角度：6度，辐射范围：8度
峰值功耗180W、100V-240V 50/60Hz自适应电源
重量：7.5公斤
LED, Smart ARTNET and DMX control,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 beam matrix
49 warm white led lamps can be controlled separately
60mm pitch .Technology without blinking under camera, 1200HZ high frequency
Multiple units can be assembled, can be imaged
The most advanced 16-bit linear dimming, dimming technology to achieve excellent
results
3 DMX channel modes: 5/49/54 . LCD display settings interface
49x3W warm white led lamp (2800K), life time: fifty thousand hours
Beam angle: 6 degrees, the radiation range: 8 degrees
Power consumption: 180W
Voltage: 100V-240V 50/60Hz
N.W.: 7.5 KGS

present.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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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宏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Fung Light&Electronics Tech.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节能科技园总部中心23号楼1903

3B-02A

电话：+86-20-39141070

传真： +86-20-39141054

邮箱：

网址： www.hongfu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Avolites

灯光控制台、Ai 视频服务器、
Luminex 网络传输系统

广州宏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舞台灯光控制系统、视频控制系统、多媒体音响设备、技
术服务为一体的专业系统集成商，我司为全球知名高端品牌英国Avolites全系列灯光控制系统、
Ai视频控制系统、Luminex 网络传输系统中、港、澳总代理商。
2017年4月3日晚，在法兰克福展览会（Avolites经销商大会上）广州宏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第一
年就荣获Avolites厂家颁发的《全球最佳销售杰出奖》殊荣。在此感谢全国所有支持Avolites的用
户，此份荣誉是属于我们全中国Avolites用户者的。在此我司会继续努力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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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南视灯具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ANSHI Light Equipment CO.,LTD

3 号馆

广州华之艺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OMEGA TRUSS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117号之13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潮田工业区南环路

电话：+86-20-89230351

传真： +86-20-89890683

电话：+86-20-34691968

传真：

邮箱：info@nsgz.com

网址： www.nsgz.com

邮箱：huayea@126.com

网址： www.omegatrus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电脑灯、电光源、灯光配件

3B-02B

Hall 3

广州市南视灯具设备有限公司（1989年至今），从事灯光行业近30年，是一家自主专业设计、研
发、生产、ODM、OEM、销售、工程和服务一体化的科技型生产灯光企业。公司业务领域包括
专业舞台照明灯光、智能化演艺灯光和景观建筑照明灯光，全面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和先进技
术，产品先后通过国家出口认证、CE（EMC，LVD，EMI，EMF）、REACH、RoHS，TUV 认证
（盐雾测试，拉力测试等），满足各行业专业照明要求，满足各行业专业照明要求，满足国际参
数指标。赢得客户信赖，远销海外，并获得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以及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南视灯光实现无数演播室、剧场、多功能会议厅等专业场所的一次性验收。放眼未来，南视以“质
量为本、客户至上、科技为基、循序创新”的质量方针为企业宗旨，以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把南视打
造成为世界级专业制造舞台照明企业。
Guangzhou NANSHI Light Equipment CO.,LTD is in the field of the lighting business over
30 years since 1989, which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combined with self-design, R&D,
production, ODM, OEM,sale, project and service altogether. Our products include stage,
entertainment,advertising,architecture and conference lighting. With advanced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technologies, we keep going to upgrade our products
with latest CE(EMC, LVD,EMI, EMF),Reach, RoHS and TUV certificate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ll trades and standards. As well, we also have got some invention patent
in China for our own-designed products. Our Nanshi will go on with our professional
career, sticking on Quality-Oriented, Customers First, under the strateg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We will provide top-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 to achieve our goal, to be the world-class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stage lighting business.

3B-04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

灯光架 大型舞台TRUSS 电动葫芦
舞台结构定制 舞台配件

OMEGA TRUSS桁架专家---舞台安全领导者。原装瑞士GIS舞台电动葫芦代理商。公司主要从事
舞台 灯光架 舞台结构 舞台配件等的设计 制造 销售及提供大型舞台结构的租赁服务，一直倡导以
专业守护舞台安全的匠心精神。
OMEGA TRUSS truss expert - stage safety leader. The company is mainly engaged in the
stage lighting frame, stage structure, design of stage accessories, etc. Manufacturing and
providing rental services for large stage structures, and always advocating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of guarding the stage safety.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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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中祺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qi lighting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镜湖大道8号国光工业园C4
电话：+86-13825136615

传真： +86-20-37738168

邮箱： 67106617@qq.com

网址： www.zqarttid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市中祺光电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家专注于三合一灯光制造企业。公司采用互联网+经营模式，
秉承：“创意、创新”的经营理念，在灯具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实现最大垂直化，从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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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缩短生产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让合作的客户享受到最佳性价比的产品和服务！

广州雅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VELLO LIGHT CO.,LTD

3B-05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西岐十社工业区D1栋

3B-03

电话：+86-20-86441610

传真： +86-20-86441910

邮箱： vellolight@163.com

网址： www.velloligth.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舞台灯具
雅俊电子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科技企业，主营电脑灯、大功率LED灯及灯
光控台等。

中祺公司每一款产品的设计、研发都汇集了业内专业人士的智慧，从而使产品无论从外观还是内
部构造都达到了国内一流的水准！
中祺光电将会用高品质的产品，人性化的服务，最实惠的价格始终如一的服务每一位客户！中祺
将是您永远的朋友！
Guangzhou Zhongqi Lighting Co.,Ltd is the first lighting manufacturer in China which
focus on three in one lights.Our company adpot internet+business model,we take the
Originality&Innovation management idea and in the lighting research an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sale will achieve maximum vertically,short the production cycle,
reduce the operation cost.Let the customer feel the best value products and services!Our
company's each product design, R&D is the international first-class level, All over the

完美工艺铸就精典品质，热忱服务笑迎八方雅客。携手2019，我们将让您的舞台无限精彩！

country customers to provide us with the market demand and latest information at any

Vello light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ory with own R&D in China. Mainly make high power

time.

LED lighting. With the persistent efforts for long time, Our products are favored at home

Zhongqi will be use high-quality products, humanized service,resonable price service

and aboard. If you’d like to know more informations from vello, Please visit our webpage :

every customer,we will be your forever firends!

www.vellolight.com. Thanks so m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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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圣锋舞台灯光设备厂
SinFen Stage Effect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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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Hi-LTTE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滘心村5社第4业区自编第E栋1

地址：广州市 花都区 三东大道东 铁山河路 美东工业园36栋

电话：+86-13250589999

传真：

电话：+86-20-37700858

传真： +86-20-37700858/333

邮箱：sales1@51sinfen.com

网址： www.51sinfen.com

邮箱：hi-ltte@hi-ltte.com

网址： www.hi-ltt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烟机、水雾机、薄雾机、LED烟泡机、

LED泡泡机、雪花机

广州圣锋舞台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追求完美的舞台烟雾效果，打造成专业生产舞台烟雾机的

3B-06A

广州高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360

3C-01

LED三合一摇头灯，4019 LED变色龙，
1940 LED雷神

广州高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一体化的国家高新

领先厂家之一。目前，我厂已生产出各种新型的雾屏、水帘、水雾机（低水雾机）、LED烟泡

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2003年，目前公司总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位于花都区三东大道美东工

机、薄雾机、LED气柱烟机、LED泡泡机、雪花机、彩纸机、散纸机、火焰机等；烟油类：烟油、

业园，经过数年的经验积累,我们将灯光文化新理念与实践紧密结合并广泛应用于舞台灯光设计之

薄雾油、泡泡油、雪花油、喷火油、等。对质量控制的执着和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将自己定位为世

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赞誉，在国内、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HI-LTTE作为公司的自主品牌，凭借其雄厚的技术和实力得到欧洲及台湾一流的灯光技术服务支持

界经典行业的领导者，倾听全球市场的需求，并将多年的经验与开发方案相结合，使创新产品稳

和产品支援，经过多年努力成为国内外舞台灯光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之一。除此之外，HI-LTTE还

步推出。我们坚持“创新服务”的经营方针，欢迎各界人士莅临指导。

与国内外多家知名厂家建立了密切合作的关系，并逐渐形成了以“方案技术支持、产品增值分销”

SinFen has committed itself to the pursuit of perfect fog & haze effects in order to grow

为主体的公司营销体系，力求精益求精，实现HI-LTTE与广大用户“双赢共荣”的生产销售理念。

to be the one of the leading manufacturers specializing in professional stage equipment

HI-LTTE系列产品的使用遍布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产品远销海外，并广泛运用于大型演

field all the time ever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So far till now we have developed more than

唱会、户外演出、婚庆、多功能厅、DISCO、夜总会、剧院、卡拉0K、演播厅、会议厅、电视

10 series products including Fog Screen ,Water Curtain, Water Low Fog Machine, LED

台、体育馆、等娱乐场所。

Smoke Bubble Machine, Haze Machine, LED Vertical Fog Machine, LED Bubble Machine,
Snow Machine, Confetti Shooter Machine, Paper Scatter Machine, Flame Machine; Fire
Liquid, Hazer Liquid, Fog Liquid, Bubble Liquid, and Snow Liquid etc. Based on firm foundation and persistence in strict quality control we orientate our company as a world classical industry leader in this field, taking the demands from the worldwide markets into
account so as to launch more innovative products after combination of our years’ exp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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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馆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夏茅一社工业区20号

policy, and welcome your suggestion and guidance.

3 号馆

YEL Lighting Technology Ltd.
地址：上海市元江路525号金领谷科技产业园1号楼
电话：+86-21-34121858

传真： +86-21-34121860

邮箱： toby@yelighting.com

网址： www.ye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HyperFusion智能吊挂系统、YEL舞台灯光控制系统
领焰科技是专注于智能控制系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企业，公司拥有100多项专利和软件
著作权，掌握核心技术，拥有成熟的产品生产体系.为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主要包括：舞台灯
光解决方案、智能吊挂控制系统、夜游解决方案、亮化控制解决方案。知名客户包括：中央电视
台、浙江卫视、上海中心大厦、杭州G20等。

电话：+86-20-86483339

传真： +86-20-86482228-811

邮箱：brighten@monon.com.cn

网址： www.monon.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灯具及常规灯具

领焰科技
联系方式

3B-07B

Brighte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ence and research on technology. We adhere to the "innovation and service" management

Hall 3

广州佰艺精工有限公司

3C-02
3D-02

广州佰艺精工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
LED灯具生产企业。佰艺精工自主研发的舞台灯光设备品牌有“MONON”、“COCO”、
“EVALED”，以高品质、良好售后服务始终享誉舞台灯光业。舞台灯光设备涵盖三大类，分别是专
业舞台灯具、流动演出器材、商业照明灯具，涉及产品有聚光灯、天幕灯、成像灯、PAR灯、观
众灯以及高新的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染色灯、LED泛光灯等300多个品种。这些舞台灯
光设备被广泛用于电视台、多功能厅、演播室、流动演出、商业照明、展示照明等场所。我们有
行内较先进的光学实验室，配备了先进的光学硬件设施及引进了数种先进的生产设备,为我们的经
验积累提供依据，为我们制造高品质产品给予了保障。企业通过了ISO9001及ISO14001认证，产
品先后通过了国家质检部门的检验、并获得CE、UL、CCC认证，产品质量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
进水平，远销海内外。
佰艺始终坚持“顾客至上、稳步发展、锐意创新、持续改进”的经营方针，致力于为中国舞台灯光
行业的“中国制造”贡献我们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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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Hall 3

PR LIGHTING LTD.

3 号馆

Jiangsu Zhonghui Stage Equipment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1582号珠江灯光高新科技园

地址：南京市江宁区空港工业园乐园路15号

电话：+86-20-39952888

传真： +86-20-39952386

电话：+86-25-84598277

传真： +86-25-84618377

邮箱：pr@pr-lighting.com

网址： www.pr-lighting.com.cn

邮箱：zhstage@163.com

网址： www.zhstag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尊能、智能摇头电脑灯系列、LED电脑灯系列、

参展商品牌/产品： 自排绳单点吊机1台；四吊点自排绳1台；

防水灯系列等等

广州市珠江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化演艺灯光和景观建筑照明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一体化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双软（软件企业和软件产品）企业。前身是创立于1984

3C-03

江苏中惠舞台设备技术有限公司

六吊点自排绳1台；盘式卷扬机四吊点和五吊点各1台；
盘式卷扬机二代四吊点和五吊点各1台；
悬挂式吊机4台；旋转升降摇摆吊机1台。

3C-04A

年的珠江灯光音响实业有限公司，目前拥有60000平方米的珠江灯光高新科技园，是中国规模最

江苏中惠舞台设备技术有限公司，创建于2012年，致力于打造“中惠机械”民族自主品牌。核心产

大的专业灯光企业，是国内灯光行业的领导者，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品覆盖各种场所，提供台上台下一体化解决方案。近年来，配套过近百个舞台工程项目，其中包

2000年，珠江灯光开始以自主品牌——PR进军国际市场，全面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聘请国

括剧场、院校礼堂、户外实景演出机械设备及控制系统、高端演出机械设备及控制系统等 。

际顶尖灯光技术人才进行产品研发，采用国际先进的制造设备进行产品生产。目前，珠江灯光大

自排绳单点和双点吊机：1.时尚紧凑，不占空间，设计简约，安装便利；2.经济耐用，安全可靠；

量的产品出口至欧、美、亚等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网络和服务中心遍布世界各地。多年

3.单层有轨卷绳技术，解决跳绳，乱绳难题；4.适应性强，应用广泛。

来，珠江灯光在光、电、机械和计算机控制技术等领域研发出大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产品，

盘式卷扬机：1.结构稳定，经济耐用，安全可靠；2.一体式有轨卷绳技术，解决跳绳，乱绳难题；

获得了一百多项技术专利和国际品质认证证书。珠江灯光产品被运用到天安门建国周年庆典文艺

3.行程范围内可设置任意下绳点，应用更灵活，能满足空中高速运行，如荡绳 飞行等特殊动作要

晚会、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及中国国家馆、亚运会开闭幕式、世界大学生运

求；4.安装便利，适应性强，适用于不同类型大中型剧场多功能厅报告厅。

动会开闭幕式、德国莱茵剧院、APEC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杭州G20峰会、金砖国家

旋转升降吊机：1.垂直

领导人厦门会晤、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国家大剧院等大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项目和单位。

计简约，安装便利；4.适应性强，应用广泛。

旋转升降技术，满足升降及持续旋转要求；2.经济耐用，安全可靠；3.设

放眼未来，珠江灯光以“做世界的灯光企业”为企业长远发展目标。通过不断提升企业的国际化经
营能力，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优化售前、售中和售后专业服务体系，
发展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专业化、国际化的全球领先灯光企业。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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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万里舞台幕布有限公司
HE BEIWAN LI STAGE CURTAIN CO.,LT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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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北省肃宁县万里镇

浙江德广信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DGX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电话：+86-575-87777759

传真： +86-575-87688116

邮箱： tyq@szdgx2016.com

网址： www.szdgx.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透明屏

传真： +86-317-5080409

邮箱：WLmubu@sina.com

网址： www.wtmubu.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江藻镇德广信工业园

3C-03
3D-03
3F-03

电话：+86-317-5080409

线条屏 地砖屏

3C-04B

河北万里舞台幕布有限公司，始建于1991年，总投资5600万元，占地面积11880平方米，建筑面
积6858平方米，年生产各种阻燃幕布面料100余万平方米；是全国规模最大、最专业的舞台幕布
生产企业，集科研开发、生产织造、染色阻燃、加工制作、安装售服于一体。
我公司“万里牌”幕布，已被河北省授予名牌产品称号，省级重合同守信誉企业，中国演艺设备技

1.透明显示屏，80%以上的透视率，采用全铝材质箱体，箱体外形美观，重量轻，散热性好，耐

术协会理事单位，通过GB/T19001-2008idtl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阻燃幕布经国家

候性强，采用高透明进口PC，透光性高，延展性好抗冲击力强，箱体薄轻，便于安装；

固定灭火系统质检中心检验，阻燃防火质量达国家强制性GB20286-2006B级标准；

2.创意型线条屏，结构轻便，易于维护，散热好，重量轻，长短结合，百变造型；

近年来，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会议中心、国家大剧院、公安部礼堂、中国京剧大剧院、中央

3.LED地砖显示屏，采用全铝材质压铸箱体，外形美观，重量轻，

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上海大剧院等众多单位提供了高档、高质量的阻燃幕布及面料，并且出口

散热性好，耐候性强，采用高

透明进口PC，透光性高，延展性好抗冲击力强，耐磨度高，箱体承重能力大，IP65设计，防潮性
能好，安装方便快捷。

到美国、俄罗斯、东南亚、欧洲等国家，受到了用户的普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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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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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博歌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KLit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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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科尊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Kezu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红棉大道北30号A座
Block A,No.30, North Hongmian Avenue, Xinhua Tow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China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草场工业区海南洲自编26号

电话：+86-20-61867839

传真： +86-20-61867839

邮箱：info@bklite.com

网址： www.bklite.com

3C-06A

电话：+86-13106665111

传真：

邮箱：811263380@qq.com

网址： www.kz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260W光束灯.350光束灯.380光束灯.防水光束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科尊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2003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工程设计/施工服务于

广州市博歌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

一体的综合型灯光企业，产品涵盖光束灯、帕灯（par灯）、摇头灯、激光灯、追光灯、LED产

光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有：LED摇头灯，LED摇头光束灯，

品、舞台特效设备等灯光设备。

LED防水帕灯，摇头光束灯等各种高品质舞台灯光设备。
产品适用于专业舞台演出，高档酒吧，俱乐部，KTV等娱乐场所
Guangzhou BKLit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1. As a
creative lighting manufacture focus on moving head and static effect for entertainment
and professional use.We will adhere to the “quality first, service first, customer upmost”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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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夏茅一社新工业区21号

frie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3 号馆

广州贵腾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86-20-86086558

传真： +86-20-86086827

邮箱：hktrinity@163.com

网址： www.hktrinity.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桁架（TRI-Power

Truss）、
Intechcom专业内部通讯系统

gz guiteng opt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夏荷路18号

广州市三域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香港总部为成立于1978年的三一科技有限公司，从事

电话：+86-13544456742

传真：

演艺设备行业已近40年，一直致力于为本行业提供专业的舞台器材租赁、技术支持及销售服务。

邮箱：johnny@guitengled.com

网址： www.gtledshow.com

服务涵盖灯光、音响、桁架、地面支撑系统、舞台机械、舞台专用葫芦、电子喷花机等特效；同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屏幕

广州贵腾光电设备工厂是制造和销售LED屏幕和舞台照明行业，所有这些都广泛应用于商业（如

3C-05B

Trinity Technology Ltd.

联系方式

service tenet and keep innovation to create a satisfactory cooperation platform for every

Hall 3

广州市三域科技有限公司

时，也承接各类文旅活动。公司内部服务设计生产TRI-Power

3C-06B

Truss(铝合金桁架制品)和Intech-

com专业内部通讯系统。迄今我司已主办、协办或义办过上千场次的演唱会、筹款晚会、电视台
节目、时装节、文化节、运动会开/闭幕式等节目。近40年的行业经验，三域科技深获业界的肯定

单色标牌，广告板，音乐会屏幕，电视墙和DJ展位）。

与支持，产品和技术服务遍布中国大陆及港澳台、东南亚、欧美、澳洲等海外市场。

经过几年的发展，贵腾已成为中国可靠的供应商和舞台灯光及面板制造商，我们拥有近60名工人

Trinity Technology (Guangzhou) Ltd. was founded in 2001, as a subsidiary of Trinity Tech-

和4名专业工程师，我们的工厂占地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

nology (Hong Kong) Ltd. established in 1978. With nearly forty years of history and experi-

由于质量稳定，客户服务至上，贵腾赢得了客户的信赖。我们94％的出口产品已出口到巴西，巴

ence, Trinity has been devoted to providing full sets of professional equipment rental

拉圭，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和其他主要国外市场。

installation and sales services for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cludes lighting, audio

质量和保修：我们相信质量和售后服务是我们公司的灵魂，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有CE和RoHS

system, ground support system, trusses, stage machinery, chain hoists and special effects

认证，提供1保修
公司业绩：在过去的1年中，我们的业务每年增长约112％
公司使命：成为中国领先的照明和LED面板制造商。
对客户的承诺：让每一位客户都满意与贵腾做生意。
由于质量和服务的稳定，贵腾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etc. We also undertake various performing arts events. In-house services include design
and production of TRI-Power Truss, INTECHTOM intercom system. So far TRINITY has
serviced for thousands of concerts, fund-raising soirees, TV programs, fashion festivals,
culture festivals, and opening/closing ceremonies of sports games. Product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are extended over mainland China, HongKong, Macau and Taiwan and overseas
market in Southeast Asia, USA, Australia and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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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俊雅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yafe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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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technology (Beijing) Co.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横沥北街36号雅锋光电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汉威国际广场4区7号楼8层

电话：+86-20-31523303

传真： +86-20-36414325

电话：+86-10-86781888

传真：

邮箱：GZYF2007@126.COM

网址： www.yafenglight.cn

邮箱：

网址： www.mode.top

参展商品牌/产品： YF-X9000M,YF-8380S,YF-X1000S,

3C-07

牧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V6电动葫芦，M1手拉葫芦，群组控制器

YF-X6260S,YF-6262M

广州俊雅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照明及配套设备研发、生产、安装、销售、咨询
及售后服务，并承接舞台灯光照明工程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凭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与时俱进的

牧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市场营销，售后服务，销售轻小型提升设备的高

3D-04

新技术企业公司，是舞台领域电动葫芦的制造商，公司有雄厚的的技术力量、多项自主创新专
利、先进的生产设备、一流的检测手段、科学的质保体系、完善的服务团队，已成功为国内外
5000多家客户提供专业吊装解决方案。创新驱动科技是产品升级的核心，2018年，牧德重点发

时代潮流设计理念，融合优质的生产材料和过硬的产品品质，树立了优良的品牌口碑。

力于安全领域，基于十年起重行业品牌积淀，定位企业社会价值于民用市场，致力于将空降器从

自2005年成立以来，引进了国内优秀的舞台灯光生产技术与科技人才，至今拥有一支专业的高素

专业领域推向民用领域。Mode technology (Beijing) Co., Ltd. is the first manufacturer in

质队伍，从事研发、生产、销售、管理，引进ISO 9001:2000品牌管理体系， ERP电脑网络管理

stage electric hoist field in China with great technical strength, Mode company have got

系统，按国际标准化管理。产品通过国家技术监督局检测及欧共体CE认证、RoHS认证.产品检测

many award of patent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specialized in the provision of lifting

认证。产品设备广泛应用于专业剧场、娱乐场所、酒吧、宴会厅、婚庆婚宴 及企事业单位多功能

solutions. Our products cover different areas including stage, industry and energy etc.

厅、会议厅、城市亮化工程等等

Mode company has provided professional services for more than 2500 customer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used in various world-class concerts, Beijing Olympic Games, Belt and
Road, wind power etc. which are national energy projects and major projects.

Hall 3

3 号馆

甘肃工大舞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Gansu Gongda stage Technology&Engineering Co.,LTD

联系方式

Hall 3

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工坪287号

3 号馆

电话：+86-931-2973686/2973687

传真： +86-931-2755807

邮箱：gsgdwt@yahoo.cn

网址： www.gsgdwt.cn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太平里工业区9号B栋三楼

甘肃工大舞台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位于兰州理工大学校园内，占地面积4万

自1978年开始从事舞台机械、灯光、音响和建筑智能化工程的开发、研制、 设计、制造、安装和
调试工程至今，已完成国内外1000多家剧场的舞台工程项目，始终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是国内演
艺设备行业的领军企业。
公司下设全资子公司“兰州现代舞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11个职能部门以及北京事业部、广州事
业部、南京事业部、三个生产车间、一个设备加工基地、一个舞台设备远程运维中心、一个演艺
装备运维大数据中心和一个舞台控制装配中心。

电话：+86-20-36556296 13710107349

传真：

邮箱： tanyuelighting@china-tanyue.com

网址： www.china-tanyu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系，

多平方米 , 标准厂房面积1.4万多平方米，工程技术人员138人，高级工程师25人，中级技术职称
人员36人。

Guangzhou Tanyu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机械设备

3D-01

广州探月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3D-05A

LED灯系列

广州探月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从事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工程承接、安裝调试及技术咨询
为一体的舞台灯光厂家，公司产品现有十几系列二百多个品种,适合于各种娱乐场所演艺配套,品种
之多,公司产品有 光束灯、LED灯光系列、激光灯、追光灯、舞台影视灯，舞台效果器，电脑控制
台以及舞台灯等,几乎包括了整个娱乐演艺场所全部灯光品种。
售(适合于各种不同档次的演艺、娱乐场所);
2.专业舞台灯光工程设计、制作、安装、调试、维护;

1.专业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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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润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nka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3 号馆

广州市寰视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nshi Lighting Equipment Co.,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冈街119号三楼和五楼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龙河西北横一路5号

电话：+86-20-28908899

传真：

电话：4006 020 620

传真：

邮箱：875088358@qq.com

网址： www.rklight.com

邮箱：hmlight@vip.163.com

网址： www.hslight.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影视灯、电脑灯、电源直通柜、调光立柜

参展商品牌/产品： G390/G260/G340/光束灯、G380图案灯、

HS-TJ200面光灯、HS-8024染色灯、
HS-9018A洗墙灯。烟机雾机特效，舞台桁架

广州润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州白云湖之畔，是一家集影视舞台灯具、供电系统、调光控制系统
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程设计及安装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多年来公司秉承以人为本的宗旨，
坚持走自主研发，独立创新的道路，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成功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RKL”品牌
舞台灯光产品。
经过几年的发展，“RKL”品牌舞台灯光产品广泛应用在专业演播室，剧场剧院，礼堂、宴会厅及各类
多功能厅，并出口到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公司成立之初，润康光电一直坚持产品自主研发和创新，至今拥有20多项外观专利和实用新型，
产品获得中国质量检测认证、欧盟CE认证、现已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
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及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并获得政府“科技创新小巨人企业”“高新企业”的殊
荣。
面对美好的未来，本着“以人为本，科学管理，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的企业方针我们将继续努力，竭
诚与国内外同行紧密合作，携手共创舞台灯光事业的辉煌！

寰视照明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设备制造商；本公司拥
有稳定的生产管理团队和专业的技术售后。以ISO管理体系为基础，从来料检测到老化测试均有专
人专职检测。公司从建立之初就一直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包括：摇头灯，大功率LED染色，LED摇
头，260W/380W/330/470W光束灯等娱乐、演出产品研发生产；发展过程公司引进了国外先进
的电子光电技术，加上合理的机械结构，使寰视产品作为一个耀眼的新星屹立在舞台灯光行业当
中。
公司的产品以其功能齐全、质量稳定、工艺一流、价廉物美、服务周到赢得社会各界客户特别是
工程商的赞誉和支持，外观独特、颇具特色的外观设计更受客户好评。质量第一，产品力求真正
稳定、新颖，与客户双赢是我们的一贯方针；完全自主研发，自我生产，且还根据客户不同需

广州金木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imu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高埔工业区A3栋3楼

求，量身定做了诸多个性化产品；先进的设计，稳定炫丽的“寰视”产品，恒久诚信的服务使本厂

3D-06B

产品得到国内外客户的一致肯定与好评。
本公司由从事舞台灯光行业十年以上的人员组建而成，凭专业的知识及丰富的经验我们将继续遵
循：品质第一、以人为本，追求完美的服务宗旨，竭力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不断创新，持续努

电话：+86-18520522413

传真：

力，与客户携手共进，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邮箱：info@kimulighting.com

网址： www.kimulighting.com

GuangZhou Huanshi Lighting Equipment Co.,Limited.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 equip-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

3D-06A

Hall 3

广州金木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高埔工业企业，厂房3000平
www.rklight.com
方米，专业生产 KTV智能灯具的供应商，致力于酒吧及KTV智能灯具的生产，提供智能灯光配套解决方
案。
金木灯光本着信誉第一的原则，竭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技术，凭着卓越的品质，稳定优秀的性能，极具
竞争力的价格以及优质的服务，在业内的好评不断。现在许多国内外客户已成为我司的忠实客户，公司
拥有一支高效、精干的生产团队不仅能为客户提供稳定的产品服务，还能提供精细的配套的服务，能为
客户提供设计、制作、安装、调试、维护及技术支持服务。此外，金木灯管还承接OEM制造。
金木灯光先已建立了全面的企业管理体系及质量管理体系，在生产及营销过程中不断创新改造，致力于
打造更创新，更稳定，更优质，更完善的舞台灯光品牌
Guangzhou Kimu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6, Located in gaopu
industrial zone. shijintown, bailyun district.The workshop is coming 3000 square meters.We are
dedicated in manufacturing of bar and professional in intelligent lighting of KTV.
We insist on "the first principle of good faith", Trying our best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techniques and premium quality, stable performance, competitive price, best service to our
clients. There are many loyal customers who are coming from our domestic market.Not only we
have a highly efficient, capable teams who can provide professional products.services but also
we have a strong team equipment who can support you designs, production，installation,
debugging, maintenance, techniques. Meanwhile, OEM is welcomed.
Now Kimu set up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management a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We are constant innovation in the course of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lso we arelaiming to
make a famous lighting brand which is in more innovative,stable,premium.

ment manufacturer integrated with R&D,production,sales and service.Our company is
with a stable management and production team,as well as with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and after-service.Based on ISO standards,our QC processes cover from incoming materials
to aging testing.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company,we have dedicated ourselves to
researching,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stage light products,including high power LED
wash lights,LED moving heads,260W/380W/330W/470W beam moving heads,for entertainment and performance markets;Advanced electronic and photo-electronic technologies from overseas were imported to strengthen us;Such technologies,together with the
perfect mechanical structure,make our products being a shining star in the industry of
stage light.
Known with their functionality,stable quality,high level craftsmanship,perfect design,good
price and nice service,our products have successfully won teir reputation,as well as
supports from all clients.Based on quality first,our policy is to have double-win businesses
with our clients.
In addition,we have the ability to customize the products with clients' special requirements.Our skillful staff with rich experiences will keep it as a miss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clients:Quality first,people first and to be No.1.Hope we can create a better tomorrow
together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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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奥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ome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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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夜鹰照明有限公司
Guangzhou Nightjar Stage Lighting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道鸦岗中路44号五楼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大道沙场路8号逸智大厦

电话：+86-13710254387

传真：

电话：+86-13288840260

传真： +86-20-86026899

邮箱：www.aomeisy@163.com

网址： www.gzamlight.com

邮箱：2296107933@qq.com

网址： www.nightjar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防水光束灯，1R光束灯，350W光束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230W光束灯，260光束灯，350光束灯，380光束灯
广州市奥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于2005年，打造的自有品牌，大力发展以电脑摇头灯为

广州夜鹰照明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灯光设备的研究、设计、生产、安装、租赁、咨询及售后

代表的、以LED光源为核心的智能型舞台灯具，是一个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照明及配套设备研发、

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专业生产户外防水摇头光束灯，LED防水染色灯，洗墙灯，光束摇头

生产、安装、销售、咨询及售后服务的综合性厂家，主要生产舞台灯光设备，摇头灯系列、追光
灯系列、激光灯系列、LED大功率系列、频闪灯系列、LED舞台效果、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

3E-01A

灯，LED摇头灯，LED灯，效果灯等，产品广泛用于旅游景区，酒店建筑，江边，鼓楼，大型广
场，各型舞台演出、舞台场馆、专业剧场、娱乐中心、酒吧、俱乐部、夜总会及各企事业单位多

台系列、配件系列等。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

功能会议厅等场所。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日趋完善，产品严格按照CE、

场所。

ROHS认证管理体系运作。以质量稳定、工艺精湛、效果突出、款式新颖并与国际接轨，从而赢
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信赖。我们注重的不仅仅是荣誉，更注重的是客户的认可，顾客至上，以专
业，忠诚，尽责为我们的客户服务宗旨！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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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jar Stage Lighting CO., Limited is specializing in Waterproof beam light，beam

河北怀鸽起重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moving head light，LED stage lighting，waterproof wash light，effect lights etc，which

Hebei Huaige Hoisting Machinery Group CO.,Ltd

are widely used in Tourist attractions, hotel buildings, riverside, Drum Tower, large square,-

联系方式

various types of stage performances，stage venues，professional theater，entertainment

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

centers，bars，clubs，nightclubs and various enterprises，multi-functional conference

电话：+86-312-8498892

传真： +86-312-8498896

邮箱：hg@huaigeqz.com

网址： www.huaigeqz.com

rooms and other places. The quality and stability，the effect is prominent，fashionable
and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thus winning the trus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专用电动葫芦、手拉葫芦
河北怀鸽舞台专用电动葫芦
1.舞台电动葫芦符合德国BGV-D8规则的要求，标准配置满足CE认证要求。

3D-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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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安格尔舞台设备厂
联系方式

2.超载防止装置当负载重量超过额定载荷时使马达空转，防止超载及超载给葫芦本体及链条带来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高增大街99号爱弗图西工业区A栋

的损害。

电话：+86-20-36858689

传真： +86-20-36858689

邮箱：

网址： WWW.GZANGLER.COM

3.紧凑的上限位开关无需调整保护葫芦，能够提供最大的扬程。
4.独特设计的镀锌起重链条可有效防止腐蚀，也有黑色起重链条可供选择，8倍安全系数合金钢起

参展商品牌/产品：

重链条完全符合德国标准和欧洲818-7标准。
HGE Electric Stage Hoist
Designed as German BGV-D8 standard, CE Certificate
Motor keeps idling under overload protection when exceed rated load..
The design is to slip in order to prevent overloading and over travel that could damage the
hoist.
Compact Upper Limit Switch can protect the hoist without adjustment, full lifting height is
available
Special galvanized load chains have the function of anti-corrosion, black chain is option,
safety factor 8:1 is completely in conformity with German standard and European standard
818-7.

3E-01B

广州市安格尔舞台设备厂成立于2013年，本公司是一家集影视娱乐舞台特效设备研发、生产、销
售、工程设计及安装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目前公司组织架构完整，现有员工80人以上，2019年
岗位编制设计在百人以上，目前公司办公总面积达3800平方，年产值已达万台规模，2018年国
内生产总值近3000万元， “敬专业，创未来” 安格尔秉承着这样的发展理念一路前行，坚持走自主
研发，独立创新的道路。
历时六年，我们依靠掌握的烟雾特效领域核心技术，成功推出了具有多项创新专利技术及认证的
自主知识产权舞台特效产品。与此同时我们不懈的细化定位、细化服务、精工制造，将具有“精
工、安全、环保、前卫”为特质的ANGLER特效品牌跃升成为中国知名品牌，并赢得了国内高端市
场的一席之地和广泛认可度；我们不但掌握着烟雾特效领域的核心技术，更拥有充满无限创造力
的核心团队，每一时段我们都将结合客户的需求与我们的研发设想创造出具有生命力的特效艺术
品；我们不仅是创造产品，我们更要创新服务理念，我们坚信只有将这两者共同植入ANGLER的
品牌里，才能将我们所创造的称之为艺术品，因为它们呈现的不仅是完美的特效场景，更是承载
着与它有关的诸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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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丽美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LM stage lighting&sound Equipment Co.,LTD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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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ton Lighting&Audio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鸦岗村孔桥街锦文工业大楼2楼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北湖一路浩昌工业园A栋4楼

电话：+86-18666022726

传真：+86-20-36385069

电话：+86-757-81806680

传真：+86-757-81806681

邮箱：sales@winroolighitng.com

网址： www.glmlight.com

邮箱：antonyiton@163.com

网址： www.yiton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

参展商品牌/产品：

GLM Stagelight Light&Sound Equipment Limited Company was launched in 2008. We are
an high-technology enterprise that combi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ervice as one. Our products includes stagelight as LED Moving-head, LED Beam
Light, LED Scanning Light. They are widely applied to many occasions like stage, bar, party
and has been exported to many countries such as Europe and America.
Our company has professional developing and technical service team.
Our spirits are: Professional, concentrated, high-effective, quality first and customer
foremos

佛山市镒通灯光音响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熟，稳健而又充满活力的台資企業，公司座落于廣東省佛山市
南海区罗村浩昌工业园，面积达2000多方，现有近员工100人。
镒通灯光音响有限公司擁有專業團隊致力于舞臺灯光音響設備的研發設計，生產及銷售。產品項目齊
全廣泛銷售于國內及世界各國。主要生产经营先進LED灯光，音響，功率放大器。控台，灯架，
TRUSS，户外照明，LED显示屏以及相關配件。產品質量優良並且以取得CE，ROHS，IP等相關認
證。
镒通灯光音响秉持專業，科學，高效，嚴謹的治業傳統,堅持品質優質化，生產標準化，產品多元
化，市場國際化，管理科學化的經營策略，匯集LED，灯光，灯架，音響，功率放大器等資深專業人
才，精緻分工，科學化管理，組成專業高效率團隊服務于廣大客戶。
YITON Lighting & Audio CO;LTD. is a Taiwanese owned enterprise which is mature ,steady
and full of vitality.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the Naihai District Foshan city of Guangdong
with easy of access and beautiful environment. The measure of area of company more than
2000 square meters.
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team who have committed oneselves to the research
design、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stage lighting and audio equipments. We have got
complete product ranges and the products widely sold well in China and all over the world.
Our company is specialized in the production of advanced LEDs lighting, Audio, Amplifier
Light stands, Truss, Outdoor lighting, LED display screens and related Accessories.The products are of good quality and has the honor to receive the safe authentication of CE, etc.

3E-03A

广州市白云区思凯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Skypro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龙湖三社工业区一楼
电话：+86-13560212360
邮箱：2853295511@qq.com

传真：+86-20-86255199
网址： www.skypro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聚光灯，LED成像灯，LED三基色，

LED会议灯，LED光束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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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镒通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广州市思凯灯光设备厂成立于2005年，十所年来一直效力于舞台灯光领域的研发，生产、销售，经过多年
的发展，现拥有现代化工业厂房8000多平方米，并提供从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安装、调试和售后等一条
龙服务体系。
自成立以来，我们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各展会，得到了各界的认可和好评，我们已形成了LED影视灯具、LED
舞台灯具、电脑摇头灯、追光灯等多种产品体系，特别是其中的LED影视灯光系列更是在不少大中型项目中
得到应用，得到广大用户的一致好评，成为我们产品中的明星。
“专业、专注、专精”不仅是我们的口号，更是我们企业发展的方向。
“十年磨一剑”广州思凯灯光厂一直秉承“认真做事，诚实做人”的发展理念，把我们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愿与各界同仁，不断努力，携手前行。Guangzhou Sikai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It has been playing for R&amp;D,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the field of stage lighting for ten years. After many years of development, it now has more
than 8,000 square meters of modern industrial plants. It also provides a one-stop service system
from product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installation, commissioning and sal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e have participated in many exhibi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received
recognition and prais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e have formed a variety of product systems such as
LED film and television lamps, LED stage lamps, computer lamps, and rear-light lamps. In particular,
the LED film and television lighting series has been applied in many large and medium-sized
projects, and has been widely praised by users and has become a star in our products.
"Professional, dedicated, specialized" is not only our slogan, but also the direction of ou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Ten years to wear a sword" Guangzhou Sikai Lighting Factory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serious
work, honest person" development concept, our enterprises continue to develop and expand.
"The road is long and far, and I will search for it from top to bottom." We are willing to work with
colleagu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work together.

Hall 3
3 号馆

广州力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mi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华兴工业园东升路自编2号B栋二楼
电话：+86-20-61821791

传真：+86-20-61821799

邮箱：2640266196@qq.com

网址： www.leemc.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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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力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2011年成立，专注于舞台影视灯光及工程定制。专业从事会议室灯光、
演播室灯光、多功能厅灯光、剧院礼堂灯光等专用灯具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力铭光电旗下现有两个专属品牌。“LEEMC”是专注于舞台灯光的品牌，致力于舞台灯光的研发，生
产，销售。 而“力基仕”则专注于影视灯光，如会议室灯光、演播室灯光、多功能厅灯光、剧院礼堂灯
光等专用灯具的研发、生产、销售。
公司先后通过了ISO9001:2008质量质量管理体系认证，0HSAS 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产品取得数十项技术专利，研发投入逐年递增。并获得
广东省科技小巨人、广东省高新培育企业、广东省创新科技企业等殊荣。
力铭光电，以灯为煤，创造更佳光感体验，严格控制产品质量，力求精益求精，以高性价比的产品，
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得到了广大用户的一致认同。ISO9001:2008质量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0HSAS 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通过自主研发取得十几项实用新型专利技术，研发投入逐年递增。广东省科技小巨人、广东省高新技
术企业、广东省创新科技企业、广州演艺设备行业商会资深会员单位、1688百行先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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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明扬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MingYang Stage lighting co., LTD

3 号馆

广州杰城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eCheng Entertain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窖心东路二号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工业区瑞香路四号利秋工业园内3栋

电话：+86-13798058085

传真：

电话：+86-20-37719152

传真： +86-20-37719162

邮箱：540280710@qq.com

网址： www.myprolite.com

邮箱： mengna_85125@126.com

网址： www.gzjcly.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脑摇头灯，

3E-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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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束灯，染色灯，par灯，聚光灯

广州市明扬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

3E-05A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挂钩/舞台桁架/航空箱及舞台灯光配件
GuangZhou JieCheng Entertainment CO.,Ltd is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a full series of

研发、生产、销售、售后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有：LED摇头灯，LED摇头光束灯，LED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cceossories,with advanced machining technology and conve-

防水帕灯，摇头光束灯等各种高品质舞台灯光设备。产品适用于专业舞台演出，高档酒吧，俱乐

nient material resources.we are including clamps,saftey cable,flight case and truss,with CE

部，KTV等娱乐场所.

& ROHS certification,all our products can be up to the TUV cereification requirement.

Guangzhou Mingya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1,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is engaged in stage ligh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ale as one of the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main products are:
LED moving head, Beam lights, LED waterproof par light, shaking his head light and other
high-quality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Products for professional stage performances,
high-end bars, clubs, KTV and other enter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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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北岛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Guangzhou B&D Lighting Ind.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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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亭西路28号裕隆商业大楼

地址：广东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大龙街沙涌村长沙路11号3楼
传真： +86-20-22913231

邮箱：Alan@bd-lighting.com

网址： www.bd-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

公司秉承“安全、稳定、标准、真诚、高效、恒定”的企业理念，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快捷高效的

邮箱：471020419@qq.com

网址：

facturing of stage smoke machine, snow machine, bubble machine, LED Pyro fogger ,foam

技术安装调试及服务于一体的实体企业， 经营范围包括：研发、生产、销售LED高效舞台影视系
服务。

传真：

HK Kaysen is your trusted partner of the lighting indu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

广州北岛光电实业有限公司在专业从事舞台灯光、娱乐灯具、户外照明灯具研发、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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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5992430006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特效

STGAE LIGHTING

列灯具、电脑摇头智能灯具、户外实景演出及亮化灯具，设计策划、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及咨询

HK KAYSEN TECHNOLOGY INDUSTRIAL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电话：+86-20-22913231

广州和森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3E-05B

machine as well as some fluid etc. Our location in Guangzhou ,China.
Together with sales ,we also provide excellent OEM/ODM service around the world， and
all products passed the required exported testing licenses and certificates. Ideas and prod-

服务，公司得以迅速发展并保持年增长率40%以上，运用在数以百计的项目中并得到合作伙伴和

ucts with unique design，superior quality , stable performance allow our customers to be

用户的认可。北岛光电已成为国内专业剧场剧院礼堂文化系统、中高高校教育系统、户外实景文

faster in the market, have a better quality and cost advantage over the competition. Our

旅系统及企事业单位会议系统等项目的首选竞争力品牌。

experienced and motivated team knows : it’s about your success in the market.

Guangzhou B&D Lighting Ind. Co.,Ltd devotes in the professional lighting depend on

We are your partner with all under one roof: strict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and perfect

technology and creation, based in Guangzhou China and serving the global customers in

management system,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excellent service . Let’s make progress

high quality products, integrity cooperation and attentive service.

together, co-create win-win situ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

Products: stage, entertainment, architectural led lighting
Technology: special needs in the mechanical and software for customers, the professional
lighting project designing and using training.
Warm welcome to cooperate with us in the OEM/ODM, all the products in CE/ROHS comli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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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彩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all 3

GuangZhou AK Lighting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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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IGHTING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均和街夏花一路小石马工业区2栋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区巴江东路6号

电话：+86-15920358422

传真：

电话：+86-20-86442086/13610284125

传真：

邮箱： kally@ak-lighting.cn

网址： www.ak-lighting.com.cn

邮箱： rimxf2009@126.com

网址： www.by-lighting.com
www.pro-by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像素点控舞台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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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百熠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摇头灯，LED摇头图案灯，

LED防水洗墙灯，LED电池灯，LED防水投光灯

广州彩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新技术公司，主要致力于特别的舞台设备的开发，生产，销
售和租赁：
LED点控频闪灯，LED点控矩阵灯，LED梦幻灯条，LED

幻彩灯,

广州百熠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设备的研究和开发生产，销售，安装于一体的综

LED3D像素球，LED软灯带，

LED 3D点控管， LED D-型管, 天花灯等等LED单点控产品。
还有DMX分配器，DMX 放大器， Arnet到DMX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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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以“以人为本，为客户创造价值”作为我们的宗旨，努力满足客户，始终努力做得更好。

合性企业。目前主要产品包括摇头灯系列，LED摇头灯系列，LED

PAR灯系列，洗墙灯系列，效

果灯系列，影视灯系列，投光灯系列产品。该产品广泛用于专业剧场，娱乐中心，酒吧，会所，
夜总会和所有的企业和机构多功能厅等场所，我们有专业的人才和良好的安装，调试技术，使我
们的产品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精心设计，严格的检验和品质都得到了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我们倾听客户对开发和改进产品的不同要求和建议以及我们的服务质量，以满足不同的市场和需

未来百熠灯光将继续努力开发和生产更多的产品，继续以质量求生存，以诚信求发展，以合理的

求。

价格服务客户。
BY LIGHTING LIMITED is a high-tech integrated enterprise engaging in design,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indoor and outdoor LED lights.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stage,
disco, advertising and architectural industry etc.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ur company, we have been devoted to supply high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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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and excellent after sales device to our customers. In the course of our growth, we

广州伦柏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have been striving to enhance continually our design, R&D and manufacturing capabilli-

Guangzhou Rainbow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ties. We pride ourselves on exporting our products to all over the worl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平沙村夏花路神公山工业区 9 号楼
No. 9 building Shengongshan Industrial Zone, Xiahua Road, Pingsha Village,
Junhe Street,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电话：+86-20-86084134
传真： +86-20-36795225
邮箱： sales@rainbowlights.cn

3F-01

网址： www.rainbowlight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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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庆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BY LIGHTING LIMITED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LED摇头灯，LED帕灯，LED聚光灯

联系方式

Guangzhou Rainbow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ith more than 15 years of develop-

电话：+86-135 3359 5851

传真： +86-20-62925414

ment and experience, we are becoming the leading supplier in this field in China in these

邮箱： 526635327@qq.com

网址： www.xuanyulight.com

years. We have created a series of products covering: Beam Light, LED Moving Head Light,
LED Par Light, LED Effect Light, Follow Spot Light, Controller.
广州伦柏光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有摇头灯、电脑灯、激光灯、LED灯、频闪灯、户外探照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二社工业区A2栋2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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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图案灯，LED帕灯，洗墙灯，LED摇头等

灯等一系列产品。经过多年的发展, 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也逐步完善,完全按照IS09000 质量管

本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公司，公司主要产品有440光束及图案灯，380

理体系进行规模操作, 并与多家国内外知名品牌进行OEM合作。

光束及图案灯，350光束及图案灯，260光束灯，230光束，LED帕灯，LED摇头图案灯，LED摇
头调焦染色灯等一系列舞台灯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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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镭幻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Magical Laser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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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zhou Boruida stage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金山村华创产业园区二期6栋101单元

地址： 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白马镇丰民路18号

电话：+86-20-31134308

传真： +86-20-31134408

电话：+86-523-86819996、15366701619

邮箱： 149330156@qq.com

网址： www.magicallaser.com

邮箱： 149330156@qq.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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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博瑞达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镭幻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多媒体激光表演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租借、服务为一体，为
客户提供个性激光表演解决方案的现代化高科技企业。公司凭借行业内资深人才和技术精英的优势，
并结合自身求实、进取、创新、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以及对产品的严谨态度，现已成为国内外知名
的激光表演及系统供应商。
长期以来，广州镭幻科技团队凭借强大的产品设计力，过硬的产品质量，优质的服务支持，赢得广大
客户赞誉。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舞台灯光工程，市政亮化工程，大型庆典及演出，标志性建筑，娱
乐场所，主题公园，展览展示及广告宣传等领域。广州镭幻科技有限公司将秉承“至真至诚”的经营理
念服务于客户，切实为您精心打造属于您的个性化多媒体激光秀。
Guangzhou Magical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is a high-tech professional multimedia laser
performance system manufacturer which has R&D,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leasing, service
ability, and we provide unique laser performance solution to our customer. Depends on
professional elites and technology support, also combine with Pragmatic, progressive,
innovative, our company has become well-known laser performance system supplier in the
domestic and overseas market.
Guangzhou Magical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set R&D,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enter to
satisfy lots of customer demands. For a long time, Guangzhou Magical Laser Technology Co.,
Ltd won a lot of customers praise by excellent design, high quality products, first class service.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stage lighting engineering, city lighting projects, large-scale
celebration and performance, landmark buildings, entertainment places, theme parks, exhibitions and advertising areas etc. We are insist on “true-hearted management ” to our customers and provide unique multimedia laser lighting show.

传真： +86-523-86819996-808

网址： www.tzbrdkj.com
brdkj.en.alibab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机械设备
泰州市博瑞达舞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8月19日，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精心树立诚信品牌形象，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团结努力下，我们已逐步发展成为集产品设计、制
作、包装及运输等于一体的舞台机械设备生产厂家。公司以特色风格，合理配置，为剧院、剧
场、多功能厅、演播厅、迪厅、夜总会、体育馆、礼堂免费设计方案。我们严格遵守承诺、认真
履行合同、严把质量关，最终为每位客户都交付出了满意的解决方案和作品。
本公司始终坚持“科技为第一生产力”，不断改进工艺，强化检测手段，研制开发新产品。“大胆创
意，新奇构思”是博瑞达舞台的特色，为你实现独一无二的艺术构想、特殊造型、特殊机械、特殊
动作、特效设备……是我们的梦想。旋转、升降、螺旋、飞人、制动装置、异性机械、水中、天空
……你能想到的舞台构想，我们都可以帮您实现，我们具有机械及电气化专业设计人员。博瑞达舞
台，让你在后现代的发达科技和原始的工业革命间，追寻您舞美构思的新故事，新构想。
公司现拥有普通控制系统、模拟定位控制系统、PLC控制系统、单片机控制系统，这四大系统为
客户提供周全、合适的系统解决方案。本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管理结构科学，具有完善的质量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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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体系，售后服务体系和良好运作发展体系。
“诚信、和谐、敬业、超越”是我们博瑞达科技的企业精神。在取得市场份额更大、客户的美誉度
更好的同时，公司仍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客户服务，不断强化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未来，我
们有着更大的进步空间，产品的创新和各项配套服务都将进一步拓展，我们会尽最大努力生产出
让客户满意的舞台机械厂家不同功用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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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联汇声光科技有限公司

Founded in Aug.2009, Taizhou Boruida Stage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

联系方式

installation and service of stage equipment numerical control system, stage equipment,

facturer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 transportation,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道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总部中心14号楼401

3F-03
3D-03
3C-03

电话：+86-20-31123588

传真： +86-20-31077299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TW-FUN8、FUN12、FUN10、FUN15、

FUN15sub、K3DSP功放等；DAS-DSP系列、CL系列等
广州联汇声光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番禺天安节能科技园，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音响系统、灯光系统、视
频会议系统、广播、娱乐、中控系统、舞台机械系统、火灾报警系统工程，通讯系统工程，楼宇设备自
控系统工程，会议系统/视频点播系统工程，LED灯光照明、照明系统安装及工程设计服务、机电设安
装服务、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等的高新技术企业。
致力于完善合理的供，销，服务为一体系，打造“中国最卓越的娱乐音响系统供应商”，集产品代理销
售，系统设计，安装调试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
Fun 12是我们推出的又一经典多用途扬声器！它不仅外型美观紧凑，而且在中频部分性能优异。最后，
在声乐监听方面，它也表现优异且性能强劲。
Fun 15它是一个真正的多面手，它可以独自撑起一台舞会，它可以用于延时音箱，可以用作各种补声，
或者舞台监听音箱。或者与我们别的低音音箱搭档——与B15组成被动分频系统
K3DSP功放 在我们
特别定制的功放中，利用高解析度处理器，给客户提供所有音箱的预设。 我们配置了两种功放系统，
分别是Rack3M和Tourack10，安装于机柜内。里面功放可推TW
AUDiO任何一款音箱，没有型号限
制。

stage sound, stage curtain for theater, function room, studio, disco, gymnasium, hall and
so on.
Located in Taizhou, Jiangsu Province, east of China, we enjoy convenient access to major
transportation networks. Our company covers an area of 2000 square meters and has
around 20 staff members. Furthermore, all our products are manufactured with advanced
equipment, implement control system and strict procedures in order to ensure high quality. Our experienced engineers are enabled to meet your customized requirements. Rotate,
life, screw, fly man, brake device, special machine and whatever stage effects you want, we
can help you realize it. Meanwhile, OEM and ODM orders are welcome.
We have general, analog positioning, PLC and single chip control system so that we can
provide the best system solution for our customers.
Adhering to the business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ts, we have built up a good reputation
among our customers due to our perfect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fter-sale services,
and competitive price. We warmly welcome customers from at home and abroad to cooperate with us for common succes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for mo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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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悦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OPULAR STAGE LIGHT EQUIPMENT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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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西街54号4楼

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永福路1号

电话：+86-20-37416696

传真：

电话：+86-18814124610

传真：

邮箱： info@ppllight.com

网址： www.ppllight.com

邮箱：3138187145@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薄雾机，水性雾机，CO2气柱机，彩纸机，

彩虹机，水雾机，花瓣机，手持喷枪，直喷烟机，

广州悦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一直致于成为创新、设计和制造可信赖的照明解决方案专家。本公司秉
承着"实用""专业"和"强大"的理念为所有的专业观众提供非常精湛的灯光视觉盛宴。我们公司产品主要
包括流行LED摇头灯，LED帕灯，电脑灯，控台等等。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够一起成长......
"PPL" ( GuangZhou Popular Stage Light Equipment Factory )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manufactory which provides integrated services of research, production, marketing, after-sales
inquiry, repair and maintenance. Our equipment are widely used in professional theater, entertainment centers, bars, parks, clubs, nightclubs and multifunctional units of conference halls.
Compliant with CE and RoHS standards, our products main involve LED moving head lights, LED
par lights, controllers, Moving head light, etc.
We adhere to customer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idea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of product quality as the goal,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high quality, cost-effec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Hope we grow up on the coming days .

广州花都区顶极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POPULAR STAGE LIGHT EQUIPMENT LIMITED

联系方式
地址：NO.5 DONGSHENG ROAD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电话：+86-13570584406

传真： +86-20-28608289

邮箱： sales@pro-toplight.com

网址： www.pro-top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3F-05A

Guangzhou wuyip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舞台摇头灯

3F-04B

广州舞艺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板砖

Guangzhou TOP Light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that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led dance
floors only. TOP Light has been always focusing on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 sales
and striving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innovative led dance floor manufacturers
in China.
We have more than 8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roducing led dance floors. In early stage of manufacturing, we have been always trying to changed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connections methods
to pursue the best dance floor. Top Light adhere to strictest quality with competitive price. Now
all our dance floors are wireless connection and very easy to set up. All the products are
approved by CE and RoHS certificate.
Meanwhile, we have advanced machines to cut Acrylic, PVC and PP. All of our experienced workers only focus on dance floors which help ensure the quality of dance floors. We have 5 professional engineers focus on research only led dance floors everyday . All these help us produce
new items very soon. If you want to have your own design floor, welcome discuss with us about
the details.
TOP Light sale team all can speak professional English and provide excellent service for our
customers on time. Our after-sale team can provide professional 24 hours after-sale service on
line. Moreover, TOP Light boss went to attend Germany show, LDI show in USA ,Plasa Show in
UK and Europe Market to show dance floors and got very good reput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of our old customers and welcome the new customers coming in our
group .we are waiting you to visit our factorys in Guangzhou .

烟油气柱机，泡泡机，烟泡机，电子礼花及
舞台烟油耗材等
广州舞艺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舞台特效设备研究、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
体的专业厂家；专业生产舞台烟雾机，二氧化碳气柱机，水雾机，彩纸机，彩虹机，花瓣机，雪
花机，泡泡机，电子礼花机，DJ枪及舞台烟雾油等系列舞台特效设备产品。
Guangzhou wuyi pu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stage
special effects equipment research,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stage smoke machine, carbon dioxide gas column

3F-05B

machine, fog machine, paper machine, rainbow machine, machine, snow machine, bubble
machine, electronic machine for fireworks, DJ and stage smoke oil gun and other series of
stage special effect equipment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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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ong Chu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H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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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炎兴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Chengdu Yanxing Automation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龙湖龙滘路1238号1栋402

地址：成都市成华区东三环路二段宝耳路2号

电话：+86-18675840080

传真：

电话：+86-13982162701

传真： +86-28-66761699

邮箱：1833605924@qq.com

网址： www.zc-ltte.com

邮箱： cwang3@163.com

网址： www.yanxingtech.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380W光束灯.400W光束灯.440W光束灯
广州中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舞台光源生产，销售及研发于一体的现代

3F-07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三维威亚、轴控制器、智能控制台
成都炎兴自动化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专注于演艺行业控制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

化生产厂家。产品适于各类中档、中高档舞台、歌舞剧院、电视演播厅、多功能会议厅、演艺广

炎兴自动化以多年的舞台工程自动化解决方案实践为基础，通过自主研发核心技术以及对工程现

场、机关大礼堂、娱乐城、DISCO夜总会、酒吧、慢摇吧、迪士高、卡拉OK、家庭Party等娱乐

场的长期实践和经验沉淀，不断满足客户对产品技术的领先性和高品质的追求。力争为客户提供

场所。

多品种、安全、稳定、技术领先、高性价比的舞台机械控制产品和舞台工程整体技术解决方案。

主要产品有: LED灯、电脑摇头灯、电脑扫描灯、电脑追光灯、激光灯、频闪灯、图案花灯、程序

公司已申请多项相关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效果灯、户外灯、烟雾机、泡泡机、雪花机、喷火机、舞台灯，多种DMX512控制台及各种舞台

公司参与多项国内大型重点项目和部分国外项目，国内项目如上海迪斯尼乐园宝藏湾剧场和城堡

配套设备等。

剧场、万达剧场（万达西双版纳、万达南昌、万达合肥）、青岛上合峰会、归来三峡项目、江阴

专业提供：舞台配置方案、方案说明、舞台布置平面图、效果图、工程安装调试指导、技术问题

大剧院改造项目、敦煌大剧院、甘肃大剧院、庆阳大剧院等。

解答、技术人员培训等支持；承接：灯光音响工程、国内外ODM、OEM加工。
广州中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坚持管理科学化、生产高效化、产品多元化、市场国际化的经营理
念；拥有先进的研发、实验和生产设备。以其高性价比的产品，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

3F-06

务，诚信为宗旨，从而得到各经销商与用户及同行的一致认同，在业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威格
舞台灯光秉承专业、高效、严谨的治业理念，以提高人们精神文化水平，分享更多快乐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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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丽华舞台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lihua Stage Lighting Sound Co. Ltd..

致力于开发、研制、生产舞台灯光来服务生活，寻求审美情趣和舞台需求的有利结合，彰显产品

联系方式

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品味，为灯光事业注入科技激情和美学活力。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红星桥珠岗路第六工业区A栋3楼

“高品质、重信誉、互利共赢”是公司的经营之道，开发新的产品，完善企业管理，掌握市场动

电话：+86-13535005848

传真：

态，提高服务质量及满足客户的要求是企业的经营目标。

邮箱： 617796499@qq.com

网址： www.leahualight.com

广州中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正以饱满的技术能量和精诚的合作态度，为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摇头灯,光束灯

化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作为一个积极进取的企业，我们坚信：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创新是企业的

帕灯

血液，服务是企业的灵魂，凭着“创新发展，迈向世界”的理念，我们真诚希望能与您---我们尊敬

广州丽华舞台灯光音响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厂房面积2000平方。

的国内外客户，携手共进，共创辉煌未来！

作为舞台灯光行业的后起之秀，一直致力于舞台照明及娱乐行业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丽华

3G-01

目前拥有20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厂房，6条标准化生产线，3条检测工作台！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丽华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公司整体年轻化，蓬勃朝气。目前公司拥有工程
师4名，生产员工10多名，其中5年以上从事舞台灯光行业占50%。公司拥有国内外业务团队，售
后服务团队。以最快的效率解决客户的各种需求。
The LEAHUA brand was born in 2009 when efficient, lighting and technology got together.
LEAHUA is specialized in supplying cost-effective and efficient light products for Entertainment and Architectural applications.
Based Baiyun of Guangzhou China, LEAHUA Headquarters and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combine and organize the highest competence in engineering, software, electronics and optics, aiming to create highly cost-effective fix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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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科喏斯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Cronos stage light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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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冈兰花街工业区自编7号B栋2楼之二

3G-01B

电话：+86-13138458888

传真：

邮箱：1461868207@qq.com

网址： www.feiyue-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Stage

3G-04

广州思品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企业。我们专注led
染色面光系列。目前已畅销全国各地，并出口到东南亚，欧美市场。以“质量第一，服务第一”为
原则，希望赢得您的支持与信赖。

厂家，利于先进技术专业生产舞台电脑摇头灯，LED舞台灯，LED地板砖，以及各种舞台效果灯
具。公司产品已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电视台，歌剧院，KTV，酒吧以及各种影视娱乐城等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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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汇芝光舞台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3 号馆

传真：

邮箱：2443943838@qq.com

网址：

3G-04B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灯-LED
专业生产 KTV 酒吧激光灯LED摇头灯 户外演出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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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RIX中国

INOAGE GMBH

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五一村中金路12号创美产业园
电话：+86-13902278680

传真： +86-757-81116369

邮箱：madrix.team@gmail.com
madrix@126.com

网址： www.madrix.com
www.madrix.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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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号馆

3G-03

参展商品牌/产品： 金刚系列调光台
广州市明静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
专业舞台灯光设备生产企业。公司拥有灯光控制器和灯光设备两大产业。旗下有灯光控台 “KingKong（金刚系列控台）”和灯光设备“MJ light（明静灯光）”两大品牌。推出的所有产品均为自主
研发，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
金刚1024SI控台有节目录制功能，最多可储存100个节目，灯光秀演示一劳永逸。有内置时间码
和外置MIDI触发功能,让您轻松实现一键声光同步的炫丽灯光秀。场景能够实现交叠功能，图形有
宽度参数，能够更快速的编程.带有RDM功能可直接在控台上面调地址码。带网络接口可在电脑上
进行路线编程

广州上品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 ZHOU EMPIRE LIGHTING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旗岭新花路10号福野工业园
电话：+86-20-36804959
传真： +86-20-36804039
邮箱： info@empire-lighting.com.cn 网址： www.empire-lighting.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MADRIX软件
MADRIX是一款LED照明控制器， 也是一款功能丰富而且直观的软件。该应用即可作为灯光效果发生器， 又
可以作为媒体服务器， 功能强大， 可以显示独特的LED灯光实时效果，可以通过像素映射2D，立体像素映射
3D和内置图像和渲染引擎创造完美自定义的无限精彩视觉效果，让灯光随音乐舞动。
The MADRIX ® Software is the preferred lighting tool of choice for industry professionals, lighting
designers, operators, VJs, and enthusiasts all around the world.
From small projects and events to high-profile architectural installations, the largest stages, and the
most famous clubs, MADRIX ® Software makes the most creative lighting designs possible. Thanks to
very intuitive controls and enormous flexibility, you can create stunning lighting effects for your LEDs
in no time. The application is a real-time effects generator for 2D pixel mapping and 3D voxel
mapping with additional media server capabilities. Using the built-in graphics and rendering engine,
fully customizable live visuals are created by you quickly and easily.
Combined with neat hardware products, it is a proven and innovative LED control solution. MADRIX
®hardware reliably transfers the lighting data to your LEDs and controllers. Any small or large LED
installation benefits from prime build quality and outstanding features, such as the built-in synchronization mode that ensures an optimal image on your LEDs without visual interruptions.

Guangzhou Ming Ji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长虹村苏太路二横路7号
电话：+86-18620506171
传真：
邮箱： 2324721522@qq.com
网址： www.mjinglight.com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大冈东街128号A栋5楼
电话：+86-18620277872

广州市明静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Guangzhou huizhiguang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co. LTD

联系方式

3G-02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村石门工业区
电话：+86-18688867540
传真： +86-28-66761699
邮箱： spinglight@hotmail.com
网址： www.spinglight.com
spinglight@163.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200w4合1排控怕灯/SP-BP24

lighting

广州科喏斯舞台灯光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是一家舞台灯光设备生产，设计，销售及售后服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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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思品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pi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参展商品牌/产品： Mythos、TOP280、Pointe280、B-EYE K10、AURA、POINTE380

3H-01

上品灯光位于美丽的广州花都区，一直专注于舞台灯光的研发与产品应用。经过多年的努力，咨
询专家，吸取客户意见，上品灯光已隐居行业前列。
一、中国最好的Mythos。Mythos是一种高科技的多功能一体灯。
二、TOP 280：世界上最亮的光束灯。双棱镜代替单棱镜，能做出更多美轮美奂的效果。完美的
软件设计结合高材质的线路板，水平/垂直扫描速度跟原装百奇SHARPY的速度一样块。
三、Pointe 280:所有参数、通道、图案、颜色、几乎和原装Robe Pointe 一样，可以使用与原装
Robe相同的灯库。
四、上品蜂眼K10是一个高性能的摇头染色灯，能打出惊人的光束和全新的壮观视觉效果。
五、Pointe 380:Beam +Spot +Wash , CTO, Animation,光斑大，亮度高,颜色盘带有七彩效果,两
个棱镜（8+16）可快速切换，可叠加,灯钩与底座合为一体，更加方便,显示板自带USB接口，软
件智能升级，显示板中英文双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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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艾森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Hall 4

Guangzhou IS Culture Technology Co., Ltd.

4 号馆

Guangzhou Aiweidy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广州市荔湾区花湾路613号C栋5楼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第一工业区兴和南五路3号

电话：400-1088-081、+86-20-81659089

传真： +86-20-81655191

电话：+86-20-87438606

传真：

邮箱： 888@is.gd.cn

网址： www.is.gd.cn

邮箱：

网址： www.aiweidy.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脑摇头灯、潜水IP68（防水IP66）电脑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170W

LED三合一摇头灯、
440W防水摇头电脑灯、37珠LED大蜂眼

“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艺术化”

广州市爱维迪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从事舞台灯

体现了在新时代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舞台灯光的科技与艺术相融合，并不断创新，引领了新

光音响企业。成立于1993年，公司位于白云区太和第一工业区，占地15亩，建筑面积25000㎡，

时代文明的跃迁。在本世纪初，“艾森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应时而生。

花园式厂房。厂内配有500㎡智能多功能演播厅，1000多平方米现代化办公场所。经过20年的发

艾森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18年经验的舞台灯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出口、工程与服

展，公司已经成为国内具相当具规模和知名的企业。产品遍布国内大中城市，远销全球各地，并

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公司。立足于中国广州，服务面向全球，作为舞台灯光行业发展见证人，不

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户外灯、景区亮化灯、城市地标灯、激光光源

负时代使命，不畏艰难敢于创新，艾森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在舞台灯光投入大量研发，现拥有舞台

公司荣获“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理事单位” “中国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理事单位” “广东省演出业

灯具全球领先技术的激光光源、特殊光路使光在空中成像技术，以及IP66防水、IP68潜水电脑灯

协会理事单位”

等多项高新技术产品，为国内灯光领域填补了多处空白，产品运用于国内外大型综艺晚会、电视

证、RoHS认证。

公司致力于将研发成果变成产品的转化，结合灯光、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创新，以科学的方法，实

Guangzhou Aiweidy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Is a coll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

事求是的态度，为顾客创造更大价值。
"Art is becoming more scientific, science is becoming more artistic."
It show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中国行业十大最具竞争力品牌”“舞台设备工程资信示范单位”……拥有完善的资源

管理系统，公司通过ISO9001:2015质量体系认证，产品通过国家技术监督局检测及欧共体CE认

演播厅、体育场馆、剧院、剧场等专业场所。

3w03

广州市爱维迪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4A-01A

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to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sound enterprises.
Was founded in 1993,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tai first industrial zone,

in the new era, the technology of stage lighting is integrated with art and constantly inno-

covers an area of 15 mu, building area of 25000 ㎡, garden-like factory. Factory is equipped

vates, leading the transition of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with intelligent multifunctional studio 500 ㎡, more than 1000 square meters modern

"Eisen Culture Technology Co., Ltd." should be born from time to time.

office space. After 20 years of development, the company has become quite a large scale

IS Cultural Technology Co., Ltd. is a high-tech company with 18 years of experience in the

and famous domestic enterprises. Products throughout the domestic large and medi-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export, engineering and service of stage lighting prod-

um-sized cities, are exported to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

ucts. Based in Guangzhou, China, the service is oriented to the world. As a witness to the

ers consistent high praise.

development of the stage lighting industry, it is not afraid of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and

Company was awarded "China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association director unit," "the

dares to innovate. Eisen Cultural Technology Co., Ltd. has invested a lot of research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south China's guangdong province chamber of commerce

development in stage lighting. It now has laser light sources with leading global technolo-

governing units," "community gave association director unit of guangdong province",

gy for stage lamps, special light paths to make light imaging technology in the air, and
many high-tech products such as waterproof and diving computer lamps, which have
filled many gaps in the domestic lighting field. The products are used in large-scale variety
shows, television studios, sports venues, theaters, theat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venu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transforming R&D results into products, combining the
fusion of lighting, art and technology, and creating greater value for customers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s a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hina top ten most competitive industry brand" "stage equipment engineering credit
demonstration unit"... Have a perfect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mpany passed
the ISO9001:2015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product through the national technical
supervision bureau inspection and the ec CE certification, RoHS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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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骏环球工业有限公司

Hall 4

GLOBAL TRUSS CORP.

4 号馆

MeiTian（Guangzhou）Technology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芙蓉工业区赛尔康大道2号

地址：

电话：+86-755-29894161/2

传真： +86-755-29894163

电话：+86-18688864875

传真：

邮箱： globaltruss@963.net /kathy@globaltruss.cn

网址： www.globaltruss.cn

邮箱： 270863102@qq.com

网址： WWW.meitian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桁架，舞台桌，灯钩

CLAMP(COUPLER)

4A-01B

美田（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TRUSS, STAGE,

About u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we produce high quality and reliable products made of aluminum
which are being certified by various independent testing institutes.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一家研发力量雄厚，科技理念超前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先后通过

4A-02B

ISO9000：2000 质量标准认证和 CE 认证，性能达到国家先进水平。使公司逐步成为灯光行业中
的一面旗帜。“每天都在进步，美田自强不息”。
“立足广州、辐射全国、走向世界”。这是美田的追求，也是美田给客户的承诺。

Our deep product range has been systematically extended throughout the years and

When you ar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ields a handshake at the moment, you can feel the

includes besides regular truss, crowd barriers, clamps and hooks also complex stages and

beauty of the field quality of people!

heavy duty truss systems. Also when it comes to innovation, our R&D department

MeiTian (Guangzhou)Technology CO.,LTD., has been working in stage lighting product

sets new standards and is able to pick up and realize ideas from our customers promptly.

development,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s a strong research

Global Truss products are being sold in more than 70 countries worldwide and our

and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d the concept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customers appreciate the excellent quality and availability. Quality, reliability, innovation

The company has passed ISO9000: 2000 quality standard certification and CE certification,

and availability are the key words which we implement globally into our ruling principles.

performance reached the national advanced level. The company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We are very proud of our achievements and look positive into the future.

lighting industry banner. "Progress every day, Mei Tin self-reliance."

SAFETY FIRST

"Based in Guangzhou, the radiation, to the world." This is the beauty of the field of pursuit,

Always and at all times. For this reason, Global Truss products are type of construction

but also the US field to the customer commitment.

tested by TÜV Nord and do not only fulfill the norm values but outperform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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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安贝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Ablelite electronic Co., LTD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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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wingo stage light co.,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大岗工业区1号楼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鸦岗第十一社工业区A1栋

电话：+86-20-81926883

传真： +86-20-34862813

电话：+86-13711713597

传真： +86-20-22079120

邮箱： info@ablelite.com

网址： www.ablelite.com

邮箱： wingolight@wingolight.com.cn

网址： www.wingolight.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

4A-02A

广州威格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安贝电子是一个富有激情活力、创新进取的团队，具有丰富舞台灯光行业工作经验和超强的自主
研发能力，真正了解客户所需并能提供专业服务和解决方案。从设计开始工程师就尽力做出方便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

4A-03A

"Guangzhou Wingo Stage Light Co., 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stage lighting, which is focus on producing, marketing and R & D.

安装和维护的产品，正式推广前我们已经对样品经过严格的测试，数次的改进和更新，小批量的

Our products are suitable for various entertainment and recreation place, such as theatre,

试产和最终的确认。我们的工程师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新能力想象力，致力于每一个小细节，开发

TV showroom, multimedia hall, showsquare, organ hall, recreational city, Disco club, Bar,

出有创意的、稳定的产品，从外观设计、机械结构、电路软件都是自主研发完成。我们的销售不

KTV and so on.

断研究千变万化的市场，聆听客户的意见，提供出准确的开发意向，并参与到每一款产品的开发
和验证过程，为客户提供专业、迅速的服务和解决方案。ABLELITE，我们是您忠实可靠的合作伙
伴。

Main products: LED moving head light, led par light, led effect light, led wash light, moving
head light, a variety of DMX512 consoles and various ancillary stage equipment. We have
got CE certificate for ou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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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锦演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jin performane equiment Co.,Ltd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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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Malanbao Electronic Lighting Equipments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石台大道一号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鸦岗西岐十一社工业园B区2栋

电话：+86-20-86856190

传真：

电话：+86-20-86026711

传真： +86-20-86026932

邮箱： 1665271977@qq.com

网址： www.huajintruss.com

邮箱： 1195677522@qq.com

网址： www.malanba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灯光架，truss架，太空架，铝合金舞台，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烟雾机、薄雾机、水雾机、雪花机和特效设备

脚手架，雷亚架，合唱台等

4A-03B

广州市马兰宝电子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华锦演出设备有限公司位于世界舞台设备生产基地"广州市白云区"，是一家从事专业设计,
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工厂，主要生产各种规格型号的铝合金桁架、灯光架、太空架、背
景架、展览架、脚手架、铝合金活动拼装舞台、升降舞台、铁舞台、吧桌椅、防暴栏、合唱台、
标准航空箱、不规则箱等产品，可根据客户要求订做和设计，这些专业设备可广泛应用于各种类
型的演出、展览、婚庆及各种庆典活动等.
华锦不光拥有先进的设备、雄厚的技术、精湛的工艺，公司自成立以来，以“品质领先 服务取
胜”为宗旨，积极推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东南亚,北美及世界各国.深受各界
众多客户的认可.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Guangzhou Huajin Performance Equipment Co.,Ltd, specializing in aluminum lighting
truss and stage in China,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top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clients worldwide.
we are a supplier of a wide range of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products including aluminum truss and stage,barrier,flight cases,cable cover. HJTRUSS works with a diverse number
of clients from different industries including theaters, TV studios, concerts, touring, theme
parks and profession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t HJTRUSS, we highly value the power of our dedicated staff and the professional service
they provide. We attract, develop and retain the best talents to make sure you get the
first-rate product and service.
We aim at "Quality first, Service win", our products is popular among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We will be eager to make progress and challenge ourselves to provide the
better and better service for our customers.

广州市马兰宝电子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于1995年,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烟雾机、薄雾效果机、低
烟特效、气柱特效、泡泡机、雪花机、彩虹机、泡沫机等一系列产品及各式烟油、泡泡油、雪花
油等舞台周边设备的厂家。
十多年锐意进取，刻苦钻研，使我们取得了不断的成功。
本公司集技术开发、设备生产、产品销售、售后服务、技术咨询于一体，拥有一支高素质的专业
研发、销售、售后服务队伍，实力雄厚，经验丰富。如今，我们已获得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的认证，并全方位贯彻执行，为客户提供精益求精的高质量产品。“服务至上、完善管理、品质
第一、开拓创新”是我们的质量方针，“守信，想客户所想，做客户所需”是我们精神。多年来，我
们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我们加快脚步不断创新、更新产品、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以巩固和壮大企业。展望展望未来，我们
将一如既往地与你携手共进，共创璀璨的明天。

4A-04B

Guangzhou Malanbao Lighting Equipments CO.,LTD. founded in 1995.It is a Hi-Tech stage
surround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f fog machine,bubble machine and snow
machine,as well as fog lifquid,bubble liquid and snow liquid,gathering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device fabrication,products sale,after-sale service,as a organic whole.
Ten years of efforts and research promote us to get success all alone.
We have an energetic group of qualified scientifically technology R & D engineers,as well
as a set of perfect 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after sale service system.In these years,de-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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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弘裕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Yu Electronic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993号6F

4A-04A

电话：+86-20-84602398

传真： +86-20-84601928

邮箱： 2946400710@qq.com

网址： www.welcome-hy.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台湾KS舞台特效、台湾HANSON内部通话系统
弘裕电子市一家致力于设计、销售、安装、调试为一体的专业化舞台灯光与特效综合性企业。创
立于2008年，我们以诚信为服务宗旨，提供优质专业的产品为国内外舞台艺术领域做出杰出贡
献，我们拥有大量专业稳定的合作伙伴，并受到业内人士的肯定和赞誉。
主要客户：广州长隆集团、杭州宋城集团、新疆大剧院、全国各地电视台、剧院等。
经营定位：专业舞台灯光与特效一站式供应商
经营宗旨：弘裕服务，点滴做到。

pending on rich technical force and perfect service system,our products find a good sale
in the overseas markets,such as Southeast Asia,North America,Russia etc..Our products
have gained the customer”s unanimous favorable comment at home and abroad.Now we
have the authentication of ISO9000 international quality control system.It is omni directional carried out for offering he best qualityproducts.”Service first,management
perfect,quality first,creative innovation.”It is our quality policy.”Keep faith,think what
customer need,make what custo-mer think!”It is our service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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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万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WANXI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Hall 4
4 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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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甘蕉路6号万橡电子科技

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岗联工业区168号

电话：+86-757-85686061

传真： +86-757-85686062

电话：+86-757-85608223

传真： +86-757-85608006

邮箱： wanxiang001@qq.com

网址： www.wanxianglight.com

邮箱： yuyi@yuyitruss.com

网址： www.yuyitrus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架、铝合金舞台、装车神器等铝合金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车展灯，300W防水COB，两眼观众灯，四眼观众灯，

LED防水洗墙灯，点控洗墙灯，LED摇头染色灯

佛山市煜艺演出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集设计、生产、销售和租赁于一体的综合性演出设备行
业，主要生产各种规格的铝合金桁架、Truss架、背景架，音响架、龙门架、网架、简易拼装活动
舞台、折叠舞台、玻璃舞台、防爆栏等演出设备，公司拥有一批具有丰富焊接经验的专业技术人
才和一批团队合作意识强，勤奋努力向上的员工，产品远销北美、欧洲、中东等地区及台湾，香
港地区。期待与您携手，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Foshan City,Yu Yi Performances Equipment Co.,Ltd.is a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company in designing,making,selling and leasing in an integrated performance equipment
industry.The main production of various specifications of aluminum alloy truss,truss

广州科励特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frame,background truss,the soundtruss,gantry truss,layer truss,simple assembling mov-

Coreat stage equipment CO.,LTD.

able stage,folding stage,glass stage,barrier and other stage equipment.

联系方式

Our company serves many business partners,home and overseas buyer who are fr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镇钟盛路112号
电话：+86-20-39160788，13925081178

传真： +86-20-39160788

邮箱： chinacoreat@163.vip.com

网址： www.chinacorea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电动葫芦、舞台机械、铝合金桁架、

铝合金舞台、伸缩看台，组合看台等。

4A-06

Foshan City,Yu Yi Performances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佛山市南海万橡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万像灯光）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大型
专业的舞台灯光企业。公司在LED舞台灯光方面有着深厚的技术底蕴，近年来又多家国内外公司
开展技术合作，不断的追求创新，积极倡导以节能、高效、环保等理念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公司拥有多套自主研发的设计模具，产品各项质量技术与指标均处于同行业领先水平。主要有大
功率LED车展灯、大功率COB防水观众灯面光灯、LED防水洗墙染色灯、LED成像灯聚光灯、LED
帕灯防水帕灯等系列产品。
自创立伊始，我们一直秉承“以质量为根本，以服务为保障，以诚信为共赢”的经营理念建立起“万
橡”品牌，竭诚为客户服务！力争为广大顾客带来高质量的灯光效果。万橡——科技改变舞台

Hall 4

佛山市煜艺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广州科励特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科勵特舞台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旗下的生产、销售公司，中国演艺设
备技术协会会员单位，广东演艺设备行业商会会员单位。公司集生产、销售、研发、技术服务于一体的
专业舞台设备生产企业，注册商标“科励特/Coreat”，公司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
通过欧盟CE认证、SGS检测。产品有舞台电动葫芦、舞台机械设备、旋转灯架、伸缩看台、铝合金桁
架、组合拼装看台、拼装舞台等演出设备。公司团队致力吸收和应用国际上先进的现代舞台机械技术，
积极创新，突破舞台行业一直守旧的观念，全新打造一个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以设备安全为中心的舞台
设备生产厂家。
公司始终坚持品质优良、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信誉第一、售后服务第一，服务全社会的经营宗旨。依
靠创新和优良的品质，出一流的产品，创一流的效益，与您携手共创演艺设备新时代，为每一位客户创
造价值。
Guangzhou Coreat Stage Equipment Co.,Ltd is a production and sales company that belong to
Coreat Stage Technology(Hong Kong)Limited, also member of China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Association and Guangzhou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Industry Chamber of Commerce,
responsible for manufacture, sal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Coreat is a company specialized in
R&D, manufacture, sales and technology service for professional modern stage machinery
equipment with registered trademark . Factory is approval with ISO9001:2008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and product have CE and SGS certification. Products are electric chain
hoist, stage machinery equipment, rotating light truss, telescopic seating, stage exhibition truss,
aluminum stage, and mobile seating etc performance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s.
We are engaged in absorbing and applying international advanced stage equipment technology and actively innovating. The more import is breaking the old ideas in produce. Being a stage
equipment manufacturer powered with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entered with safety.

4A-07A

Noth America,Europe,Middle-east,Taiwan,Hong Kong etc.We sincerely hope to cooperate
with all expert buyers or intending purchasers with the vision of Reciprocity,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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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惠浦舞台效果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PU STAGE EFFECT EQUIPMENT CO.,LTD

Hall 4
4 号馆

Shenzhen Show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金田工业区永环路19号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路擎天华庭擎天阁38D

电话：+86-13809244588

传真： +86-20-61812836

电话：+86-755-83056573

传真： +86-755-83056577

邮箱： 82299538@163.com

网址： www.huip.com

邮箱： szmtl@126.com

网址： www.mtl.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特效

参展商品牌/产品： 多媒体视频服务器、流星雨视频条、

5*5矩阵像素灯、旋转灯架等

广州市惠浦舞台效果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实体企
业。本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有：烟油、烟机、泡泡油、泡泡机、雪花机、舞台二氧化碳气柱、彩
带机、喷火机等。
我司非常注重人才培养跟技术创新，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管理思路，因此集
聚了一批得力的管理层和高素质技术人才以及优秀的销售团队。他们群策群力以卓越的合作精神
铸就优秀品质，使产品从设计到生产再到销售全程可控，极大的满足了国内外客户的需求。
忆往昔，惠浦人深知创业的艰辛，所以我们发出了“只求质量、不求数量”的最强音。同时我们也
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因此我们始终秉持“高品质、高信誉、客户至上、互助互利”的办厂
宗旨。最终默默耕耘的惠浦人不辱使命，用实际行动树立起了良好的品牌形象，这让我们倍感自
豪！当然 这些都离不开国内外客户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在此我们由衷的表示感谢，我们将一如既
往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我们也希望能与更多的国内外客户精诚合作、携手前行一同开创
更加光辉灿烂的新舞台！

4A-07B

深圳市风光秀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pu stage effect equipment Co., Ltd established in 2000 ,is a brick –and
–mortar enterprise with all vitality, potential and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ntegrating with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for the sector of professional stage effect products
such as Fog liquid , fog machine ,bubble liquid , bubble machine ,snow liquid ,snow
machine, co2 jet machine , confetti machine , and fire machine etc.
Our company emphasizes professional personnel and technical innovation. We summarize
a scientific managing way to manage our technicians and sales team .It meets greatly the
demands of our customer .Our team work makes sure product controllable from the
design to production and sale.
Huipu’s staff know the difficulties deeply the days we suffered to set up a factory .So we
make a strong voice here ,Quality first ,quantity second . To treasure this hard-won
achievement, we will keep our promises of high quality,credibility ,customer first and
mutual benefit (win-win business). Using our practical action to set up a brand figure,that
makes us proud. Of course, these are inseparable from our customer support. Thus we
hope you can continuously cooperate with us with credibility and integrity. We will offer
our best products and service as usual to get a brilliant new stage.

4B-01

多媒体视频服务器主要功能特点：
1、CPU为运行速度最快的I7 4代3.4G；
2、4路DP输出，单路输出点对点情况下最大分辨率为3840*2160。如因显示设备要求可另配DVI
转接线，单路输出点对点情况下最大分辨率为1920*1080；
3、120G SSD（可根据情况扩展至500G）+ 60G SSD(系统盘）防震、防摔，读取速度快，稳定
性强，文件储存及使用便捷，255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含255子文件库，一一对应；
4、带SDI数字高标清采集；
5、音视频同步输出；
6、输出界面： Dual-Link DVI；
7、支持DMX/MIDI/art-net控制界面具支持CAMERA IN PUT(VIDEO IN)功能；
8、单机可影像编缉传输控制能力三画面以上。
9、可随机增加字幕，数字，并实时编辑，适用于各类演出现场需要；
10、共255个媒体文件夹，每个文件夹可存储255个影音文件—强大的素材存贮；
11、160种以上图像特效，并可叠加组合，50种以上文本动画，让您的视频内容更丰富；
12、边缘融合，融合范围为（20%—50%）；
13、Video Mapping，可根据现场变化任意增加surface（片面），做到对任意异形物体360°无
死角的现场校正。流星雨功能介绍：
1、是由视频服务器、信号分配器、主控器、分控器、LED像素条组合使用。
2、服务器通过网线连接信号分配器与主控器相联，通讯距离100米，采用TCP-IP协议。
3、主控器与分控器通过多路（最多8路）电流环或RS-485总线连接（速率1M BPS),通讯距离可
达100米。
4、分控器与LED像素条通过 防水线连接，距离不大于5米。各分控截取属于自身的数据，产生相
应的控制信号和数据序列，控制像素点或灯管显示各种图案。
5、单个主控器最大可控制8192个像素点（256灰度级），超过范围可级联，推荐控制8192个像
素点（256灰度级）。
6、单个分控器可控制1024像素点。
7、LED像素条（标准产品）长1.5米，宽30毫米，厚37毫米，像素点96个，点距16毫米（非标可
定制）。
8、帧频率10-30Hz。
5*5矩阵像素灯产品特性：
•25个三合一全彩集成灯珠
•25个灯可单独控制；可演示丰富的图案及动态效果；
•可多台水平及垂直并接。
旋转灯架产品特性：
1、水平双向无极旋转
2、定位准确、智能控制
3、配置紧急停止系统
4、智能升降功能
5、平吊、立面、倾斜安装
6、转速、升降速度均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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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大美光电有限公司

Hall 4

Laserworld(ASIA)Co.,Ltd

4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科技北二路赛霸电子509室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华山路3号

电话：+86-755-86142605

电话：+86-20-39280245

传真： +86-20-39280249

邮箱： michael.xu@laserworld.cn 网址： www.laserworld.cn

邮箱： info@rgb.com.cn

网址： www.rgb.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PIKO

参展商品牌/产品：

传真： +86-755-86189425

RGB20 / Tarm11 / Nano RGB 30 OPSL /
RTI NEO SIX / RTI NEO ONE / PL6000RGB /
PL-30.000RGB

4B-03A
4B-03B

world集团子公司，为亚洲区域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激光表演系统以及激光特效设计制作服务，从
小型演出到大型音乐会乃至奥运会，我们都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对变化和不同的定制需求做出快速
反应。Laserworld大美光电拥有Laserworld、RTI、Tarm及Showcontroller等多个子品牌，并且
能够提供一站式采购的激光软件和激光配件等，所有产品符合欧洲安全标准，包括CE、CCC和
RoHS证书，从而准确应对不同行业的客户对各种激光系统的需求。

4 号馆

广州市格睿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iGrant

Hall 4

联系方式

4 号馆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屏山二村工业区兴宏一街自编12号101D
电话：+86-20-84785999

传真： +86-20-84785999

邮箱：

网址：

“iGrant”是格睿德的自主品牌。
“安全、品质、人性化”是iGrant的三大理念：

人性化——现代科技与人的协调关系呈现完美的用户体验。
iGrant拥有专业的机械和控制系统两大技术团队，拥有自主的机械系列产品和iControl控制系
统。自主的机械与控制技术将硬件与软件完美结合，是为用户提供舞台机械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
有力保障。
iGrant通过了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在生产过程中严格把控每个环节、每道工序，质量管理体系
上我们的目标是实现舞台机械产业的标准化——生产标准化、现场标准化、服务标准化，以标准
化的理念和产品消除安全隐患和质量风险。
iGrant致力于吸收和应用国际上先进的机械与控制技术，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模式，不
断提升竞争优势。iGrant与国内外众多电气、信息技术、机电产品知名企业取得了产品供应和技
术合作关系。
在未来，iGrant将持续地为专业剧院、多功能礼堂、商业应用等领域提供优质的系统解决方案
和美好的用户体验！

SHEN ZHEN KOLO LASER EQUIPMENT CO., LTD.

电话：+86-755-81471832

传真： +86-755-29503158

邮箱： business@kolo-laser.com

网址： www.kolo-las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演示技术及设备

域的研发、设计、生产、安装及系统服务。

品质—— 先进的技术、精湛的工艺、标准化的体系；

深圳市皓龙激光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金城工业园第三栋四楼

广州市格睿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舞台机械工程综合技术能力壹级企业，专注于舞台机械领

安全—— 舞台机械系统的基本诉求；

RGB创立于1996年，是中国著名的专业舞台调光设备制造商，公司于2003年通过ISO9001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同年获得IQnet国际认证，2008年，RGB成为举世瞩目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闭
幕式灯光主控系统供应商，2011年，公司正式研发成功中国第二代正弦波调光系统，成为世界上
拥有该项尖端技术的极少数企业之一。
RGB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founded in 1996, and is professional company
engaging in the research, manufacture and sales of theatrical equipment. In 2003, our
company succeeded in passing the ISO-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system authentication.
We also pass IQnet international authentication in the same year. 2008, we became the
lighting controller supplier of 29th Beijing Olympic Games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2011, w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China's second generation of sine wave dimming
system and became one of the very few companies which have th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n the worl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机械

4B-02B

RGB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Laserworld是全球激光表演领域生产及供应方面的领导品牌，Laserworld大美光电作为Laser-

Hall 4

广州市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4B-03C

深圳市皓龙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从事激光表演系统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我们的激光演示设备涵盖文化演艺和建筑景观等多个领域，公司拥有专业的高级工程师为客户
定制全方位的设计方案，承接各种主题公园激光秀的创意设计以及各种大型文艺演出的激光表演。
自成立以来，皓龙人秉持“让中国制造成为中国人的骄傲”的企业愿景，凭借强大的研发能力、卓越的产
品品质、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与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赢得了海内外客户的高度认
可。
我们的事业将给人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视觉体验，让世界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皓龙人真诚期盼与所有合
作伙伴一起不断开拓与创新，共同创造共赢、持久的价值。
KOLO LASER was established in 2006, specializ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of
professional laser show systems and planning, designing, implementation of laser projects. Our
laser equipment is widely applied to art performance and city brightening. With our experienced and qualified staff, we can create fascinating indoor and outdoor customized laser shows,
and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solution for the whole project according to customer's requirements.
KOLO LASER keeps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to lead the industry standards, and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world-renowned brand.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Europe, United
States, South America and South East Asia, etc. With the reliable quality, perfect pre-sale and
after-sale service, and strong R&D capabilities, we've won high recognition of customers.
Our goal is to keep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meet our customer's need and exceed their expecta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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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黑豹演艺科技有限公司
Panther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Ltd.

Hall 4

4 号馆

Phida Stage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庭路4号富力天河商务大厦301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环市江边西约工业区五排八号

电话：+86-20-38106063

传真： +86-20-38106063

电话：+86-757-82821016

传真： +86-757-82816412

邮箱： pasefadmin@126.com

网址： www.pasef.com.cn

邮箱： 3140307139@qq.com

网址： www.phida.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探照灯、追光灯、LED灯等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常规灯、影视器材

成立于1996年的黑豹电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专注于灯光、视频系统工程集成领域，具有业内难
得的专业人才、严格的专业技术与国家标准把关，完善的工程质量管理和十余年宝贵的工程经
验。
2007年8月8日，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晚会；
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
2012年广州亚运会；
2008年印度尼西亚全国运动会开闭幕式；
2010年南非世界杯；
如今，黑豹专注于灯光、视频系统工程集成领域，在全国各地户外实景演出做出另一番成绩。
说到实景演出，黑豹就是代名词：
大型山水实景歌剧——《天门狐仙-新刘海砍樵》
大型草原实景演出——《天骄-成吉思汗》
大型山水实景演出——《中华泰山·封禅大典》、《道解都江堰》、《康熙大典》《西藏-文成公
主》、恩施《龙船调》、隆中《草庐·诸葛亮》、江西婺源《梦里老家》、横店《火烧圆明园》、
常德《桃花源记》、越南《越南往事》 、阳朔《三生三世三千漓》等等

佛山市飞达影视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前身为1995年建立的飞达影视器材厂。多年来飞

广州最高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MAX LIGHTGING

4B-05A

传真： +86-20-36099308

邮箱： mgr@maxlighting.net

网址： www.maxlighting.net

factory has been running for the last 15 years. Over the past years, we have built a talent
team that is professional and creative. Also, we have complete facilities and factory buildings for mold making and punching, light making and assembling, which guarantees high
quality stage lights manufacture. Furthermore,we have been at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 based on our stro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rce.

Hall 4

广州华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 Zhou SUN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NO.239,shenshan Avenue W.,Jianggao Town,Baiyun District,Guangzhou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摇头灯，LED等系列
本公司是一家集生产、研发、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的专业舞台灯光厂。专业生产产品有光束灯，
摇头灯和LED等系列。公司拥有丰富专业知识和多年宝贵经验的研发团队，并选用优质的原材
料，严格的质量管理和优良的售后服务，让产品远销韩国、意大利等欧美及东南亚地区，开拓了
稳定的国内外市场。
公司尊崇“踏实、拼搏、责任”的企业精神，以诚信、开创的经营理念，继续秉承一贯的专业水准
为您提供完善的服务！愿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Max Lighting Equipment Company 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company with researching,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The main line of our products are a series of stage equipment,
such as color beam lighting , moving head lighting,and LED lighting etc.
Not only we have rich expertise and years of researching experience but also we adopt the
excellent material, insist on highest quality control and keep pursuiting satisfied after-sale
service. In this way,our products enjoy great popularity in South Korea, Italy and Southeast
Asia.Also developped stable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
With the management idea of "pragmatic, hard working and responsible”, our company
makes great efforts to provide high standard quality products and perfect service. We
really hope that we could create a better future together.

制造，灯具总装完善的设备与厂房配置，为制造高品质的舞台灯具提供了保证，并依托强大的研
Phida Stage Equipment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5 and the Phida Stage Equipment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中北路23号
电话：+86-20-36099358

达影视不但塑造了一支专业扎实并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队伍，而且拥有从模具制造、冲压到灯具
发能力和发展后劲使产品始终处于舞台灯具制高点。

4 号馆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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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飞达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电话：+86-20-36098860

传真：

邮箱： map2112ka@qq.com

网址： www.sunpro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
广州华氏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专业舞台灯光将近10年的生产型高科技企业。

4B-05B

以“客户至上、质量第一、追求卓越、全员参与”为品质目标，不断追求全新品质服务观念；以“务
实、创新、进取”为企业精神，奉行“以人为本”的宗旨，贯彻“尊重个人，发挥所长”的方针，制定
了周密的人才培训计划，
主要产品有超静音电脑摇头灯、光束灯、LED摇头灯、户外照明灯等系列。华氏巳经拥有多项自
研发产品知识产权专利，我们以“企业做大做强”为理念，进行资源整合和重组模式，以优质的产
品，热诚的服务和创新的设计为一体；企业的创新多元化满足广大海内外客户的要求，致力于服
务全球客户，已为多个国际品牌OEM。企业本着“视品质为生命，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精神，“发
展共赢”为最终目标，努力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强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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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兰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Lanti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Hall 4
4 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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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萝岗环村北路自编18号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建中路24号首层

电话：+86-20-86017386/7385

传真： +86-20-86017276

电话：+86-20-85521566

传真： +86-20-84867033

邮箱： gzsky@21cn.net

网址： www.gzsky.net.cn

邮箱： hdlmarket@hdlchina.com.cn

网址： www.hdlstag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350W双色温/200W LED 平板灯、440W 追光灯、 330W追光灯、
400WLED追光灯、250W防水泛光灯、320W舞台天幕灯、
400W 19°成像灯、400W5°成像灯 、400W10°成像灯、
400W 15-30°成像灯、200W300W双色温fresnel聚光灯 、
影视LED二动作平板灯、300WLED远程聚光灯、LED图案切割摇头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机械吊挂系统

4B-07A

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司（HDL），是一家总部位于广州的国际化科技公司，致力于智能家居技术、智
能建筑技术、专业影视舞台灯光、音响及影视舞台机械吊挂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咨询、产品到
工程实施的全方位解决方案。HDL于1985年成立，以专业影视舞台灯光、机械吊挂系统闻名中国市
场。2004年开始独立研发生产智能家居和智能建筑系统产品，并且成功开拓国际市场，HDL在全球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了由核心代理商、经销商及工程商组成的销售服务网络，其产品已被应用到上万
个项目。
HDL is an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mpany headquartered in Guangzhou, which is specialized
in home/building automation and engineering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udio and rigging
equipment. It has established a service structure of technical consultancy, solution design,
equipment supply, project installation and after-sales service. Founded in 1985, HDL then
became a well-known brand in China for its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nd rigging systems. In
2004, it started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home and building automation
systems. It has established a global sales and service network over 100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nsisting of distributors, dealers and installers. It's products have been installed in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jects.

广州万锐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Vanray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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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四角围工业区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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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Hedong Electronic Co., Ltd.

联系方式

广州兰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以质量第一、客户为先的经营理念专业生产车展灯、
LED高效/变焦成像灯系列、追光灯系列，LED影视聚光灯系列、LED影视平板灯，LED观众灯、
LED趴灯系列等舞台灯具及设备。
With the principle of “quality first,customer foremost”, Guangzhou Lanti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has always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series of stage lighting
fixtures and equipments such as Auto Show light,profile spotlights,follow spotlights,color
changers,film and stage reflecting lanterns,tricolor softlight,floodlights,LED footlight,rail
tube,clamps etc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n 1998 .

Hall 4

广州市河东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86-20-61807188

传真： +86-20-61807765

邮箱： 969470054@qq.com

网址： www.vrzmled.com

佛山市百特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Brightness Stage Equipment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朗沙广东新光源产业基地D区10栋首层
电话：+86-757-81992938

传真： +86-757-81992930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会议灯、光束摇头灯

邮箱： fsbts@fsbts.com

网址： www.fsbts.com

万锐照明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 销售专业舞台灯光、LED灯具、户外亮化灯具于一体的综
合性企业，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同时也是广东省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公司拥有稳定的高素质技术、管理人员和专业的生产和营销队伍，我们始终坚持依法依规经营，
近年来为众多政府项目提供了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也获得了质量管理、健康管理、环境管
理体系认证，绿色环保推广产品等证书。目前拥有20余个国家专利技术证书，我们将不断的以科
技创新，走品牌之路，使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vanray lighting is a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integrating r&d, design , production, selling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 led lamps and outdoor lighting lamps , vanray is obtained the
title of guangdong new high-tech enterprise , and we are one of the enterprise who are
re-contract and trustworthy .
vanray has gathered a group of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personnel,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sales team,We always adhere to the rule of law in business, and have
been provided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many government projects in recent
years .vanray company has also obtained quality management, health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ertification, green promotion products and other
certificates. At present, we have more than 20 national patent technology certificates, we
will continue to put atten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nterprise brand ,to make
the enterpris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

4B-07B

佛山市百特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广东省新光源产业基地。公司致力于新型广播
电视及舞台LED专业影视照明设备，自动化舞台系统和设备的网络智能化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提供
专业的技术咨询、设备配套和工程服务。
公司拥有与国际接轨的数控智能机械加工设备和高效电子生产设备。跟踪市场需要和发展，采用国际先
进通用的管理模式，遵循ISO9001和ISO14001的质量管理体系和标准，以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优
良的服务为宗旨，以质量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以服务求市场，以人才求卓越，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
专业服务。
Brightness Stage Equipment Co., Ltd is located at Nanhai New Light Source Production Base.
We dedicate ourselves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modern broadcasting and professional stage LED lighting fixtures, intelligent stage system equipments stage
equipment network. In the meanwhile we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 on technical consultation, equipment installation and stage project engineering.
Highly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pursuit of quality excellence, our products
are manufactured with international state-of-art digitally controlled processing equipments and
high-efficiency electronically controlled production equipments.Therefore we administrate the
enterprise with the internationally advanced ISO9001 and ISO14000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standards aiming at excellent qualityproducts and outstanding customer service. In
order to provide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from every aspect in regards to stage
equipment, we base ourselves on the product quality, Improve ourselves in innovation and
perform excellence with ur talented staff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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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明利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Anmingli Stage Lighting Co.,Ltd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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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新基工业区A3栋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夏南路53号

电话：+86-20-36381573

传真： +86-20-36381597

电话：+86-20-37329108

传真：

邮箱： Info@anmingli-light.com

网址： www.anmingli.com

邮箱：

网址： www.eastsunlit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幻彩防水全系列,Led多功能黄金矩阵长条,Led频闪灯系列,
爆闪复古灯系列
Led water-proof Pixel-Mapping series,Led 2in1 Matrix bar，
Led Strobe Series，Retro Light Series

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光设备

4C-03A

lighting and effect equipments. We devote ourselves to this field from 2009.After many
years rapid development; we obtain advanced technique about this industry, and build up
a team with abundant experience.

国内外文化演艺、影视节目、舞台娱乐等行业专业人士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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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领域，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获得了该行业的先进技术，并建立了一支经验丰富的团
EastSun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and distributor of PRO stage

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旗下LED幻彩防水系列、LED地板砖系列以及LED多功能黄金矩阵系列深受

Hall 4

瑞典无线

艺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灯光及效果器材的厂家和经销商。我们从2009年开始致力
队。

广州市安明利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始于2012年,拥有近十年专业舞台灯光制造研发经验,在近
发制造企业。数十年来的技术积累使安明利发展为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和销售LED舞台演艺产品

4 号馆

EASTSUN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十年内致力于绿色环保照明舞台LED灯具的研发制造,是国内点控系列LED舞台娱乐灯具的领先研

Hall 4

广州艺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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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辉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unfrom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ireless Solution Sweden AB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车城大道众润工业园A1栋2楼

地址：Stureparksvägen 7, 451 55 Uddevalla, Sweden 瑞典

电话：+86-20-86349211

传真： +86-20-86349211

电话：（0046）522511511

传真： （0046）522440885

邮箱： sales@sunfromlight.com

网址： www.sunfromlight.com

邮箱： shelly@wirelessdmx.com

网址： www.wirelessdmx.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W-DMX™ 瑞典制造的无线DMX灯光控制系统以及OEM模块

LED P3.91租赁显示屏

瑞典无线DMX技术公司，专业设计和生产W-DMX™产品和无线DMX灯光控制系统。 主要合作伙

LED 透明屏

伴为全球的舞台灯具生产厂家，合作方式以OEM为主，以及灯光设计师和工程演出商，合作方式
以成品的无线DMX收发器销售为主。我们的产品都带有 “瑞典制造”/“MADE IN SWEDEN”标志，

4C-03B

LED P6.25视频地砖
LED 无线跳舞地砖

这是W-DMX 对自己产品的一流品质和世界领先的可靠性作出的信誉保证。

LED P3.91 rental display

W-DMX™

LED transparent display

主要产品包括，

室内和室外用的专业无线接收器和发射器，系列有：黑盒子，白盒

子，迷你盒子和专业盒子。另外还有OEM专用的无线接收模块，发射模块，以及根据不同应用需

LED P6.25 video floor

要的OEM天线和连接线，等。

LED wireless dance floor

Are your wireless? 你无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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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筑梦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ream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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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工业区瑞香路21号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镜湖大道30号

电话：+86-20-81612345

传真： +86-20-36866631

电话：+86-15011836989

传真： +86-20-26289166

邮箱： dream@dlw-lighting.com

网址： www.dlw-lighting.com

邮箱： 353679260@qq.com

网址： WWW.GTBETT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GL600P

461切割灯、GL550B、GL371B光束灯、
GL600S 461三合一、GLE450

广州筑梦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于2016年注册成立，是一家定位于中高端的专业舞台灯光
制造企业。公司着力于舞台灯光技术自主创新，成立两年多的时间先后开发生产出
1400W、1700W、1000W LED光源电脑灯系列，以及470W、440W、371W光源电
脑灯系列等多个系列高端电脑灯产品！先后取得了中央电视台、国家大剧院、国家话剧
院、国家京剧院、中央民族歌舞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等100多个专业文艺、广电单位
的销售业绩。筑梦灯光产品凭借技术性能优势，先后在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
浙江卫视2018《中国好声音》、国家体育场《造梦•鸟巢》2018大型光影秀、中央电视
台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黔东南及珠海分会场、等大型演出活动中应用，获得了用户单位
的一致好评！
Guangzhou Dream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16,is a
mid-to-high-end manufacture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The company
focuses on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 stage lighting technology, after more than 2
years, the company develops and produces1400W/1700W/1000W/LED moving
head light
series/470W/440W/371W, etc. many high-end moving head light,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CCTV, National Grand Theatre, National Theatre Company of
China, Peking Opera Theatre, Central National Song and Dance Troupe and
Beijing People's Art Theatre, etc. more than 100 professional Cultural and artistic
units. Dream Lighting depends on technical advantage to win highly praised in
SCO Qingdao Summit 2018，<The voice of China> in Zhejiang TV 2018，Dream
Bird's Nest Lighting Show 2018，CCTV New Year's Gala 2018,and so on.

4C-06A

广州市锦弘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GTBetter)------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产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一体化的公司；锦弘灯光成立于2013年，我们虽然年轻，但是我们有一支精湛的研发团
队，我们一直在创新，研发，创造出更多适合市场的高性价比舞台灯光产品；我们以卓越的品
质，专业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得到业内客户一致的好评，深得客户信赖；2016年我们在光束灯
系列产品中取得重大突破，我们的产品取得多项专利；
Guangzhou Jinho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GTBetter) ------ is a professional
compan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stage lighting products.
Jinhon Lighting was established in 2013, although we are young, but we We have a superb
R & D team, we have been in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create more
suitable for the market cost-effective stage lighting products and our excellent quality,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quality of service, industry customers unanimous praise, won
Customer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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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明道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TD Stage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富源一路27号

上海仁添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Rentian Light & Sound Co.,Ltd

电话：+86-20-66390188

传真： +86-20-66390189

邮箱： jy-zeng@gtd-china.com

网址： WWW.gtd-trus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设备产品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西藏南路1501弄8号1002室
电话：+86-21-63130745

传真： +86-21-63130745

邮箱： secretary@mrtshow.com

网址： www.mrt-show.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Antari烟雾机、ROBE、DSE 灯光、MOVECAT 电动葫芦、

4C-05

Guangzhou jinhong Stage Light LIMITE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舞台灯光及建筑景观照明设备

4C-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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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锦弘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L-ACOUSTICS音响

上海仁添灯光音响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专业灯光、音响系统、供货、安装、租赁及售后服务为一体
的专业化公司。我公司创立于2000年，经过十几年的不断进取，到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在专业
灯光音响行业中知名的企业。
公司主要业务分为灯光音响销售、工程安装和演出器材租赁三大块。销售方面主要经营ROBE、
DSE灯光、MOVECAT、GIS电动葫芦、法国L-ACOUSTICS音响、DiGiCo调音台、HANSON对
讲机、台湾Antari烟雾机、雪花机、泡泡机等舞台特效器材。
工程方面主要承接大型企业年会、各种新品发布会和大、中型的文艺演出以及各类演唱会的灯光
音响视频设计制作，舞台舞美搭建。

广州市明道舞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科技国家高新

4C-06B

技术企业，是明道股份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注册资金5000万元，拥有15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
基地，具备舞台综合设备供应能力及舞台项目整体方案解决能力，是中国舞台设备制造行业领军
企业。
成立8年以来，明道舞台科技汇聚了大量设计、焊接、电气、机械和五金制造方面的一流技术人
才，上百名的卓越的工程师及先进的研发生产设备使得明道舞台科技在设计、生产、施工等多方
面走在行业前列，并通过了顶级检测认证机构德国TÜV SÜD认证。
凭借出色的产品质量、优秀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及全国30多个一级技术机构的贴身服务能力，
明道舞台科技设备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公司产品包含舞台桁架、移动舞台、伸缩看台、升
降舞台、机械吊挂、座椅等，被广泛应用于华夏实景演艺、上海大马戏、广西民歌湖、武汉江滩
大舞台、芜湖方特水上乐园、法门往事、南华侨城、深圳大剧院、云南花灯剧院、辽宁歌剧院、
南京太阳宫、西宁歌舞剧院、武汉人民剧院、银川艺术剧院、云南省艺术剧院、青海省大剧院中
央戏剧学院、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青海民族大学、汤臣一品酒店等极具影响力
及代表性的重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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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TD Lighting Technology Limited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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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锐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Eagle Stage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永利路86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三村鱼庄东街108号

电话：+86-20-61808288

传真： +86-20-61812282

电话：+86-20-87459260

传真： +86-20-87449433-817

邮箱： marketing@gtd-china.com

网址： www.gtd-china.com

邮箱： eagle@china-truss.com

网址： www.china-trus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户外景观及建筑照明、桁架
广州市明道灯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2012年，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设计、服务于一
体的专业舞台灯光及娱乐灯光高新技术企业。创业短短六年，明道灯光后来者居上，凭借优质的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灯光架系列，铝合金舞台系列，

4D-01

升降舞台系列，舞台机械系列

2007年，锐鹰集团正式成立，并确立英文名为‘EAGLE’。我们是专业生产舞台演出设备的厂家，

产品和强大的营销服务迅速成长为中国专业舞台灯光行业领军企业。

产品有铝合金灯架系列、移动舞台 系列、演出电源联接系统、舞台机械系列、航空箱系列、演出

明道（GTD）产品被广泛应用于近几年国内外大量重大项目和知名单位中，例如G20杭州峰会文

连接扣件等产品，我们同时是美国CM葫芦中国地区核心代理商。

艺晚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文艺晚会、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灯光焰火表演 、2017大连夏季

2017年公司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厂房面积28000平方米，我们是全球先引进全自动机器人焊

达沃斯论坛、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CCTV春晚、国家大剧院、2014年南京青奥会开闭

接设备的生产厂家，拥有先进的铣床CNC数字开板机和CNC数控精密车床、自动液压切铝机、并

幕式晚会、连续四季的湖南卫视《我是歌手》、俄罗斯尼古林大马戏等。

已全面通过EN1090产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TUV产品安全认证和中国质量检测机构的检测。产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未来五年，明道灯光将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专业舞台灯光公司，让全球用

品的焊接工艺质量、结构设计和荷载安全系数，均得到客户的充分肯定和市场的认可。同时，我

户共享明道的卓越产品和优质服务。

们引进多国语言优秀人才，有俄罗斯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阿拉伯语等，并在全球形

Founded in 2012, GTD Lighting Co.Ltd.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research

成系统的分销网络，随时为你全方位解决业务需求。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sales, design and services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4C-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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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J lighting. Though a young player, the six-year-old GTD Lighting has been making
substantive headway and become a leader in the industry with its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and qual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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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D Lighting produc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almost all recent key entertainment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工业大道37号

mance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first B&R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skyline of Qingdao SCO Performance, 2017 Summer Davos Forum, the 2017 Fortune
Global Forum, the 2018 and 2017 CCTV Spring Festival Gala,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consecutive seasons of “I Am a Singer” by Hunan TV and Moscow Nikulin’s Circus, while
GTD Lighting clients also include numerous renowned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Songcheng Group which employed GTD Lighting products
in all of its newly-built theatres in the past four years, Guangzhou Chime-long International Circus and the Russia Nikulin Circus.
What's past is prologue. GTD Lighting targets at establishing itself as the biggest company

GUANGZHOU LIANGYI LIGHTING EQUIPMENTS CO., LTD.

联系方式

programs in China such as the G20 cultural performance, the “Millennial Road” perfor-

Performing Arts,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for Nanjing Youth Olympics, four

广州市亮艺照明设备有限公司

4C-02
4D-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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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 6660 9088

传真： +86-20-8686 7011

邮箱： sales@eklights.com

网址： www.eklight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高端智能LED舞台灯光、智能LED城市景观灯光

及智能灯光控制系统

广州市亮艺照明设备有限公司是国家级高新科技企业，专业研发、制造及销售高端智能LED舞台
灯光产品、高端智能LED城市景观灯光产品及高端智能灯光控制系统。
亮艺照明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在光学、电子、机械、热学及信息技术等方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一百多项，获国家科技部创新基金立项，建有广东省科技厅LED舞台灯具（亮艺）工程技术研究

in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in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perfecting its products and services

中心。亮艺照明拥有强大的艺术团队，始终致力于将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除了因应不断变化的

to the client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市场需求，长期大力投入研发新产品及不断更新旗下原有产品，亮艺照明还专长于针对特定项目
及设计效果，按照设计院和灯光师的个性化需求进行快速的定制研发，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产品，
满足对艺术和美的极致要求。
亮艺照明拥有强大的合作伙伴和销售网络，产品销往全球，其中80%销售到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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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玛灯光有限公司

Hall 4

NuoMa Lighti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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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区巴江东路6号C5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中西街23号京富国际大厦1018

电话：+86-13751744376

传真：

电话：+86-20-86465309

传真：

邮箱： sales02@junmalight.com

网址： www.junmalight.com

邮箱： 15000904125@163.com

网址： www.dselights.com

LED摇头灯，150W LED纯光速，
150W LED调焦摇头灯，200W LED摇头灯

About UsHome » About Us
Based in Guangzhou, South of China, NuoMa Lighting is one leading innovator and manufacturer specializing in LED stage lighting. The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with a goal to
bring state-of-art stage lighting for architecture and entertainment applications.
NuoMa is committed to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LED lighting products.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and creative possibility, NuoMa selects the most effective
LED and high quality components to build its products. All products must pass rigorous test
procedure before shipment.
Bear “Customer first, Quality first” in mind, we, NuoMa, work closely with our customers and
provide them with efficient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We believe in long term and trusted relationship. And our tenet is clear: to deliver high quality
product at competitive price to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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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DSE1240摇头染色灯、DSE4200观众灯、

DSEPUNCH观众灯等一系列DSE灯光

广州德世光电科技有限公司—DSE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高新
技术企业。作为一家专注于专业灯光产品的制造商，我们有着专业的研发团队，不断的拓展创
新，将不断的壮大，秉着专业、诚信、合作、发展服务理念致力于发展成为顶级灯光企业。DSE
产品被应用于国内外顶级演出，包括王力宏龙的传人2060巡回演唱会、华晨宇火星演唱会、
EDC、风暴户外顶级电音节等等众多演出，敬请期待未来更加精彩的我们！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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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星熠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Nebula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铁山河路美东工业区自编29栋

广州国达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oDa Ectronic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mpany Ltd

联系方式

电话：+86-20-37701798

传真： +86-20-37700798

邮箱： info@nebulalight.com

网址： www.nebula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500W LED图案切割摇头灯（500W LED Spot Framing Moving Hea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滘心高埔工业区B1-2
电话：+86-20-36010051

传真： +86-20-36010053

100W/200W LED防水logo灯（100W/200W LED Waterproof Logo Projector)

邮箱： sales@guodalight.com

网址： www.guodalight.com

19×40W防水染色摇头灯（19×40W LED Waterproof Wash Moving Head）
300W LED图案摇头灯（300W LED Spot Moving Head）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控制器

4D-03B

Guangzhou Deshi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150W

4D-03A

广州德世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国达电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脑灯、控制器及国际标准DMX512信号产品与软
件开发的专业公司。
十多年来，经过公司研发团队的努力，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并成功打入国际市场，凭借过硬的质量
及完善的服务在灯光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产品经过了欧盟的“CE”认证，并在国内已注册多个软
件版权与专利。
公司拥有优秀的软件工程师队伍，确保产品有良好的操空性，并且每年不断开发适应市场的产品。生
产线上的员工经过良好的培训，能确保产品的质量与产品的稳定性，产品配件多采用进口配件，以保
证产品质量稳定耐用，广大客户可放心选用我公司产品。
Guangzhou Guoda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is a professional computer lights
controller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DMX512 signal products and the professional software
development company.
Over the years, the company’ 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to continuously develop new
products and successfully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excellent quality and the quality of services in the lighting industry in the erection of a good reputation, product after the
EU’s “CE” Certification, the domestic software copyright and patent registration.
The company has outstanding contingent of software engineers to ensure that the products
have good control, and adapt to the market every year and constantly develop the
product ,The production line after a good contingent of staff training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product stability, Accessories are a lot of products imported parts , this can ensure a
more durable product more stable and give customer more confidence in the use of ou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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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星熠光电设备有限公司专注于高质量专业灯光设备的“智造”，包括LED摇头灯、帕灯、图案
投影灯、频闪灯、聚光灯、无线电池灯、洗墙灯、闪光灯、跳舞板等。
凭借着在灯光行业超过13年的丰富经验和稳定的创新技术，星熠光电研发出多个系列的专业灯光
设备，适用于舞台灯光工程、市政工程（城市道路亮化工程）、景点美化、地标建筑、酒吧、大
型演出活动等。
我们的产品以优良的质量、优秀的性能、时尚的外观、简单便捷的操作、引人注目的效果以及完
善的售后服务，赢得市场的信赖和追逐。目前公司与各国的行业巨头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
系。
Nebula is a high-tech professional lighting manufacturer that founded in 2005. She
devotes herself to providing high quality products including LED moving head light, par
light, logo projector, strobe light, fresnel light, wireless battery uplight, LED washer, blinder
light and dancing floor, etc.
With more than 13 years well experiences in lighting industry and stable innovative
technology, we have researched and developed a broad range of professional lighting
equipment which is a perfect choose for stage lighting projects, municipal engineering
(city road lighting projects), attractions beautification, landmarks, disc and large-scale
performance, etc.
After many years heartfelt services provided, we have established good relationship with
many outstanding companies and obtained very good reput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because of the high quality, excellent performance, fashion outlook, easy and convenient
operation, eye-candy effect and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of our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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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天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Xintiandi Optics Electrical Technology Limited

4 号馆

深圳市美尔嘉科技有限公司
MEGA CASE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城社区大和村596号怡力科技园A栋二梯二楼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时代景苑二期2栋405

电话：+86-18038107299

传真： +86-755-89602339

电话：+86-18603064960

传真：

邮箱： 296099303@qq.com

网址： www.szxtd.com.cn

邮箱：34881730@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航空箱、灯光、架子

新天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影视舞台、灯光设备的研发和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

深圳美嘉尔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舞台研究开发、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生产企业，公司长期以来一

的综合性企业。

直致力于舞台灯架，舞台灯及航空箱等器材的研发和生产，使用高度人性化和简便.并紧密和国外舞

我们经过多年的努力专研和诚信经营，现已成功开发出五大系列八十多个品种，产品涵盖:36颗黄金

4D-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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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阵.36颗全彩巨阵,LED投光染色灯,防水四眼600瓦面光灯，COB可变焦摇头面光灯，LED14颗18颗

4F-01B

台器材团体共同交流经验，开发出更加优质的产品。
自成立以来，以优质高性价比的产品以及客户至上的合作理念，依靠优秀的研发团队及完善的跟踪售

24颗多款点控洗墙灯、LED成像灯,LED19颗蜂眼,LED19颗调焦摇头电脑灯,多款LED54颗3瓦防水帕

后服务，受到客户的的认可和信赖。我们定位于国内，产品及服务已拓展到欧洲、美洲等地区。

灯与LED54颗3瓦不防水帕灯、LED56颗.72颗.90颗3瓦洗墙灯、LED星空幕布、LED36颗108颗多款

公司自成立以来研发了多款产品，不断为演出市场注入新的元素，求实，创新对技术的不懈追求是公

调焦摇头灯,470W图案光束灯， 330瓦3D立体光束图案灯， 200瓦/230瓦光束灯,LED440瓦多款流

司团队的宗旨，欢迎各界人士前来咨询洽谈业务 。

动追光灯，流动硅箱、固定硅箱、多款灯光流动,固定配电柜、可按要求定做、硅箱与直通电源组合
柜、DMX512信号隔离放大器、流星雨灯条、LED玻璃舞台发光地面等舞台设备。
生产产品和服务深受电视台演播厅、剧场、体育场馆、多功能厅、演出租赁公司等广大客户的认可。
目前公司已承办布吉高级中学,深圳实验中学,宝安中学，深圳市上合小学，宝安区龙华实验校报告
厅，深圳市宝安区天娇小学，深圳市龙岗区天地人和KTV工程、深圳欢乐谷水上世界和魔幻剧场舞台
灯光工程、深圳百花小学灯光工程，深圳世界之窗灯光工程、深圳公明长圳小学多功能厅工程，深圳
实验中学灯光工程,深圳坂田杨美小学多功能厅工程，深圳布吉承漢实验小学灯光工程,深圳布吉中海
怡翠多功能厅灯光工程，深圳九祥岭实验中学灯光工程，东莞生产力大厦移动车灯光工程，深圳大家
乐舞台灯光工程，深圳湾洲际酒店灯光工程，深圳东部华侨城剧场舞台灯光工程等多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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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铂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东街30号月昌工业区B栋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铂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4F-01A

传真：

邮箱： 3376821669@qq.com

网址： www.blong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灯，投影，水幕电影，舞台灯光
深圳市铂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喷泉水舞灯光秀工程，城市照明安装工程，舞台灯光、
激光灯、激光投影设备、户外景观灯、LED灯光照明器材、太阳能一体化灯、光机电一体化及相关产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产品广泛应用于主题公园、市政工程酒吧、歌剧院、舞台表演、（城市夜景、地标、主题广场、城市
亮化美化及新农村节能工程）。

GuangZhou Gaoy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SHEN ZHEN BLO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电话：+86-755-27650146

广州高义（艺）舞台灯光设备厂

4F-04
4F-05

电话：+86-18620040217

传真：

邮箱： xiaozeng1010@gmail.com

网址： www.yiqi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摇头灯系列
广州高义舞台灯光设备厂，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生产舞台灯光设
备，摇头灯系列、追光灯系列、激光灯系列、LED大功率系列、频闪灯系列、LED舞台效果、烟机烟
油、演出器材、控制台系列、配件系列等。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台、歌剧
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体
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相继出
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今后，我们除了不断创新，开发新的高新品种之外，我们将继续专注于现有的产品，进一步严格材料
控制，严格成本控制，严格品质控制，进一步优化售后服务。同时，我们也热忱为广大国内外客户提
供OEM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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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胜洋电机有限公司
ZHONGSHAN SHENGYANG MOTOR CO.,LTD

Hall 4
4 号馆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路5398弄25号

传真： +86-760-22222679
网址： www.shengyangmoto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混合式步进电机，闭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

4F-06A

Hall 4
4 号馆

胜洋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洋”）是一家专业集生产、研发、销售步进电机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成立于2011年。坐落于广东省中山市,占地面积达10000m2。胜洋拥有先进的步进电机生产设
备，自动化生产线以及配套检验测试设施。自身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已通过ISO9001：2015认证。
胜洋更注重产品的开发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其中拥有3项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专利数量在
国内步进电机行业名列前茅。胜洋始终秉持对专业应用技术和国际化科学管理手段的追求，产品广泛
应用于安防监控，银行系统，门禁系统，舞台灯光，打印机，验钞机，机器人，工业控制等各类精密
控制的行业，月产量高达55万台。胜洋拥有一支年轻，务实创新的运营团队。坚持“质量为先、信誉
为重、管理为本、服务为诚”的企业宗旨，谒诚为海内外客户服务。
认证：CE, RoHS, REACH, ISO9001: 2015
Shengyang Motor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STEPPER MOTOR. As an 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 we use internationally proven scientific management tools along with the pursuit
for professional applied technologies since the foundation in 2011. Shengyang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products and solutions for many industrial, such as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monitoring, bank system, access control, light drive, robot arm ect. SY has already had 3
National Invention Patent, 11 Utility Model PatentShengyang has professional team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on which an extremely wide range of high performance motion control are supplied to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Certificates: CE, RoHS, REACH, ISO9001: 2015

广州市白云区恒之光光电照明设备厂
GBR PROLIGHT GROUP(HK)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高增大街76号之二
电话：+86-20-36785676
传真： +86-20-36785691
邮箱： gbr@gbrlight.com
网址： www.gzhz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灯、投光灯、影视灯

4F-06B

KUPO SHANGHAI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中山市东升镇福强路6号
电话：+86-760-22222689
邮箱： xue@shengyangmotor.com

固凯（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恒之光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 安装及售后为一体的舞
台灯光光电企业。公司主要生产光束灯、LED摇头灯、摇头灯、LED投光灯、LED效果灯、户外光束
灯、探照灯、激光灯、投影灯、水纹灯等系列产品。我们拥有一批专业的研发，生产队伍和一个完整
售后服务团队。让客户买的放心、用得安心。
我们的产品畅销全国，并远销欧洲，美洲，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并得到众多客户的一致好评
及认可。我们的经营理念是“以诚信为本，客户至上；以科技创新开创未来！”
品质-源于我们不懈的追求！
Guangzhou GBR Prolight Group Co.,Ltd was founded in 1999. It is a professinal lighting enterprise who engaged in R&d, Production, sale, installation and after-sale service. Our product
range include BEAM MOVING HEAD LIGHT, LED MOVING HEAD LIGHT,LED WALL WASHER,
OUTDOOR MOVING HEAD BEAM, SKY SEARCH LIGHT, LASER LIGHT etc.
We have an excellent professinal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Team. Our products are very
popular and selling throughout China and also to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 regions. Gain the
full recognition by the mass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GBR company philosophy is “Integrity-based, Customer First,Change The Future B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Quality - from our relentless pursuit! Welcome your visiting and business cooperation!

电话：+86-21-56779636

传真： +86-21-56779218

邮箱： kupo@kupo.com.cn

网址： www.kupo.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Xenonspot氙气追光灯、Green

Hippo媒体服务器、
Light & Motion灯具、宝镇镀膜镜片、Rigpro电动葫芦、
KUPO接插件

KUPO成立于1979年，主要从事于剧场舞台灯光设备、演艺设备和系统规划整合、摄影灯光脚架配
件、视频播放控制、光学镜片的制造与销售，40年的专业经验在行业内具国际影响力。KUPO将世界
领导品牌引进大陆市场，独家代理日本Xenonspot氙气追光灯、英国GreenHippo媒体服务器、德国
Waagner-Biro舞台悬吊升降控制系统、台湾地区Rigpro电动葫芦、SHI-CHI反声罩和音乐厅演奏专
用椅、美国Lowel便携灯光、美国Light & Motion灯具、美国Rosco光效产品等众多品牌，深度合
作，与国际趋势保持同步。
KUPO专注于电视台、剧场剧院、音乐厅、影视拍摄、演艺活动、展览展示、会议中心等市场领域。
KUPO拥有自有工厂和自主研发团队，国内外取得多项专利，聆听客户意见，持续创新，产品先进满

4F-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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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市场需求，从而为KUPO在世界范围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众多产品通过CE、TUV、UL、CUL等不
同的国际安全认证，即便在严苛的工作环境中，也能确保用户的安全与器材的稳定运作。
感谢您的鼓励与惠顾！来自您的每一份关注都会促使我们前行，不断努力，为市场提供更好的产品和
服务！
KUPO was founded in 1979, and has 40 years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in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and system planning & integration, photography stands,
media servers, and optical filters. KUPO introduces many leading global brands into the
mainland market, such as Xenonspot, Green Hippo, Waagner-Biro, SHI-CHI, Rigpro, Lowel,
Light & Motion, Rosco in cooperation.
We focus on TV stations, stage & theatre, concert hall, movie & filming, performing arts,
exhibitions, conference center, and includes many other areas.
KUPO has independent factories and R&D team, holds many patents both domestic & international, constantly adjusts & reviews based on every feedback, continuous innovation &
advancements are designed to fulfill market demand, through these, KUPO has established a
good reputation worldwide.
Always appreciate your encourage and patronage. Every tiny input moves us forward with
better service and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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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宝玛仕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OMASHI LIGHTING & AUDIO CO .,LTD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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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村亭石南路6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南贤路自编1号

电话：+86-20-86026799

传真： +86-20-86026856

电话：+86-20-36396053

传真： +86-20-36396053

邮箱： 739989328@qq.com

网址： www.bmslighting.com

邮箱： info@gzredsun.com

网址： www.gzredsu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380W三合一光束灯、380W棱镜王、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灯，帕灯，效果灯，追光灯

广州市宝玛仕灯光音响有限公司创建于2000年，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及周边设备的研究、设
计、生产、安装、咨询、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设备广泛用于专业演出、专业剧
场、娱乐中心、酒吧、俱乐部、夜总会及企事业单位多功能会议厅等等。宝玛仕的优势在于拥有
专业的人才和一流的安装调试技术；我们讲求每一个环节、部门之间的配合和整合效果，我们始
终秉承“品质卓越、技术雄厚、售后服务完善”的企业宗旨。
在专业舞台灯光行业不断开拓及创
新。宝玛仕目前已拥有电脑摇头光束灯、LED光束灯、LED摇头灯、LED帕灯、LED效果灯等系列
品种供客户选择。
自产品投入市场以来、得到业界人士响应、支持及好评。令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远销东南亚、
欧、美洲等多个国家。宝玛仕将继续以探索 、实践、奉献与敬业总结成为前进的航标。以饱满的
热情和蓬勃的生机致力于专业舞台灯光音响的发展，从而使我们赢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GUANGZHOU BAOMASHI LIGHTING & AUDIO CO., LTD, established in 2000, is a lighting
professional enterprises which is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and selling stage lighting. Like
computer moving head light, beam lights, LED moving head, LED cast lights, LED PAR
lights, LED effect lights, lasers and outdoor lights etc. our products with stable quality,
variety complete and obtains a good reput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广州红太阳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从事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和安装一条龙服务
的企业，以创新的理念、优良的品质、完善的检测系统，推出“Redsun品牌。
公司主要经营摇头灯、追光灯、帕灯、LED灯等一系列产品。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
大，管理也逐步完善。
红太阳遵循企业管理体制和市场运作体系进行管理，产品寿命测试及老化测试平台等一流的生产
设备。以严格的生产管理体系为保障，使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已通过了ISO
9001：2015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历经多年的耕耘，红太阳销售网络辐射全球，凭借可靠品质赢得全球信赖和良好的国际声誉。我
们真诚地为海内外客户提供高品质的OEM和ODM产品及优质服务。在新世纪里，我们将更加努
力，更加勤奋，继续以工匠精神为您提供更完善的服务！
Guangzhou Redsun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founded in 2008. Is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installation of enterprise-stop services. To the concept of innovation, excellent quality, perfect detection
system, launched "Redsun" brand.
Our main products are Moving Head Light, PAR Light, LED DJ Effect Lights.
After many years development, Our company has been expanding, the management also
gradually improved. RedSun With strict production management system as the guarantee.
Products have CE, Rohs, FCC, IEC, REACH and other certification.
RedSun sales network radiates globally. It is the business goal of the company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improve service quality and meet customer requirements. We sincerely to
provide high-quality OEM and ODM products, services for customers from domestic and
overs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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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照耀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ne light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朝阳联队工业区南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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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鼎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ining Lighting Co.,Limited

电话：+86-13268327828

传真：

邮箱： cherry@zyshinelight.com

联系方式

网址： www.zyshinelight.com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滘心村村头里二巷17号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4F-09

Guangzhou Redsu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300WLED三合一光束灯、200W三合一光束灯、
7颗×40WLED调焦摇头灯、LED会议平板灯

4F-08

广州红太阳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光束260w ）

广州照耀舞台灯光设备厂成立于2 0 0 3年，是一家民营企业。作为一个新的企业，我们凭着专业
的技术、科学的管理、完善的售后服务、良好的信誉使公司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立足于世界大
舞台，竞争日益激励的社会要求，我们不但要有高品质的产品，科学的管理体系，更要有高素质
的专业技术人员及超前的服务意识。公司本着“以人为本”的精神，使我们拥用一支训练有素的团
队，而我们拥有的资深软件开发、产品设计、场景设计人员更是让我们引以为豪；公司开发的2
R、5 R、7 R、1 5 R、摇头灯系列产品脱颖而出，深受广大客户的欢迎，在公司的管理中，我们
严格按照I S O9 0 0 0：2 0 0 0的要求实行科学全的管理；我们本着“友好合作，光明正大、感谢报
恩”之精神与客户达成互惠双赢的局面。
Shinelight,Shine our feature.Guangzhou Shinelight factory establishedin 2003.Based on
high quality control & competitive price,we keepsoneold client and also gain more and
more new clients,Now our productsarequite popular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Guangzhou shinelight Stage Equipments Factory will create whetyouare looking for and
realize what you need! CE and ROHS can be offeredyou in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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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5914321151

传真：

邮箱： Jessica@shininglighting.cn

网址： www.shininglighting.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光束灯，LED摇头灯，LED帕灯，LED洗墙灯等等）
广州鼎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位于风景宜人的广州白云湖畔，是一家集影视舞台灯光设备研
发、生产、销售、工程设计及安装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凭借用心服务客户、永远以为客户提
供最大价值为导向的服务理念，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信任。
我们公司专业生产光束灯、防水与不防水光束灯、LED摇头灯、LED帕灯、LED洗墙灯、等等，产
品远销美国、英国、法国、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50多个国家，凭借过硬的品质
赢得了大量的忠诚客户，为公司的发展壮大创造坚实的根基
Guangzhou Shining Lighting Co. Ltd is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We
are a high-tech enterprise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LED
Moving head, wall washer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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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曙区西尚电子有限公司
SEETRONIC NINGBO CO.,LTD

4 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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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show lighting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洞桥镇荷晓东路567号西尚工业园区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西街4号3楼

电话：+86-574-82819269

传真： +86-574-83070418

电话：+86-13926180476

传真：

邮箱： tina@seetronic.com

网址： www.seetronic.com

邮箱： 782662238@qq.com

网址： www.hongguanglight.com

西尚电子是一家专注于开发中高端连接器的高科技企业，依托台湾精密机械加工基础，同时拥有
一批极富有前瞻性，创造性的设计团队，我们源源不断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一代代引领当下和
未来需求的表现卓越的产品，特别随着许多新兴行业的崛起，我们也正将我们的视野放的更广，
及时为那些新的需求，提供我们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西尚电子的产品涵盖音频，视频，信号，电源，光纤等连接器。我们服务于音响，灯光，医疗，
汽车，机械，航空等行业。在长期的实践当中，我们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革新，今天我们的企业
内部在管理运营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提高，而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也获得了我们客户的广泛认
可，也为企业更高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心。
Seetronic is a high- tech enterprise focused on developing high- end connectors, relying
on Taiwan precision machining foundation, also has a team with forward- looking and
creative design, we have continuously developed excellent products to meet market
deman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leading the present and future trends, especially
as the rise of many new industries, the company also broadens the vision to provide
suitable solutions for these new demand timely. Seetronic products include audio, video,
signal, power and fiber optic connector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audio,lighting, medical,
automotive, machinery, aviation and other industries. During the long- term practice,
continuous self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ur internal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
have improved by leaps and bounds, while products quality and service are recognized by
our customers, but also offer strong confidence for the enterprise to realize higher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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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设备
广州市柯斯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照明及配套设备研发、生产、安
装、销售、咨询及售后服务的综合性厂家。公司主要生产舞台灯光设备，摇头灯系列、追光灯系
列、激光灯系列、LED大功率灯系列、频闪灯系列、LED舞台效果、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台
系列、配件系列等专业舞台灯光设备，公司产品广泛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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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艺霖舞台灯光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Foshan YiLin Stage LightPerforming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No.2Hongnan Gaotian Industrial Zone,Lishui Town,Nanhai District,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电话：+86-757-85614721

传真：

邮箱： admin@fsyilin.com

网址： www.zgyili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fog

machine,co2 confetti machine,
foam machine,bubble machine,cloud machine,
silk flame light

广州镭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Guangzhou Laserspace 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广花路168号三楼自编E座322商铺
电话：+86-13811582538

传真： +86-20-89681596

邮箱： laserspace@163.com

网址： www.laserspace.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表演系统系列产品,激光创意系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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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柯斯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光设备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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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镭幻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为客户提供专业的激光应用解决方案，可提供包括前期设计、
工程安装、设备调试、激光效果制作、现场执行、设备维护、售后服务等。
公司主要业务有激光设备租赁、激光演出技术服务、激光工程、激光销售。主要服务于各类型演唱
会、音乐节、大型晚会、新品发布会、汽车上市会、车展、时装秀场、高端婚礼等。同时也承接主
题乐园、水景秀、实景演出、城市景观、地标、高端娱乐场所等的激光销售及工程安装业务。
Guangzhou Laserspace cultral development Co,.Ltd provide laser application solutions,including primary design,installation,laser equipment debugging,laser effect production,laser
program&operation ,equipment maintenance& after-sales service.
Main business of our company comprises laser equipment rental,laser show technical
service,laser installation and laser sales.We provide service for touring concerts,music
festivals,large performance show,new product launch ,new car launch ,auto shows,fashion
shows and high-end weddings.Furthermore,we are also engaged in laser sales and laser
installation for theme parks,waterscape shows,live-action performances,urbar landscapes,
landmarks and high-end entertainment places.

Yilin Stage Light Performing Equipment Co.,Ltd is a comprehensive and professional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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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actuere specializing in designing,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stage effect equipments.
Our mainly products are projection fog screen,stage water mist machine,flame lights,fog
machines,CO2 jet machine,bubble machines,bubble fog machine, snow machines, party
foam machines, follow spot lights,LED stage lights,confetti machine and so on.
Yili spirit of "People oriented to being" "business-to-first","talk about innovation,quality"
the concept of rapid rise. In the highly competitvie economic environment, we know that
only by constantly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technical content,in order for the more
demanding/high-quality customer service.
We always sincere belief closely aligned with our customers.
Thanks for many years continue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and very warm invitation to
join the new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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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斯全德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zhou Siquande Lighting Co.,Ltd.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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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zhen Donglia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大观路横岗尾5号新塘商贸园自编号C栋4楼东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龙华清湖清澜路安之龙工业区A栋3楼

电话：+86-20-82346080

传真： +86-20-82346083

电话：+86-755-61595836

传真： +86-755-81717577

邮箱： 496028438@qq.com

网址： www.sqdlighting.com

邮箱： admin@szdlled.net

网址： WWW.SZDLLED.NET

LED舞台灯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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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全彩显示屏 led display

深圳市东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座落于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安之龙工业园，拥有
3000平方米厂房，公司科技力量雄厚，高端人才组成的专业研发团队，全自动贴片；在光电行业

广州斯全德灯光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舞台影视照明和环境智能照明设备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专业
制造商和系统集成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通过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自主研发生产
的品牌有TINHAO和FLYGEKO系列产品, 产品通过CE等安全环保体系认证。目前产品已经远销海
内外，同时是影视舞台用户首选国内高端产品之一。公司还获授权在中国代理多个进口品牌灯光
设备，是荷兰飞利浦（PHILIPS）影视演艺灯光和葡萄牙maquinas影视舞台机械中国市场战略合
作伙伴。公司以领先科技与服务为宗旨，一直致力于研发和生产专业影视舞台灯光产品和环境智
能照明设备，先后研发的"掉零保护技术"、"无线网络灯光信号传输技术"、"正弦波/光纤/网络/智
能控制技术"等均为国内首创并居国际先进水平。本公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专业的技术服务队
伍，有丰富的影视舞台灯光产品技术培训、系统安装、设备调试和维护经验，是中国演艺设备技
术协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制作艺术 (灯光)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单位，中国舞台美术
学会理事单位，广东省演出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省演艺设备行业商会副会长单位。

积累了近十年的经验。高品质的LED显示屏制造商，同时也是亚太地区乃至国际市场有影响力的
厂商。主要生产户外全彩LED显示屏、室内全彩LED显示屏产品。
Shenzhen Dongliang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8,
professional commitment to high quality two light-emitting tubes ( LED ) R & D, manufacturing, application, the super bright color series, large power multiple specifications LED
products, including full color display, landscape lighting, traffic signals and information
display in three major areas, the performance of and price of perfect equilibrium of LED
products to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in the global sales have been extended to nearly 50
countries and regions.

广州敦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undi Stage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Hall 4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西湖村南街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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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36035818

传真：

邮箱： dd@dd-lite.com

网址： www.dd-lite.com

地址：No.3 CheCheng Road，XinHua street,Huadu District,Guangzhou
电话：+86-13926491866

传真：

邮箱： molly@sensationlighting.com 网址： www.sensationlighting.com

LED摇头灯、LED车展灯、LED平板灯、LED观众灯
广州敦帝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剧院、舞台、舞厅配套灯光设备的研究开发、生产、
销售、安装、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于一体的厂家。
本厂产品以可靠的性能、实在的价格、优质的服务，不但在国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还远销国外
几十个国家。
我们始终秉承“诚信为本、质量第一、自主创新”的经营理念。以严谨的专业精神，规范每一个细
节的运作。经过不懈的努力与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赞誉和支持。
近期本公司新研发出LED追光灯、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车展灯、该系列产品，已受到国
内外一些专业人员的高度评价。期盼更多的新老客户前来咨询和技术交流。
Guangzhou Dundi Electric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is specially engaged in
R&D,manufacture,sale,installation,technical consul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of Theatre,
Stage,Dancehall and Disco lighting equipment.
Our products have been welcomed by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nce its reliable
quality、reasonable price and excellent after-sales service.
We always uphold the "integrity-based, quality first, innovation" business philosophy. With
rigorous professional spirit, every detail of the operation specification. Through the efforts
and refine on unremitting work attitude, has w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praise and support.
Recently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new LED follow spot light, LED profile light , LED spotlight ,LED car show light, this series lights has been highly evaluated by some domestic
and foreign professionals, we expect you to come to see us and exchange of technology.

盛仕光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Sensation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追光灯、LED成像灯、LED聚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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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调光设备、网络系统、安全用电配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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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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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HEAD,
LED PIXEL CONTROL PANEL,
LED BATTERY UPLIGHT

盛仕光景（广州）科技有限公司是有一群具有热情的电子技术人才，结构技术人才，销售人员创
办的一家具研发，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的舞台灯光厂家。
产品远销欧美，中东，东南亚等国家。承接国内外ODM 制造。
Sensation light professional develops quality lighting fixtures for live events and touring
events markets. As well as for permanent installation in the theaters, broadcast
studios ,clubs, and hospitality venues. Experienced in providing a wide range of services
from complete Lighting systems to complete any events or festival set ups .Thank you for
considering Sensation light for your current and future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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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创盛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uangsheng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Equipment Ltd.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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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炫艺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T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朝阳开发区联新北四巷7号四楼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朝阳亭石北路251号

电话：+86-20-36394619

传真： +86-20-36385571

电话：+86-20-36138602/0623

传真：+86-20-36556647

邮箱： jgpcad@163.com

网址： www.csl-light.com

邮箱： info@stslite.com

网址： www.stslit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大功率LED图案灯、光束灯等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摇头切割灯、图案灯、光束灯、LED染色灯、

COB帕灯、洗墙灯等

广州创盛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专业生产大功率LED电脑摇头图案灯和光束灯的
厂家，集研发、设计、生产、工程安装、销售及售后服务和国际贸易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综合

广州炫艺电子有限公司（原艺林照明）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型企业。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各地及欧美，东南亚等地区。我们倡导绿色节能环保，节约现有

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设备制造商。本公司专注于生产LED摇头灯、LED光束灯、LED室内室外染

能源消耗量，提倡环保型新能源开发，造福社会。以最诚挚的心为社会各界提供最好的产品和服

色灯等。稳定的生产管理团队，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测试仪器，以ISO管理体系

务。

为基础，从原材料、半成品到产成品出货检验严格按标准化执行。优秀的营销团队和国内、外各

A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Guangzhou Chuangsheng Stage Lighting and Sound

区域渠道合作伙伴，专业的技术售后团队，对于市场开拓和产品售后服务等方面有着健全的管理

Equipment Limited mainly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powerful LED computer moving head

方案，销售网络和产品销售遍布国内、外。强大、专业的研发团队和先进、完善的销售服务理
念，使得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国内、外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尤以欧美为主，产品经过

spot light and beam light.Our sales network spreads thoughout China as well as Europe,US

了欧洲的CE、美国FCC、C-Tick等认证。公司可根据客户需求定制产品及OEM订单。“质量第

and Southeast Asia areas.We advocate Green Energy-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pro-

一，客户至上”是我们的经营方针，始终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竭诚为我们的每一个客户提供

tection,saving the existing energy consumption,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new

最好产品和最优质的服务。

energy development,and benefit the society.We sincerely wish to provide the best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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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ll as service to various circles in the society.

工厂位于白云区石井，40分钟车程可到达机场、市区及火车站转至深圳及香港。我们将继续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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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追求完美的服务宗旨，竭力满足广大客户的需求，不断创新，持续努力，与客户携手
前进，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
STSLITE is the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comprehensive for design,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lighting equipment. We have a progressive experienced
production management team and a professional follow-up service team. Based on ISO
management system, we strictly execute the standard quality inspection from the raw
material, semi-product, to the final product.
Our main products are LED moving head, LED moving beam, LED wash(indoor and
outdoor), DMX controller and fogger machine.
Our Busines Policy is “Quality first, customer foremost”. We work also with the well-known
names in the world at OEM.
The factory is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where it is convenient, around 40 minutes drive to
go to airport, downtown and east railway station, interchange to Shenzhen and HongKong.
We work on “People Oriented”, pursuit service perfection, and tr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our dearest customers. We shall persist to innovate, and work together with our
partners, to make a brigh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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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雅斯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ashiq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H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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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井镇红星村珠岗路自编一号一座四楼

地址：广州市番禺大道北941号华圣物流园综合楼六楼

电话：+86-20-31521041

传真： +86-20-31521041

电话：+86-20-84782826

传真： +86-20-34893525

网址： www.jkllighting.com

邮箱： iconlight@icon-light.com

网址： www.icon-light.com

邮箱： caihongqin@jkllighting9448.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剧场灯光、户外照明、光纤照明

广州雅斯奇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座落于广州白云区石井镇，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工程

从创业伊始，艾肯就展开了品牌的中国之路。以精致的工业艺术精神开始，2005年在广州番禺建

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专业灯光民营企业，目前主要产品为：智能化舞台灯光系列（分为激光灯系

立制造基地，致力于现代装饰照明、舞台设备与器材产品的研发、生产、营销为核心的专业性实

列、LED灯系列和摇头灯系列等）、城市景观照明LED系列。卓越的品质和优良的服务为我们赢得

业企业。时至今日，已成为众多国内乃至世界著名建筑装饰照明品牌、舞台设备等渠道商、贸易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使得我们的产品倍受国内外用户的青睐；

商、工程商的忠诚合作伙伴。
艾肯品牌在中国市场展现灵活的商业模式，愿与国内外同行及商家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构成完

Guangzhou city Yasiqi(HK JK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善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系统，以尊崇的品牌价值哲学、关怀的品牌服务精神，创造以客户为最高价

in R & D, intelligent entertainment lighting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ighting products

值导向的品牌情怀。成长策略是以制造技术垂直整合、产品广度横向整合，市场推动策略结盟，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integrated high-tech enterprise, founded in 2008, has 10 years of

驱动品牌愿景成长，与全球客户伙伴共享创造共赢。艾肯重视系统规划与运筹，倡导以人的热情

history so far. Is a professional lighting company, is the leader in the domestic lighting

和价值为团队基础，人文、科技、艺术、环保、服务，构成艾肯团队的行为坐标，持续成长迈向

industry, has a certain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t present, Yasiqi lighting a

未来，以价值观念一致的团队、领先的资讯科技与开发制造系统、坚持创新、服务为品牌价值核

large number of products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 Asia and other more than and 100

心的市场系统。 艾肯产品发展规模向整体新型节能环保舞台灯具方向整合。产品主要聚焦于：舞

countries and regions, sales network and service centers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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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艾肯照明器具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ICON illumination Technology Co., Ltd

Yasiqi lights to "make the world light enterprise" is the enterprise long-term development
goal. By constantly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ability of enterprise, establish the
technology with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brand advantages, optimize

台灯光、剧场灯光、娱乐灯光、户外建筑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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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day when ICON started his journey on the modern decorative illumination in
2005, the research, manufacturing and the selling had been the essential
parts of this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After a few years of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Hong-

the pre-sale, sale and customer service professional service system, professional and inter-

Kong(Guangzhou) ICON Illumination Technology Co., Ltd, the name of this company has

national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most innovative lighting enterprises

become well known all over the world for its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ICON has revealed a great flexible commercial mode in the market. We are not only willing
to establish cooperated relationship with domestic enterprises but also all kinds of overseas companies who focus on decorative service. The combination of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wide range of products has been the mainly strategy of ICON. Just as the
ICON slogan said, 'Technology, to be brilliant because of maturity', high quality control are
strictly proceed during the production and after-sale service will be provided to any problem customers. In addition, creation of products and manufacturing system will keep
developing under valuable suggestion and feedback from our clients. In the recent year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gradually moving on to the new green saving energy mode of
illumination equipment. our products focus on the stage lighting, theater lighting, entertainment lighting, outdoor building light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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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优曲克贸易有限公司

Hall 4

Ningbo Neutrik Trading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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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石碶街道冯家村
Fengjia Village,Shiqi Street,Haishu District, Ningbo City
电话：+86-574-88250833
传真： +86-574-88265000

地址：泰州市高港区大泗镇工业集中区

邮箱： sales@neutrik.com.cn

网址： www.neutrik.com.cn

电话：+86-523-89567638

传真： +86-523-89567638

邮箱： 992180064@qq.com

网址： www.tzhbw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升降台、吊杆机、旋转台

参展商品牌/产品：

江苏泓博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美丽的扬子畔——泰州市。公司生产基地设在国家中药养

Neutrik由两位创始人于1975年成立，目的是为机械和电子之间的连接创造具有革新意义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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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泓博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Hongbo Stage Equipment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生小镇——大泗，距离泰州高速出口大泗出口1.5公里，交通便捷。泓博公司是国内较早从事舞台

品。今天，作为设计，生产和销售音频、同轴、电源以及圆形连接器的世界领头人，我们的主要

机械设计制造安装的专业公司。

优势在于比别人“快一步”，在市场需求明朗前就了解市场的未来趋势，并在需求前对此进行生产

泓博以发展文化产业为已任，多年来以求新务实的步伐走出一条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

供应。

新、品牌创新的发展足迹，在企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向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安装调试及售后服

从创建之初，我们就专注于音频连接器产品的创新研发，今天，Neutrik在专业的音频市场上独领

务一条龙的实体企业方向快速发展。

风骚。我们的产品包含XLR连接器，插头，插座，扬声器连接器，跳线盘和光纤连接系统。自

公司自成立以来，广纳各类科技精英人才，借鉴国内同业技术之长，自主研发、科技创新，在舞

1975年创建以来，我们获得了众多专利和认证，这些都证明了Neutrik在创新方面所取得的成

台机械领域推行了许多新思想新方法，公司本着以人为本，以德为根的宗旨，为广大用户提供更

就。Neutrik基于IS0 9001-2008高质量标准以及可靠的客户关系，致力于卓越的创新。

优良的服务和更优质的产品.

Neutrik was founded in 1975 as a two man operation with the idea to creating innovative

Jiangsu Hongbo Stage Equipment Science & Technology Co.,Ltd. is located in Taizhou-a

products utilizing the latest in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know-how and creativity. Today

city which lies beside the beautiful Yangtse River. Our production base is in Dasi which is

we are the world leader in design, manufacture and marketing of audio, coaxial, power and
circular connectors. Our main priority is to be "one step ahead", i.e. 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market needs before they become obvious and to accommodate demands before
they occur. From the beginning Neutrik has concentrat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audio connector products. Today Neutrik leads the way in the professional audio
market.
Our audio range includes XLR connectors, plugs, jacks, speaker connectors, patch bays

town well known for its national traditional medicine health preserving. Our compan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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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m from the Dasi exit of Tai-Zhen Express, enjoying a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Our
company is specialized in designing, manufactuning and installing of stage machineries
for a long time.
Hongbo takes the culture development industry as our responsibility. Through our several
years effort, we are now on a wa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brand innovation. We are rapidly developing toward an entity
enterprise which may offer one package service including designing research and devel-

and fiber optic connection systems. Many patents granted and the many license agree-

opment. production and manufacturing,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and after-sale

ments since our beginning in 1975, evidence Neutrik's innovation and creative achieve-

service whi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

ments. We are committed to excellence in innovation, quality based on ISO 9001-2008 and

Since the foundation, Our company enrolls many experts and talents. We pratise lots of

fair partnership with customer.

novel approaches in the field of stage machinery by absorbing the advantages of other
companies, autonomou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ur
company insist in the tenet of People Oriented. Virtue Foremost. We will continue to offering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more improved service for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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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博焱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 Yan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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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DJ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西街88号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镜湖工业区富邦路7号

电话：+86-15626015706

传真：

电话：+86-20-83981366

传真：

邮箱： joy@gzboyan.com

网址： www.gzboyan.com

邮箱： 2990289686@qq.com

网址： www.djpower.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博焱灯光专利产品:

LED像素背景灯系列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特效设备

广州博焱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企业，主要

广州迪杰帕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DJPOWER）创立于2002年，拥有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专业舞

产品包括LED像素背景灯，追光灯，LED舞台灯等，产品广泛用于专业演出、剧场、娱乐中心、酒

台特效生产基地，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员工200人左右。公司拥有一支专业的研发团队，

吧、及各企事业单位多功能会议厅等场所。自成立以来，凭借其精湛的技术、经典的品质和完善

十多年来创造了众多舞台特效产品，获得国内外专利达50多项，其中多项专利属于全球首创。

的售后服务体系，在灯光行业中享有良好的口碑。

DJPOWER经过十多年的锐意进取，掌握了舞台特效产品的核心技术，但更专注于创新研发。已
成为中国舞台特效行业的卓越品牌，树立了行业新标杆！DJPOWER正快步走向更专业, 更高效，

放眼未来，博焱灯光始终坚持以“以质量求生存,以 服务求发展,以信誉占市场”价值观，锐意进取，

更团结的美好未来，将全力为全球的娱乐事业带来更多精彩特效！

追求卓越，继续发挥企业的技术领先、产品稳定，售后完善等优势，与同行及各界共创广州博焱

DJPOWER — 以专业向艺术致敬！

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企业，主产品包 括电

主营产品：摇头烟机、直喷烟机、可转向烟机、LED气柱烟机、水性雾机、油性雾机、二氧化碳

脑摇头灯，LED舞台灯两大系列，产品 广泛用于专业演出、剧场、娱乐中心、酒吧、及各企事 业
单位多功能会议厅等场所。自成立以来，凭借其精湛

气柱、二氧化碳气枪、超静音雪花机、大泡泡机、自动干冰机、彩纸机、礼花机、特效风扇等专

的技术、经典的品质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

业舞台特效设备。

系，在灯光行 业中享有良好的口碑。
放眼未来，博焱灯光始终坚持以“以质量求生存,以 服务求发展,以信誉占市场”价值观，锐意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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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迪杰帕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追求卓越，继续发挥企业的技术领先、产品稳定，售后完善等优势，与同行及各界共创 辉煌的未
来。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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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DJPOW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was set up in 2002, which is the
leading company in the line of stage effects in China.
DJPOWER boasts a professional, experienced and innovative R&D team, having developed
lots of stage effects products within several years and obtaining more than 50 patents at
both home and abroad.
Among those patents, many are pioneered by DJPOWER in the world and have been well
known, such as the vertical fog machine, moving head fog machine, super quiet snow
machine, flexible fog machine, LED CO2 jet etc.
DJPOWER has been supplying professional stage effects equipment to many renowned
compan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for many years and has become the best OEM or ODM
partner of foreign first-rate companies tussling for.
Now, DJPOWER is rapidly heading for being more professional, more efficient, and more
united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DJPOWER will concentrate more on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bring more and more high value and performance effects
machines to benefit all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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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伊特舞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HEBEI EVO-TECH STAGE MACHINERY CO.,LTD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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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和平东路479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东线路九横路七号

电话：400-0059-566

传真：

电话：+86-20-34882457

传真： +86-20-24882437

邮箱： info@evo-techina.com

网址： www.evo-techina.com

邮箱： 2355515437@QQ.COM

网址： WWW.SHINESTAG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卷扬机、销齿提升链、全向小车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TRUSS架(猫步架、THOMAS架）、

优耐舞台YS6、防暴栏YB8

河北伊特舞台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的设备制造
是专业生产舞台机械设备的企业，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施工为一体，已先后为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国家大剧院、广州大剧院、上海大剧院等众多大型场馆提供设备及技术服务。
公司拥有独立的专业舞台设计院，已获得多项专利及荣誉。致力于舞台专业设备及控制系统的研
究和开发，建立健全了从舞台工艺到设备设计、研究开发、加工制造、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的完
整体系，为客户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或单项服务。公司产品为全套舞台台上台下舞台机械设备及
自动全向车、销齿链等，军工品质，领军行业。

5 号馆

广州宜莱特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z-elites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流连路28号
电话：+86-18675960122

传真： +86-20-36005323

邮箱： 964386616@qq.com

网址： www.evo-techin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19*15W蜜蜂眼，7*40W摇头灯，

12*40W摇头灯，19*15W调焦染色摇头灯
LED80W光束灯，无线电池帕灯系列

广州宜莱特灯光设备有限公司集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支持于一体。以专业的技术、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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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 Zhou Shinestage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基地。

Hall 5

广州市耀纳舞台科技有限公司

的品质和完善的服务，致力于推广“宜莱特”品牌。
“宜莱特”主要产品系列包括：光束灯系列、LED 摇头灯、LED帕灯、洗墙灯、地板砖、舞台效果器
及控台系列。产品远销欧美、日韩、东南亚、非洲等世界各国。
“宜莱特”以产品质量谋生存，以良好的售后服务为保证，竭诚为客户服务。
Located in Guangzhou,China, “E-lites” is an experienced production company dedicated to
developing,manufacturing & exporting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 stage accessory.
With years-experienced engineers, production team & service group , “E-lites” provides
High-quality innovative products, including Beam lights, LED moving head lights, LED Par
lights, LED wall washer, LED dance floor etc. As well as the technical support basic on the
products mentioned above.
Our Mission
l Research & Develop creative products
l Control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l Product presentation & Training
l Equipment sales & Install Instructions
l Well-cared Package & Shippment
l Considerate after-sale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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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耀纳舞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世界知我所做 立舞台行业标杆”的
公司发展理念，致力于专业舞台、桁架，看台，安防护栏整场演出工程一站式解决方案。今天耀纳已发
展成为集研发、制造、销售、工程、创意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的整合型品牌企业。
耀纳生产基地位于中国美丽的花城“广州”，近万平米现代化的花园式厂房。已全面通过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EN1090焊接体系认证，德国TUV产品安全承重测试和欧盟CE认证；产品70%出口。
凭借优质的整体解决方案和丰富的大型项目运作经验，耀纳的成功参与了：郑州上合组织首脑会议、
辽宁会展中心、河南省公安特警部队、第十一届亚欧首脑会议、广东省博物馆新馆、内蒙古霍林郭勒广
播电影电视局、广州长隆国际水上乐园、珠海长隆海洋王国；安徽六安金安大剧院、福建省福州大戏
院、安徽体育馆、重庆文化馆、浙江卫视中国新歌声、广东省商学院、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广西南宁国
际会展中心、中国水电十一局、湖北荆州电视台、广州武警总队、四川成都艺术团、湖南益阳花鼓戏剧
团、浙江慈溪体育馆、周杰伦2017“地表最强”世界巡回演唱会、百威风暴电音节、第十五届欧洲足球锦
标赛、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NBA金州勇士新赛季开赛颁奖典礼、全美业余轻次量级拳击巡回赛、广东
粤剧院、广州白云机场T2航站楼、墨西哥2018总统选举、美国MMA格斗巡回赛等 …
未来耀纳，将通过加强技术研究和产品服务开发，不断巩固和完善市场营销网络，提高整体解决方案的
服务水平，向各个领域进行深度拓展。大力支持全球各地经销商，形成有系统的服务网络。让我们的合
作走的更远！
创新超越的路上永不止步，耀纳“世界知我所作 立舞台行业标杆”，不忘初心，这个筑梦工程将坚持到
底，继续刷新业界传奇！
About us
Situated in the beautiful flower city “Guangzhou” in China in 2009, Guangzhou Shinestage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is one of the most professional producer of high standard aluminum truss in the world. Covering an area of 20,000 square metres. Besides, a first-rate office
building called “marketing center” with an area of over 2,000 square metres and high-end
exhibition hall occupied nearly 1,000 square metres are out there waiting for you.
Throughout years of ceaseless development, we’ve developed a comprehensive system that can
provide you with professional stage solutions on consultancy, design plan, manufacture, installation, because there are strong teams of R&D, engineers and well-trained producers .
Quality is the root of the enterprise survival. We promise to handle so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hat every single detail of the procedure is well in
hand for the best product quality. Products are maed from incoming, machining, welding,
assembling, to packaging logistics strictly layer upon layer in order to ensure the high-quality
products. With a policy of “do not accept, manufacture and transfer the defective goods”, we
stick to the rigorous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 by passing extremely severe safety tests for each
batch of goods, especially the tests for product structure and load & safety coefficient.
We have managed to be part of a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brand projects by the virtues of the full
optimized solutions and rich experiences in projects including The 15th European Soccer Championship, The 11st Asia European Meeting, Budweiser Storm Electronic Music Festival, The
Theme Stage Project of Changlong Ocean Kingdom, Lexus Auto Show in Shanghai, Dongfeng
Nissan customized stage, Sing China by Zhejiang Satellite, Xinjiang TV Station, CCTV, Tokyo
Disneyland, China International Confucius Culture Festival,Baiyun airport T2 terminal,Mexico
2018 president vote,MMA game in USA etc.
Look ahead
In the future,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nstantly consolidate and improve the marketing network, improve the service
level of the overall solution, and further expand in various fields. Always with the vision of
"making the world to know what i did,setting the stage industry benchmark" and better service,
to create greater value for customers! We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peration with you, always
adhere to the good faith, high quality, innovative, win-win service concept, and create brilliant
together with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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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澳莱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Hall 5

Guangzhou Aolait Lighting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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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花港大道32号A栋第五层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钟村街白山路11号自编15栋01之一号

电话：+86-20-61809261

传真： +86-20-61809260

电话：+86-15999900808

传真： +86-20-82371767

邮箱： info@aolait.com

网址： www.aolait.com

邮箱： 83001283@qq.com

网址： www.aoliang020.com

300W LED摇头图案灯/300W LED摇头切割灯/
300W LED摇头图案灯（CMY版）/
200W LED变焦图案灯/150W LED光束灯/
150W LED图案灯/双头2R光束灯/19颗变焦LED摇头灯/
19颗大蜂眼/12颗40W变焦LED摇头/7颗40W变焦LED摇头等

广州澳莱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国内外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灯光企业，设
计合理的品质，为品保之第一步。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自主研发，积极进取、勇于开拓，
坚信有品质才有市场，有改善才有进步。每一款新产品自研发设计时，始终以方便使用者安装，
使用，维护为前提，灯具方案一旦通过，研发工程师严格遵守有关行业标准的各项规定，设计绘
制灯具图纸，然后产品打样，经过数月测试，修改及完善后，进行小批量试产，力求新品推出时
即是一款稳定成熟的产品。
我们是一个激情认真，不断学习，不断完善，不断创新的团队。凭着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
术，以及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在产品研发上不断求新求变，探索创新，对品质不断地追求进步与
超越，为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
光，让表达更出色!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any, we have always insisted on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valuable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In 2014, our newest product -330W beam spot wash
and 300W Led Spot Moving Head, has won lots of compliments from customer for its
super brightness and hybrid function. We will continue to bring you more unique and
advanced products. We are expect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customers and highlight your
great show!

广州爱宇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灯
广州市奥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激光演示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工程设
计及安装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是全球最大规模生产激光演示设备厂商之一，我们的产品广泛
应用于主题公园、喷泉、旅游景点、楼宇地标、剧场等场所。十多年来已成功打造数百家受到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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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高度好评的工程项目。
我们产品使用进口光源，光衰小、稳定性好、抗寒能力强（零下30度不用加任何恒温装置）。产
品工艺精湛，独家开模，结构型防水，采用三层设计，激光组件密封且与散热系统分隔。我们产
品外置调光窗口便于红、绿、篮分光调节。
Guangzhou Aoliang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is a high-tech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leasing, engineering design and
installation of laser demonstration equipment. It is one of the largest manufacturers of
laser demonstration equipment in the world. Our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theme parks,
fountains, tourist attractions, building landmarks, theaters and other places. For more than
a decade, it has successfully built hundreds of engineering projects that have received
high praise from customers.
Our products use imported light sources, light decay, good stability, strong cold resistance
(minus 30 degrees without any thermostat). The product is exquisite, exclusive open mold,
structural waterproof, with three-layer design, laser assembly sealed and separated from
the heat dissipation system. Our external dimming window is convenient for red, green
and basket spectroscopic adjustment.

Hall 5

Aton Light Co.,Ltd

5 号馆

联系方式

广州多芬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大田庙边新街1号
电话：+86-20-36451800

传真： +86-20-36005366

邮箱： aton03@atonlite.com

网址： www.atonlit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户外户内电池灯 户外防水灯 摇头灯 户内洗墙灯

5A-04B

Guangzhou Aoliang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330W三合一光束灯/230W电脑光束灯/

5A-04A

广州市奥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爱宇森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是亚洲专业的舞台灯光制造商，我们的产品覆盖LED摇头灯，LED效
果灯，LED户外灯。主要出口到国外市场，畅销于欧洲,美洲,中东等国家,目前已通过欧盟的CE和
RoHs认证。我们坚持不断创新超越昨天的理念，力求更加卓越的品质。2018年我们推出最新的
迷你洗墙灯、迷你小摇头和户外防水触屏电池灯。爱宇森照明照亮你的梦想。
Aton light is a asi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which covers LED moving
head,LED effect light,LED outdoor light.The product of which mainly export to oversee
markets,sold in Europe, America, the Middle East and other countries,Up to now all of
products was authorized CE and RoHs ertificate.We consider innovation as our
mission,and supply top-clas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customers.In this year of 2019,we
will release new products of outdoor LED washer,mini moving head beam and outdoor
touch-controled battery light.Atonlite light up your dream!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工业区大观园路2号9栋

5A-05B

电话：+86-20-86023033

传真： +86-20-86023033

邮箱： info@dovefen.com

网址： www.dovefe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投光灯，LED电脑摇头灯，光束电脑摇头灯，影视灯具
广州多芬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企业，主要
产品包括电脑摇头灯、LED舞台灯两大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中高档舞台、歌舞剧院、电视演播
厅、多功能会议厅、演艺广场、酒吧等场所。自成立以来，多芬灯光一直专注于专业灯光产品的
制造，为客户提供具有知识产权的领先技术、品质卓越的灯光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司秉持
着“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以信誉占市场”的价值观，为广大客户用舞台灯光创造出艺术
效果。高性价比的灯光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也让其在业内外赢得一致口碑。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Hall 5
5 号馆

5A-06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州市哈雅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Hall 5

HAYA Light Equipment Limite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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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杰恩宝光源（广州）办事处
Taiwan JENBO lighting(GZ)Office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广龙路8号哈雅光电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门街道旧庄1号滘心商厦405号

电话：+86-20-87400030

传真：

电话：+86-18933931934

传真：

邮箱： overseas@hayaled.com

网址： www.hayaled.com

邮箱： joan@jenbolighting.com

网址： www.jenbo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JENBO舞台影视灯泡、COB、LED模组

HAYA Light Equipment Limited Company specializ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台湾杰恩宝（JENBO）1995年成立于台湾新竹，是生产传统照明灯、电视和工作室金属卤化物

of green festival green LED products, the main products include LED stage lights, LED

灯、汽车金属卤化物灯、高强度放电投影灯、高效特种汞灯、频闪灯、氙弧灯、气体放电电子镇

Spotlights, LED wash lights, LED PAR lamp. Division I has a unique dimming technology, its

流器及其他照明光源的领先厂商。公司已经通过ISO9001：2000认证，JENBO品牌产品的技术性

effects can be comparable to traditional silicon box. To make our products stand out in

能可以和国际品牌产品的性能相媲美。公司拥有一支强大的研发团队和一系列先进的实验设备，

ordinary products.

并持续在开发新产品，如1400W，1700W高显指的快速启动灯泡，4000-18000W的热启动型单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customer center "of the meaning of" service "throughout every

端金卤灯/影视专用灯泡，以及80W--1200W的大功率LED模组和近太阳光谱的高显指COB等光

detail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has won the trust and support of a

源。

wide range of customers.

为了更好服务客人，我们成立杰恩宝（JENBO）广州办事处，大力拓展舞台灯光、户外亮化和影

The growth of the company, customer service and continued success of the process! Our

视照明等市场，并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以及大功率LED模组整体解决方案。

intentions, efforts to prepare everything, with confidence to meet every challenge.

与JENBO合作，您将获得具有行业竞争力的、高性价比的优秀光源！

广州市哈雅光电设备有限公司专业致力于生产与开发绿色节日环保LED系列产品，主要产品有LED

Taiwan Jenbo, founded in 1995 in Hsinchu, Taiwan,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of traditional

舞台灯，LED投光灯，LED染色灯，LED PAR灯。我司拥有独特的调光技术，其效果能够媲美传统

lighting lamps, TV and Studio Metal Halide Lamps, Automotive Metal Halide Lamps, High

硅箱。让我们的产品在普通产品中脱颖而出。

Intensity Discharge Projection Lamp, High Efficiency Special Mercury Lamps, Strong-

深刻理解“以客户为中心”的含义，将“服务”贯穿于公司运作和管理的每一个细节，赢得客户广泛的
信任和支持。

5A-07

point-Xenon Arc Lamps, Gas DischargeEelectronic Ballasts and other lighting sources. The
company has passed ISO 9001: 2000 certification, and the technical performance of

本公司成长的过程，就是服务客户并和客户一起不断成功的过程！我们用心、努力作好每一件

JENBO's products can be comparable to that of Iinternational Brand products. The compa-

事，满怀信心迎接每一次挑战。

ny has a stro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and a series of advanced experimental
equipment, and continues to develop new products, such as 1400W, 1700W High-definition Fast-start Bulb, 4000-18000W Heat-start Single-ended Metal Halide lamp / Special
Video Bulb, 80W - 1200W High-power LED module and near-Solar spectrum High-Ra COB
and other light sources.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guests, we have set up JENBO Guangzhou office, vigorously
expanded the markets of Stage Lighting, Outdoor Lighting and Video Lighting, and
provided a complete pre-sale and after-sale service system and a High-power LED module
overall solution.
Cooperate with JENBO and you will get excellent light sources with competitive industry
and high cos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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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先飞影视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anfeiSUB Film & TV Equipment co.,Ltd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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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民安路8号盛邦工业园3号楼3楼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898号

电话：+86-20-31163554/31163154

传真： +86-20-84302358

电话：+86-757-88325001

传真：

邮箱： SUB110@126.COM

网址： www.xinfeichina.com

邮箱： sales1@acme.com.cn

网址： www.acme.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调光台、硅箱、硅柜、直通箱、电源箱、

LED舞台灯具、电脑摇头灯、舞台机械吊挂

5A-08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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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系统集成、工程设计和安装为一体的高科技实业公司；
是国内主要的高端灯光调光设备制造商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WH/T 60-2013《LED舞台灯具通用技术条件》参加起草单位
是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电视灯光研究会理事单位；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理事单位；
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会员单位；
广东演艺行业商会会员
哈军工-哈船院-哈工程广州校友会理事单位
公司拥有多项产品技术和产品外观专利；
主要用户有：
莎车县广播电视台、淮南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河南电视台、贵州电视台、福建电视台、克拉玛
依电视台、日喀则电视台、西藏歌舞团、河南歌舞剧院、浙江歌舞剧院、山东京剧院、上海大剧
院、南通艺术剧院、中国杂技大马戏城、天津汉沽文化馆及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四个国家级
重点项目。

广州市雾峰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ACME Show Technology Co., Ltd.

参展商品牌/产品： XA-1000BSWF/XA-1200BSWF/

ACME集团成立于1985年，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业内领先生产舞台、娱乐灯光、建筑和
商业照明、音响、功放与控制系统的专业制造商，拥有世界级的生产环境、严格的管理模式、强
大的研发设计能力和完善的销售售后网络。
ACME Group established in 1985 , is one of the largest enterprises known worldwide for
its specialization in the field of lighting such as stage lighting, entertainment lighting,
architectural and commercial lighting, audio, amplifiers and control system of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s. ACME Group products are now exported to over 70 countries .The Group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offer the most innovative and reliable products to meet
customer demands and provide best services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s to gain worldwide recognition and remain ahead of competition.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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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86-20-83760466

邮箱： acmeco@126.com

网址： WWW.ACME.COM.CN

Guangzhou Deshe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Inc.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芙蓉第二工业区富誉路22号
电话：+86-20-86987866

传真： +86-20-83800047

邮箱： vicky@viky.com.cn

网址： www.dslight.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MH-380BWS三合一电脑灯、MC-6007Z4

LED摇头灯、
MHL-600PS电脑图案切割灯、MH-470三合一防水电脑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ACME灯光：XA-1000BSWF/XA-1200BSWF/
XP-380 BEAM II/TB-630 QW/AM-3/LP-14410
广州市雾峰演艺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东沙村,是集设计咨询、产品销售、安装调
试及售后跟踪全过程于一体的多元化、专业性的企业。广州市雾峰演艺设备有限公司主营了：台湾
"ACME"灯光，以满足客户对产品多样化的选择。
公司蓬勃发展至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公司的业绩来看，目前公司
已经进入了行业前茅，逐渐成为行业中坚，在全方位的服务过程中，秉持一贯的企业理念，力求完
美的工程意识，以创造高质量的舞台美术为目标，一次又一次的创造出令人赞赏的作品；从公司的
内部环境来看，公司秉承：人才是一切的根本，坚持以人为本的用人理念，销售部、设计部、工程
部、客服部、市场部等各部门汇集了一批训练有素的专业骨干各式尖端人才，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
质服务。
为进一步提升售后服务效率和质量，为广大客户提供便捷、满意的售后服务，公司在贵阳、华东、
北京、福建等全国主要城市增设售后维修中心，为周边地区客户提供技术咨询、设备维护、产品升
级等售后服务。 （售后服务热线：4006113213）
荣誉只属于过去，未来还需汗水书写。雾峰的过去感谢您的合作，雾峰的现在需要您的支持，雾峰
的明天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未来，我们的发展方向非常明确，前景一片明朗，但是我们清楚：
打造一个知名品牌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需要长期努力不懈的奋斗，我们秉承着"质量第一，服务至
上，不断创新，力求完美"的宗旨，我们将为您提供更全面，更可靠，更周到的优质服务。

广州市德晟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东环街东沙村汪波三街南骏盈大厦3号B栋4楼501
电话：+86-20-83760403

XP-380 BEAM II/TB-630 QW/AM-3/
LP-14410

5B-01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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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Foshan YiFeng Electric Industrial Co.,Ltd.

5B-02A

广州市德光电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晟股份）成立于2003年。主营文旅演艺声光电集
成服务商，于2017年6月新三板挂牌，股票代码：871494。
目前，徳晟股份全资控股2家子公司。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设立了分公司。德晟股份在光电
领域取得了66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徳晟先后取得花都区高新科技企业称号；广东省高新
科技企业称号；广州市科技小巨人企业奖。并参与中国舞台灯光行业标准制定（国家标准）。
德晟股份定位为“产品研发”“工程施工”“方案设计”集成服务商，把夜游经济，智慧城市，文化旅游
作为德晟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集成了专业舞台影视照明、建筑景观照明、舞台机械、智能显
示、艺术水秀、艺术激光、专业音响、全息投影等众多专业领域集成服务。
德晟股份近年来参与了厦门金砖5国首脑会议《扬帆未来》、广州财富论坛珠江夜景、杭州G20峰
会文艺表演、南京眼夜景、CCTV数届春晚、；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项目；深圳大运会配套夜景项
目；北京长城夜景项目；北京天坛夜景项目；央视连续4年春晚及多栏目灯光等项目；湖南卫视跨
年、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快女、快男灯光项目；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中国新歌声、掌声响
起来灯光项目；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最强大脑灯光项目。浙江嘉绍大桥夜景项目等等。成为国内
主流大型演艺活动及夜景景观灯光设备的重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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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安驰灯光有限公司

Hall 5

GLEELITE CO.,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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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灯王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UPLIGHT STAGE EQUIPMENT(GUANGZHOU)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鹤云路7号

地址：广州番禺区石碁镇永善村永善南路4号诚辉工业园4栋灯王

电话：+86-20-36671776

传真： +86-20-36671776

电话：+86-20-34867099

传真： +86-20-34867099

邮箱： gleelite@foxmail.com

网址： www.gleelite.com

邮箱： ning@pro-uplight.com

网址： www.pro-up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摇头灯、染色灯、矩阵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大功率摇头灯、光束摇头图案灯、LED大功率PAR灯

广州安驰灯光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作为灯光行业专业的制造商，近年来，安驰灯光一直致力

广州灯王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制造、销售专业舞台影视照明及电脑灯具及LED舞

于提供以质量为中心的产品和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经过多年的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一家专业舞
台灯光制造企业，不断为市场注入新的设计理念，推出品质一流的高端产品，主要包含电脑摇头

5B-04A

灯、LED演艺照明、LED建筑照明、和相关控制系统，深受世界各国专业用户的欢迎和推崇。

台灯光为一体的灯光制造企业，是中国文艺演出物资协会和广东演艺行业协会理事单位。承揽国
内外专业剧场、影剧院、礼堂、电视台演播室、体育馆、文化广场舞台灯光音响机械工程项目的
设计、安装、调试及技术服务。

从2008年开始，公司投入大量的研发费用，建立强大的研发团队长期致力于专业灯光电子技术的

Uplight Stage Equipment (Guangzhou)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It is a high-tech

研究，每一件产品从外形设计到机械结构、光路、散热和软件开发都是自主开发研制。通过业界
人士的交流和市场反馈，不断的改良完善产品。目前已形成良好的品质把握和系统售后。我们力

and professional company, which is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 R&D and marketing of

争把产品做到品质最佳与功能多元化相结合，注入自身的企业文化与创新内容，不断输出最新的

stage equipment.

使用理念和具有独特效果的专业产品！

It is the original factory in China’s major foreign trade city--Guangzhou, specialized in

凭借优良的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强大的产品开发能力和严格的品质监控体系，我们的产品远

Beam Moving Head, Spot Moving Head, LED Moving Head and LED PAR Light etc.Widely

销世界各地。所有产品都通过欧盟CE、ROHS和美国，加拿大ETL认证，使我们的产品可以在世界

used in theaters, concerts, bars and other entertainment place.

各地畅通无阻的销售，得到所有客户的信赖和喜爱，在世界的各大洲建立起分销网络。为了和世
界的技术保持同步前进，我们加入了世界专业灯光协会如CETA（中国文艺演出物资协会），
ESTA（美国娱乐服务&技术协会，并且和荷兰飞利浦光源、德国OSRAM，等众多世界知名光学
公司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共同探讨灯光行业最新技术，一起开发更强更好的光源系统。放眼未
来，安驰灯光以“打造世界一流灯光企业”为企业长远发展目标。相信通过公司全员的不断努力和
合作伙伴的支持，安驰灯光一定会继续璀璨闪耀，弘扬民族工业，创立中国的灯光名牌，为中国
以及世界的演艺事业开创自主自强，与时俱进的局面，在世界专业灯光大舞台大放光彩！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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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佳韵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JIAYUNFE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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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办南大富社区虎地排村85号

广州彩熠灯光股份有限公司
FINEART

联系方式

5B-03

电话：+86-755-89577771/89705552

传真： +86-755-83616601

邮箱： 189@jyfwt.com

网址： www.jyfwt.com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北太路1633号广州民营科技园科兴路8号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全套的舞台幕布、影视纱幕、激光幕、舞台机械设备等

电话：+86-20-37312222 (16线)

传真： +86-20-37314468/37314478

深圳市佳韵丰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生产、销售、安装舞台幕布、舞台机械设备的企

邮箱： fineart@fineart-light.com

网址： www.fineart-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HID光源演艺灯光LED光源演艺灯光控台

5B-04B

业。
我们的产品用途广泛，可应用于体育场馆、礼堂、影剧院、多功能厅、电视演播厅、产品展厅、
各类娱乐场所以及临时演出布景。

广州彩熠灯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民营科技园，建筑面积两万多平方

我们有全面的幕布面料，包括世界最顶级的天鹅绒幕布，有多种类配套的舞台机械设备。产品向

米，是一家集舞台灯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舞台灯光制造专

全球批发。

家，彩熠公司拥有全球首创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灯光研究所，研发了大功率摇头灯及主题环境

我们推出了专利产品——电动升降的激光灯演示幕，电脑灯演示幕，双面投影幕。

照明系列等多项产品，为国内灯光领域填补了多处空白，产品运用于国家大型综艺晚会、电视演播
厅、体育场馆、剧院等专业场所。
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优质的服务，彩熠公司旗下产品都获得欧盟CE标准认
证，通过了 ISO9001认证。彩熠先后获得广州市著名商标、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证书、双软企业认
证证书、高新企业认证证书、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理事单位“重合同守信用”单位，白云区“百优民
企”等多项荣誉。

Shenzhen Jiayunfe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company specialized in
researching,manufacturing,exporting and installing all kinds of stage drapes,film screens
and stage equi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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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影烽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Hall 5

Foshan Yingfeng Electronics Co., Ltd.

5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官里路自编8号影烽大夏

地址：广东，广州，白云区江高工业园
Facturer Address：Jianggao Industrial park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hi

电话：+86-18675877967

传真： +86-757-81197899

邮箱： yf@yf-light.com

网址： www.yf-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帕灯、LED摇头灯、HID光束图案灯、影视照明灯

5B-05

天朗照明国际有限公司
Teemlight International Limited

广州影烽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2014年生产基地迁往佛山高新区狮山镇官窑，同年
注册佛山市影烽电子有限公司，厂房面积约8000平方米，公司有研发部、制造部、营销部、财务

5B-07

电话：+86-20 36355373

传真： +86-20 86160762

邮箱： teemlight@gmail.com

网址： www.teem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升降彩球
天朗照明国际有限公司是集生产、销售专业舞台灯光、城市亮化照明，致力于LED灯具研发推广

部、人事行政部，约100多人，年产灯具约8万台。公司管理体系认证有ISO9001、ISO14001、

及应用的高新科技企业，产品齐全，欢迎咨询。在此，我们先表示谢意，我们将一如既往，以更

GMC，企业资质有中演舞台工程灯光壹级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

多的产品， 更高的质量，最佳的服务奉献给你们！

产品知识产权有70多项国家专利，影烽制造的产品完全可以满足剧场、剧院、电视台、多功能

“Teemlight”is a full service firm specializing in R&D，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of the

厅、酒店、酒吧、演出租赁等场所使用。

LED，stage lighting，street lighting. We welcome inquiry to be made by our customer for

影烽经过10年的发展和蜕变，创造了又一个中国舞台灯光品牌LQE，继往开来，影烽将把产品品

our products.In return, we will, as always, provide to our customers more variety of prod-

质视为企业的生命，用稳定可靠并且耐用的产品，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同时用产品品质来提升
我们的品牌。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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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飞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KLK LIGHITNG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

Hall 5

5 号馆

海盐安达电子有限公司
DAAN ELECTRONIC CO.,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四角围工业园128号飞玛光电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村古楼街128号5楼

电话：+86-13360004742

传真：

电话：+86-20-2914 0452

传真： +86-20-2914 0453

邮箱： alice@klklighting.com

网址： www.klklighting.com

邮箱： percyzhang@hydaan.com

网址： www.hydaa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摇头灯，LED影视聚光灯，LED洗墙灯，LED帕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各类LED舞台灯

广州飞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生产LED舞

海盐安达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舞台灯光制造企

台灯光，有LED摇头灯系列，LED洗墙灯系列，LED频闪灯系列，LED影视灯系列，LED舞台效果灯

业。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科技发展企业”的经营理念，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

系列和LED帕灯系列。追光灯系列、激光灯系列、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台系列、配件系列
等。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
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需
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
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产
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
可和赞许。

5B-08

的性能和一流的服务，获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产品远销海内外。竭诚与国内外同行业紧密合
作，携手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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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跃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Hall 5

Guangzhou Beyond Lighting Co., Ltd

5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夏花一路太阳神工业区Ｂ栋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华辉路18号

电话：+86-20-36263747

传真： +86-20-36263466

电话：+86-20-86947788

传真： +86-20-86943773

邮箱： beyond018@beyond58.com

网址： WWW.beyond58.com

邮箱： 2880958725@qq.com

网址： www.yajiang.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NEPTUNE

400 M WASH SS671XCEM、
NEPTUNE 200 BEAM SS673SCM、
NEPTUNE 1500 PROFILE SS680SC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市跃洋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从成立之初就专注于LED舞台灯具的研发，长期以来致力

5C-01

广州市雅江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ajia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于研发LED及摇头染色系列产品。目前已经是行业拥有LED及摇头染色系列产品最齐全、最专注的

广州市雅江光电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1985年，是国内首家投身新光源LED研究应用并成功研发出

公司。跃洋致力于严格的产品研发及严格的质量控制，我们将持续提高团队人员素养及能力来满
足市场需求，确保客户满意。坚持秉承匠心、缔造工匠品质；坚定信念、做光的领航（行）者是

大功率LED PAR灯、LED 图案摇头灯的研发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两大知名品牌“SILVER STAR”

跃洋人的宗旨。跃洋人不断提高产品价值及服务来确保让拥有本公司产品客户能站在行业的前

和“ARCTIK”，集专业舞台灯光、专业建筑照明、控制器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端！

我司一直与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广州大学、国家话剧院、中央戏剧学院等多家高校

Guangzhou Beyond Lighting Co., Limited , founded in 2011, is located in shijing Town,

产学研保持合作并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省市科技创新项目，参与起草和制定多项国家标准和行

Baiyun Ditrict of Guangzhou City. Beyond own more than 10,000 square meters of

业标准。雅江光电凭着卓越的产品和行业前沿的创新技术，成为全球领先的光电设备供应商之

garden-style plant, well-trained staff .Beyond is the only factory in China who only focus
on led sourc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specially in wash zoom lights.

一。“青岛上合组织峰会”、“央视春晚”、“厦门金砖峰会”、“广州财富全球论坛”、“G20峰会”、“杭

We own the most complete product range for wash lights, has 8 years export experiences.

州奥博城”、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上海东方明珠塔”等众多经典案例也让雅江光电在世界享有

So far, 70% sales are in Europe, in beginning of 2017 we also start domestic market to

盛誉。雅江人以成为行业领航者为使命，全力以赴，追求卓越。

develop smoothly.
Our products are used on many famous TV shows and Live concerts in China, and 2018
The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All Beyond's prodcts passed CE.EMC,LVD.RoHS certification.

5C-03

雅江光电目前拥有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3000多平方米的无尘车间、LED自动贴片生
产线、数控冲床生产线、1000多平方米的高智能光电产品演示中心、国际化的企业研发测试中
心，拥有四百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外发明专利、实用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并通过了CE、
GS、ETL、MET等多项科技认证。
未来，雅江光电以“精神源于自信，创意源于追求“为企业精神，以“成为全球LED固态照明应用领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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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鸿彩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军企业”为愿景，不断开拓创新，力求完美，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照明应用解决方案。

Guangzhou hongcai stage equipment Co.,Ltd

Guangzhou Yajia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was founded in 1985. it`s a Hi-tech

联系方式

enterprise who firstly dedicate to researching new LED source and developing the high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沙涌村长沙街32号之二B幢首层

power LED par can, LED moving head. Holding of two famous brands” Silver Star” and

电话：+86-20-84558833

传真： +86-20-84559699

“Arctick”, Yajiang integrated the R&D, manufacture, sales, and service for professional

邮箱： info@jollylighting.com

网址： www.jollylighting.com

Stage and architecture lighting; . In the past years, Yajiang products have been applied in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脑摇头灯、光束灯、双面摇头灯、趴灯、像素灯

many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level landmark projects, such as“SCO summit in Qingdao”
“Main venue of Spring Festival Gala” “XIAMEN BRICS SUMMT” “Hangzhou Olympic Sports

广州鸿彩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

Expo Center” “Guangzhou Fortune Global Forum” “G20 Summit” “Eiffel Tower” “Oriental

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凭借雄厚的技术力量和完善的服务体系，从事自主品牌JOLLY舞台灯光产

pearl Tower in shanghai”etc; Meanwhile, Yajiang have took part in drafting and setting up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电脑摇头灯、LED灯、新光源染色灯、户外灯等，品种型号多达

many national and Industrial criteria;

数十个品种。鸿彩灯光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大型演艺活动、广播电视、娱乐场所等，其中包括成为

technics, Yajiang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 Ltd became the leading supplier of the

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馆、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演出灯光设备指定供应商，鸿彩灯光参与亚洲艺术

professoinal lighting products in the world.

节、冬运会开幕式、《中国好声音》赛场、各大明星演唱会现场、零下40度极北极寒之地梅赛德斯奔驰征程，中国网络视听大会，2018平昌冬奥会等，业绩遍布全球五大洲。

With the outstanding products and innov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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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得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isy Electronic & Technology Co.,LTD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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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Lees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白云工业园夏荷路2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平布大道西8号

电话：+86-20-36673240

传真： +86-20-36004198

电话：+86-20-66816862

传真：

邮箱： daisylight@vip.163.com

网址： www.daisylight.com

邮箱： info@litelees.com

网址： www.litelee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5C-04A

广州励时电子有限公司

BAR LIGHT, LED WALL WASH LIGHT,
LED MOVING HEAD LIGHT,
OUTDOOR LED LIGTH, LED PAR LIGHT

参展商品牌/产品： L大蜂眼系列【大蜂眼L4025、大蜂眼L4019、大蜂眼L10R、
大蜂眼L10W、大蜂眼L4007R、大蜂眼L4007W、大蜂眼L1507】
350系列【全能王350、LS-350 Beam、5R/7R光束】；
LED系列【LE-Spot 330 Pro、LE-Spot 300 Pro、LE-Beam 100】
470系列【超能王专业版、超能470、超光束470、LS-470 Beam IP】
幻彩144

广州得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LED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工程和服务为一体的高
科技企业。目前有员工100多人，其中研发技术人员占四分之一。有现代化标准厂房约10000平
方米。产品通过ETL,CE，RoHS等认证，出口到欧美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志人不断引进，吸
收并创新先进技术，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
Guangzhou Dais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LED and architectural
lighti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engineering and services for high-tech enterprise. There are currently more than 100 employees, which accounted for a quarter of R & D personnel. A modern standard factory buildings of 10,000 square meters. Products by ETL,CE,RoHS certification, exports to Europe
and America more than 80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 continue to introduce and absorb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roviding our customers with more profession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广州励时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一体的发展迅速的舞台灯光制造高
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15000平方米的生产厂区和4条流水生产线以及先进的研发实验室，新产品试制车间，电
子车间。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从公司成立之初，励时电子一直坚持产品自主研发和创新拥有专业的软件，电子，机械等的研发
团队。目前已取得30多项专利，产品获得CE, RohS, FCC等国际认证。
经过几年的发展，励时电子的产品系列发展为230/330/350/470光束灯系列，330/350/470光束
／图案／染色三合一系列，150/300/330 LED图案灯系列，100 LED光束灯系列以及LED大蜂眼

Hall 5
5 号馆

广州南艺灯光音响实业有限公司

系列等。
产品广泛应用在国内外专业演唱会，电视台，剧场剧院教堂及各类工程。产品遍布全国并出口到

Nan Yi Audi&Lighting Enterprise co.,ltd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联系方式

Guangzhou Lees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s, specialized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 and service of the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quip-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莲源路20号
电话：+86-20-66856215

传真： +86-20-66856215

邮箱： 208229017@qq.com

网址： www.gznanyi.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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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艺灯光音响实业有限公司始创于1986年，本公司一直致力于研发、生产专业舞台灯光设备，自主
研发产品的品牌有NANYI和C-LODGEN，成功开发了一系列产品：LED音乐厅专用灯具、LED舞台
灯系列、LED成像灯系列、成像灯系列、铸铝PAR灯系列、聚光灯系列、天幕灯系列、追光灯邪
猎、LED 系列、航空系那个系列等舞台设备。舞台机械方面开发了数字式电脑吊杆控制系统、升降
舞台和伸缩旋转舞台灯。产品多数获得国家专利授权，也通过CE和Rohs体系认证。
很庆幸南艺产品可以得到国内绝大部分客户的肯定，我们定会继续以“诚信”、“创新”、“求实”为宗
旨，紧跟现代信息产业更新的步伐，迎合市场需求，竭诚服务广大新老客户。
Nan Yi Audio $ Lighting Enterprise Co.,Ltd.established in 1986.It is always devoted to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 mechanical equipment,including
series of LED special light for music hall, LED stage light,LED profile spoot light,profile spot
light, aluminum alloyed PAR light,spot light,cyc light,follow spot light,LED light,flight
case,digital computerized boom control systems,hoist stage,expansion and rotation stages
etc,Most products have CE & Rosh certification.
As modern IT industry keeps updating,Nan Yi always keep adrest of the market with distinct
characteristic,and is widely welcomed by customers.Our company always lives on the teent
of "credit","innovation" and "seeking truth",with the pace of modern informatinon industry,and satisfies markests demands of both old and new customers.

ment.
The company occupies 15,000sqm of production and office area and 4 assembly lines, and
modern R&D laboratory, New Products Testing workshop and Electronics workshop. The
company has been certified 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pany, Litelees has been insisting on
the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with its own programming, electronics and
mechanical engineers team.
Until now, the company has obtained more than 30 patents and all the product has been
certified by CE, RohS and FCC. After years developing, the products family has been
expanded to the following series: 230/330/350/470 Beam, 330/350/470 BeamSpot/Wash,
150/300/330 LED Spot, 100 LED Beam and Big Eye LED products. The products have been
used in the concert, tour, TV station, theatre, church, club and many other projects in China
and more than 70 counties all over the world.
Continual innovation is our know-how of fast growing. We will launch more and more
advanced and market-oriented products.
We are expect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customers and provide the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 to your great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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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林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lin long shu zi ke ji you xian gong si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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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七街29号院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南湾街道恩来工业城4栋403

电话：400－010-6689

传真：

电话：+86-18688996808

传真：

邮箱：

网址： www.zgllsz.com

邮箱： 1634111877@qq.com

网址： www.laselamp.com/www.doinglas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投影机、拼接融合、中控系统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灯

北京林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2013年，专注餐饮宴会厅3D全息宴会厅，沉浸式餐厅，沉浸

深圳镭士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专业从事大型的室内外激光表演系统、水幕激光电影,、
激光音乐喷泉、激光地标等相关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租赁, 售后服务,是一家综合性高科技企业.
深圳镭士兰科技有限公司在本行业率先荣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资格. 深圳镭士兰科技有限公司
硬件设施齐全, 拥有自已的3D 设计团队和精通于激光表演软件 PANGOLIN和MANBA的工程师,并
设有专业的室内演示厅,可以为客户提供超强视觉感受和高质量的服务.
深圳镭士兰科技有限公司始终坚持“以严治司,以质取信,以新取胜”的经营宗旨。现已跻身于国内高
档次、高质量、高性能环保产品的技术和生产基地,以技术力量雄厚、生产制造精良,售后服务一流
著称于业界.本公司的产品从设计、研发、采购、生产、运输、安装和服务等各个环节,依靠现代化
高效能的生产设施及与之相匹配的科学管理模式,秉承"高要求,高起点,高标准”的经营理念,以最佳
的质量开拓市场,以最合理的价格占领市场,以最周到的服务赢得信誉。
ShenZhen LASELAMP Technology Co.,Ltd.was founded in 2010.LASELAMP is a high-tech
company specialized in professional laser show product,water curtain laser video projection,large-scale music fountains and etc R&D,Production,Sale,Installation,Retal,After-sale
service.lt is the earlier one to got the"National high-tech enterprises"in china.We have our
own 3D design team and professional engineers that specialized in PANGOLIN and
MANBA laser show sofeware.The professional indoor demonstration hall provide clients
with visual enjoyment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Rigorous.,Quality,Creative"are the operational objective that we always insist on.Our long
term vision is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products as well as providing efficient&the best of
service to our valuable customers.LASELAMP has gained the reputation for always staying
on the cutting-edge of technology and being innovative in producing the best visual
effects that not only captivate but leave a memorable impression .

式全息KTV服务，宴会舞美声光电系统。林珑数字主要硬件产品为投影机、拼接融合及中控系
市亦庄开发区。
公司面积四千平方米，下设有设计部、多媒体工程部、宴会动画开发部、编导策划部、声光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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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婚礼舞美指挥中心。公司设立的全息婚礼和声光电培训教练厅、为宴会酒店长期培训输出灯
光师、婚礼舞美师、3D全息婚礼专业编导服务。
如果您是想要做宴会舞美声光电的整合服务商、如果您有自有酒店想要引入3D全息系统，如果您
现在有3D全息系统而苦于没有内容素材。林珑数字将是您最好的合作伙伴。

5 号馆

广州市荔湾区隆达灯光音响设备厂
Guangzhou Liwan District Longda Lighting Acoustics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4号2楼
电话：+86-13794400735

传真： +86-20-81759179

邮箱： 34868918@qq.com

网址： www.gzld.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影视舞台灯具

5C-06A

Shen Zhen LASELAMP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统。并且可以提供策划、设计、动漫素材内容及教学舞美声光电的全程服务。公司总部位于北京

Hall 5

深圳镭士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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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产品

广州市辉凡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FAVOLITE STAGE LIGHTING CO., LTD.

联系方式

隆达灯光自创办以来一直以“超越自身，追求更高品质和更完美的灯光效果”的意念作为经营目标，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简太路50号二楼

注重自身品牌的开发与建设，致力于大功率的LED灯具与追光灯的开发。隆达追光灯已进入中央电

电话：+86-20-36297033

传真： +86-20 3925 3897

视台以及众多省电视台使用，更被运用到广州亚运会，残运会开（闭）幕式，深圳大运会开幕式和

邮箱：info@favo-lite.com

网址： www.favo-lite.com

香港东亚运动会开幕式，并得到国家级与省市剧团剧院的厚爱。本公司LED系列产品更进驻香港亚

参展商品牌/产品： F-500S pro,F-200BWS,F-500S,F-0760EYE,

洲国际博览馆，海南电视总台和各类大型演出。
Produce high quality product and keep improving itself is LongDa Stage Light Company
cultural. In these years our company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 LED stage light and
Follow Spot Light. LD Follow Spot Lights are using in CCTV and many China provinces TV
station. Furthermore Asian Games and Asian Para Games were using our product in their
show. LED Stage Light is LD’s new serious are still performing in Hong Kong Asia World-Expo
for four years and HaiNan Province TV station for 3 years without any quality problem. In
future, Long Da’s stage light will use keep promise and belief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product to customers.

5C-07B

F-550BWS,F-700BWS,F-700BWS Framing

FAVOLITE designs and manufactures a wide range of lighting products for stage and
discotheque. Including LED SPOT LIGHT,LED WASH LIGHT,LED MAGIC MOVING HEAD
LIGHT,LED BEAM LIGHT and so on.
FAVOLITE has a high-quality technician and producer team. We use advanced means on
development. Also we do the research from electronic software to the structure and the
optics of the fixture by ourselves. Besides, we cooperate with scientific research organizations and professional lighting technology companies, aiming at making our products
always creative and excellent.
Our goal is to ensure our customers be satisfied with our products. We have the best quality control on all the products and have close monitoring on all the processing steps. All
our products' parts must be certified.
With constantly improving conception and endless creativity, FAVOLITE will lead the stage
lighting industry to a gree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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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沅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Yuan Stage Light&Audio Equipment Co.,Ltd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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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弘孜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TECHTEAM INDUSTRIAL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秀盛路32号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园兴业三路四号之五
No.4-5 Xingye 3 road，Guanglong lndustrial Park,Chencun Town Shunde,
Foshan City,Guangdong,China

电话：+86-18666084250

传真： +86-20-36751008

邮箱：133063635@qq.com

网址： www.hy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大功率LED图案光束切割摇头灯
恒源灯光隶属于广州恒沅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公司位于中国广州市白云区，是中国演艺技
术协会会员，ISO9001认证企业，现拥有15000多平方米的花园式厂房，生产员工200多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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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拥有十几年生产历史，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工程安装与售后服务一体综合性企业。
公司现已具有一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我们按照现代化企
业管理之要素，设有完善的质量检测、监控、跟踪、反馈系统，实行科学化的管理模式，推行
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我司的HY 系列光束灯，摇头灯，LED染色灯，户外灯等系列深受国
内外新老客户青睐，产品销售网络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我们在北京、上海、西安、合肥、南京、兰州、重庆、成都、沈阳、中山等城市设有完善的办事

电话：+86-18666084250

传真： +86-20-36751008

邮箱：133063635@qq.com

网址： www.hy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佛山市弘孜演艺设备有限公司，专业舞台桁架的生产、设计，销售已超12年.我公司一直坚持“质
量第一、诚信合作”的服务宗旨，为广大客户提供不同需求的演出设计方案。2016年通过EN1090
EXC2，并取得了TUV认证。完善的生产流水线、精密的加工设备、优秀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安
全可靠的产品质量。
Techteam has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truss and stage more than 12 years. "Quality
First, Cooperation Integrity" which is our company always insists on. We offer many kinds
of performance designing projects. We had passed EN1090 EXC2 and got TUV mark certification in 2016. Complete production lines, precision machining equipment, excellent
team service which provide safety and reliable products for our customers.

机构，十几年来，公司秉乘追求卓越、品质为先、创造精品、扬名国际的企业宗旨，竭力满足客
户需求，坚持创新，致力于将恒源品牌打造成国际舞台灯光领域的知名品牌。
我们愿与国内外文艺团体、文艺器材经营实体、工程商、出口商通力合作，共同为文艺演出专业
灯光音响市场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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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骁龙光电有限公司
guagnzhou xiaolong photoelectric.Co.,LTD

Hengyuan lighting belongs to Guangzhou Hengyuan stage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 Co.,

联系方式

Ltd is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China, is a member of China Entertain-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塘贝南环路1号

ment Technology Association, ISO9001 certified company, now has the garden type work-

电话：+86-13826233002

shop more than 15000 square meters, production staff of 200 people, is a company with

邮箱：13826233002@163.com 网址： www.xlstagelight.com

ten years of production history, set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installatio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摇头灯，舞台led灯，舞台电箱，舞台特效系列

and after-sales service in one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The company now has a number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high-quality
management personnel and well-trained staff, we according to the modern enterprise
management factors, with perfect quality detection, monitoring, tracking and feedback
system,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mo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SO9001
international quality system certification, HY series of LED lamps, the Division I head light
outdoor lamp series, deeply domestic and foreign new old customers favor, product sales
network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We have offices in Beijing, Shanghai perfect, Xi'an, Hefei, Nanjing, Lanzhou, Chongqing,
Chengdu, Shenyang, Zhongshan City, more than ten years, the company law by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quality first, to create products, famous enterprise purpose, to meet customer needs, insist on innovation, committed to Hengyuan the bran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lighting the field of well-known brand.
We are willing with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art organizations, art equipment business entity, engineering companies, exporters act with united strength, common
audio market and create brilliant performing arts professional lighting.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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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骁龙光电有限公司创建于2013年8月13日,于2014年6月3日正式注册成立。致力于专业舞
台灯光、专注舞台灯光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厂家。主要产品有电脑光束摇头灯、LED摇头
灯、LED帕灯、LED追光灯、控台、水雾机、旋转灯架等骁龙特色系列。在业界享有一定的知名
度。
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东方骁龙”品牌在摇头灯，LED灯、舞台灯系列在科技与销售上均取得了
巨大的进步。恪守“品质铸造辉煌”的质量观，严格遵循国际IS09000族标准，认真推行“13S”管理
活动。在质量上得到国内外客户的认可。真正从客户需求立场出发，为客户提供“研发、生产、销
售、使用指导、售后服务”一条龙解决方案，充分顾及和注重客户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Guangzhou XiaoLong Photoelectric Co., Ltd. was founded on August 13, 2013, was officially incorporated on June 3, 2014. Committed to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focus on stage
lighting products, R & amp; d,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manufacturers.
The main products of Guangzhou XiaoLong Photoelectric Co., Ltd. are computer beam
moving head light, LED moving head, LED par light, LED follow spot light, controller, water
fog machine, rotary lamp truss and other XiaoLong characteristics series. Enjoy a certain
degree of visibility in the industry.
After several years of accumulation and precipitation, "XiaoLongLite" brand in the beam
moving head light, LED lights, stage light seri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ale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Adhere to the "quality casting brilliant" concept, strictly follow the
IS09000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o seriously implement the "13S" management activities.
In the qualit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to be recogn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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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火盛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tion Technology Co., Ltd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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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场景（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Intelligent Scene Gd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嘉禾七星岗路108号三楼

地址：广东广州市荔湾区花湾路613号C栋5楼

电话：+86-20-37411095

传真：

电话：4001088081、+86-20-81659089

传真： +86-20-81655191

邮箱：lucy@ovation.com

网址： www.hotion.com

邮箱：999@is.gd.cn

网址： www.is.gd.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文化创作、文旅产业、户外墙体3D秀、影像互动、

全息投影、多维视觉、数字特效

成像灯系列：20W变焦成像灯；40W变焦成像灯；250W成像灯；300W成像灯；300W成像灯
RDM；350W成像；摇头切割成像CMY。
聚光灯系列：40W

智能场景（广东）科技有限公司立足于广东广州，服务面向全球。智能场景是利用智能化的最新

迷你聚光；100W聚光灯；100W聚光灯；200W聚光灯；300W聚光灯；

科技来模拟人类各种环境的一种模式，完全以智能方式来取代繁杂的人工操作。

300W摇头聚光灯。

在智能场景科技中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与最新产品包括：特效氛围灯光、影像互动、音响、智能

摇头灯系列：40W迷你光束；100W光束摇头；100W超级光束；200W图案摇头；300W光束图

机械、数字特效、多维度视觉、裸眼3D、全息光影技术等。

案动态摇头；12*40W 光束染色摇头灯。

今天，我们进一步结合了虚拟现实、舞台特效、舞美设计、影视实拍、三维动画等先进成熟的技

帕灯系列：T154-54*1W 帕灯四合一；T354-54*3W 帕灯四合一；帕灯大师X1；帕灯大师C1；

术手段让您体验数字科技、现代智能化科技发展成果，为您聚焦客流、制造焦点从而提升了商业

加侬帕。

价值。

娱乐系列： DJ系列；Party系列。

智能场景（广东）科技有限公司本着以诚信为本的宗旨，与社会有识之士携手共创更加动听、绚

其他：200W平板灯；18*3W灯条RGB；RDM DMX RC1；RDM DMX SP8；ArtNet DMX AD8

丽的智能化场景模式新世界。

上海火胜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简称火盛）成立于2008年，总部位于上海，是中国主要专业舞

Intelligent Scene(Guangdong) Technology Co., Ltd. is based in Yuguangdong, Guangzhou,

台灯光设备研发、制造、工程、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机构，公司拥有国内外数千家专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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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火盛致力于将欧美的高端舞台设备引入中国，同时把自主研发的先进产品销往全球。
火盛科技产品主要包括超高清、高显指的智能影视系列，用于建筑光效的景观照明，超高亮度、
光效酷炫的娱乐照明系列以及代理进口的舞台特效系列。
Founded in 2008, Shanghai Hotion Professional Company(Hotion) located in Shanghai
-reputated as capital of fashion, is the integrated organization occuping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R&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sales and service. We cooperate
with thousands of customers in domestic and oversea market.
The products of Hotion Technology include ultra-high-definition Studio series,Architectural lighting series, super high output Entertainment lighting series and imported stage
effect 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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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ng the world. Intelligent scene is a model that uses the latest intelligent technology
to simulate various human environments. It completely replaces complicated manual
operations with intelligent methods.
In smart scene technology, we have mastered the core technologies and the latest products including: special effects atmosphere lighting, video interaction, audio, smart machinery, digital special effects, multi-dimensional vision, naked eye 3D, holographic light and
shadow technology.
Today, we have further combined advanced and mature technology such as virtual reality,
stage special effects, dance design, film and television reality shooting, and three-dimensional animation to allow you to experienc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modern intellig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o focus on passenger flow and manufacturing focus for you to enhance commercial value.
Intelligent scene(Guangdong) technology Co., Ltd. in the integrity of the purpose of working with people of insight to create a more beautiful, brilliant intelligent scene model new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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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博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s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Hall 5
5 号馆

Guangzhou Ao Mei Di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唐阁龙塘路新基工业区3栋B区8号
xin ji industrial park3B,longtang road,tang ge,baiyun district,guangzhou,China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红星工业路13号工业区

电话：+86-20-62134551/62134552

传真： +86-20-62134567

邮箱： boshenglight@126.com

网址： www.boshenglight.com

广州博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
综合性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产品有光束灯、LED帕灯、LED效果灯、LED摇头灯、LED幕布、
激光灯、舞台特效等产品。产品生产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作为灯光行业专业的制造
商，博晟自踏入舞台行业以来，一直秉承“以人为本、开拓创新、客户至上”的理念，凭借先进的
技术，完美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一流的服务，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 迄今，我们的产品
通过国际销售渠道远销70多个国家。博晟将以最值得信赖的产品来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
Bos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was founded in 2009,it's 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s one of the integrated enterprise.indepentl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manufacturing products as following:beam light,LED
par light,LED effect light,LED moving head light,LED curtain,laser light,stage effect and
other products.
Production strictl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o9001.
A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in the lighting industry,Since bosheng stepping into the
stage industry,company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people-oriented, pioneering and innovative, customer first" concept,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perfect quality, stable performance and first-class service, has won favorable comme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So far,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more than 70 countri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sales channels.bosheng will be the most trustworthy products to open up a
wider market.

瑞艺光电设备(中国)实业有限公司

电话：+86-20-36385033

传真：

邮箱： admin@aomeidilight.com

网址： www.aomeidi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切割灯，防水光束灯，470W

stage lgiht

5D-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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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1摇头灯，470W光束灯

广州市奥美迪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专业从事智能舞台演艺，文旅景观照明，城
市亮化的研发.制造.工程.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自成立以来，我们一直秉承“造精品舞台灯具，创国际知名品牌”的理念，不断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改
良与升级，经过十多年的用心经营，今天的奥美迪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完
善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认可。
奥美迪产品曾用于北京星光电视节目制作基地，甘肃省电视台，黑龙江省电视台，银川大剧院，保
定大剧院等重要项目，以及苏荷酒吧，本色酒吧，胡桃里音乐酒馆等娱乐场所！
欢迎广大舞台灯光同仁前来考察指导，共创未来！
Established in 2006, Guangzhou AOMEIDI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specializing in R&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service of intelligent stage
performance, cultural landscape and urban lighting.
Since its inception, we have been adhering to the philosophy of “producing high quality
stage lights,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brand”,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upgrading our products and service.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hard work, today's AOMEIDI have won the recognition of our customers by its advanced technology,good quality,stable performance and perfect service.AOMEIDI products have been used in Beijing Star
TV program production base, Gansu Provincial TV Station, Heilongjiang TV Station, Yinchuan
Grand Theatre, Baoding Grand Theatre and other important projects, as well as Soho
Bar,True Color Bar,Hutaoli Music Pub and other entertainment venues!
You are welcome to visit and give advice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广州炫熠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uanyi Lightung Co.,Ltd

Art-tech Lighting Co.,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龙海西路48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龙湖龙窖路981号同创科技园M栋三楼

电话：+86-20-86408672

传真： +86-20-86408672

电话：+86-20-36540502

传真： +86-20-36540502

邮箱： 993909907@qq.com

网址： www.gzxianyou.com

邮箱： market@riart-tech.com

网址： www.riart-tech.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摇头灯，LED可调焦摇头染色灯、LED摇头光束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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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奥美迪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5D-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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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染色灯，LED洗墙灯，DJ效果灯，
LED便携式电池大功率染色灯（适合酒店婚庆及户外PARTY）
我司成立于2007年 ，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照明及配套设备研发、生产、安装、销售、咨询及售
后服务，并承接舞台灯光照明工程为一体的综合企业。凭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潮流
设计理念，融合优质的生产材料和过硬的产品质量，树立了优良的品版口碑。本次展会展出的产品
有：LED摇头灯，LED可调焦摇头染色灯、LED摇头光束灯、LED染色灯，LED洗墙灯，DJ效果灯，
LED便携式电池大功率染色灯（适合酒店婚庆及户外PARTY）。
ART-TECHLIGHTING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7,located in Guangzhou,China is a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 composed od research, manufacture, sale, installation, and sale service
department. Our products include LED moving head, LED moving head zoom par ,LED
moving head beam ,LED wash, DJ effect lights, lithium tattery power LED PAR (suitable for
hotel, wedding and outside party) etc. we focus on creating quality products and come with
a one-year warranty.

5D-06

广州炫熠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舞台灯光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专业化企业。拥有一流
的生产检测研发设施和多个经验丰富技术精湛的专业研发团队，为公司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多年来，我们不断努力进取，研发出E-SHINE(eternal shine)专业电脑摇头灯，光束灯，LED灯等系列，在
产品质量，服务承诺上，以国际标准为要求， 致力构筑“E-SHINE”灯光国际品牌。
E-SHINE灯光，以亮丽的外形，夺目的色彩，高新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一流的服务，已经
运用到国内外各个领域，并获得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认可和好评。产品远销欧美，中东，南非等海外国家。
Guangzhou Xuanyi Lighting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specialized in ,stagelight,di
lights. such as led moving head, beam lights, dance floor,wall washer,par light,matrix moving
head,led wash,moving head dome,and so on. We sell the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high
quality and favorable price.
We would like to provide really good quality lights and save customers’ worry on light problems.
For now, we have more than 20 production lines, developing teams to make sure we have new
products every year, and production QC team to make sure every light is quilified to be delivered
to our customers.
This principle will be always followed, and we hope to support every customer having their excellent show with out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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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高宇专业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ao Yu Stage Lighting(ShenZhen)CO.,LTD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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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新丰路6号台中工业区A2栋F302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龙湖村龙滘路1238号
No.1238 industril,longjiao road,Longhu village,baiyun district,Guangzhou,China
电话：+86-20-86560419/13202002602 传真： +86-20-86560419

电话：+86-755-26606362

传真：

邮箱： Info@gy-hiteclighting.com

网址： www.gy-hiteclighting.com

邮箱： sales2@gaga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230W图案摇头灯，6颗40W蜂眼变焦染色灯，
5颗20防水投光灯，20颗12W防水洗墙灯，288颗防水分段频闪灯

5D-07A

广州玛利莱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AGA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激光灯

高宇专业舞台灯光设备（深圳）有限公司是高宇灯光实业的销售公司。

品不断创新中，公司拥有自主品牌电脑灯，以创新、稳定、耐用而著称舞台灯光行业。本公司重
信用、守合同，严格保证产品质量，以多品种经营特色及薄利多销的原则和良好的销售服务体系

laser light

广州玛利莱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09月16号，是一家专业生产激光灯且具有自主

我公司主要专业生产销售：LED230W图案摇头灯系列；光束摇头灯系列；6颗、7颗、19颗染色
摇头灯系列；防水投光洗墙灯系列；LED帕灯系列；大功率激光灯系列及电脑灯控制系统等。产

网址： www.gagalight.com/
www.gagalas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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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生产，销售的厂家。我司产品设计精巧，功能强大，主要用于演出，酒吧，户外景观等娱
乐性和户外亮化场所，大量销往欧美，南美，东南亚及中国大部分城市，具有CE，FDA，FCC，
SOS等认证。公司坐落在交通发达的广州，期待新老客户来我们展位或工厂参观指导（届时有自

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欢迎，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赞誉。

主编制灯光秀可供欣赏）。

Hitec Lighting, founded in 2006, factory located in Guangzhou which is the largest pro

GAGA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established in 2013-09-16, is a professional manu-

lighting fixturesproduction base in China.As founded, Hitec Lighting has pursued an

facturer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 and service of laser-

approach of excellence in design,manufacture, us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enterprise

light,LED stage light. We are located in Guangzhou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ccess.

concept, customer-centereddevelopment purposes,and strive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Dedicated to strict quality control and thoughtful customer service, our experienced staff

and to provide ourcustomers more top LED fixtures together witheffective on-time

members are always available to discuss your requirements and ensure full customer satis-

services.Nowadays, Hitec has been highly recognized and recommended by hundredsof

faction. In recent years,we have obtained CE,FDA,FCC certificates. Selling well in all cities

both domestic and worldwide customers covering OEM/ODM or branding field.

and provinces around China, our products are also exported to clients in such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Europ,USA,south amercia,Southeast Asia. We also welcome OEM and ODM
orders. Awaiting for you to visit our booth and factory.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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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tongheng stage lighting and audio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Hall 5

地址：广州花都区新雅街道清莲路自编30号之二202
电话：+86-18898403567

传真： +86-20-61810800

邮箱： gztongheng@hotmail.com

网址： www.gztonghe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

5D-07B

we prepared one laser show for you.

广州通恒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5 号馆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洛浦街沙溪沙窖东路51号

公司成立2015年，注册资本1030万元，具有一般纳税人资质，公司有开发、研制、生产、销售
及技术咨询的专业服务团队，及多条灯光设备生产线，生产多种类型舞台灯具，适合各种娱乐场
效果器，电脑控制台等多种产品。公司用良好的产品质量，赢得客户良好赞誉。
Company was founded in 2015,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10.3 million yuan, with the general taxpayer qualification, the company has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technical advisory professional services team, and multiple lighting equipment
production lines, produc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stage lamps and lanterns, suitable for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performing arts facilities, the company product shook his head in
the beam lights, LED, LED lights, laser, follow spot, film and television, stage lights, stage
effect, computer console, and other products.Company with good product quality, to win
good customer praise.

Guangzhou ILightings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LED 舞台影视灯

所演艺配套，公司产品以摇头光束灯、专业LED、LED帕灯、激光灯、追光灯、舞台影视灯，舞台

广州爱莱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5E-01B

电话：+86-20-39981830

传真： +86-20-39981830

邮箱： shrek@ilightings.com.cn

网址： www.ilightings.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创立于2014年，是一家从事智能灯光及系统设计、开发、销售与一体的高科技公司。企业始终坚
持专业、专注精神，紧跟市场需求，不断探索创新，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与及完善
的应用配方解决方案，确保客户产品始终拥有领先和卓越的竞争力。
依赖于明确的发展战略，秉承更好为客户服务的精神，爱莱不断拓深、完善产业链，逐步形成以
创新型研发、规范化生产与专业化销售三位一体、互相促进的发展模式。
公司继承了商用照明体系、照相机光学系统及自控领域的经验，融入当今先进的自动化技术，在
专业灯光照明领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成为在该领域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企业。
展望未来，爱莱将一如既往的坚持专业、专注精神，紧跟市场需求，继续探索创新，不断为用户
开发高性价比产品及更完善的应用解决方案，实现与客户的共赢、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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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歌玛器材有限公司

Hall 5

Guangzhou Coemar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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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解放路208-1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马新石路涌边南街9号

电话：+86-20-34808808

传真： +86-20-34808318

电话：+86-15920458549

传真： +86-20-36407270

邮箱： gzgema@126.com

网址： www.gz-gema.com

邮箱： joanna@homeilight.com

网址： www.homei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地板、灯光、幕布

参展商品牌/产品： 以色列Compulite康宝来调光设备、

中国Novacorp诺华格特效设备、日本SuperArc追光设备

5E-02

广州歌玛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经多年的努力及社会各界的支持，现已成为集销售、教学
及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全方位的专业灯光系统公司。主要经营产品有意大利coemar歌玛舞台灯具、
以色列compulite康宝来灯光控制系统、中国Novacorp诺华格特效设备、日本SuperArc追光设
备，因此在剧场、演播厅及娱乐项目上有独特的优势。

5E-03B

Compulite成立于1978年，是国际上最早生产电脑灯光控制系统设备的厂家，而且是具备灯光高
技术控制设备从业经验达四十年的的少数生产商之一。Compulite以灯光控制/备份台为主，其它
包括有线/无线遥控器、灯光网络系统、调光设备、换色器、灯光设计软件以及灯光系统所需的附
件产品。
Novacorp品牌源自于台湾，其研发团队迄今已有30余年的研发经验，诺华格品牌产品凭借着雄
厚的自主研发技术力量，拥有烟雾机行业领先技术及数十项的国际专利，产品营销全球40几个国
家，并为多个知名品牌做代工生产。
SuperArc是日本三永电机最新推出的追光灯系列，凭借着60多年丰富的制造经验，不断持续地对
追光灯的操作性能和使用体验进行革新，推出了具有最先进的设计理念，最合理的操作性能，并
通过采用新材料实现了灯体重量的大幅度减轻的新产品。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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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斯特锐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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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86-20-36139050

邮箱： sales01@strlighting.com

网址： www.str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特效

广州华燎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liao 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华兴中路自编16号A栋5F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村西街33号7栋3楼
电话：+86-20-29062943

广州市白云区虹美舞台灯光设备厂是从事开发、研制、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的企业。我们致力
于为客户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为客户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商业概念培养客户一个独立的战斗能力。
在照明行业的路上我们为客户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案,以帮助客户创造最好的竞争商业优势，从而
创造最好的企业表现我们专业生产并热销海内外的产品有LED发光舞台地板砖，舞台灯光，LED星
光幕布，RGB星空布，RGB视频布等一系列产品。其中星空幕布产品尺寸大小，颜色单混色都可
以根据客户的需求订做。《虹美》产品无论从材质源头，设计开发,车间生产，管理，检测等均严
格按照国家体系标准严把质量关，确保每件产品的规范。开发新的产品，完善管理，掌握市场动
态，提高服务质量及满足客户的要求是我们公司的经营目标。广州市白云区虹美舞台灯光设备厂,
以其完善的管理团队，专业的技术人员，精诚为您服务!
Established in 2008,Guangzhou HOMEI LIGHT is a manufacturer and trader,specialized in
the research,devolopment and the production of stage light,all of our products comply
with international quality standards and are greatly appreciated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arkets throughout the world.
Our main products:LED dance floor,LED curtain,vision curtain,moving head beam,wall
washer,LED parcan,spider light ,DMX controller and so o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y of our products or would like to discuss a custom order,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forming successfully business relationships with new client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near future.

联系方式

Guangzhou SITERUI stage special effect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5E-03A

广州市白云区虹美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HOMEILIGHT Manufactory

电话：+86-20-86809699

传真： +86-20-86809899

邮箱： epte-pt@vip.126.com

网址： www.epteav.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EPTE产品及EPTE代理产品

5E-04A

我司主要从事专业影视、舞台、演出领域内的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产品销售、工程技术及服务
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目前正在全力打造国内首家专业舞台演出行业的周边配套精品器材品牌，

广州斯特锐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舞台特效设备研究、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

以舞台电力系统、舞台信号系统、演出精品配套为导向，为用户提供周边配套器材一站式采购服

于一体的专业厂家！利用先进技术专业生产舞台烟雾机、雪花机、泡泡机、彩纸机、Co2气柱、

务。我们倡导产品技术的创新及专业性，只做专业的系统解决方案和精品配套，力争把科技环

LED灯及舞台烟雾油等系列产品。

保、技术稳定的产品提供给专业用户。
我们的合作伙伴及供应商来自全球各国及区域，现拥有自主品牌EPTE，产品细分为九大系列：精
品线材系列、精品工具系列、精品耗材系列、舞台防护系列、舞台吊挂系列、舞台特效系列、舞
台控制系统、常规灯具系列、智能灯具系列，同时代理或经销的品牌：美国GE光源、台湾
PLUSIN顶级音视频线、Novacorp特效烟雾机、英国LEE色纸、美国Shurtape影视胶带等。
我们深信，选择我们国内首家专业舞台演出精品配套器材为合作伙伴，将会为您的购买方式带来
颠覆性的改变，我们的品质、服务及专业将见证我们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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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烁立方科技有限公司

Hall 5

Shenzhen Solif Technology Co.,Ltd

5 号馆

广州市厷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HZOU HONGRI PHOTOELETR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华大浪街道浪口社区仪佳扬工业园4栋7层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大冈兰花街7号3栋4楼

电话：+86-13378669736

传真： +86-755-32939611

电话：

传真：

邮箱： 2447813786@qq.com

网址： www.solif.net

邮箱： deng@xhrlight.com

网址： www.xhrlight.com/www.xhrlas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灯、舞台灯光类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激光灯系列，户外地标广告激光系列

烁立方科技有限公司有着10年激光行业技术及工程安装经验，以中科院、光机所、深圳大学光电

广州厷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研发、生产激光灯的企业。成立于2008年，拥有10000平米的

学院等为依托，是一家专业从事多媒体激光表演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的现代化高科技

制造工厂。

企业。

我司有一批精干的研发、生产技术人员和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运用精密的生产技术以及完善

烁立方科技拥有一批专业的管理团队及技术团队，公司不断加大产品的研发能力及专业人才的培

的管理体系，对产品质量、产品效果以及产品检测进行多重严格把关，致力于将最好的产品献给

养，以确保优质的产品及高素质的人员，以便持续为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一

我们国内外的合作伙伴！

直以来，烁立方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进行量身制定，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设计、生产、施工、安

厷日激光全面开发国内外市场，专注于大功率激光灯的研发和生产。其主要品牌XHR旗下的产品

装、维护、租赁等综合一体化服务，得到了广大客户的认可与青睐。目前公司研发生产的室内外

有：

激光表演系统已广泛应用于舞台灯光工程、市政亮化工程、剧场剧院工程、酒吧娱乐工程、大型

1.动画激光，适用场所：夜总会，Disco，酒吧，演艺厅，体育馆等

庆典及演出、大型娱乐场所主题公园、展览展示及广告宣传等领域。

2.户外地标激光，适用场所：屋顶地标，户外投影等

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客户至上、品质第一、用心服务”的经营目标，不断创新，

我们生产的激光灯拥有体积小、效率高、使用寿命长及稳定性高等特点，产品规格多样化以供客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创意激光新体验。

户选择。现XHR 激光灯远销海内外，主要销往亚洲，欧美，东南亚等国家。
企业推崇双赢，互利的商业理念，把我们最好的服务，最好的产品，以及最好的支持献给客户！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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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梭伦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R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LTD , established in 2008,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 and service of event

Solo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stage laser light，DJ disco laser light，outdoor landmark laser light,outdoor advertising

联系方式

laser light，outdoor fountain laser light). We are located in Guangzhou city with conve-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道三尾海三尾围8号（石沙路333号—八方物流园北门对面）
Address：4F, Bldg A, No.8 Sanweiwei Industrial Area, Shijing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510000

nient transportation access. Dedicated to strict quality control and thoughtful customer
service, our experienced staff members are always available to discuss your requirements
and ensure full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 recent years, our company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电话：+86-20-36773110/15918658629

传真：

of advanced equipment including Pangolin Quickshow and Beyond software and MA

邮箱： wxg@sololighting.cn

网址： www.sololighting.cn

controller. In addition, we have obtained CE,ROHS,SGS certificates. Selling well in all cities

参展商品牌/产品： Battery

5E-05A

欢迎国内外伙伴来厂参观以及业务洽谈！

powered lights

and provinces around China, our products are also exported to clients in such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North America,South America ,Europe and Asia . We also welcome OEM

Solo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Founded in 2010,Is a colle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ODM orders. Whether selecting a current product from our catalog or seeking engi-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to an integr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Solo-

neering assistance for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talk to our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bout

lighting is committed to provide customers advanced technology, excellent quality of

your sourcing requirements

lighting products and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Focus led battery poweredlights LED
wash lights, LED PARs, outdoor lighting and other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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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夜猫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凯元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bos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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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xing Lighting Equipment (Guangzhou)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门街道鸦岗中路57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龙归龙兴西路18号1栋四楼

电话：+86-18665093630

传真：

电话：+86-13798113457

传真：

邮箱：461868269@qq.com

网址：

邮箱： 634711731@qq.com

网址： www.yxlamp.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防水电脑灯、200W追光灯、450W追光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激光灯，摇头光束、影视车展、LED帕灯、烟机特效

5E-06

耀星照明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耀星照明设备（广州）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各类专业舞台设备的声光电一体化科技公司。创始

公司主要生产激光灯、摇关光束灯、图案灯、LED帕灯、频闪灯等一系列专业舞台灯光。主要用

人于2000年便开始从事舞台灯光照明行业，始终坚持做好每一台灯。现总部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区龙

于歌舞厅，夜总会、酒吧、多功能厅、体育馆、电视台等各种娱乐场所。

归，拥有2000多方标准化现代厂房，员工40多人。历经十几载的高速发展，耀星凭着卓越的产品和
走在行业前沿的创新技术，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娱乐和舞台照明制造商之一，公司集舞台智能，娱
乐灯光、户外建筑与控制器，演出配套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拥有美国、意大利、韩国等
多个分销机构，销售网络遍布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深受认可和推崇。
“户外摇头换色电脑灯”堪称小功率，大能量，投射距离远，采用主板IC芯片在运行中更安全更稳
定。灯具材料具有耐高低温，抗氧化，防雷，防潮，防盐雾。
200W追光灯全新原创设计，小体积大能量。高显指数Ra>92，光斑均与度达80%以上，调光无闪
烁，质保36个月。
450W追光灯全新原创设计，小体积大能量。超远程追光最远的距离可达120米，高显指数Ra>85，
高亮度：70米照度，约800LU。柔光：70米照度650LUX，光斑均匀度可达75%，无闪烁，质保36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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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NITE CO.,LIMITED

Yaoxing Lighting Equipment (Guanghzou）Co.,Ltd is specialized in moving head light,led
moving head light,LED wash,led par and other stage lights for about 8 years.We are a professional lighting company with good quality and have fine workmanship,All our moving head

联系方式
地址：30 Dagang East Street, Shijing Tow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light,led moving head,Led par have been sold to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 and get the best
honor.

电话：+86-13631347478

传真：

Moving Head Colorful Sky Searchlightis a high strength aluminum profile and sheet metal

邮箱： info@colornite.com

网址： www.colornite.com

high temperature spraying,with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 resistance,anti oxidation，

参展商品牌/产品： Moving

head，effect light,Led wall washer，
DMX controller

5E-07

5F-01A

个月。

Established in 2008,COLORNITE is constantly pursuing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and satisfaction in customer.With high performance products and exceptional services, COLORNITE
holds a high reputation amongs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The popular products from COLORNITE are moving head, wireless DMX, LED color changer,outdoor lighting,LED club lighting and controller/driver series.
In terms of performance, reliability and creative possibilities, COLORNITE uses the most
effecient LED source and high quality components for production. All products must pass
rigorous test procedure before shipment.
Our tenet is very simple: to deliver high quality products at competitive price to customers
worldwide.

lightning protection,moistureproof and salt fog pre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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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Jiangsu Zhongbang Smart Technology Co., Ltd.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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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泰兴市新联村联三组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田南路388号

电话：+86-13852694130

传真： +86-523-87267588

电话：+86-20-37412409

传真：

邮箱：309436382@qq.com

网址： www.jshywt.com

邮箱： info@mokalighting.com

网址： www.moka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特效设备
广州魔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特效设备公司。

江苏中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泰兴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泰兴市是国务院最早批准的沿

经营产品：二氧化碳气柱系列，彩纸机，烟雾机，干冰机，喷火机，烟花机，泡泡机，雪花机，泡

海开放城市之一，是长江走廊上的一座新兴滨江工贸城市，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

沫机，彩纸耗材。同时我们也提供大型活动舞台特效整体解决方案，酒吧舞台特效整体解决方案以

本公司是专业制造舞台机械、舞台幕布，及技术的开发、设计、工程施工为一体的企业，公司为
体育场馆、礼堂、影剧院、多功能厅、电视演播厅、各类娱乐场所提供舞台机械、舞台幕布系统

及婚庆舞台特效整体解决方案。

的设计、供货、安装及调试服务。

经过四年的发展，现旗下品牌有MOKASFX、Hi-EFFECTS，提供常规舞台特效和高端舞台特效设

我们致力于追求舞台技术的精益求精，有先进的制作理念

和经验丰富的专家团队，为各工程商提供全面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并实现终身维护制度。

备。以产品技术为核心竞争力，以客户需求为市场导向，已为超过1000家酒吧提供设计、优质舞台

我们以诚信和服务赢得伙伴，长期与灯光音响公司、弱电系统集成商等诸多公司保持友好的合

特效设备，同时还建立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为客户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供技术支

作，互相促进事业的拓展，实现共赢！

持。

江苏中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舞台机械、舞台幕布的安装服务。公司产品已通过

公司积极推进国际化发展战略，与欧洲、美国，南美，东南亚知名企业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设

ISO9001 认证体系，是北京演艺协会会员单位，并已取得了舞台机械、舞台幕布的各项资质，公

立了美国海外分支机构，加大国际化市场拓展力度，逐步实现品牌、市场、团队、技术、管理与国

司不断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本着“一切为用户 ”的宗旨，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优良的服务和更优质

际化标准接轨。

的产品，以满足各行各业不断发展之需要。

As a well-established company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Moka SFX specializes in the

广州金鸟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Kingbird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红星珠岗路63号第三工业区B8栋2楼

5F-02B

manufacturing of special FX and lighting systems. Regardless of the nature of the event you
are planning, from small-scale social and corporate events to large-scale productions and
concert, we can provide you with the devices to make your event a truly spectacular occasion.
At Moka SFX the needs of our customers will always take center stage. Over the years we
have developed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suppliers and resources and we understand how

电话：+86-20-36278636

传真：

the industry evolves, both in terms of demand and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s a result, taking

邮箱： kb@kb-lights.net

网址： www.kb-lights.net

into account any special requests or specifications, we can create unique solutions for

参展商品牌/产品： 大功率LED

（成像灯，聚光灯，观众灯、面光灯、洗墙灯等专业舞台灯具）

5F-02A

MOKA SFX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阻尼机、吊杆机

5F-01B

广州魔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金鸟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设备企
业。主要产品有：LED成像灯，聚光灯，观众灯、面光灯及系列的舞台灯具。 以突出的质量，优质
的服务，高性价比的产品等特色赢得客户的支持、信任；以客户为中心，注重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
系是我我们的销售服务理念。
Kingbird Lighting,founded in 2010,is a enterprise with all R&D,sale and service. Features in
high power stage light series of LED profile, blinders, COB par, LED bar etc. Kingbird products approved CE and RoHS certificates.She believes in that quality goods, good service and
competivie price, customers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Kingbird will becomes bigger and
bigger.

people who want their event to truly stand out.
Our goal is to make you believe in stage magic and make it an integral part of your event.
Not just once, but for every event you will ever organ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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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三杰电子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厂
Guangzhou baiyun sanjie electronic stage lighting and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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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PINGGUO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龙滘路983号益龙工业区3栋二楼201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红星珠岗路第一工业区平果灯具

电话：+86-20-36007477

传真： +86-20-36007477

电话：+86-20-36718660

传真：

邮箱：426300231@qq.com

网址： www.gzsjlight.com

邮箱：479098304@qq.com

网址： www.gz-pgdj.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260W光束灯、380W光束灯、380W三合一光束灯

一、企业简述
“三杰——中国专业生产灯光的现代化企业之一”,力争做世界范围内优秀的灯光文化传播者，十一
年专业专注于舞台灯光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深度打造“三杰 SANJIE”国际著名灯光品牌。
二、经营范围
三杰产品包括 ㈠ 专业演艺舞台灯光 ㈡ 娱乐灯光两大领域。十几个系列，一百余个灯光品种些。
承接国际OEM、ODM、OBM制造，国内协同工程商销售、设计、制作、安装、调试、维护、设
备租赁及技术支持等业务。
放眼未来，为实现与合作商成为资源共享体、利益共同体、风险共担体的紧密双赢的合作关系，
三杰致力于“舞台灯光整体方案解决”及协同销售，充分把握中国专业灯光市场主流，将技术研发
优势、专业制造优势、品牌优势，转化为市场胜势，从而强化三杰品牌内涵——名牌质量、名牌
形象、名牌服务、名牌效应。
三、企业文化
三杰企业愿景：共创、共进、共享，缔造光声电演艺娱乐产品王国。
企业使命：让消费者满意，对客户、员工、职企业品牌及社会负责。
企业核心价值观：明德、务本、进取、共赢。
管理观：人本、绩效、科学、有序。
市场观：好市场、准定位。
人才观：重德重能、才职匹配。
创新观：规划、整合、突破、完善。
团队观：引力、众力、合力。
五导三作风：客户、目标、数字、结果、责任；认真、快、坚守承诺。

380W光束灯特点

5F-04B

原装欧司朗371灯泡，已经经过欧司朗官方测温认可，已经获得欧司朗官方的测温证书。主板特
点：显示板有一个USB接口，内置电池可以做到不通电调地址码，可以升级显示板程序，里面可
存灯光的说明书与灯库。
配这个主板的灯XY轴转起来速度快、很静音、定位准。
使用的是广大的电机。
屏幕可根据灯光倒挂或正放进行自动翻转，可直接在首页设置地址码，无需进入菜单。
打棱镜时会自动调焦，棱镜自动旋转，自动调到最佳的光束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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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弘熠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y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东布新街29号
电话：+86-15902015583

传真：

广州华耀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邮箱：450969500@qq.com

网址： www.hongyilights.com

HIGHENDLED ELECTRONICS COMPANY LIMITED

参展商品牌/产品： dmx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元岗路70号华丰大楼3楼

5F-04A

广州市平果灯具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20-37089936

传真： +86-20-37099836

邮箱： mike@highendled.com

网址： www.highendled.com

stage light

About Us

5F-05A

Ou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ompany has earned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for
quality, reliability and value, who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strictest quality standards
and followed a visionary philosophy of innovation. to its present-day advances in the field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舞台灯光，DMX控制器

of LED lighting, Hong Yi Stage Lighting has been a pioneer in lighting technology, while

广州华耀光电科枝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研发,生产,销售LED舞台灯光的企业. 公司软件开发,电子

We value our relationship with every one of our customers,production team & service

开发实力强. 主要生产LED PAR 灯, LED 洗墙灯,DISCO 显示屏, DMX 512控制器. 公司锐意进取,不断

group,so our professional customer service team is always available to help you or OEM.

开发新的产品, 不断完善服务水平来满足新老客户的需求.

As we are constantly adding new products, all of our staff are fully trained in the latest

GUANGZHOU HUAYAO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manufacturer of R&D,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of professional led stage lights. With strong software & electric design experience,
our main products are led par, led wash, DISCO led panel, DMX 512 controller. We'd like to
work hard together to perfect our service, welcome old and new customers' patronage.

always putting the customer first.

trends and offerings. Your satisfaction is and will always be our top priority.
Hong Yi Stage Lighting a wide range of lighting products, including intelligent DMX
moving heads, sound-activated club effects, gobo projectors, LED lighting, fog and special
effects machines, lasers, stage par 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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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捷成电缆有限公司

Hall 5

Jiangsu Jiecheng Cable Co.,Ltd

5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工业集中区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清华科技园创新一号楼D4-1

电话：+86-514-87261922

传真： +86-514-87267922

电话：+86-20-82161267

传真： +86-20-82599253

邮箱：2212713710@QQ.COM

网址： www.jccable.cn

邮箱：led3d@led3d.com

网址： www.led3d.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巨石阵模组

玻璃导光柱 玻璃菲涅尔 反射型菲涅尔
成像灯透镜组 光束灯聚光透镜组

舞台专用直通箱
江苏捷成电缆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特种电线电缆的企业，集产品研发、试验、制造、销售于一
体，拥有一流的生产设备和完善的检测设备，健全的体系管理。
捷成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特种电线电缆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材料的研发开发工作。主要生产柔性连
接控制电缆、伺服电缆、机器人电缆、拖链电缆、高柔性电缆、卷筒电缆、螺旋电缆、扁平电
缆、高温电缆、补偿电缆、固定安装电缆、数据传输电缆、电话电缆、同轴电缆、舞台灯光电
缆、影视灯光电缆等各种特种电缆……
江苏捷成电缆有限公司通过了ISO9000系列质量保证体系认证和CCC强制性产品认证，确保了产
品的优良品质，为我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5F-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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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斯灯光有限公司
Taurus Light Co.,Limite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东铁山河路

5F-06

TopLite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电缆、信号线、工业防水插、接插件、

5F-05B

广州市多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13431355250

传真：

邮箱： export@tauruslight.com

网址： www.taurus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效果灯，

LED摇头灯，电源箱，摇头灯，灯光控制

Taurus Light Co.,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in China,specialized in
design,manufacturing and wholesal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Started from 2012, Taurus
Light is young and dynamic company, mainly focus on oversea market,which sell to more
than thirty countries now and gain very good reputation with competitive price and high
quality from clients. We believe that success from the tireless efforts to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high-quality, efficient services to help customers solve the lighting scheme, and
always client as center.

静态的光，并不是我们的追求。当我们发现光线品质的改变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有着重要影响
的时候，我们相信，光其实是一个可以按照人们意愿塑造并讲述的故事。 光学设计，是照明设计
中最富想象力的创新设计之一，充分理解它需要专业的视角和丰富的经验。 广州市多普光电科技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创新的光学设计与提供高品质的光学器件。在
2005年，多普光电决定成立一个独立的创新光学设计中心，并命名为LED3D，目的是为极具前景
的LED产业提供独特而新型的光学解决方案。LED3D的设计方向包括LED二次光学、成像设计、
多光源集成、整机设计、平行光源设计和图像识别设计等，涵盖了舞台灯光照明、专业影视照
明、商业照明、室内照明、户外照明、景观照明、建筑照明、汽车应用光学、投影光学、激光光
学、LED红外紫外光学等诸多领域。LED3D团队拥有30多年光学系统设计工作经验的资深专家，
以及近20年光学相关领域工作经验的青年专家，并且与国内外多个专业光学科研机构保持了十分
良好的合作关系。团队的多项设计获得了国际大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多普光电已成为一家业
内极富盛名和极其专业的光学解决方案提供商。 优秀的设计理念源自于对产品和客户需求的全方
位理解。任何一个设计细节所表现出的特质，都将是设计师专业素质与经验的体现，同时也是团
队合作精神的体现。
作为照明领域的光学专家，多普光电与客户、同事、合作伙伴一起分享愿
景，并不断努力地通过专业的方案去一起实现
We realize that light is not static, its quality changes is important to people's work and life.
So, we believe light is a story that can be shaped and told as people wishes.
Optics can be one of the most imaginative innovations in lighting design, understanding
what it has to deliver takes vision and specialized experience. Originally founded in 2003,
Toplite has specialized in creative optic design and supplied customers with high- quality
optical components for more than 15 years. In 2005, Toplite decided to set up a new R&D
centre, named by LED3D, with the intention to provide unique and innovative optic
solutions for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f LED that has great potential and broad prospects. Still, research on LEDs and LED based luminaires has not come to an end yet and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ahead for the ongoing improvements of device efficiency, white
light quality, but also luminaire design. LED3D accepts these challenges, and provides
professional designs for many fields such as LED secondary optics, imaging optics, multi
light sources integration, parallel lights, and image recognition system. We apply these
designs to the lighting of many different types and scales from stage lighting, commercial
lighting, architectural lighting, indoor / outdoor lighting to LED IR-UR optics, projection
optics, automotive optics and laser optics, etc. LED3D has gathered one of the most experienced R&D team, who has senior designer with experience more than 30 years as well as
youth experts with working experience near 20 years in optics. We have made lots of
breakthroughs in applications of LED optics, established a remarkably stabl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first-class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centers around the
world, and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being awarded with a range of major international
lighting honors. A great design idea comes from all-round understanding of products and
requirements. Characteristic shownby any design detail is the embodiment of professionals and experiences of designer, but also spirit of team work. As optic expert, we share the
vision with our customers, partners, and colleagues, and strive to make it real in our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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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铂泽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FRESH VISION ELECTRONICS LIMITED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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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花都新华镇永昌路2号港华工业大厦5楼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友谊路加禾生产基地八一科技园C4

电话：+86-20-28168049

传真： +86-20-28168049

电话：+86-20-36787399

传真：

邮箱：sales@freshvision-es.com

网址： www.freshvision-es.com

邮箱： 2977139758@qq.com

网址： www.appia.hk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脑染色灯、图案灯、440光束、LED影像灯、

moving head, Beam moving head,
BSW Moving head, martix led and Led par light
(专业舞台灯具）

本公司是专业研发与生产专业舞台灯具的企业，主打的产品有LED
摇头图案及染色,230/260/280/330/350/380 系列专业灯具。工厂所有的产品都经过严格的认证

LED图案灯、LED水纹灯、LED特效灯、投影机

5G-01

及材料甄选。以确保产品的稳定可靠并确保客人使用中安心放心来使用，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
参观交流与业务洽谈。FRESHVISION(铂泽)将坚持做良心产品，为客供双方争取最大的共赢.
Guangzhou Fresh Vision Electronics Limited is a company loated in Huangdu district in
Guangzhou, combining R&D and manufacturing for professinal stage lights. since it was
established, it was determined to provide high quality and safe products in the market. its
staring products are Led pars, led moving head and Beam light and BSM moving heads as
well as martix led series(230/260/280/330/380).always the company adopt qualified materials and strict processes make sure deliver safe, good quality product. welcome friends to
visit our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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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亮星电子灯光设备厂

广州阿皮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由阿皮亚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于2010年授权于成立的一家集
户内外灯光产品，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科技股份制企业，注册资金1800万。专
业从事户内外舞台灯光、景观照明、城市亮化、园林实景演出灯具的研发生产、系统集成，是国内
唯一一家将舞台灯光导入户外化的高科技股份企业。
现公司规划为三大中心、一个事业部、一个实验室，产品研发中心、生产制造中心、营销中心。演
出创意策划事业部。数字舞台设计与服务（文化部重点实验室）。阿皮亚企业近年来不断至力于推
动绿色环保节能产品，在保持优势产品基础之上，大力推广LED产品，已被国内外众多知名项目所
应用。持续不断的研发能力及创新意识，卓越的产品性能与自我价值，使其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声
誉。其中的阿皮亚影像灯因为超前的设计，强大的功能于2017年11月被文化部指派，代表中国文化
装备的最高水平和领军公司部参加了美国拉斯维加斯灯光展新品发布会，赢得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
的广泛关注，两大报纸都进行了关于阿皮亚新品发布会的图片和文字报道。奠定了在行业中的技术
领先地位，在户内外灯光影视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展望未来，阿皮亚企业将以“着力打造户内外灯光第一品牌”为企业长远发展目标，将着力打造光与
建筑的融合，光与环境的和谐，光与舞台、人物的完美交融为已任，逐渐提升企业的综合经营能
力，建立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优势，不断完善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络体系，发展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
际化企业，成为户内外灯具行业的首选品牌！

GUANGZHOU LIGHTSTAR ELECTRONIC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迎龙路234号龙山工业园E1栋2楼
2F., Building E-1,Longshan Industrial Park,No.234 YingLong Road,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Hall 5

5 号馆

广州万镁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Me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电话：+86-20-87022418

传真： +86-20-87023011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村龙滘路1055号3楼

邮箱： 1725113820@qq.com

网址： www.lightskystar.com

电话：+86-20-28132103

传真：

邮箱：

网址： www.gzwanme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LED火焰灯，LED追光灯,帕灯等等

5F-08B

Guangzhou Appia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5F-08A

广州阿皮亚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市亮星电子灯光设备厂成立十多年，专业开发设计、生产销售舞台灯光产品。 SKYSTAR是我
厂注册多年的自主品牌，深受客户喜爱。我们主要生产: 光束灯、LED摇头灯、LED追光灯、LED帕
灯、LED火焰灯等......（其中led追光灯和led火焰灯更是我厂自主开发和研制的特色产品！）今次展
会推介新品有3米高的led火焰灯;380w光束摇头灯;80w led光束灯等等新品。
微信号：skystar-lightstar 亮星灯光与你们相约在Getshow展位5F-08B。
Guangzhou Lightstar Electronic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more than 10
years ago. We’re specialized in the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lighting
products.
SKYSTAR is our registered brand for many years, main products are beam moving head
lights , led moving head lights，led follow spot lights, led par lights,led flame lights and so
on.
(LED follow spot lights and LED flame lights is our ow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s!)The new products introduce in this exhibition are led flame lamps (height of
3 meters);380w beam moving head light; 80w led beam light and so on.Wechat:
skystar-lightstar
SKYSTAR waiting for you at Getshow ,Booth 5F-08B.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设备

5G-02

万镁灯光---致力于成为中国成长速度最快的、一流的舞台灯光企业。
广州市万镁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设计、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专业舞台灯光
企业 ,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投资额达伍百万元人民币。公司在广州市白云区拥有八千多
平方米的现代化制造基地，其研发实验室、装配车间和电子车间的规模和先进性在舞台灯光行业中
处于领先地位。
公司聚集了大批的研发、制造和营销精英，服务网络遍布中国的每一个省级城市。 作为一家专注于
舞台灯光产品的大型制造商，万镁公司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领先、品质
卓越的灯光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产品包括电脑摇头灯、LED产品和户外景观照明产品。
产品性能优越，国内一流灯光品质。
万镁灯光产品被应用于各大大剧院、陕西省体育馆、莱西市吕剧团、金领欢乐世界大剧院、宋城大
剧院，神话酒吧，大同市歌剧院。。。等国家及省级重要单位，演艺集团。 作为灯光行业的一束聚
光，我们始终与客户一道，做更好的产品，为中国演出事业提供一流的服务。 展望未来，万镁灯光
将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寻求和接受客户的反馈，持续地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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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熠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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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AJIE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亭石南路188号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富华中路富源二街18号合和大厦

电话：+86-13418188630

传真：

电话：+86-20-84800168/188

传真： +86-20-34510566

邮箱：1125265601@qq.com

网址： www.yicgd.cn

邮箱：

网址： www.gzhuaji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广州熠辰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目前公司发展至今已有厂房2000平米，员工2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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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台湾ANTARI品牌烟雾机、雪花机、

泡泡机及相关耗材等

名，公司以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之本，竭力为客户设计开发安全、新颖、先进节能的灯光与音

“合和”1996年开始总代理台湾Antari（安特利）烟雾机。

响，以优良的产品，优质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

合和实业前身广州合和贸易有限公司于1996年在广州番禺创建，是业界领先的专业音响、舞台灯光
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机构。旗下拥有广州市合和贸易有限公司、广州市华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
州市喜万年声光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子公司。
华捷电子2008年成立，主要经营舞台灯光特效品牌“安特利”Antari烟雾机、雪花机、泡泡机及烟
油、雪花水、泡泡水等耗材配件，以及周边舞台设备的批发零售、舞台工程等服务。
华捷电子所代理的世界知名品牌Antari烟雾机产品，从1984年创建品牌开始便坚持为全球提供最高
品质的烟雾效果及设备,具备绿色、环保且最具节省能源的特性，力求让客户用最经济的方式打造出
最出色的舞台效果。

H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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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大歌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DAGE STAGE LIGHTING MASTER CO,.LIMITE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村龙兴东路8号(大歌灯光科技园)
电话：+86-13580389770

传真： +86-20-37414159

邮箱：

网址： www.dagelight.com

Hall 5

5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官田社区宝石东路0600124号三楼西边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东大歌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合自主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重
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恒于创新—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至今十三个春秋，大歌历经十三年的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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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大歌已掌握了丰富的技术研发经验及雄厚的生产规模，经历13个春秋，

大歌产品遍布全球，参与过千百场重大型演出和明星演唱会以及电视台节目等等演出，为日后大歌
的良好发展而奠基！
大歌灯光专注研发：光束灯，光束图案灯，切割灯和LED系列舞台灯具，广泛应用于大型演出、演
唱会、电视台、剧院和酒店及娱乐场所。
DAGE Stage Lighting Master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6, it’s a significant, high-tech enterprise which specialized in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moving head stage lights.Our main
products are beam lights , beam/spot lights profile light and LED stage lighting series products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large-scale performances, concerts, TV stations, theatres and
hotels and entertainment venues. For more than 13 years experience, we supply superior
quality moving head lights for our custom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got very high
praise from them.

电话：+86-13632923704

传真：

邮箱： 3004703968@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舞台灯

洗礼，写下无数的史例 ，正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大歌人已深深意识到要想立足于灯光品牌，必先巩
固企业的根基，

深圳市乐的光电照明有限公司

5H-03A

影视灯 光源200W-1200W

深圳市乐的光电照明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注大功率LED 影视 舞台200W-1500W大功率光源 研发 生产
销售

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2010年成立于充满活力与梦想的创新改革城市---深圳，公司

技术团队主要来自台湾封装大厂，有行业内8-10年的经验。拥有很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制程管控能
力。公司拥有世界知名品牌的全自动LED固晶机、焊线机，精密可靠的产品检测设备，专注于集成
COB封装双色双光 RGB 共晶工艺 高导热 高亮度 。芯片欧司朗 CREE 日亚 三安 普瑞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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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龙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ngzhu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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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崴演出器材有限公司
GUAGNZHOU INFINITY CASE AND TRUSS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石井龙湖三社工业区一区二楼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广从九路368号

电话：+86-20-32439517

传真：

电话：+86-20-87453001

传真：+86-20-87452027

邮箱：

网址：

邮箱：ICTC@VIP.163.COM

网址：WWW.ICTCHUAWE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灯架

折叠架 葫芦 升降舞台 活动舞台
航空箱 电源箱 控制器 看台等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龙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紧邻环境优美的白云湖畔，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现代化
企业，拥有多条进口LED全自动生产线，和完善的检测设备，拥有优秀的技术研发团队和严格的

华崴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创建于2003年，集生产，销售，租赁及代理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同时

管理体系。

在北京，上海，西安，山西均设有销售及技术支持中心。通过了ISO9001:2015产品质量管理体系

光电先驱，引领未来！公司秉承“品质第一、诚信第一、自主创新、共同发展”的经营理念，构筑

认证，拥有先进设备、强大的技术力量、丰富的经验，从设计、开发、制造到生产，为质量控制

功能完善的各类LED产品，未来“龙珠”始终坚持以科技的创新、用心的服务，打造更优质、更完美

和管理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华崴还是南德TUV，中国舞台美术协会等国内外知名团体的会员及

的产品，欢迎新老客户一如既往地与我们精诚合作，互惠互利，共创辉煌的明天

理事，2015年度灯光音响行业品牌盛会十佳配件品牌。本次展会将展示：外形美观、承重大、节

Guangzhou longzhu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 modern enterprise integrating

省运输及储藏空间，适用于展会、政府项目等商业活动的折叠架；防水抗压易安装、可定做的便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which is close to the beautiful environ-

捷舞台；市场上最静音精确、安全耐用的进口EXE电动葫芦；能高低起伏、场面转换，移动布景

ment of baiyun lake. It has several imported LED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s,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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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演员的液压升降舞台等产品。

testing equipment, excellent 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 and strict manage-

Guangzhou

ment system.
Photoelectric pioneer, leading the future! Companies adhering to the "quality first, integrity first, innov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business philosophy, to build all kinds of
LED products, functional to the future "dragon ball" always adhere to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ervice attentively, create the better quality, more perfect products, welcome new
and old customers, as always, with our sincere cooperation, mutual benefit and create a
brilliant tomorrow

Infinity Case And Truss Co,. Ltd(ICTC). is a leading exporter in China for

14years .As one of the biggest stage and truss factory in China for 14 years, we can supply

6A-01A

high quality performance products such as: aluminum truss, protable stage, fligh
case ,cable protector, crowd control barrier , work tower , bar chair and desk , hoist , power
case and so on .All products with approved ISO9001：2015 and German TUV etc.
Our advantages are quick delivery, discount price, high quality and one years quality guarantee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If you are a distributor or dealer, please ask about our
program to get a better strategy for your company. We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hipping company and can supply mixed product shipping if necessary and low shipping
cost.
Thanks for the efforts of our skillful workers, included profession design and responsible
QC team, making us keep very good product quality, quickly new products undate and
stable products supply. We have established long-term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e do have the confidence to provide our clients the latest
products with high quality, competitive price and fast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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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毅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ADJ CHINA

Hall 6
6 号馆

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
OSRAM CHINA LIGHTING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高明大道东898号

地址：上海市西藏中路18号港陆广场29楼

电话：+86-757 88325001

传真： +86-757 88325008

电话：400-8821837

传真：

邮箱：zhucaiyun@acme.com.cn

网址： zhucaiyun@acme.com.cn

邮箱：callosram@osram.com

网址：www.osram.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VZ-380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舞台娱乐照明光源及照明设备

/ VZ-100 BSW / CM-220 R

ADJ集团旗下拥有五个大型优质品牌，于1985年始创于美国洛杉矶，现已发展成为全球性企业。
ADJ集团的灯光和音频产品已经成为建筑、舞台、制作、巡回演唱会、活动和娱乐场所的领先品
牌。
ADJ集团凭着顶级产品性能、超高品质、绝佳性能和全心全意配合代理商需求而享誉全球。
ADJ现有员工超过250人，规模之大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娱乐点知公司之一，现在积极扩大事业版
图，强势打入中国市场。
ADJ集团坚持不断的创新，与时俱进，在其专业灯光领域不断创造佳绩，谱写新篇章。ADJ坚持
客户利益高于一切，众多产品已经成为全球畅销品。

百年欧司朗，源于德国
欧司朗是全球领先的照明产品制造商之一，也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品牌之一。从1906年开
始，欧司朗一直致力于照明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并借此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一百多年来如白
昼般光亮的缔造者，是全球范围内光亮的代名词。
欧司朗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在全球拥有约39,000名员工，2013年7月8日欧司朗正式在德国法
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欧司朗的客户遍布全球近150个国家和地区，凭借着创新照明技术和解
决方案，不断开发人造光源的新领域，产品广泛使用在公共场所、办公室、工厂、家庭, 道路以及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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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威之发桁架有限公司

汽车照明和特种光源照明各领域。

Weifa Trussing Co., Ltd.

欧司朗产品线涵盖了小至零部件的整个价值链，包括灯泡、电子控制装置和光电半导体（如发光

联系方式

二极管（LED）以及灯具、照明管理系统和照明解决方案。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北海村北津大道南1号

作为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照明公司之一，欧司朗在照明领域拥有多项核心专利。出色的照明产品

电话：+86-20-84719001/34711684 传真： +86-20-84715218
邮箱：weifa@weifa.com.cn
2197733765@qq.com

网址： www.weifa.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灯架、活动舞台、流动看台、音箱架、

蓬房/aluminium truss,stage,temporary seat,
audio hanger,party 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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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威之发桁架有限公司集舞台结构设计、舞台和铝合金桁架生产制造、销售和租赁于一体的
综合公司。
我司拥有一支素质过硬、经验丰富、执行力强的高效专业团队，配备先进焊机、各类数控加工机
械，通过ISO9001：2008质量体系认证，主要研发和生产铝合金桁架、铝合金舞台、铁LAYER
架、铝合金脚手架、铝合金防爆栏、活动看台等，年生产能力叁仟多万元。我们致力为各大演出
工程商、企（事）业机构的各类商业演出、文化传播、品牌推广活动等服务；至今已经成功承接
2008年奥运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1年深圳大运会等重大活动的灯
光、音响的悬挂系统及舞台等大型工程，赢得了广大客户及专家的高度评价；同时产品销往全
球，赢得国外客户一致认可。
Weifa Truss Co., Ltd. is a comprehensive company which integrates stage structure design,
stage and aluminum alloy truss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rental. We have more than
US$500 billion annual production capacity; we have an experienced and professional
team, equipped with advanced welding machines & different kinds of CNC processing
machinery, approved the ISO 9001:2008 Quality system standard. Aluminum alloy truss,
aluminum stage, iron scaffold, aluminum scaffold, aluminum explosion-proof barricade &
bleacher are our main and popular products.
We are committed to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brand promotion activities. We have been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lighting & Sound suspension system
and stage installation of big events such as the 2008 Olympic Games, 2010 Guangzhou
Asian Games, 2010 Shanghai World Expo, 2011 Shenzhen Universiade etc., and won highly
appraised, while products are sold worldwide, to win the unanimous recognition of foreign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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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样的解决方案让许多世界著名演出和庆典都选择了欧司朗。在电影照明中的出色贡献也让欧
司朗被两次授予奥斯卡“最佳照明”殊荣。
欧司朗拥有全面应用于演播室、舞台、电视台的照明产品包括HMI®, HPL®, Lok-it!®以及演播
室卤素灯系列，为客户带来动感流畅的照明体验的同时，出色的技术表现使其在业界屡获殊荣。
OSRAM is shaped by 110 years of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lighting technology.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s you may discover the vision OSRAM has in mind for the future and the
meaning it holds for you. Be inspired.
Entertainment lighting: Light generates emotions
When it comes to entertainment, OSRAM delivers precision lighting and dazzling effects,
infusing events with energy and excitement. Our products enable great entertainment and
bring a gleam to the eyes of artists, light designers and most importantly – the audience.
We provide the right range of quality products -superior in robustness and light quality
-making us the ideal choice for light designers. The reliability of our products reduces the
total cost of ownership, thus improving the bottom line for rental companies and dis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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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力洋演出设备有限公司
Shenzhen Liyang Performance Equipment Co.,Ltd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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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泛基亚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Film Gear(International)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甘坑同富裕工业园26号3栋

地址：中国广东从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明珠路2号

电话：+86-755-29180635

传真：

电话：+86-20-8781 6663

传真：+86-20-8781 6683

邮箱：493030087@qq.com

网址： www.liyang-lss.com

邮箱：filmdragon@163.com

网址：www.filmgear.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演出配电系统、特效设备
深圳市力洋演出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18万，公司主要从事舞台灯光、演出设备、研发及生
产销售，产品有光束灯系列、摇头灯系列、LED帕灯灯系列、LED星空幕布、流动硅箱配电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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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影灯具、LED系列灯具；专业吊杆、吊机
Film Gear(International)Ltd.是依据国际标准成立，致力研发、生产、销售影视灯具、机械吊
影视配套设备的专业公司。是目前国内影视照明行业加工单元和自动化生产线柔性化程度最高的

列、专业演出控制系统。公司拥有一流的工程安装调试队伍，已成功策划制作了数百场大中型文

企业，设备能力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产品通过了ISO9001:2008体系认证、欧盟CE认证，经销全

化活动、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以全新的服务理念、现场的实践经验、专业的技术力量、

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泛基亞FILMGEAR®产品无论在电影拍摄制作还是电视剧应用，或是作

高端的演出设备为客户提供舞台策划、销售安装调试最完善的服务,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标准化、

为传媒院校教学专用器材等方面都受到业界广泛关注和高度好评。我们拥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及设

一站式配套设备的服务。

计团队，将为您提供专业电影电视领域照明灯具设计、技术咨询、租赁服务等各项技术服务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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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信威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nway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CO.,LTD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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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十一社工业园C2栋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嘉禾尹边一街78号
NO78.Yinbian Street,Jiahe Street,Baiyun District,Guangzhou
传真： +86-20-8609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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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威自主品牌“Weinas"产品系列有：光束摇头灯系列，LED聚光摇头灯,LED染色灯，LED帕灯，
LED效果灯，追光灯，户外灯等200多种产品。此次重点推出440W/380W/LED200W光束图案染
色3合1摇头灯，3800W光束摇头灯。光束图案染色的完美融合，将给您呈现震撼的舞台效果，满
足客户的不同场合需求。
Guangzhou Sunway Entertainment Equipment CO.,LTD is a profesional manufacturer who
specializes in design, manufacture, sales and marketing of stage lighting products. The
newest products are: High Power 440W/380W LED200W Beam-Spot-Wash 3 in 1 multifunction moving head light, 380W Beam moving head light, Bee Eye, LED Matrix Effect
Light. The perfect fusion of high bright beam, pattern and wash will present you a shock
stage effect, and it can satisfy all customers need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传真：+86-20-86423933

邮箱：info@colorfullight.net

网址：www.colorfullighting.net

Outdoor Wash Light, LED Moving Head,
LED Par Can, LED Strobe Light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三合一多功能摇头灯，摇头光束灯，

广州市信威演艺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专业从事舞台灯光公司。

电话：+86-20-86024036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网址： www.weinas.com.cn

LED摇头灯，LED矩阵效果灯

COLORFUL LIGHT (HK)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电话：+86-20-86093106
+86-20-86094110
+86-20-36266474
邮箱：sw@weinas.com.cn

广州铭亮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6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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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FUL LIGHT (HK) 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stage lighting. Our
company i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R&D of LED wash lights and
moving head lights.
Backed by a reinvestment of 30 percent of our annual turnover in R&D, we release one to
two new products every month. Our 5 engineers, each with at least four years of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We use materials and recheck them before production. Two to three QC members are
assigned to each production line to conduct strict inspections during the entire production process. All our products are CE & RoHS-certified and come with one-year warranty.
We won the majority of customers' praise depending on advanced technology, excellent
quality, stable performance and great service and we strive for total satisfaction of our
customers.
Our business concept and spirit is:
1) Quality guarantee and fair price.
2) Focus on the innovation of high technology by introducing advanced equipment and
facility continually.
3) Bring the good environment & bright & colorful world to people.
""Quality is our life, innovation is our blood and service is our sou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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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雅格莱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GUANGDONG YA GE LAI LIGHTING & AUDIO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东路1675号1幢1层、7-8层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东华工业区东昌路6号

电话：

传真：

电话：+86-20-36387779

传真：

邮箱：amy.hu@mediabook.com.cn

网址： www.vivitek.com.cn

邮箱：

网址：www.yr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Vivitek(丽讯)

参展商品牌/产品：

Vivitek(丽讯)为台达集团旗下品牌，主要产品为投影机。其销售据点依赖台达集团实力遍布美

广东雅格莱灯光音响有限公司,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花园式东华工业园区, 毗邻白云国际机场. 是一家

洲、欧洲、亚太、中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Vivitek(丽讯)是全球拥有DLP技术从低端到10,000

集科研、设计、生产、营销及售后服务为一体的舞台灯光高新技术企业.

流明以上高端完整产品线的仅有几个品牌之一。Vivitek(丽讯)并致力于将欧美先进的应用科技转

公司创办于1999年, 一直以来我们秉承以“为人类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为使命, 大力高举质量和服

化为推动投影行业发展的人性化产品，应用于政府机关、演唱会、教育单位、商务简报及家庭影

务旗帜, 开拓创新的理念. 使黄河品牌享誉国内外,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与壮大, 公司开创了雅格莱

院等广泛领域。同时，Vivitek拥有个性化产品线，提供全球用户丰富选择

这一新品牌.

「台达出品，质量保证」。

2005年公司顺利通过ISO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并成为“世界名牌理事会成员单位”、“中
国质量信用AAA+企业”、“中国演艺技术协会会员单位”、“消费者最信赖质量放心品牌”、连续多
年荣获慧聪网“十佳灯光灯控品牌”, 以及数十个产品已获得“CE”“RoHS”认证, 同时获得了数十项国
家专利等.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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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

Guangzhou Omarte Lighting Co., LTD

联系方式

6B-02A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雅瑶镇岑境西路26号

我们以: “感受舞台魅力, 提升客户价值, 实现员工理想, 共创企业愿景”为宗旨, 服务于全球新老客户.
同时感谢您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认可。
Located at the foot of beautiful Guangzhou Baiyun mountain and near the booming

电话：+86-20-86830282

传真： +86-20-86830292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 Guangdong YA GE LAI is a stage lighting of High Technology

邮箱：335090481@qq.com

网址： www.omarte.com

Enterprise, which provides integrated service of R&D,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after

参展商品牌/产品： omarte系列

6B-01

公司在国内设立了多个分支机构, 代理商遍布全国各大城市. 在海外, 我们产品畅销欧美、东南亚、

广州市欧玛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舞台灯光

sales service., Established in 1999. We keep the Philosophy "To Create Colorful Life for
Human" as our mission. We raise the flag "quality and service", promote innovation

广州市欧玛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灯光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Which contributes to our brand "Yellow River" to be well known at home and abroad. We

产品涵盖电脑灯、追光灯、LED灯、户外景观照明等灯光设备。

create a new brand "YA GE LAI" with the enterprise continuous develop and grow.

公司在产品的自主研发创新方面遥遥领先，截止目前已拥有100余项专利，并参与制定了电脑灯

We passed the ISO9001:2000 Authentication in 2005. Now we have ranked as "the

及LED灯具等多项行业标准。旗下自主品牌“OMARTE”产品多次获得“演艺设备优质产品奖”“PALM

member of world famous brand council"."Chinese quality reputation AAA enterprise" and

展产品技术进步奖”“ 演艺设备知识产权优胜奖”等奖项。

"the member of Chinese show technology association".

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剧院、体育场馆、电视台及各种演出场所。在北京奥运会青岛帆船赛闭幕式晚

We have been awarded "TOP 10 lighting brand in China" in continuous years!

会，广州亚残会开闭幕式，北京卫视《最美和声》，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等演出场合均有傲

More than sixty kinds of products have been granted "CE & RoSH" certification. And we

娇的表现。

obtained a dozen of national patents simultaneously.

汇聚梦想，华彩绽放，欧玛将不断导入高新灯光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力求带给使用者更为愉悦的

We set up several branches in domestic market. Our agents cover all the cities in China.

视觉艺术享受。
Guangzhou Omarte Lighting Co.,Lt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engaged in lighting
R&D ,manufacture ,distribution and services, which has participated in making and revising a number of industrial standards, won the"High Quality Products of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ward at PALM " and other awards for consecutive years.Omarte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to theare, gymnasium, TV stations and
various venues.

Our products are popular i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cluding Europe and
America, Southeast Asia, Russia, etc.

.

We take the aim of "show stage magic power, promote customer worth, realize employees
value, create enterprise vision to serve our global business friends". We sincerely extend
our gratitude to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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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诺飞（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Signify (China) Investment Co., Ltd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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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Shengguang Stage Lighting&Audio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合川路2555号科技绿洲三期五 1号楼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嘉禾望岗动感旺岗创意园9栋

电话：+86-18601955246

传真：

电话：+86-20-86423189

传真：+86-20-86423189

邮箱：diana.song@signify.com

网址： www.signify.com/zh-cn

邮箱：2876419328@qq.com

网址：www.yue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图案摇头灯、LED灯等系列

参展商品牌/产品： 飞利浦舞台照明光源电器
关于昕诺飞 （Signify）
昕诺飞（阿姆斯特丹欧洲证券交易所代码：LIGHT）是全球照明领导企业，业务涵盖专业照明，
消费照明，以及物联网照明。我们借助飞利浦品牌的照明产品，Interact智能互联照明系统和数据
服务，来传递商业价值，改善家居生活、美化建筑和公共景观。在2018年，昕诺飞年销售额达64
亿欧元，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大约2.9万名员工。我们致力于开启照明的非凡潜力，创造
“闪亮生活，美好世界”。连续2年被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评为行业领导者。更多信息，可登录：http://www.signify.com/news
About Signify
Signify (Euronext: LIGHT) is the world leader in lighting for professionals and consumers
and lighting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Our Philips products, Interact connected lighting
systems and data-enabled services, deliver business value and transform life in homes,
buildings and public spaces. With 2018 sales of EUR 6.4 billion, we have approximately
29,000 employees and are present in over 70 countries. We unlock the extraordinary
potential of light for brighter lives and a better world. We have been named Industry
Leader in the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for two years in a row. News from Signify is
located at the Newsroom, Twitter, LinkedIn and Instagram. Information for investors can
be found on the Investor Relations page.

广州市权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6B-03B

广州晟光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品牌：粤光灯光）始创于2008年，专业从事舞台、舞美、
城市亮化等智能舞台灯光及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及工程项目施工，历经1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
行业内技术领先、制造工艺精湛、项目集成、施工能力强大的实体企业。主要产品包刮光束灯、
摇头图案灯、LED灯系列等产品，产品广泛用于剧场、宴会厅、多功能厅、酒吧、KTV俱乐部等
场所，公司产品严格按照ISO9001;2000质量标准运行，严格执行CE、UL、及FCC等安全标准设
计、生产，产品质量、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粤光灯光将继续专注于产品的不断研发与创新，
坚持以高效、严谨的经营理念，坚持秉承一贯的专业水准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完善的优质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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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QUANS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 LTD

宁波金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JEG LIGHTING TECH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慈溪市坎墩街道兴镇街1618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鸦岗大道协力工业区B栋权晟灯光

电话：+86-574-63276260

传真：+86-574-63276259

电话：+86-20-66358333

传真： +86-20-66358333

邮箱：jeg@jeglighting.com

网址：www.jeglighting.com

邮箱：1976157256@qq.com

网址： www.aog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6B-03A

广州晟光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聚光灯;LED染色灯;LED成像灯；

舞台灯具，光束灯

“QuanSheng” is an integrated enterprise, which is professionally engaged i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research,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after-sale service.Since established in year 2007, “QuanSheng” grows from a small workshop of 250 square meters to
currently have more than 5000 square meters of modern factory in only six years. She also
has a group of more than 10 years experience of stage light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am.More support and trust, 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create a more successful future
together!
广州市权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设备研究、设计、开发、生产及售后
服务的综合企业。
广州市权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从2007年建厂至今，在短短的10年，从250平方的小作坊，发
展成日前拥有5000平方的现代化工厂，并拥有一批20年以上经验的舞台灯光研发团队。
广州市权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销售网络已遍布中国各大城市，在国外已成功进入部分东南
亚、中东、欧洲、美洲和澳洲等国家。如越南、印度、韩国、阿联酋、埃及、俄罗斯、德国、西
班牙、葡萄牙、克罗地亚、墨西哥、美国、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和澳大利亚等。
广州市权晟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以最专业的设计，最优化的配置，最严谨的管理，充分体现现
代灯光潜在魅力。

LED追光灯等等。

6B-04

宁波金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以LED光源为主的舞台灯具生产企业。我们的产品有：LED聚光灯、
LED成像灯、LED追光灯、LED全系列的成像灯……；
2019年“GET SHOW” JEG热忱欢迎您的光临！Ningbo jeg lighting tech co.,ltd, is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especially focus on led lighting. our products range
include Led spot light, Led profile spot, Led follow spot...... jeg warmly welcome you to visit
us during 2019 Get 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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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祥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ANGMING LIGHT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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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东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ongmeng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龙心路1号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美东工业园30栋

电话：+86-20-37701875

传真： +86-20-28607102

电话：+86-20-86442711

传真：+86-20-86442711

邮箱：info@xmlite.net

网址： www.movinghead.net

邮箱：sunshine@dmonlight.com

网址：www.dmonchin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1000WLED切割灯，1400W切割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380W超级光束灯DM-D830II、

1400W染色灯，470W切割灯，
LM560 LLP400,nex260,lwp285，LWP310

6B-05

LED摇头染色灯DM-LM1915Y、
LED成像灯DM-LED200W-26、

广州祥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坐落于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龙口村，成立于2 0 1 0年。生产厂房

LED聚光灯DM-LED200J-W、

面积6 6 0 0平米，在职员工人数：1 2 0名。有专门的研发部门，工程师1 2名。产品远销全球5 0

LED摇头染色灯DM-LED3610Y

多个国家，成为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的代工厂商。一直专注于摇头灯的研发，生产, 销售。业内率先
提出三年免费保修 。公司具备自营进出口权，通过 I S O 9 0 0 0 1：2 0 0 8质量认证管理体系认

广州市东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创立于2013年，是一家专业集研发、生产、销售、安装于一体的综

证; I S 0 1 4 0 0 1 : 2 0 0 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 H S A S 1 8 0 0 1 : 2 0 0 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合型灯光企业。打造的自有品牌“HBL宏博”，在业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以其高质量的产品，规范

系认证；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会员单位，2 0 1 4年获得慧聪灯光音响十大最佳成长品牌。

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诚信、互利、双赢的经营理念，从而得到各经销商、工程商、用
户及同行的一致认同。产品涵盖：光束灯系列、摇头灯系列、追光灯系列、LED帕灯系列、LED摇
头灯系列、调光硅箱系列、舞台常规灯系列、舞台特效系列、控制台系列等。广泛应用于舞台、
舞厅、酒吧、演播厅、电视台、体育馆、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
宏博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的专业设计和管理人员使我们的产品无论从材质源头、设计开发，车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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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N Eagle Lighting Co.,LTD

是：严格执行ISO9001:2000管理体系，加强5S管理，将落实到每一个生产的环节,不断的提升自
己。产品先后通过了CE、UL和CSA等国际安全认证。并竭诚的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OEM和ODM
服务。

联系方式

公司在广州白云区拥有较大规模的现代化制造基地，销售和服务网络已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并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一路1071号

6B-06A

6B-06B

产、管理、检测等均严格按照国家体系标准严把质量关，确保每件产品之规范。我们的品质方针

电话：+86-20-36518561

传真： +86-20-66358333

邮箱：cneglighting@163.com

网址： www.cneglight.com

在多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Guangzhou Dongmeng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a mordern enterprise established in
2013, integrated with research, manufacturing,sales &installation. we always stick to Our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灯光设备技术

business principles of integrity, mutual benefits.with good quality products, effective

广州中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舞台灯光设备的高新科技企业。本

lighting market. Our main products covers: beam moving heads lights, follow spot lights,

公司产品有：舞台电脑摇头灯、摇头光束灯、LED摇头灯、LED帕灯、LED户外防水灯、电脑灯控

led par lights, led moving head lights, dimmer pack, stage normal lights, stage special

制系统。

effects lights, Stage special effects equipment and stage control equipment, which are

广州中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始建于2008年，现有1000多平方的现代化标准生产厂房。 公司生产

widely used on statge, dacing hall, club, television studio, stadium, theater, Film and televi-

的CNEG（中鹰）品牌电脑灯，以创新、稳定、耐用而著称。同时也为世界知名品牌承接OEM业

sion entertainment base.

务。
我们严格按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执行每一道生产工序，务求达到产品品质的零缺陷。我
们的每一个产品都通过了相关的品质检验及老化测试。
中鹰人的价值观：务实、进取、合作、诚信、共赢、感恩
放眼未来，中鹰人以“打造世界一流灯光企业”为企业长远发展目标。相信通过公司全员的不断努
力和合作伙伴的支持，中鹰灯光一定会继续璀璨闪耀，弘扬民族工业，创立中国的灯光名牌，为
中国以及世界的演艺事业开创自主自强，与时俱进的局面，在世界专业灯光大舞台大放光彩！

marketing and good after-sales services, Our own brand “HBLITE” is well known in the

With high efficient staff of technician and management,strict with each raw material,
design & development,

Strictly implement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ISO9001:2000,which ensuring our each products with good quality, All the products have
been certified by CE,UL & CSA. OEM & ODM Services is also welcome.
Our modern production plant located in Baiyun, Guangzhou, our network of sales and
service has spread in all the developed cities, and we will establish more and more branches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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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鑫皇实业有限公司

Hall 6

GuangZhou xhlight Industrial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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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升龙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Fly Dragon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大岗镇民生路二街五号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工业园（平步大道西）云峰路51号

电话：+86-20-34667305

传真： +86-20-34667304

电话：+86-20-61828288

传真： +86-20-61828188

邮箱：2509946137@qq.com

网址： www.sunlighting.com.cn

邮箱：marketing@lightsky.com.cn

网址： www.lightsky.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灯具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脑摇头灯、防水光束灯、景观灯、成像灯、

聚光灯、追光灯

广州鑫皇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舞台灯光设备和机械设备以及展览照明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的企业。本公司以研制“创新、高效、优质”的舞台灯具为企业长远发展的目标，拥有一批具备

升龙灯光于2011年推出的大黄蜂系列产品，开创了行业小体积、高亮度电脑光束灯先河，应用在

深厚理论基础，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设计人员和管理人员。凭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与时俱进的设
计理念，融合科学管理模式，设计生产全系列新颖，控制性能优越的LED

无数个大型音乐节、演唱会、电视台、高端酒吧/婚礼等、以速度快、定位准、光束亮、质量稳定

舞台灯具。本公司的

LED灯具采用16bit 65530级精准调光、启光在0.3％以内，调光范围0-100%连续可调，并且调光

被业内誉为经典！

时色温保持不变。

2014年在行业成功推出光束、图案、染色三合一灯具，引起行业强烈反响，标志着严格意义的光
束、图案、染色能融合在一台灯具上应用。
2014年在率先行业推出放电气体泡光源的防水光束灯IP系列，先后应用在G20《最忆是杭州》实
景演出，《欧歌赛》、美国迪士尼、悉尼国际灯光节等重要场所！并于2017年推出更优秀的大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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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Ⅱ代产品。

广州邑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经过技术优化及制造工艺改进、上游原材料、配件升级等。我们新推出了LED光源光束

EL STAGE LIGHTING CO., LIMITE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凤翔北路33号101邑琅光电
电话：+86-18688845324

传真：

邮箱：elstagelight@163.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440W3合一摇头灯/380W摇头光束灯/

260W摇头光束灯/12颗40摇头光束染色灯/
7颗40W摇头灯/刀锋摇头光束染色灯/
19颗大蜂眼/14颗变色龙/DMX升降器/升降球

6B-07B

6C-01
6D-01

灯、第二代防水光束灯IP3500BSW等产品，将以更卓越的性能及性价比献给广大用户！
In 2011, Fly Dragon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has launched Bumblebee Series, creating
new beam with Small volume & high brightness firstly. It can be widely used in great music
festival, concert, television station, etc. The series are well-known for its high speed, exact
location and high brightness in the industry.
In 2014, Moving Beam Spot Wash has launched, which marked a great milestone in the
industry.
In 2014, IP Series (waterproof) has firstly launched, applying in G20 "Magnificent memories in Hangzhou"’s live performances, "European song", the Disney in US, International
Lighting Festival in Sydney and other important occasions.
In 2017, Bumblebee Series II has come out.

广州邑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舞台光源生产，销售及研发于一体的现代

In 2018,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and manufacturing, together with updated

化生产厂家。产品适于各类中档、中高档舞台、歌舞剧院、电视演播厅、多功能会议厅、演艺广

raw materials and accessories, we have launched LED Beam and Waterproof Beam

场、机关大礼堂、娱乐城、DISCO***、酒吧、慢摇吧、迪士高、卡拉OK、家庭Party等娱乐场
所。
主要产品有:

LED灯、电脑摇头灯、电脑扫描灯、电脑追光灯、激光灯、户外灯、烟雾机、泡泡

机、雪花机、喷火机、舞台灯，多种DMX512控制台及各种舞台配套设备等。
专业提供：舞台配置方案、方案说明、舞台布置平面图、效果图、工程安装调试指导、技术问题
解答、技术人员培训等支持；承接：灯光音响工程、国内外ODM、OEM加工。
坚持管理科学化、生产高效化、产品多元化、市场国际化的经营理念；拥有先进的研发、实验和
生产设备。以其高性价比的产品，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诚信为宗旨，从而得到各
经销商与用户及同行的一致认同，在业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威格舞台灯光秉承专业、高效、严
谨的治业理念，以提高人们精神文化水平，分享更多快乐为己任，致力于开发、研制、生产舞台
灯光来服务生活，寻求审美情趣和舞台需求的有利结合，彰显产品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品味，为灯
光事业注入科技激情和美学活力。

IP3500BSW and so on.
We are dedicated to producing more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cost-effective products to
the majority of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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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HAOYANG ELECTRONIC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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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德利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ELIYA OPTO-ELECTRONIC TECH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海涌路109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龙归镇永兴西环路13号

电话：+86-20-3996 6388/3996 6399

传真： +86-20-3996 6389

电话：+86-20-36242608

传真： +86-20-36242608

邮箱：sales@terbly.com

网址： www.terbly.com/www.gsarc.com

邮箱：sales01@deliya.com

网址： www.deliy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脑摇头灯、LED演艺照明、

6C-03A

参展商品牌/产品： 防水380光束灯、防水440光束灯、

LED建筑照明、LED商业照明
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专注于专业灯光照明与文化创意的大型文化演艺科技企业。公司
始终坚持“自主研发创新”和“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发展理念，公司旗下自主品牌“TERBLY”（特宝
丽）已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建筑灯品牌GSARC也深受世界各国专业用户的欢迎和推崇，
产品和服务进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最具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民族文化装备品牌之
一。
GUANGZHOU HAOYANG ELECTRONIC CO., LTD. (known as GOLDEN SEA) is a world
leading professional manufacturing company of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and solution.
Our product range covers moving head, LED architectural series, LED commercial series,
LED panel and control system. Our stage lighting brand TERBLY is a famous brand in the
industry while architectural brand GSARC has also won recognition from the professional
customers in the world. Being one of the top stage lighting exporters for consecutive
years, Golden Sea is already an influential stage equipment provider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防水440图案染色光束灯
广州德利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舞台灯光、户外照明和环保节能的LED产品研制、软件开
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deliya”是台湾知名品牌，公司自成立以来，全面
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理念，聘请中外顶尖灯光技术人才进行产品研发。产品销售网络和服务中心遍
布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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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番禺怡陇光学厂
YILONG OPTICS，Panyu Guangzhou

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官涌村
电话：+86-20-84853408，13600067939 传真： +86-20-84551752

广州市智构桁架有限公司

邮箱：info@yl-optics.com

Guangzhou Zhigou Truss Co., Ltd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舞台灯光用光学镜头、镀膜颜色片、图案片、

联系方式

反光碗、CMYK色片、隔热片以及棱镜等光学产品。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海涌路109号浩洋工业园区内
电话：+86-20-39973797

传真： +86-20-39973963

广州怡陇光学成立于1987年，专业设计、研发和制造高品质的光学镜头组及其它光学部件，现有

邮箱：sales1@worldtruss.com.cn

网址： www.worldtruss.com.cn

产品包括：2R光束、5R光束、15R图案、15R光束、280W三合一、330W三合一、470W三合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桁架及其相关配套产品，配件等

6C-02
6D-02

网址： www.yl-optics.com

智构桁架（WTC）是广州市浩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Golden Sea）附属机构，并与全球桁架美国
有限责任公司（Global Truss America LLC）和捷克TAF桁架制造有限公司(Truss Aluminium
Factory)公司共同合作。WTC成立于2012年3月，生产基地坐落于商业繁华，交通便利的广州市
番禺区石碁镇。我们引进了欧洲先进的桁架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模式，秉承了捷克TAF公司
超过18年的桁架制作经验。专注于生产高效，高品质的铝合金桁架，舞台，飞机箱等产品。我们
的产品具有多样性、轻巧，美观和容易安装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舞台表演、假日庆典，展览
会，橱窗，广告陈列展示等。
Guangzhou Zhigou Truss Co., Ltd (WTC) is affiliate of Golden Sea, which established in
March, 2012. We also cooperate with Global Truss America LLC and Truss Aluminium
Factory in Czech Republic. Our factory is located in Shiqi Town, Panyu, GuangZhou, which
have advantages of prosperous business and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We introduce the
top manufacture technology and modernized management mode from European leading
trussing company TAF, and learn from their full experience which has more than 18 years
in trussing production. We are specialize in producing high efficient, high quality Aluminum Truss, Moving Stage, Flight Case and so on. With the typical features such as variability, lightness, flexibility, beautiful appearance and using friendliness, our trussing system
are widely used in live performance, holiday celebration, exhibition, showcase and advertising display, etc.

等各类摇头灯及LED灯的标准光路(产品包括有多种规格的光学镜头，光学透镜，各种棱镜，镀膜

6C-03B

颜色片，图案片、CMYK混色片、隔热片及反光碗等光学部件）。
经过20多年的努力，广州怡陇光学现已成为世界光学零部件领域最值得信赖的供应商之一，并正
为世界顶级舞台灯光制造厂商“丹麦马田 Martin Professional”等供应各种光学部件。
怡陇光学拥有近万平米的厂房，2000平米的千级无尘车间，150多位高技能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专业从事光学冷加工，精密光学镀膜和高精度热压成型的研发、工程、推广、制造和加工。
欢迎各地的客户与我们接洽合作，我们可满足您的各种不同产品需求，将在现有或未来的项目中
全力为您提供协助。
Established in 1987,YiLong Optics is now focusing on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high
quality optical systems for professional and entertainment lighting. Yilong Optics is a
strategic supplier of Martin Professional for more than 10years.
Product: Yilong Optics produces optical systems including 2R Beam optics, 5R Beam
optics, 15R Beam optics, 15R Spot, 15R/17R BSW optics, 280W BSW optics, LED300w
optics, LED470w optics etc. Yilong Optics also produces optical parts as color filters, heat
filters, cmy filters, gobos, prisms,reflector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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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沃朗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Color Imagination LED Lighti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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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平稳村广珠东线288号3楼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道唐阁村涌头工业区D栋5楼

电话：+86-20-8499 2310
邮箱：info@color-imagination.com

电话：+86-15625052543

传真：

邮箱：455124885@qq.com

网址： www.qt-light.com

传真： +86-20-8499 2360
网址： www.color-imaginatio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切割灯，摇头光束灯，摇头图案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200W图案灯]（大机箱），300W图案灯，

摇头染色灯，染色灯，防水摇头灯等

200W图案灯（小机箱），100W水纹灯（方形），
100W水纹灯（条形）,72颗双层投光灯，
120颗双层投光灯，60颗单层投光灯
广州擎田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生产高标准的舞台灯和城市亮化工程灯具的厂家。近年来
致力于把舞台灯光推向户外，专注引领户外灯光秀新的潮流，顺趋势而行，打造新的光环境理
念，推动绿色环保产品。在保持优势舞台灯和户外灯的产品基础上，擎田灯光加大研发能力，以
领先行业的眼光，大力推广新型产品，现已被众多国内外知名项目所应用。“专业品质，真诚服

广州鹏林照明灯具有限公司

务，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理念奠定我们在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卓越的产品性能与综合实力，使我

CKC LIGHTING CO..LTD

们在业内外赢得了良好声誉。在将来，擎田灯光将不断提升企业的综合经营能力，力争发展成为

联系方式

6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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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VSHINE LIGHTING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广州沃朗照明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集LED灯光产品研制，软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科
技企业。具有数名多年舞台灯光研发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 拥有一支资深的、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公
司严格按照ISO9001: 2000质量标准运行， 严格执行CE、UL及FCC安全标准设计、生产。 产品质量、
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在灯光行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我司产品的研发及生产主要考虑节能方
面，产品函括防水摇头灯，LED摇头图案灯，光束灯，摇头染色灯，防水及普通PAR灯，建筑照明灯具
等等。在新的世纪里，沃朗将本着“求质、求实、开拓、进取、共赢”的精神，与同行及各界共创美好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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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擎田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化灯光企业！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镇官坑工业园A栋二楼

Over the last decade, Vshine Lighting has been dedicating to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

电话：+86-20-39204506

传真： +86-20-39204631

ing premium Lighting Products to satisfy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from

邮箱：smd@ckclighting.com

网址： www.ckclighting.cn

all over the world. Vshine Lighting is now one of the top Lighting products manufacturer,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舞台灯光、户外亮化灯具
广州鹏林照明灯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位于广州番禺区大石镇，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
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制造LED舞台照明、建筑照明、城市亮化产品，广泛应用于大型综艺活
动、电视演播厅、剧场、大型户外场馆等场所。
CKC积极响应国家智造号召，以“打造国际一流灯光企业”为目标，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CKC注重
科技创新，把握市场需求与发展方向，坚持“市场导向、过程控制、持续改善、客户满意”的质量方针，
先进的技术、稳定的质量和快速的售后服务获得国内外客户的高度认可。

6C-06B

and it became the leading Brand in the Chinese market.
We focus on providing complete solutions covering Stage Lights, Events Lights, Architectural Lights and other products relating to Lighting Industry. Moving forward in a
demanding and dynamic business environment, Vshine Lighting projects itself as a
world-class Lighting solution provider in the future.
Mission:
Vshine Lighting aims to obtain the world-class reputation on R&D and manufacturing by
successive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Thus, becoming the best Lights manufacturer
worldwide and leading Chinese Lighting industry towards the top world class, a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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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蒙特科技有限公司

commitment to our clients.
Core Business: Lighting products Manufacturing Services

huizhou mounteck technology co.,ltd

Our dedication is to be the professional manufacturing of Lighting products.

联系方式

6C-06A

Customers as Partners,

地址：惠州市惠阳三和经济开发区御河西侧林蓉工业园1栋

Our customers' success is our success and we make sure to treat them just as we would to

电话：+86-13823511490

传真：

our partners.

邮箱：kathy@mounteck.com

网址： www.mounteck.com

Quality Work and Quality Services
At Vshine Lighting, we make sure that every light provides the highest quality of service.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

We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constant reviews to ensure the best performance possible.

公司成立于2008年3月，是从事LED 舞台灯、LED迪斯科灯，LED成像灯，LED追光灯，LED显示
屏，LED图案效果灯、LED PAR灯，LED洗墙灯，各种LED DMX512 灯，舞台展示架、灯架等产
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企业。我司产品已出口到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俄罗斯
等国家和地区。公司经营管理理念：人才为本，市场为导，管理为实，科技创新，全球视野。
HUIZHOU Mounteck Co.,ltd is a high-teck enter-prise, specialized in designing, manufacturing and marketing LED stage lighting, stage truss, stage lighting stand etc.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in 2008.

Innovative and Dynamic Business

We see it our mission to achieve and maintain complete customer satisfaction.
Here at Vshine Lighting, we see innovation as our core, without it we cannot succeed as it
is vital to sectors of our business (e.g. strategic planning, marketing, management, R&D
and production) At Vshine Lighting, we always make sure to maintain a dynamic and
efficient work at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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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流星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ainSta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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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卡舞台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AoKa Stage Equipments(Guangzhou)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料工业区鸣亮路1号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横江第二工业区北排10号

电话：+86-20-66253850/13929552625

传真： +86-20-66390113

邮箱：rainstar003@rainstarlgiht.com
2276514208@qq.com

网址： www.rainstarlight.com

电话：+86-20-84664020

传真： +86-20-34818052

邮箱：stagetruss_aoka@yeah.net

网址： www.aokatrus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摇头灯，户外户内洗墙灯，建筑灯，PAR灯

桁架 灯光

奥卡舞台设备(广州)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番禺区，本公司是一家集专业设计、产品研发、生产、销

广州流星雨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厂房7000平方，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灯光，集研

售于一体的公司。产品包括各种规格形状的铝合金桁架、TRUSS架、舞台灯光架、背景架、圆形

发、设计、生产、工程安装，销售为一体的企业。拥有一支精湛研发能力并速度快、高效率的销

桁架、酒吧旋转灯光架、不规则桁架、演出灯光架、展览桁架、手摇灯光架、立柱吊灯杆、雷亚

售的高素质团队。公司在2013年通过ISO9001:2008 并获得证书。产品已销往欧洲，亚洲，美洲

架、铝合金A字架、铝合金H架、音响吊架、线阵吊架、铝合金舞台、活动舞台、移动舞台、婚庆

等100多个国家。获得广大客户的好评和认可，本着精益求精的台态度，流星雨不断引进技

舞台、演出舞台、T台、圆形舞台、S形舞台、有机玻璃舞台、简易快装舞台、卡扣舞台、酒店折

术，，吸收并创新先进技术，为广大客户提供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

叠舞台、铝合金脚手架、带轮移动脚手架、铝合金高空作业工作平台、地铁/飞机维修平台、高空

本公司主要产品：6X6矩阵LED摇头灯，LED足球摇头灯，60WLED无极摇头灯，100W LED摇头

作业检修台、铝合金蓬房、活动蓬房、展览账蓬、婚庆蓬房、鹰爪灯杆、简易侧光灯架、上车坡

灯，频闪灯，洗墙灯，建筑灯,36x15W RGBW 户外景观洗墙灯

道、手摇灯光架、防曝栏、吧椅、吧桌、脚手架配件、桁架配件、舞台配件、铝合金灯勾、单
扣、双扣、舞台葫芦等。产品全部采用优质的铝合金型材制成；尺寸多样化；我们不但可以生产
常规的铝架和舞台，也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量身订做。奥卡舞台产品广泛用于各种婚庆、活动、
演出、展览、影剧院、工程、学校、商场等场合。我们的产品品质过硬，深受客户喜欢；本公司
产品现已销往世界各地，

6C-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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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户来自于欧洲、北美、中东、澳洲、东南亚、南非等大部分国

家。一直以来，得到广大海内外新老客户朋友的大力支持与好评。
公司始终坚持以“品质第一、诚信第一、客户至上、锐意进取”为理念。从奥卡舞台，您可以得到
专业的建议，优质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我们真诚地欢迎世界各地朋友询问奥卡更多的产品信
息，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您提供优品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欢迎来电来函或亲临我公司参观。期
待与您携手，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GuangZhou AoKa Stage Equipments Co.,Ltd

is specializes in professional design 、

products Research & development、 production、 marketing . Products include Various
specifications of aluminum lighting truss, stage truss, exhibition truss, background
truss,aluminum stage , assemble stage, T stage, plywood stage, moving stage, Transparent
stage, Layer truss, speaker truss, sound truss, line array truss, aluminum scaffolding tower,
mobile scaffold, aluminum tent , light stand, stage clamp and so on .Our adopting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luminum as materials , about product size diversification ,we can not
only product routine aluminum truss and stage, also can be customized according to the
customer's requirements. AoKa aluminum truss is widely used in all kinds of activities,
performance, exhibitions, theater, etc.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Middle East, a majority of
Europe countries. All the time we get vigorously support and good recognition from old
and new customers .
Aoka always adhere to the "quality first, credit first, customer first, forge ahead" as the
principle. From AoKa stage, you can get professional advice, high quality products and
excellent service. Welcome to visit our company or letter. Expecting to cooperate with you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comm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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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威演出器材（深圳）有限公司

Hall 6

PLUSTRUSS INDUSTRIAL LIMITED

6 号馆

Guangzhou wanming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Building A6, ya bian first industrial zone, shajing town, bao '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秀水村蒲鱼街2号

电话：+86-18929308930/13682629640

传真： +86-755-85270769

邮箱：annieyuan@plustruss.com

网址： www.plustrus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truss，clamp，stage，bar

6D-03B

广州万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able and chair
(桁架，灯钩，舞台，推车，吧桌吧椅.）

凯威演出器材(深圳）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集设计、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拥有

电话：+86-20-29052962

传真：

邮箱：576104028@qq.com

网址： www.wangming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系列产品

6D-04B

广州万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自主研发销售服务为一体企业集于2014年新建投产。工厂坐落
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主要致力于专业舞台灯光，电脑摇头灯，led舞台灯，激光灯等一系列的
制造，成立4年来，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不仅在同行业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今年主打

超过13年的铝合金桁架设计与生产经验，主要产品为铝合金桁架及周边铝合金产品系列.在中国,我

产品为LED系列、有远近面光、LED染色等效果产品。Guangzhou

们是首批通过德国TUV质量安全体系的企业,"品质"和"安全"一直贯穿整个生产理念,为确保落实这

wanming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an independent r & d sales service as one of the enterprises set in

两个词,我们在引进德国技术的同时,并聘请德国工程师团队指导协作各项产品的研发，一切只为

2014 new production.

将”品质”与”安全”贯彻落实,更好地给客户及社会提供优秀的服务.

Factory is located in guangzhou baiyun district and town, is mainly engaged in profession-

PLUSTRUSS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for Aluminum Truss,stage as well as clamps.

al stage lighting, moving head light, led stage light, laser and so on a series of manufactur-

Most items are TUV approval. The truss system

ing, set up 4 years, with its advanc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y, not only won

offer an optimum lifting capacity and

indicates a low transport volume with its lightweight construction.

good reputation in the industry, this year's flagship product for the led series, are far and

It is adapted for Event Technology, Trade fair Construction, Theatre construction, ship

near surface light, led products dyeing effect.

fitting and st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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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澳普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Guangzhou Aopu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地址：江苏省泰州海陵工业园区锦林大厦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龙口龙璟工贸三楼
电话：+86-20-32547347

传真：

邮箱：

网址：

、激光灯系列、LED

频闪灯系列、LED舞台效

果、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台系列、配件系列等。公司旗下品牌:WTD、AOPU、澳普灯光，
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无论在产品种
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
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传真：

邮箱：858805582@qq.com

网址： www.jsggd.com.cn

江苏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设计、服务于-体的行业领先的专业舞台

广州市正洋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生产舞台
灯光设备，光束灯系列、大功率LED染色灯系列

电话：+86-523-86210872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6D-04A

江苏源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6D-06A

机械高新技术企业。
本公司先后为北京市政府行政副中心、中国建行总部、中国文联总部、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师
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山东潍坊大剧院、安徽庐江大剧院、江苏睢宁文化艺术中心、江苏盐城环
保产业园会展中心、银川国际交流会议中心深圳海上世界等千余家生产、安装全套设备并受到一
致好评。
作为-家专注于舞台机械的制造商,源丰公司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领先,
品质卓越的舞台机械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公司的产品包括舞台台上机械、舞台台下机械和舞台
幕布产品。
在未来,我们将不断探索、实践、奉献和敬业的服务视为源丰舞台前进的航标!跟随着时代的进步,
网络科技的迅猛。我们将会以最饱满的热情、蓬勃的生机致力于专业舞台机械的发展,我们全力以
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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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明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Hall 6

Brighten Led Lighting Limited

6 号馆

广州弘兴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ongxing Pro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南沙区榄核镇平稳村广珠东线288号之一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龙滘路1238号
No. 1238, Longjiao Road, Longhu, Shijing Tow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电话：+86-20-39183367

传真： +86-20-84939725

邮箱：info@brightenfocus.com

网址： www.brightenfocu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灯，染色灯，DJ

小摇头灯，电池摇头灯

电话：+86-13632186511

传真：

邮箱：hxprolight@126.com

网址： www.hxpro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帕灯，观众灯，车展灯，聚光灯，

广州市明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制造，设计和销售led舞台灯厂家。位于广州南沙

防水投光灯，LED天地排，等

区。
广州市明电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现在生产8条主要的产品系列：摇头光束灯，图案

广州弘兴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生产

灯，染色灯，帕灯，效果灯，电池灯，配件和相关设备。所有的产品已通过CE，RoHS和FCC认

舞台灯光设备，摇头灯系列、追光灯系列、激光灯系列、LED大功率系列、频闪灯系列、LED舞台

证。公司组建了专业的产品研发部门、外观设计部门、电子结构部门，并具有专业灯光设计方案

效果、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台系列、配件系列等。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
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

设计，安装，调试三合一服务，按客户需求定制产品，创造价值。

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广州明电作为照明制造商享有很高的声誉，我们的产品得到了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的高度评价。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

我们致力于不断创新设计开发新产品，并以最优产品质量作为目标。

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

Brighten LED Lighting 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factory engaged in manufac-

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turing,design and sales led fixtures. Located in Nansha District, Guangzhou.

今后，我们除了不断创新，开发新的高新品种之外，我们将继续专注于现有的产品，进一步严格

With nearly a decade (established in 2008) history, Brighten now manufactures 8 main

6D-06B

lines of products: moving head beam, spot, wash, par cans, effect lights, battery lights,
accessories and related equipment.All of our products have been approved the CE , RoHS
&FCC certificate. Formed a professional R&D Department, the eletronic structure of the

材料控制，严格成本控制，严格品质控制，进一步优化售后服务。同时，我们也热忱为广大国内

6D-07A

外客户提供OEM服务！
Guangzhou Hongxi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a coll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oriented

engineering and installation team, custom-made products and creat value.

enterprises, the main productio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moving head light, follow spot

Brighten has a strong reputation as a lighting manufacturer and our products have been

series, laser series, LED high-power series, lighting series, LED effect, oil smoke cigarette

highly praised by our partner all over the world. We are constantly working to design to

machine, stage equipment, console series, accessories series and so on. Widely used in

new products with new innovation, and guided by the goal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s of

stage, dance halls, KTV rooms, radio, television, opera, film and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the highest quality.

places, etc. No matter in product variety, quality process,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technical content,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different needs of
customers to provide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mpan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constantly, to quality continuously pursue
progress and beyond, to provide perfect pre-sale and after-sale service system, try our
best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good cost performance products and considerate service.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have exported to India, Brazil, west
As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won the wide recognition and pr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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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思奥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C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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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er Lighting GmbH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光明区玉塘办事处田寮社区第二工业区69栋-思奥特工业园

地址：上海长宁区宣化路28号舜元企业大厦B栋509室

电话：+86-755-27192285
邮箱：market@cr-tec.com

电话：+86-15026789338
邮箱：iris@aplshanghai.com

传真： +86-755-27192290
网址： WWW.CR-LAS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DREAM系列、LLM-ARRAY系列、FINE系列、
深圳市思奥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专业舞台激光灯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工程设计及安装
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公司制造工艺精良，用料严格，注重新品研发，使产品性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我们拥有15年的生产研发经验；我们有从业5年的高级灯光大师；我们有一流的工程团队；我们秉承“以
人为本、共同发展”来全力打造企业的知名品牌。
DREAM系列是思奥特15年专业激光的代表作之一，拥有全新精密紧凑机身设计，独立单层分立机体，
30K专业振镜，机械式激光安全闸刀，以行动，追求梦想。
LLM-ARRAY是我司全新研制的摇头黄金阵列系列，LED+LASER，流水跑马效果；自走、声控、
DMX512多种控制方式，其灯光效果直至灵魂深处。
CR-LASER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aser lamp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ervice, engineering design and installation as one of the high-tech companies. The company
has excellent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strict materials,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so that the product performance is always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We have 15 years of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We have 5 years of
senior lighting masters; We have a first-class engineering team; We adhere to the "people-oriented, common development" to build the enterprise's famous brand.
DREAM series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products of smart laser for 15 years. With new precision and compact body design, single layer separate body, 30K professional galvanometer,
mechanical laser safety knife, action, pursuit of dreams.
LLM-ARRAY is a series of head-shaking gold ARRAY newly developed by our company, with
LED+LASER and water horse racing effect. Self-walk, voice control, DMX512 control mode, its
lighting effect to the soul.

传真：
网址： www.auer-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CMY，色片，导光柱，菲涅耳透镜，反光杯，

草坪灯、HOMEPARTY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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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尔照明 (艾璞尔（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Led glass optics

6E-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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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er Lighting is the leading partner of the lighting indu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ufacturing of precision glass optics and coating solutions. Our headquarter in Bad Gandersheim,
Germany, together with sales and distributions centers on all continents provide an excellent
service level around the world. Auer’s experienced and motivated team knows: it’s about your
success in the market.
Founded in 1948 Auer Lighting is the respected key supplier not only for the professional stage
and entertainment industry but also for automotive, digital projection and architecture.
Ideas and products from Auer Lighting allow our customers to be faster in the market, have a
better quality and cost advantages over the competition.
Auer Lighting is your partner with all under one roof: Optics design, tool shop, perfectly
equipped light lab, own glass production, different coating technologies, state-of-the-art
processing.
Glass optics and filters by Auer Lighting are stars on stages throughout the world when it comes
to lighting.

台湾优灯股份有限公司
YODN Lighting Corp.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南环路万丰创业工业园B栋六楼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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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755-81737241
邮箱：brenda_feng@yodnlighting.com

广州蓝普视屏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泡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禺山西路329号海伦堡创意园 16座1-3单元蓝普科技
电话：+86-13825110480
传真： +86-20-31077877
邮箱：
网址： WWW.szlamp.cn

6E-01A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全彩屏
深圳蓝普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广州蓝普视屏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蓝普旗下娱乐事业部，公司
专业从事LED产品应用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很服务于一体的产品服务商，同时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
LED产品应用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之一。
公司自成立以来，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技术平台背景，建设有光电研究设计院和多个产学研
转换基地。基于对LED应用产业的前瞻性研究及经营战略的精神定位，蓝普科技实现了产品特色化、市
场国际化、业务全面化、服务专业化的发展格局；以其独特的竞争优势，迅速发展成为国内LED应用产
品领域的领军企业。公司业务涵盖LED室内高清拼接墙应用解决方案、城市综合体LED显示应用解决方
案、LED照明应用解决方案和工程服务等多元环节。公司销售网络遍布内外，产品远销亚、欧、澳、
美、非等六大洲；工程案例遍布全国各地，并在香港、澳门、南亚、非洲、美洲成功实施了多个具有代
表性的项目工程。

传真： +86-755-81737242
网址： www.yodnlighting.com

YODN娱乐照明目前以光束灯泡为主，光束泡是当前市场上最新、最受观迎也最具效果的舞台灯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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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演出更佳生动，适合应用于任何舞台灯光效果的娱乐场合:如演唱会、戏院剧场、摄影棚、DISCO
PUB、大型户外活动等。YODN光束泡深受海內外客户肯定，质量与效果兼具，國內各大演出商、电视
台也广泛使用YODN灯泡。
YODN’s entertainment lighting is mainly R series beam lamps. R series beam lamps are currently
the newest, the most popular stage light lamp, which can provide the strongest beam for stage
performance and make the performance more livelier and more attractive. It is appropriate for
various aspects of show business, such as concerts,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photo studios,
disco pubs, and other large outside activities.
Currently YODN’s beam light is widely accepted by China stage light industry. Booth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have received the approval and affirmation from Chinese customers, making
YODN the most popular brand for China stage light fixture factories. YODN’s beam light is used
in all aspects of China show business, especially popular TV programs, such as, “The Loveliest
Duets”, “Chinese Dream Show”, and “Goddesses New Shirt”. The astonishing beam effect makes
these TV shows more splendid and att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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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百明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BMH

6 号馆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万福路137号9楼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大冈工业园兰花街21号
传真：
网址： www.bmh.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哈曼Martin（马田）灯具

光联LED舞台光源

电话：+86-20-36796205/36796206（8808）
邮箱： intsales@topstriving.co

飞利浦专业舞台光源

台、歌剧院及终端用户超过1500家。
2019年我们会携带马田最新款灯具MAC Allure Profile强势登陆中国市场，灯具采用独特扩展颜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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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RGBW LED 混色系统，首创七彩光束控制。飞利浦舞台光源铂金系列、silver系列、MSR GOLD
FastFit系列、MSR GOLD MiniFastFit系列、MSR GOLD SA双端系列以及光联 LED模组光源向2019新
出发。

鹤山市嘉米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Heshan Jiamij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鹤山市沙坪镇南工业城19号
电话：+86-750-8835898
邮箱：jiamiji09@jiamiji.cn

传真： +86-750-8835899
网址： www.jiamiji.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各类光学镜头、镜片

6E-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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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专业研发，生产，销售智能化舞台灯光、建筑灯光，LED应用系
列，舞台灯光控制系列，舞台效果机器等。目前，竞上光电80％以上的产品出口至美洲，欧洲，东南
亚，非洲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网络和服务中心遍布世界各地。我司秉承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
企业理念：对客户，要提供完善的服务和优质的业务；对股东，要创造和保持优良业绩，回报投资者长
远利益；对员工，要营造适合的发展空间；对合作伙伴，要保持健康和谐的合作关系，实现互利互惠，
合作共赢；对同业者，要共同维护健康的市场秩序，提升行业整体价值；对社会，要承担责任，积极参
与环保，教育等公益事业，服务和谐社会。
GUANGZHOU TOPSTRIVING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CO., LIMITED, is a supplier and
manufacturer of professional entertainment effect lightings with a roster of product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DMX lighting controller, LED applications, effect lightings, yoke lights, lasers,
stage lights, foggers, a variety of other accessories. TOPSTRIVING products sell well both home
and abroad for quality and innovation. The product distribution is nationwide and can be found
in most stage dealers’ shops. And the list for the foreign market is growing every day and the
products have achieved popularity in Europe, Asia, North and South American and Africa.The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to the customers is the foundation of TOPSTRIVING. Our experienced and devoted workers allow us to make finished products that share both the competitive
pricing of mass production as well as the quality and individuality of the items.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xporting business expansion Topstriving International Co., Ltd. has been registered and certified at Hongkong to handle all exporting issues and make the exporting business
go more smoothly and efficiently.

广州翊高电子有限公司
ITOPLITE TECHNOLOGY LIMITED

鹤山市嘉米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集光学镜头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核心的

联系方式

高新技术企业。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前锋南路31号二楼

企业拥有环境优雅、建筑面积14000多平方米的花园式厂区，员工近400人，各类设备300多台，配置

电话：+86-20-34608330
邮箱： sales@itoplite.com

了镀膜万级无尘车间与装配万级无尘车间，拥有从事光学行业多年工作经验、充满活力的生产技术团
队，由资深光学工程师组成的设计研发团队，具备独立设计光学镜头的能力，致力于成为光电仪器领域

建了“嘉米基”自主品牌，产品主要用于电脑舞台投影、LED投影、激光影院投影、照相、医疗、金融、
教学等成像光电仪器领域。目前主打产品配套终端后，广泛用于国内外各种大型活动：如杭州G20峰
会、春晚、奥运会等国际大型活动及全球三分之一的大型影院激光投影都有公司产品的身影。
“以人为本、科技创新成就未来”是本企业的发展理念；“共存共赢”、“互惠互利”是与广大客户合作的基
础；“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优良的服务，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市场需求”是我们的经营方针；秉承诚
信的传统美德，企业在进一步规划更大的发展蓝图、汇聚英才、弘扬创新、拼搏的工匠精神，让嘉米基
成为实现梦想的平台，共同铸造光电行业的民族品牌；愿与广大海内外客户建立良好的贸易伙伴关系，
共同开创光电科技新未来。

传真： +86-20-34608330
网址： www.itoplit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灯，光束灯，LED摇头染色灯，户外商照产品

中的一流企业。
企业于2009年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已建立企业信息化管理、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并成功创

传真： +86-20-36796206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系列

广州市百明汇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创立于1993年，是集销售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销售型公司。是荷兰
理、台湾YODN舞台光源总代理，我们涉及领域：舞台、工业、医疗、农业。服务舞台设备厂商、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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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TOPSTRIVING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CO.，LIMITED

联系方式

PHILIPS（飞利浦）特殊光源中国总代理、丹麦Martin中国总代理商、Unionlux（光联）LED模组总代

Hall 6

广州市竞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电话：+86-20-83878948
邮箱：

6E-02A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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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翊高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年轻充满活力的生产型企业，公司坚持以诚信为本，以质量求生存。我们
本着一切按客户实际需求而经营，诚信、质量、服务为公司的经营宗旨。公司具备年轻有活力的工程技
术人员，多年的舞台灯光从事经验，真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我司产品包括舞台灯、LED灯、舞台
设备周边产品，同时接受OEM、ODM订单。我司具备工程设计能力，能为客户提供整体设计方案及施
工方案。
ITOPLITE TECHNOLOGY 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all types of stage lighting,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together. Our main products include moving
head,LED lighting,effect lighting, architecture lighting and related products. Our company
consisted of the young and dymanic people, and we have many years of history in the lighting
industry.
Through the efforts of our entire staff, we have become a integrated manufacturer. Our people
have continuously tried to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introducing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odern production process, as to give you the more and more stable and valuable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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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Hall 6

GUAZHOU HUASHAO CABLE LIMITED

6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鸦岗商贸城B栋5楼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北青公路3435弄363号

电话：+86-20-36713966
邮箱： info@huashaocable.com

电话：+86-13901714649
邮箱： zgw1010@126.com

传真： +86-20-36751788
网址： www.huashaocabl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全方位舞台电力系统
广州市华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一家集专业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科技企业。公
司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主要产品包括舞台灯光电线电缆、音响电线电缆、信号缆、话筒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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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伟俊金属制品厂（上海岩耕照明科技中心），是一家影视舞台灯具，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设备。多年来公司秉承以人为本的意念，坚持自主研发的道路，专心的精神，成熟的生产流程、专业的

品、舞台灯光和演艺设备中。目前大多数产品已通过3C认证及欧洲共同CE(EMC&LVD)认证、FCC和UL

人才及设备，产品不断创新，取得了飞速发展，产品适应于各类中档、高档舞台、歌舞剧院、专业演播

认证，产品质量得到了有力地保证。公司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浙江、四川等全国各地，部分产品远销

室、剧场剧院、礼堂、宴会厅及各类多功能厅等场所。我们正以饱满的技术能量和精诚的合作态度，为

至欧洲、印度、东南亚、韩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广大客户的青睐。

客户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我们坚信：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创新是企业的血液，服务

我们秉承“今日的质量，明日的市场”的企业理念，坚持精益求精，不断创新，立志以一流的产品、一流

是企业的灵魂，秉着“高品质、重信誉、互利共赢、创新发展，迈向世界”的理念，我们真诚希望能与尊

的价格、一流的管理和一流的服务，与您携手将“华绍”打造成一流的品牌。

敬的国内外客户，携手共进，共创辉煌未来！

广州市苏荷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He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Hall 6

联系方式

6 号馆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南岗三元路25号
电话：+86-18664755969
邮箱：

地址：Suites 3113-14, 31/F, Tower 6, The Gateway,9 Canton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K.
电话：+86-20-34889579
邮箱： Johnson@ushio.com.hk、
purchase_oa_schedule1@ushio-py.com.cn

LED面光灯等多种舞台灯光

广州苏荷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研究、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于一体综合
性灯光制造公司。苏荷舞台

光都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因

此产品从下单，生产，到交付使用，公司实现了高效的无缝衔接，严把质量关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生
产成本 ，使苏荷舞台灯光产品以质优价廉著称，广受同行及用户青睐与认可。

传真： +86-20-34568626
网址： www.ushio.com.hk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源产品

灯光拥有技术精湛的研发团队，性能先进的生产线，配套完善的售后服

务。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苏荷灯

牛尾香港有限公司
USHIO HONG KONG LIMITED

联系方式

传真：
网址： www.suhe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LED电脑摇头灯、LED效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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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面光灯、灯架

的现代化生产厂家，工厂专业生产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车展灯、COB面光灯，灯架，等舞台

芯佧龙插头插座、6.35大二芯大三芯插头插座、喇叭插头插座、RCA插头插座等。产品广泛用于视听产

6 号馆

传真： +86-21-59774758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车展灯、

器线、多芯音频线、舞台盒电缆车、32A/16A/10A防水电源插头插座、40A/10A胶木插、XLR三芯五

Hall 6

上海伟俊金属制品厂（上海岩耕照明科技中心）

6E-05B

牛尾香港有限公司 ( http://www.ushio.com.hk )
集团的旗舰分公司，1986年成立于香港。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为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公司于2002年
在广州成立牛尾番禺工厂，现有员工1500名，主要产品有复印机、打印机加热灯、投影灯、舞台灯、
LED灯等，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珠三角地区素有“舞台灯摇篮”之称，牛尾番禺工厂利用这特有的地域优
势，于2015年强势进入舞台灯市场，现已为多家知名企业，提供从产品的设计开发到整机的组装调试
等 一站式服务，并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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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耐诺电器有限公司

Hall 6

Guangzhou Nanuo Electric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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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晟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rui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夏茅十五社盛旺工业园1号 A栋5-6楼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红星路116号

电话：+86-13610011306
邮箱： nnmotor007@126.com

电话：
邮箱： gzsrgd9985@126.com

传真： +86-20-22958725
网址： www.nn-moto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平板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步进电机
广州市耐诺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步进电机、无刷电机及驱动控制器的制造商。公司拥有一批积
累了丰富经验销售人员以及10多年的研发制造经验人员，可为用户提供多种层次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产品
选型、设计方案，也可为用户进行整体运动控制系统的软硬件设计，并给用户提供长期的售后服务。
目前公司系列电机产品有：3.75°39系列步进电机； 1.8°SIZE86、60、57、42、39、36、35、28、
20。 0.9°SIZE42、35系列步进电机； 1.2°SIZE60、57、42、三相步进电机。 这些产品广泛用于工业
自动化、安防云台、纺织机械、印刷、办公自动化、医疗器械、舞台灯光、公共安全、信息传输等一系
列自动化控制系列。
公司一惯奉行：“诚信为本，质量第一”的基本原则，深受客户的青睐，并以一流的产品、高效的服务、
优良的信誉，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朝气蓬勃的耐诺人，不断跟踪当今国内国际先进技术，关注电
力行业趁层出不穷的顶尖元器件，吸收消化国外产品同时，不断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档次。
满足用户各类设备自动化改造，开发的需求。

传真：
网址： www.gzsrgd.com

LED投影灯、LED水纹灯

6F-01B

广州市晟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主营：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平板灯等一系列的影视产品和LED
户外灯光，城市照明的投影灯、水纹灯、洗墙灯等。是一家专业从事影视灯光和户外灯光产品开发、生
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晟锐拥用一支技术精湛的研发团队、睿智的领导者、优秀的俏售团队及
经验丰富的一线工人；以及全新的理念、高性价比的产品、良好的售后服务、规范的市场操作赢得海内
外客户的高度认可。独具一格的产品优势-人无我有，我有我优，人优我廉！
Guangzhou shengrui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Main business: LED imaging lights, LED
spotlights, LED flat lights and a series of film and television products and LED outdoor lighting,
urban lighting projection lights, water pattern lights, wall washing lights. 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film and television lighting and outdoor lighting produc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ervice as one of the enterprises. Shengrui boasts a skilled r&d team, wise leaders,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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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 sales team and experienced front-line workers. As well as the new concept, cost-effective

广州市思路雅电气有限公司

products, good after-sales service, standardized market operation to win customers at home

SLY ELECTRIC CO.,LTD

and abroad highly recognized. Unique product advantages - no I have, I have I, I am cheap!

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 广州市 番禺区 华创动漫产业园C2栋
C2 Building Huachuang Animation industrial park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电话：+86-13580522115
传真： +86-20-8527 3663
邮箱： info@siluya-electric.com
网址： www.siluya-electric.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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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pu Electrical Appliance CO.,LTD

联系方式

舞台流动电力系统

思路雅电气是一家专业生产流动电源配电箱的厂家；24年来一直致力于服务于亚洲各地的巡回演出，室
内外体育活动,展览与会议酒店。
我们可生产各种型号的流动电源配电箱，功率从16A-400A。
我们的配电箱是一个基于HDPE改性塑料制造而成的；具有较大的物理承载能力耐冲击性；绝缘；轻量
化；抗UV；防水；自熄性和阻燃性符合国家标准GB 7251-3。
思路雅电气流动配电箱拥有优秀的性价比；特别是我们专注于客户特殊定制配置；请联系我们，并让我
们知道您需要什么。
迄今已服务了广州体育馆；广东省星海音乐厅；成都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江苏卫
视 ； 曼 谷 国 际 贸 易 展 览 中心；香港红馆演唱会等专业用户。
SLY-ELECTRIC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committed to provide portable power distribution
boxes for 24 years.
Our services include different kinds of business scope in Asia,for example,performance tours,
events and conference.SLY-ELECTRIC designs models of all size, power size range from 16A to
400A.
Our power distribution boxes are made with HDPE-based modified plastic, which perform high
impact strength but light weight, electrical insulation and waterproof. Their self extinguishing
ability and fire resistance reach the standard of IEC 60439-3.
Our aims are to provide the best quality to fulfill customers’ requirement, therefore,our portable
power distribution boxes has a great advantage in price performance ratio.
You are always welcome to contact us.

威浦电器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中路雨菊街17号106
Tsim Sha Tsui, Kowloon, HK.
电话：+86-20-81003048
邮箱： weipu@weipu.cn

传真： +86-20-81003408
网址： www.weipu.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6F-02A

广东威浦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是一家专业设计生产工业用连接器、圆形连接器、配电箱的民
营企业，公司自创立以来一直专业致力于工业接插装置，并形成一套完整的设计、生产、品检体系。厂
房占地30亩，有员工400多人，研发人员15人，品管人员26人。
广东威浦电器有限公司有多年丰富的连接器设计、生产经营，是“全国电器附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
机构成员之一，是国标GB/T11918-2014的起草单位之一。
广东威浦电器有限公司不断加强企业内部的综合竞争力，公司在竞争中求发展，在挑战中谋机遇，相信
我公司会给您提供最好、最先进的产品，相信我公司会为您提供最先进的技术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勤劳
和真诚的我们愿与您携手并进、共创辉煌！
WEIPU has devoted and on manufacturing of circular connector.we have a team of experience
R&D professionals,highly qualified work force,it consisted of 400 staffs.we implement ISO9001
at production and we have patents on our roducts and technology.
Our products were applied to SoundLight project of 2008 the Olympic Games 2010 the Asian
Games Shanghai Expo.
Today you can find WEIPU connector on different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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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光影视器材有限公司
GUANGDONG NANGUANG PHOTO&VIDEO SYSTEMS CO.,LTD

6 号馆

广州亚世联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W&T International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国道324樟林路段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嵩山路8号之二 三楼

电话：+86-754-85339387
邮箱：2103598018@qq.com

电话：+86-20-3997 5288
邮箱：wt@wtintl.net

传真： +86-754-85300887
网址： www.nanguang.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灯光设备

6F-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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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传真：
网址： www.wtintl.net

battery light, led curtains

广东南光影视器材有限公司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创建于1992年，是一家从事LED影视灯、聚光

W&T International Ltd.is a manufacturer and exporter of wireless battery lights, led curtains and

灯、LED摄像灯、摄影配件等产品，集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的科技民营企业。目前公司厂区占地面

drapery. We are the main supplier of battery led par and led curtains for a few well known

积四万四千零六拾平方米（66亩），厂房建筑面积约三万二千平方米，有员工总人数四百多人，其中：

lighting brands worldwide.

各类技术人员九十多人，约占总人数30%；拥有技术先进的生产设备、检验检测设备及仪器多台；拥有

OEM and ODM are welcome.

自主开发品牌系列产品100多个品种，目前拥有165项国内外专利。产品畅销全国各大、中城市及世界
各地影视市场。
南光公司自成立以来，注重用户体验，以消费者的实际使用需求以及影视行业的发展趋势作为重要意见
开发新产品，谦承“南光新器材，创新无止境！”为企业质量方针，一直坚持“走正道、负责任、守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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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共赢”的企业文化观点，遵循“以人为本、宽严结合、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管理理念，以“求实、务

广州市皓腾灯光有限公司
Idealight Industrial Co., Limited

联系方式

实、敬业，参与市场竞争”为企业精神。企业顺利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多年连续认证考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华兴工业区华兴中路9号
No. 9, Hua Xing Zhong Road, Huaxing Industrial Park, Xinhua Town,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电话：+86-20-36815648
传真： +86-20-36815248
邮箱：sales@idealight.com.cn
网址： www.idealight.com.cn

核评审；各种灯具系列产品均已通过了欧盟的CE认证和ROHS认证。公司的自主品牌“南冠”经过二十多
年的持续努力和积累，凭借良好的品质在市场上已赢得了广大用户的信赖，以及服务到位的良好口碑。

参展商品牌/产品： 440W超大口径光束灯, 350W/260W光束灯, 80W迷你摇头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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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和柔光灯二合一, 折叠全彩跑马灯和面光灯和频闪灯三合一, 组控
泛光频闪UV三合一, 峰眼效果灯+观众灯+频闪灯三合一，泛光频
闪双头灯
440W big diamater beam moving head, 350W/260W
beam moving head, 80W mini moving head beam & wash
2in1, Foldable colorful chase, blinder and strobe 3in1,
Group control wash strobe UV 3in1 panel, Bee eye effect
light + blinder + strobe 3in1, Blinder strobe double panel

广州市煜彩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ZENITH AURORA LIGHTING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清湖村苏元庄金元工业园煜彩公司四楼
电话： +86-20-36718283
邮箱： poring.ou@aurora-prolighting.com

传真： +86-20-36556282
网址： www.3yeah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灯具、摇头灯、频闪灯、光束灯
GUANGZHOU ZENITH AURORA照明设备有限公司于2000年在中国广州成立，是舞台灯光和城市照

6F-03

明工程专业制造商;拥有超过10年的照明制造和产品开发经验，我们的团队拥有广泛的舞台灯光和城市
照明设计和生产技术知识。成熟程序和质量控制，强大的销售团队，最优质的服务。
主要产品
BEE蜂眼灯，3000频闪灯、光束灯，LED PAR灯，LED摇头灯，LED洗墙灯，LED遮光灯

6F-05

广州市皓腾灯光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适用于舞台、电视演播厅、多功能会议厅、酒吧、卡拉OK等
场所的舞台灯光。主要产品有:光束图案柔光三合一摇头灯，LED系列产品包括LED摇头灯和LED帕灯、
LED洗墙灯等。 承接：灯光音响工程及国内外OEM加工。
Idealight industrial Co., 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er with superb R&D
capacity. We can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all kinds of stage lighting including beam spot
wash 3in1 moving head, LED moving head, LED Par, LED wall wash and so on. This time we
exhibit our new 440W big diamater beam moving head, 350W/260W beam moving head, 80W
mini moving head beam & wash 2in1, Foldable colorful chase, blinder and strobe 3in1, Group
control wash strobe UV 3in1 panel, Bee eye effect light + blinder + strobe 3in1, Blinder strobe
double panel etc. All our moving heads are with fast and silent pan & tilt. And our led products
are with high brightess and quality. They are worthy for money.
Our products are applicable to all types of stage, TV studio, disco night club, bar, karaoke and
so on.
In a word, just like our brand name "Idealight" says “Do your ideal light! What idea you have,
what light we have”.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Hall 6
6 号馆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州市颢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B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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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TRON PHOTOELECTRIC CO.,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联边村彭上大元岭工业区6号5楼

电话：+86-20-86600769
邮箱：150064589@qq.com

传真：
网址： www.hb-lighting.com

电话：+86-20-36399170
邮箱：info@showart.com.cn

广州同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坐落在舞台设备的发祥地及交通便利的广州市白云区，凭着专业的技术、科

广州市颢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4年，公司坐落于产业集中地广州市白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

学的管理、完善的售后服务及良好的信誉使公司从成立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舞台灯光设备及控制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企业，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舞台、

在公司的管理中，我们严格按照ISO9000：2000的要求实行科学全面的管理。

剧院、演出、娱乐、酒吧、城市亮化等领域，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技术团队，为客户提供舞台灯
光、灯光控台、控台培训、设计、3D效果图制作、灯光秀编程、工程调试等方面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技
术支持服务。公司秉承客户至上，服务第一的原则，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优质服务，竭诚为客户提供一
站式服务。公司产品销往过个各个城市，远销海外各国家和地区，深受客户的认可。

传真： +86-20-36407797
网址： www.showart.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DMX控制台、DMX放大器、调光台、无线收发器、开关器

参展商品牌/产品：

6F-06

广州同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以“科技创新、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创新则提升了我

6F-09

Guangzhou Zibo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4. The company is

们产品的质量，公司还崇尚“以人为本”的精神，使员工有了归属感和自豪感，“我工作、我快乐”成了我
们员工的真实写照。经过数年的发展，公司开发的DMX控制台、放大器、无线系列产品在同行中脱颖
而出、深受广大客户欢迎。
机遇与竞争共同存在，同创会一直与你一起把握各种机遇，与您“同创”绚丽多姿的大舞台。

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an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t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TONTRON PHOTOELECTRIC Co., LIMITED locates at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The well

in R&D,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and control equip-

developed place for stage equipment with convenient traffic. With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ment.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stage, theater, performance, entertainment, bar,

science management, perfect A/S service and good credit, we got good development since

urban lighting, etc. 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R & D team and technical team to provide

beginning.

customers with stage lighting, lighting console, console training, design, 3D renderings produc-

In view to build mutual benefit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our customers, we produce all our prod-

tion Product solutions and 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s for lighting show programming,

ucts as IS09000:2000 strictly.

engineering commissioning, etc. Companie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ustomer first, service

“Develop product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supply satisfied product to our customers" is

first, and constantly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quality services, dedication to provide

our mission.And we treat staff as company base. I work, I happy. Our staffs always do as one

customers with one-stop service. The company's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to various cities and

part of company with their best to produce high quality products.With good development

exported to overseas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are highly recognized by customers.

during past years, our DMX consoles ，Distributor and Wireless be more popular between our
customers.
We know chances are with hard competition always. Tongchuang will be there with you to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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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hances and develop colorful world stage together.

深圳市预见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Foresight truss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梅龙大道卫东龙商务大厦A817
A817 No.2125 Meilong Rd，Longhua District,Shenzhen City， China 518109
电话：+86-755-21046142
传真：
邮箱： young@foresighttruss.com
网址： www.foresighttruss.com

6F-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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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大马路56号南国工业园G栋
电话：+86-13580622555
邮箱：870993830@qq.com

深圳市预见结构科技有限公司12年来一直致力于生产设计桁架、舞台、防护栏等演出器材和NIJIA运动
国内外非常多的大型活动商提供了专业的设计方案，得到更多的用户带来信心与赞誉。
Shenzhen Foresight truss Technology Co,. Ltd. has an 12 years specialized experience in producing porformance equipment such as Truss, Stage and Crowd Control Barrier and NINJA WARRIOR projects etc. "Professinal and safe, quality and integrity first" is our company's tenet.
Professional desig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is our driving force. We have gained a very good
reputation by provided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solutions for various kinds of events
home and abroad.

Guangzhou night fire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架子舞台等演出器材和NIJIA及周边产品
拓展项目。专业安全，质量第一，信诚至上是我公司的服务宗旨，专业产品创新是我们的发展动力，为

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6F-10

传真：
网址： www.yehuoguangdia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电脑摇头灯、防水灯、光束灯、LED系列等
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舞台设备工程设计，升级改
造，工程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我们自强不息和不断的技术
完善，公司的经营模式和经营质量快速提升，所有困难被克服，因为我们坚持，如今我们创造了价值。
多年来我们的工程案例布满全中国，产品畅销国外多地，与国际接轨，携手共创夜火高端品牌，以服务
理念打造夜火国际品牌，您信任的品牌！专业，专注，安全，品质，服务，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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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颢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HB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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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TRON PHOTOELECTRIC CO.,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嘉禾街联边村彭上大元岭工业区6号5楼

电话：+86-20-86600769
邮箱：150064589@qq.com

传真：
网址： www.hb-lighting.com

电话：+86-20-36399170
邮箱：info@showar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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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颢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4年，公司坐落于产业集中地广州市白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

学的管理、完善的售后服务及良好的信誉使公司从成立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舞台灯光设备及控制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企业，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舞台、

在公司的管理中，我们严格按照ISO9000：2000的要求实行科学全面的管理。

剧院、演出、娱乐、酒吧、城市亮化等领域，公司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和技术团队，为客户提供舞台灯
光、灯光控台、控台培训、设计、3D效果图制作、灯光秀编程、工程调试等方面的产品解决方案和技
术支持服务。公司秉承客户至上，服务第一的原则，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优质服务，竭诚为客户提供一
站式服务。公司产品销往过个各个城市，远销海外各国家和地区，深受客户的认可。

传真： +86-20-36407797
网址： www.showart.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DMX控制台、DMX放大器、调光台、无线收发器、开关器

参展商品牌/产品：

6F-06

广州同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以“科技创新、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作为我们的指导方针。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创新则提升了我

6F-09

Guangzhou Zibo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14. The compan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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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员工的真实写照。经过数年的发展，公司开发的DMX控制台、放大器、无线系列产品在同行中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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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ed in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an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t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TONTRON PHOTOELECTRIC Co., LIMITED locates at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The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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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place for stage equipment with convenient traffic. With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ment.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stage, theater, performance, entertainment, bar,

science management, perfect A/S service and good credit, we got good development since

urban lighting, etc. 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R & D team and technical team to provide

beginning.

customers with stage lighting, lighting console, console training, design, 3D renderings produc-

In view to build mutual benefit business relations with our customers, we produce all our prod-

tion Product solutions and technical support services for lighting show programming,

ucts as IS09000:2000 strictly.

engineering commissioning, etc. Companies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ustomer first, service

“Develop product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supply satisfied product to our customers" is

first, and constantly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quality services, dedication to provide

our mission.And we treat staff as company base. I work, I happy. Our staffs always do as one

customers with one-stop service. The company's products have been sold to various cities and

part of company with their best to produce high quality products.With good development

exported to overseas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are highly recognized by customers.

during past years, our DMX consoles ，Distributor and Wireless be more popular between our
customers.
We know chances are with hard competition always. Tongchuang will be there with you to c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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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chances and develop colorful world stage together.

深圳市预见结构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Foresight truss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梅龙大道卫东龙商务大厦A817
A817 No.2125 Meilong Rd，Longhua District,Shenzhen City， China 518109
电话：+86-755-21046142
传真：
邮箱： young@foresighttruss.com
网址： www.foresighttruss.com

6F-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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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大马路56号南国工业园G栋
电话：+86-13580622555
邮箱：870993830@qq.com

深圳市预见结构科技有限公司12年来一直致力于生产设计桁架、舞台、防护栏等演出器材和NIJIA运动
国内外非常多的大型活动商提供了专业的设计方案，得到更多的用户带来信心与赞誉。
Shenzhen Foresight truss Technology Co,. Ltd. has an 12 years specialized experience in producing porformance equipment such as Truss, Stage and Crowd Control Barrier and NINJA WARRIOR projects etc. "Professinal and safe, quality and integrity first" is our company's tenet.
Professional design and product innovation is our driving force. We have gained a very good
reputation by provided a large number of professional solutions for various kinds of events
home and abroad.

Guangzhou night fire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架子舞台等演出器材和NIJIA及周边产品
拓展项目。专业安全，质量第一，信诚至上是我公司的服务宗旨，专业产品创新是我们的发展动力，为

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6F-10

传真：
网址： www.yehuoguangdia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电脑摇头灯、防水灯、光束灯、LED系列等
广州市夜火光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舞台设备工程设计，升级改
造，工程安装调试，技术培训，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企业。公司自成立以来，我们自强不息和不断的技术
完善，公司的经营模式和经营质量快速提升，所有困难被克服，因为我们坚持，如今我们创造了价值。
多年来我们的工程案例布满全中国，产品畅销国外多地，与国际接轨，携手共创夜火高端品牌，以服务
理念打造夜火国际品牌，您信任的品牌！专业，专注，安全，品质，服务，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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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彩旭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6 号馆

JXTG Nippon Oil & Energy Corporation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马王堆陶瓷建材D11栋403房

地址：W Building,1-8-15 Konan,Minato-ku,Tokyo 108-8005 JAPAN

电话：+86-731-82232116
邮箱：CSCXDZ@163.COM

电话：+81-3-6260-2033
邮箱：miao.xinzhu@jxt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传真： +86-731-82232117
网址： www.hncxkj.com.cn

专业舞台影视灯具、LED电子显示屏

6G-03

湖南湘彩旭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创建于2006年。是一家以设计、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于

传真： +81-3-6260-2098
网址： www.noe.jxtg-group.co.jp

参展商品牌/产品：引能仕佳丽得透明投影膜
这次出展的引能仕佳丽得投影膜拥有世界最高级透明性，仅需贴上膜，即可让窗户化身为投影荧幕。通
过在大型设施，旅游景点，商店等投影映射来产生梦幻般的空间。这种投影效果产生的非常生动的视觉

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6G-01

JXTG能源株式会社

体验，在日本各大商业设施广受好评。并且在2016年荣获日本超级创意奖（生活部门奖）。

至今已开发出国内先进技术的LED舞台影视灯具数百款。多款产品荣获国家专利。产品经质量技术监督

JXTG能源株式会社，创立于1888年，是日本最大的能源企业，从事石油，天然气，电力，氢气，化学

局检验合格。拥有一批有多年舞台经验的高素质专业科研和生产队伍、良好的生产环境和先进的生产设

品的生产与销售。

备、完善的质检手段严格把关了产品的质量。强大的营销以及全面的售后服务网络,保证了客户无售后

其麾下有以ENEOS为品牌的1万多家加油站，遍布全日本。除此之外，我司还有世界性能最高的高附加

之忧。迄今已发展成注册资金达1680余万元,净资产达5000多万元的中小型企业。公司占地面积达

值的机能化学品和原材料。

2000多平方米,并在各省市拥有多个办事处,年生产量多达数千台。拥有各类资质和证书,包括有专业灯光

以电极石墨材料，高耐热树脂，纳米加工，生物酵素为核心技术，竭诚为所有的客户提供解决方案。

工程综合技术能力等级二级、湖南舞台美术学会团体理事单位、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会员单位、各项
专利证书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
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谋求新的发展,承接了省内外多项大型舞台灯光、影视灯光、真人秀栏目、舞台机
械、系统改造优化等工程,取得了多项荣誉称号和客户的一致好评。
公司经营范围:演播室灯光设备、舞台剧场设备、景观照明设备、舞台机械设备、LED显示设备、演出技
术服务等各类周边设备的生产和工程承接,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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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视晶莹银幕有限公司
GRANDVIEW CRYSTAL SCREEN.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国贸大道南43号（厂房1）整栋

H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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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84899499
邮箱：leol@grandview.com.cn

广州敏创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Guangzhou min chua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广州美视晶莹银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成立之初，厂房面积仅有2400平方米，员工50名，产品仅

联系方式

为4款。在过去20年里，我们吸收进口银幕制造经验，携手国际管状电机巨头，采用法国SOMFY电机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东二横街8号
电话：+86-15360856543
邮箱： 1943905862@qq.com

6G-02

参展商品牌/产品：

传真： +86-20-84805299
网址： www.grandview.com.cn

传真： +86-20-36298335
网址： www.zjm-china.com

舞台灯光音响配电系统电源箱及配套线材附件

广州敏创舞台致力于舞台电源箱及供电附件等供电系统的专业研发、生产定制、销售为一体的实体厂
家。作为专业的舞台供电系统供应商，敏创深知用电安全第一位，所以敏创坚持采用了优质核心材料，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为您的演出保驾护航。

生产电动银幕，并且实行全面的品质控制。重点建立国内销售渠道， 在2000年打破银幕产品高端领域

6G-04

被少数国外银幕商家垄断的局面。2003年首次亮相上海INFOCOMM国际展览，同年将产品打出国外
市场，输出到日本、泰国、新加坡、法国等地区。随市场需求加大，厂房面积增至10000平方米，加大
力度自主研发个性化产品，莎芭、支杆式座地幕、高清家庭影院相继问世，并取得多项技术专利。至
今，我们从来没敢在品质和研发上怠慢，也将会继续在投影银幕行业中继续保持和超越。
Grandview Crystal Screen Co.Ltd. is a global leading projection screen manufacturer,offering a
range of affordable projection screens and projector accessory solutions.We have possessed a

今后的发展中，敏创将始终秉承“诚信立足、创新致远”的发展理念，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加强质量管

very important share in Global’s high-end projector screen market, and kept a staggering sale

控，立足舞台行业的资源优势和广阔的市场。

growth in more than 80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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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NINGBO SUN RISE EXACT INDUSTRIAL CO.,LTD

7 号馆

广州市益友箱包皮具有限公司
Guangzhou Yiyou Briefcases And Leather Products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龙角山路515号

地址：广州市萝岗区联合上围村中街5号

电话：+86-574-86122532
邮箱：663637@srexact-ningbo.com

传真： +86-574-86868530
网址： www.srexac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光连接器插头,插座线材，各类音视频链接

6H-01

Hall 7

专业生产音响连接器插头,插座,影视连接器及线缆,麦克风接头及线组,专业音响线,舞台线线缆盒,线缆车
及舞台线组.另有精密五金零配件生产部，有CNC及自动车床等多台先进的机器设备,主要生产各种螺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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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3632104136

传真：

邮箱： sales@ronsencase.com

网址： www.huiyoucas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ABS功放箱，乐器盒，注塑箱
广州市汇友箱包制造有限公司有着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专业生产各类乐器箱包，U箱，ABS工具
箱，铝制工具箱等各类演出器材。公司坐落于中国广州萝岗区，占地15000多平方。

母、接头、汽机车、马达、轴套等音响接插头零件。

我司引进塑料板材挤出机，全自动真空吸塑成型机，PC印刷机的先进设备，拥有富于创新精神的
团队，专业的设计队伍，优秀的客服人员。凭借着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我们的产品
服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并成为了世界众多乐器知名品牌的产品供应商。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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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亿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AUDIOLIGHT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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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白云区均禾街罗岗村七社工业区公仔岭二号

广州三晞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Sanci Lighting Co.,Limited

联系方式
传真： +86-20-36390687
网址： www.sanci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摇头灯、LED染色灯、LED投光灯
广州三晞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是一家集舞台灯光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

6W-01

传真： +86-20-86264401

邮箱： info@cngdjs.com

网址： www.cngdj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和音箱，控制器等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红星岑东东胜北10号
电话：+86-20-36384373/13302299149
邮箱： info@sancilight.com

电话：+86-20-86260903

技术型企业。专业生产舞台灯光、户外景观照明的制造商。产品包括：电脑摇头光束灯、LED染色灯、
LED户外景观灯、激光灯等专业产品。
公司生产的“三晞”品牌LED产品，以创新、稳定、耐用而著称全国，同时也为世界知名
品牌承接OEM业务。产品出口到香港、日本、印尼、美国、韩国、台湾等多个地区；公司拥有一批专

广州亿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开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灯饰公司。公司位于广
州市白云区， 拥有15年的设计开发经验及严格的品质管理，使产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

7A-03

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有DMX调光台，电脑灯控制器，DMX调光硅箱及三相电源分配器、舞台灯
光系列、音箱及LED控制器等。我司产品均通证CE，ROHS认证。
欢迎参观http://www.cngdjs.com/ ,我们将带给您热情周到的服务，卓越的产品品质，满足您的
需求。
Our factory is located in Guangzhou, China. With more than ten years experience we strive

业从事电子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和控制的工程技术队伍和精工制作的生产队伍，产品不仅符合国家、

for perfection. We professionally make DMX controller including DMX dimmer pack and

行业标准，还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及出口所需：ROSH、PSE、CE等认证。

power pack. Following LED technique with its rapid development we make LED lighting
with DMX and control system.
We are eager to serve you with optimum quality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s products
and to offer you prompt delivery at the most competitive price in the marker. We are also
pleased to offer you technical information,designing advise based on our experience, and
efficient after-sales back-up service. Please visit www.cngdjs.com or contact u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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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睿阳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Yang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Hall 7
7 号馆

GUANGZHOU HDLIT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滘心中北仓R09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清布三队向南街新屋46号

电话：+86-18565572816

传真：

电话：+86-20-36979981

传真： +86-20-36979981

邮箱：349330058@qq.com

网址：

邮箱：hdlite@hdlite.cn

网址： www.hdclite.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户外防水光束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帕灯控制板、点控洗墙灯控制板、智慧路灯控制系统
广州睿阳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专业从事智能舞台灯光产品与解决方案研发，主要包
含舞台灯光硬件方案设计、舞台灯光软件方案设计、物联网城市亮化方案设计、覆盖性物联网监
控系统。本公司有优秀的硬件和软件开发团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城市亮化智能硬件软硬件服务
与解决方案。
本公司主要经营产品包含：1、恒流一体帕灯控制板；2洗墙灯控制板；3、大功率COB控制板；
4、城市亮化物联网系统方案；5、智慧路灯控制系统方案；
Guangzhou RuiYang Lighting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16, specialized in the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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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lighting products and solutions, hardware
consists of stage lighting design、 lighting design softwar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designs city-lighting project design、 coverage Internet monitoring system. The company
has excellent hardware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team,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one-stop smart hardware and software services and solutions.

7A-04

广州市华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The main products of our company include: 1.The constant current integrated pa lamp
control panel; 2.Wall wash lamp panel; 3. High power COB control panel; 4.city-lighting
Internet-of-thing systemic project; 5. intelligent street lamp control system Scheme;

Hall 7
7 号馆

广州市华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座落于广州市花都区，是一家集舞台灯光和户外照明产品研发、制
造、销售、设计、服务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
作为一家专注于户外防水灯具大型制造企业，我们具有专业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精英，凭借先进
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优质的服务，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市场上
获得了客户的一致认可和好评，公司产品在2017年央视七夕晚会现场，金砖五国会议外景，贵州
旅发大会等大型场合均被采用。
我们始终以“创新是根本，质量是生命，诚信是宗旨，客户满意是目标”来实现我们对客户的承
诺。
华灯光电带给您“看得见的未来，说不出的精彩”！
Guangzhou HDlite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is located i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which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integrating stage lighting and outdoor lighting
produc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design and service.
As a larg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focused on outdoor waterproof lighting equipment,
we have professional R & D, manufacturing, sales elit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excellent quality, stable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service, exported to more than 60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the world. I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praised by customer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adopted in 2017 CCTV Qixi Festival party
scene, BRICS meeting location, Guizhou travel and development conference and other
large-scale occasions.
We always take " Innovation is fundamental , quality is life , integrity is purpose , customer
satisfaction is the goal " to achieve our commitment to our customers.

广州维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eisheng Photoelectric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井大冈兰花街15号302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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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8688437760

传真：

邮箱：703908127@qq.com

网址： www.gzws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14*3w

LED点阵灯；14*3w带辅光LED点阵灯；
36*3w 3合1/4合1 LED点阵灯；49*3W LED点阵灯，
1080pcs LED频闪灯；720pcs LED频闪灯；
100W/200W COB调焦灯；100W/200W LED COB帕灯；
150W/200W LED成像灯；LED影视灯

广州维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间从事研究生产LED舞台灯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主营LED点阵灯，LED频闪灯，摇头光束灯，LED成像灯，，LED观众灯，COB帕灯等一系列
舞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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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盛世演出器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engShi Performance Equipment Limited

Hall 7
7 号馆

联系方式
电话：+86-18719379377/15902021176

传真：

邮箱：2357400307@qq.com

网址：

7 号馆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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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全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Prosper Mechanical &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幸福南路115号下沙七格工业园6-7幢
电话：+86-571-86496782

传真： +86-571-86496785

邮箱：sales3@hzqs.com

网址： www.hzq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极滑环，控制杆
杭州全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专业从事精密导电滑环及控制杆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技术型企业。公司位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员工500余人。具有雄厚的研发实力、一
流的生产设备、高科技的加工工艺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与国内外众多著名企业和科研院所有

7A
10-11

电话：+86-13600073622

传真： +86-20-86071257

邮箱：113742350@qq.com

网址： www.yzshin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会议灯/LED影视灯具/成像灯/聚光灯/摇头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各类航空箱
广州盛世演出器材设备有限公司位于广州市花都区红棉大道，本厂实行流水线作业，专业技术力
量雄厚，工程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均具有10年以上行业从业经验，主要致力于设计生产各类航空
箱，产品包括：舞台灯航空箱、音响航空箱、防震箱、精密仪器箱、医疗器械箱、拉杆箱、乐器
箱、机柜等所有产品包装箱。本公司还可按客户提供的图纸或样板设计生产符合客户要求的产
品，公司本着“质量和信誉第一、客户和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及服
务，欢迎各界朋友莅临我公司参观、指导和业务洽谈。

Hall 7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大秧路9号

地址：广州市 花都区 红棉大道 官禄工业园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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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煜展电子有限公司

广州市煜展电子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千禧之年。对煜展企业人而言，那不
仅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也是煜展企业人新的开始。煜展企业人一贯遵循“人以正为本， 商以诚
为先”的人本理念，并以讲创新、重质量为身价品味。用诚心务实为客户服务。历经多年的发展，
煜展企业已经成为一家集产品研发、五金冲压成型、模具制造、压铸、灯具装配一体化生产销售
综合性企业。产品有舞台控制系列、摇头灯系列、LED影视电教灯具系列、LED舞台灯具系列产
品。产品由创业之初的效果道具、传统影视电教灯具发展到今天的产品多元化，以及产品向电子
技术科技化提升。煜展企业人深知只有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才能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
优势，才能发展建立更多高素质、高要求的优质客户群体。
登高才能望远。煜展拥有雄厚的研发、设计、生产、技术培训和工程安装能力。是目前影视舞
台、智能控制、电教会议领域最大的生产商和工程商之一。同时又是中国演艺技术协会、中国照
明协会、中国舞美协会、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等学术团体合作理事单位。多年以来对于高科技的不
懈追求奠定了煜展在行业的较高地位。
至专成就至精。煜展专注于每一个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专注于每一次的售前与售后！正是这种专
注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认可，并被巴西、黎巴嫩、韩国等多个客户用煜展的产品在他们国家成功
申请产品质量认证。被行业著名网站“慧聪网”连续多年评为“名优企业”。
进取，知难而进。创业维艰，煜展人致力于打造行业尖端企业。煜展成立以来一直追求创新并引
领先锋。2001年，成功率先改变舞台烟雾机发热方式，镜面管道发热转变烟雾效果自今依然在被
同行使用。2002年率先使用旋压技术成功生产追光灯系列铝反光杯，这是一次革命性成功，一次
性解决追光灯玻璃反光杯炸杯的诟病。2010年煜展率先在行业推出“LED三基色”影视电教灯具、
2012年率先在行业推出“LED舞台回光灯”。2013年率先在行业推出“230W高效追光灯和360高效
追光灯”。这又是煜展企业带给行业的技术变革，“360高效追光灯”的问世，由于他较小的体积与
较轻的重量解决了传统追光灯运输与供电老大难的问题。2014年“LED成像灯”“LED聚光灯”“LED
追光灯350W”的推出成就了不少抄袭者。这是煜展人知难而进的进取精神创造的行业辉煌历程。

着长期而广泛的合作。公司生产的滑环广泛应用于安防、灯光、自动化设备、机器人、医疗设
备、包装机械、风力发电、雷达、航空航天等多个民用和军用领域，市场覆盖全国三十多个省市
自治区，并在国外设有十多个销售机构，产品出口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盛机电秉承“诚信、协作、务实、创新”的企业精神，以“立足国内，放眼世界，打造世界知名品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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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为企业愿景，矢志成为受人尊敬的、全球卓著的专业公司和滑环行业的领跑者。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石井大道龙湖村长有工业园6号4楼

Prosper Electronic Co. Ltd) is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RD & manufacture of precision slip
rings and joysticks in China,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of 2003.Now we have more
enterprises in the year of 2013,Prosper got the qualification to design and production the
slip rings to military application and devices in 2017. Our company is located in Hangzhou
Economic & Development Area, which covered 15000m2 plant areas and more than 500
employees.Hangzhou Prosper has obtained certificates of ISO9001, ISO14001 and

Guangzhou Taidia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Hangzhou Prosper Mechanical & Electrical Technology Co., Ltd (Originally Hangzhou

than 50 patents for technology, and our company was awarded the national high-tech

广州市台电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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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86024651

传真： +86-20-86407496

邮箱：info@taidianlighting.com

网址： www.taidian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摇头灯,

LED par, LED bar, LED effect, LED effect

台电灯光公司产品有：LED摇头灯、LED帕灯、LED激光灯、LED频闪灯、LED图案效果灯等。产
品坚持高品质要求，产品坚持最新颖流行概念，产品符合CCC、CE规范要求。选择台电，就是选

GJB9001B, our products conformity with CE, RoHS, MSDS.Our market covers more than

择更你更有性价比的产品, 欢迎加微信账号simon1330223联系。

thirty provinces in China domestic, and We also have many sales distributors abroad in

Taidian Lighting product has LED moving head,LED par, LED bar,LED effect, LED strobe, and

more than 80 countries.The company spirit of Prosper is Integrity, collaboration, pragma-

so on.it is a high standard quality product and best after service,the product is allowed by

tism, innovation, and the vision is based on home market, looking for world popularity, to

CE, RoHS requires. our goal is making more func and new lighting product and provide

build a world-renowned brand.

better price. please email info@taidianlighting.com contr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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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奇丽舞台灯光设备厂

Hall 7

QILI LIGHT

7 号馆

广州威信舞台灯光透镜厂
Guangzhou Weixin Stage Lighting Lens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三围尾工业区8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村大冈西街23号之一A1栋一楼

电话：+86-18620081993

传真：

电话：+86-13823217373

传真：

邮箱：

网址： www.gzqililight.com

邮箱：1396543062@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led摇头，帕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透镜

广州奇丽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灯光的高新科技企业，本厂专业生产摇头

广州威信舞台灯光透镜厂，本厂专注于LED舞台灯具透镜的开发、生产、销售。主营项目：模具
开发设计、光学镜头、LED光学透镜、大功率LED封装透镜及名类塑胶制品，产品范围：LED帕
灯，led投光灯,led洗墙灯，射灯，泛光灯投影灯。为了能达到客户满意的需求，我公司可以按客
户提供的图纸以及透镜样品开模，希望能将最好的质量，最低的价格，最好的服务，竭诚为您效
劳，真诚与您合作！本公司以“用户至上、品质保证、供货及时、信誉第一”为宗旨。为客户提供
“优质的产品、低廉的价格、一流的服务”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公司拥有完整、
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有多名经验丰富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和行业精英，不断增强了开发、生
产、销售能力。拥有先进的现代化全自动生产设备，保障了产品具有可靠性高、稳定性好、透光
率高，混色纯正柔和，价格优惠的优点。欢迎广大客户朋友来厂参观洽谈和指导！

灯，光束灯，led摇头等等，专业承接舞台工程，生产，销售和安装一体.

7A-19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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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安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ANLAN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红星工业路4号

Hall 7

7 号馆

广州卓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uota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7A-20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丽骏路7号1号厂房四楼401
电话：+86-20-3927 7021

传真： +86-20-3927 7021

邮箱：sale@gzzti.com

网址： www.zhuotaidianz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开关电源
广州卓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中高端开关电源领域的开发研究，生产，销售。公司产品主要

7A-18

应用于户内外LED，舞台灯光，工业设备，医疗领域等，拥有CE，UL,ETL证书产品覆盖大小功率
9大系列100多款，公司所有产品全部采用环保ROSH材料，关键材料如电解电容采用长寿命电容
日系如红宝石，台系丰宾等。 公司由一批经验丰富，专业电源领域技术骨干组成，其中拥有20年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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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8079647677

传真：

邮箱：824779141@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灯珠
广州市安澜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大功率LED封装，在光源封装领域拥有自己专业的技术。
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有多名经验丰富的现代企业管理人才和行业精英，不断增
强了开发、生产、销售能力。拥有先进的现代化全自动生产设备。芯片均采用原装进口美国瑞，
台湾晶元、光宏、新世纪等正品芯片，全自动生产线封装，保障了产品具有可靠性高、稳定性
好、光斑好、光衰小、亮度高、显色指数高、寿命长，光色一致，价格优惠的优点。
安澜本着以“质量第一，诚信为本”的生产理念，用最低价格，赚合理利润，做有德商人，树立以
“客户的满意是我们的最大追求”为宗旨，坚持品质和信誉至上的原则、用心、专业、专注、努力
做好大功率，致力打造亮丽世界！安澜愿与各界同仁诚信合作，携手共创辉煌，点亮未来！

广州市辉怡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yi Electronics Co.,Ltd

以上电源领域工程师3名，3年以上散热结构工程师2名，8年以上单片机工程师1名。公司有用完

联系方式

善的开发测试设备，其中包括EMC实验室，高低温测试箱，全自动老化测试车，多路测温仪等。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红星珠岗路63号B3栋3楼

为更好的标准化作业流程，采用自动流水线生产拉，拥有配套贴片机，波峰焊，回流焊等。
欢迎广大新老顾客来公司考察，洽谈业务合作。

7A-21

电话：+86-18620973921

传真：

邮箱：1379924177@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开关电源
本公司生产研发LED开关电源，舞台摇头灯电源，帕灯电源，230W,330W,350W摇头灯电源等各
种小摇头灯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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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新智杰光电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zhijie Photoelectric Co.,Ltd

Hall 7

7 号馆

宁波云耀舞台设备有限公司
Ningbo Yun Yao stage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龙湖益龙工业区C栋3楼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泗门镇光明北路3号

电话：+86-20-86418992

传真： +86-20-86418992

电话：+86-574-62161911

传真： +86-574-62161910

邮箱：190432803@qq.com

网址： www.xzjlight.com

邮箱： 519037307@qq.com

网址： www.ningboyunya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控台，舞台灯控制板
本公司研发生产销售XZJ-512控台,XZJ-384控台,XZJ-256控台,XZJ-192控台，XZJ-30控台,
XZJ-18控台，RDM信号放大器，自动切换1出4口与1出8口信号放大器，迷你信号放大器，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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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影视专用接插件
宁波云耀舞台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开发生产中高端电源连接器的企业。产品服务于广电媒
体，电影电视，灯光音响，新能源等行业。企业已加入文化部主管的中国演艺设备技术协会！还

产各种摇头灯主板，帕灯主板，烟机主板等，本公司除以上产品外还接受各种舞台灯控制板开发

申请了多项发明，实用和外观专利，同时取得多种产品质量认证。云耀人定会继续发扬匠心精

定制。

神！精益求精！为客户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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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维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VanGaa Lighting Tech.,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道新华路165号豪兴大厦8楼
电话：+86-20-86432439

传真： +86-20-86432439

邮箱：info@vangaalight.com

网址： www.vangaa.com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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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TRELIGHT ASIA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影视灯具（聚光灯，成像灯，平板灯，天幕灯），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

舞台灯具（摇头灯）
广州维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影视及舞台、舞美专业灯具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和贸

电话：+86-760-86320516

传真： +86-760-86320517

邮箱： sandy@tl-asia.com

网址： www.theatrelight-asi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聚光灯、调光台、硅箱、信号放大器

易为一体的企业。本公司自主研发制造及销售LED影视聚光灯，LED影视成像灯，LED影视平板
灯，LED摇头灯，LED染色灯，LED大功率Par灯，摇头灯，矩阵灯等专业灯具。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客户至上，互利共赢”的经营理念，本着“汇聚成就能力”的核心价值观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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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新泰立灯光有限公司

Theatrelight 公司主要对舞台和电视台提供其自行设计和生产的灯控设备，其设备主要特点是性

念，努力推广和宣传节能环保灯具，并围绕LED这一新兴节能环保光源，不断超越和创新，让其
在专业影视、舞台舞美领域得到最大的发挥，努力为客户和员工实现最大价值的转变。公司成立

能可靠、操作简单。创始人Rex Gilfillan 先生创建新西兰Theatrelight Ltd公司已有45年，为剧院

不久就建立自己的质量监管部门和技术部门，加大对于产品研发的投入，不断完善自己的国内国

及电视台提供了一系列的电子灯控设备。

外销售团队，扩大国内和海外市场。
Guangzhou VanGaa Lighting Tech. Co., Ltd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company that
focus on energy efficient LED technology for professional studio and stage lighting
fixtures. We are involved the business of lighting fixtures designing, manufacturing,
selling, events and project designing, installation, after-sales service and others.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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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泰立的历史应追溯到新西兰Theatrelight有限公司。Theatrelight成立于1972年, 创始RexGilfillan先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灯光设计师，曾在英国各省剧院和伦敦West

End剧院工作达10年之

久。Theatrelight是一家专业为剧院、电视台，环境照明，工程设计和生产各类灯光控制设备以
及专业聚光灯的生产型企业。在过去的40多年中，公司已经在全世界许多国家（澳洲，南美洲，

VanGaa Lighting is established on 2006 in Guangzhou, and we have made up our own

东南亚中东，欧洲）建立了繁荣的营销市场。

factory on 2009 which owns three production lines now. We design and developed the

Theatrelight New Zealand is dedicated to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lighting control

professional studio lighting fixtures, such as the LED Fresnel Spot Light, LED Profile Spot
Light, LED Meeting Room Panel Light, and the stage lighting fixtures, such as LED Moving

equipment for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which has reliability and ease of use as its major

Head Light, LED Par Light, Moving Head Light. Our company incorporates the latest in

attributes. Theatrelight supplies a flourishing export market to many countries worldwide.

production processes and quality assurance to ensure that its products meet the highest

Theatrelight equipment is installed in many major venues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standards of quality and refinement. The products made by this manufacturer strictly

Southeast Asia, and in Japan and Korea. Theatrelight’s largest installation base is in the

comply with ISO9001:2008, ISO14001:2004, CE and RoSH safety standards.
VanGaa Achieving Users' Valu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ere its control desks and dimmers are installed in many of
the country’s theatres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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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秀域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Beijing Showworks Technology & Art Co.,Ltd

Hall 7
7 号馆

深圳金运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YunDisplay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1号US联邦公寓4单元20层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青顶背9号

电话：+86-10-84384170/4605/4611

传真：+86-10-84384170转8034

电话：+86-18615558991

传真：

邮箱：

网址：www.showwords.cn

邮箱：liweiying@sdled.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机械及控制设备
北京秀域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是新三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872142）。秀域科技致力于文化与
科技融合创新，在文化旅游、娱乐、艺术展示等领域集规划策划、艺术和技术融合创意、演出节
目创制、关键技术设备的研发、设备系统集成、运营管理于一体的解决方案和实施服务，公司自

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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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室内3.91租赁屏
金运河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LED显示屏产品专业制造商，成立于1997年，
拥有22年LED显示屏生产经验。销售总部位于济南，生产基地位于烟台福山、泰安新泰和深圳龙
岗，拥有多达占地30000平方米的厂房，具有国内最先进的设备生产å线。公司具备了完善的市场

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控制软件和操作台，为各种演出提供整体机械控制解决方案。公司具有中国演

营销、技术研发、生产制造和客户服务体系。

艺协会授予的一级舞台机械资质；公司最近完成的项目有珠海华发中演大剧院、佛山坊塔文化中

2019年新推出中国芯系列和银之龙2019款系列租赁屏，采用高刷IC，刷新达3840hz，高品质灯

心、杭州新天地太阳马戏剧院等诸多项目。公司主要成员曾与与著名艺术家如张艺谋、蔡国强、

珠封装，搭载高强度和高精度箱体，硬链接设计，出口等级，私模箱体，室内、室外、弧形多功

张继刚、陈威亚等有过良好的合作经历。公司已取得7项发明专利。

能应用舞台王者。

广州舞夜（红巨星）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Dance Night(Redstar)Stage Lighting Co., Ltd

Hall 7
7 号馆

广州市思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Guangzhou Sicheng Illumination Electric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大冈村兰花街7号1栋3楼

地址：

电话：+86-20-37415623

传真：

电话：+86-15913195193

传真：

邮箱： 80245816@qq.com

网址：www.gzredstar.com.cn

邮箱：724596862@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灯，帕灯，激光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舞夜舞台灯光有限公司(简称：舞夜)位于中国广州市白云区，拥有近10年生产历史，前身为

广州市思城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品牌推广、产品销售、技术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

红巨星舞台灯光厂，是一家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工程安装与售后服务一体综合性企业。
公司已具有一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训练有素的员工队伍，我们按现代化企业管
理之要素，设有完善的质量检测，监控，跟踪，反馈系统，实行科学化的管理模式。
我公司的目前拥有RED STAR红巨星，WUYE STAGE 舞夜，两大品牌。我公司生产的系列LED
灯，摇头灯，户外灯等系列深受国内外新老客户的青睐，公司注册的RED STAR品牌产品销售网络
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几年来，我公司秉承追求卓越、品质为先、创造精品、扬名国际的企业宗旨，竭力满足客户需
求，坚持创新，致力于将 RED STAR品牌打造成国际舞台灯光领域的知名品牌。

7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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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品牌有：欧司朗，飞利浦，日本牛尾，台湾优灯等舞台灯泡品牌。联系人：邹女士，电话：
1591319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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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明盛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Mingshe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Hall 7
7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

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泰涛路55号3层

电话：+86-18620769134

传真：

邮箱：910543103@qq.com

网址： www.mingsheng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明盛舞台灯光厂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力为主体的灯光音响设备厂，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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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断为舞台行业提供专业的灯光、音响精品、技术和支持。

明盛坚持产品多元化、市场国际化、管理科学化、生产高效化的经营策略。拥有多条先进的国际
标准生产线，以数学化、信息化的科学管理保证高效产出，产品实行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标
准，先后通过了中国3C质量认证、CE认证，畅销国内30个省、市、自治区，并远销东南亚、西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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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三东大道东凤三路鸿刚工业园4楼
传真：

邮箱：695156852@qq.com

网址： www.hero-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
广州铂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舞台灯光企业。公司
以“HERO”品牌生产电脑摇头灯、追光灯、LED产品等灯光设备。其产品在大型综艺晚会、电视演

7B-13-14

播厅、体育场馆、剧院、酒吧、婚庆等场所得到广泛的运用和认可。公司在广州市花都区拥有制

邮箱：154476619@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电源箱，怡达工业插头，犀牛插、19芯及成品线，

散尾线等舞台周边配电及附件

广州华宇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YU LIGHT LIMITED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龙湖八社工业区南边1号4楼

HERO STAGE LIGHTING CO.,LTD

电话：+86-15915742348

传真：

联系方式

欧、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享有良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是中国文艺物资协会会员单位。

广州铂杰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86-15900835799

上海蝉铭实业有限公司位于上海市，从事舞台演出用电源直通箱、配电箱和19芯系列成品线等的直接生
产加工，销售高品质防水插和舞台吊挂等周边配件，同时还是知名品牌怡达工业插头和康尼400A犀牛
插的签约经销商。公司定位中高端，有着10余年的舞台演出行业周边产品经验，不仅为舞台演出行业提
供高品质周边产品，而且具有高效的生产团队和充足的库存提供快速的供货服务。

明盛秉承专业、高效、严谨的治业传统，以优化舞台光学环境，分享更多演出效果为己任，致力
为中国舞台注入美学活力和科技**。

7 号馆

SHANGHAI CANME INDUSTRIAL CO.,LTD

联系方式

于把技术升华为艺术，彰显产品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品味，寻求审美情趣和环境需求的有力结合，

Hall 7

上海蝉铭实业有限公司

Hall 7
7 号馆

电话：+86-13632340135

传真：

邮箱：sales@wayulight.com

网址： www.wayu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LED摇头灯，LED帕灯
广州华宇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灯光设备的高新科技企业。一直专注于舞台灯的研发，
生产，销售。华宇灯光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一流的服务，获得国内外各界人士
的一致好评。同时也为国际知名品牌承接OEM业务。我们严格执行ISO9001：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
系，严格要求执行每一道生产工序，务求达到产品的品质零缺陷，我们的每一个产品都通过了相关的品
质检验及老化测试。
GUANGZHOU WAYU LIGHT LIMITED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Moving Head Light factory. We
have professional Engineer who has more than 10 years experience ，WAYU Light have ability
for research New Products ,We also accept Clients ideas for develepment New Model for them .
Meanwhile We accepted OEM service for internation brands .

广州声辉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造基地，产品销售和服务网络遍布国内外。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柏塘村柏塘中路1号

公司拥有一支行业经验丰富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研发团队，为客户打造高性价比灯光产品。我们
秉着“科技创新 ，客户至上 ，质量第一 ，务实上进 ”的质量方针，谒诚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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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3798121546

传真： +86-20-36271645

邮箱：

网址： WWW.shenghuilight.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灯

LED灯 效果灯

广州市白云区声辉灯光厂专业研发、生产、销售舞台灯光，并提供舞台灯光音响工程的设计、安装、调
试和售后等一条龙服务。经过多年发展，我们已形成了LED舞台灯、LED帕灯，LED摇头灯，LED天地
排、光束灯、光束灯、舞台效果设备等多种产品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影视灯光系列，我们更是投入了巨
大的精力，不断推出新产品，并在一些大、中型工程中得到应用，获得了用户的一致好评。公司拥有一
批训练有素、技术力量雄厚的专业技术人才,从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维护
维修、业务培训等形成系列化、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一流
的服务,不断完善产品质量体系,满足顾客多样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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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晶宇光学镀膜有限公司

Haining jingyu optical coating co., Ltd

Hall 7
7 号馆

广州辉盛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GUANGZHOU HISUN STAGE LIGH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浙光省海宁市长安镇（农发区）启辉路3号F幢一楼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私企区巴江东路6号C栋4楼

电话：+86-573-87973936

传真： +86-573-87973836

电话：+86-20-36394416

传真：

邮箱：277926568@qq.com

网址： qr.1688.com/share.html?secret=NmZ7CoeU

邮箱：hisunlight@hisunlight.com

网址： www.hisun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OGO灯、光束灯颜色片、图案片、高反铝镜、

金属图案片等舞台灯光相关产品
海宁晶宇光镀膜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设计、研发和制造高品质的镀膜颜色片、LOGO广告片、图
案片、激光灯片、分光片、高反片、各种滤光片、各波段窄带滤光片的公司。公司已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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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雾机，烟机，气柱机，泡沫机，雪花机，

彩纸礼炮机等舞台特效类产品
广州辉盛舞台灯光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特效的高新科技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产品有：
烟机、雾机、雪花机、气柱机、泡沫机等特效产品。辉盛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

IS9000、CE等认证，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

性能和一流的 服务，已经广泛应用到国内外各个领域，获得国内外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从广电

公司拥有一支专业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团队，以完善的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务，为客户提

系统各大院团，到租赁演出——辉盛已经成为各种大型活动、大型文化晚会、歌舞剧院、电视台

供细致专业的服务。公司顺应市场潮流，推出的产品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公司在线下能力优

等场所的首选品牌。同时也为世界知名品牌承接OEM业务。

异的同时，逐步拓展线上销售渠道，让各位采购商进货无优、售卖无忧。

Guang zhou hisun stage light co.ltd is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of the stage effect equip-

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企业秉承“顾客至上，精益求精”的经营理念，坚

mentTechnology ventures.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of

持“客户至上”的原则为广大客户提供优选的产品和服务。

productsincludes:Independentresearchanddevelopment,manufacturing products are : fog

Haining jingyu optical coating co., Ltd 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designing, developing

machine,haze machine,waterlow fog machine,CO2 jet, snow machine special products

and manufacturing high-quality color film, logo, pattern, laser lamp, spectrometer,
high-reflection film, various filters and narrow-band filters The company has pa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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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9000,CE certification, the company has a complete,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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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ny has a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team to improve

GUANGZHOU HUAJI ELECTRONIC CO,LTD/MJ (MINGJONE）LIGHTING CO,LTD.

联系方式

pre-sales,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Provide meticulou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 to

地址： 广州白云区石井窖欣沙头大街2号B栋4楼

customers. The company conforms to the market trend, the product can bring forth the
old and new,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any gradually expand
the online sales channels, so that buyers can buy goods, sell without worry.

电话：+86-18664689565

传真：

邮箱：sales1@mjone-lighting.com

网址： www.mjone-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线路版,

The company's integrity, strength and product quality has been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Enterprises adhere to the "customer first, excellence" business philosophy, adhere to

鋁機版, 燈光

廣州華際電子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生产PCB双面/多层线路板、LED线路板、LED铝基板、LED铜

the "customer first" principle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the best choice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广州华际电子有限公司/香港敏江燈光音響設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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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板、LED灯条灯带线路板的厂家， 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不断引进各地先进生产检验设备和
优良的生产技术，现公司厂房面积2000 ㎡，员工人数,工程技术员總計80多人, 任何特殊要求 我
們均可設計 制造 我们欢迎您的OEM/ ODM订单，我们承诺为您提供我们最好的质量和服务
Guangzhou Huaji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r of PCB double-sided/multi-layer circuit boards, LED circuit boards, LED aluminum substrates, LED copper
substrates, LED strip lights with circuit boards. Company was establishment in 2006, With
advanced production inspection equipment and excellent production technology, We
welcome your OEM / ODM order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providing you with our best
quality an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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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赛尼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SAINI TRANSMISSION EQUIPMENT CO.,LTD

Hall 7

7 号馆

7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大连路1053号卢比克创意园三楼A1315室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朗霞街道创业路7号

电话：+86-21-63246661

传真： +86-21-63244820

电话：+86-574-62136232

传真： +86-574-62136233

邮箱：793321666@qq.com

网址： www.saini.cn

邮箱： info@sinemarch.com

网址： www.sinemarch.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减速机，变速器，电机，编码器，舞台设备配件
上海赛尼传动设备有限公司，公司自2000年成立以来，秉承客户至上，质量第一的原则，专业生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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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电源连接器、防水式流动配电柜&

19"HDPE机架式航空箱

产销售行星减速机，工业齿轮箱，斜齿轮减速机，锥斜齿减速机，蜗轮蜗杆减速机，行星无级变

信迈是一家专注于开发中高端电源连接器及防水式流动直通电源箱、电源盒和周边配套产品的企

速器，非标类减速机等十二大系列产品，并广泛应用于：仓储物流，起重运输，环保水力，舞台

业，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售后于一体。信迈的产品涵盖欧标单极电源连接器，美标单极

机械，制药制革，包装称重等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领域，先后为北京首钢，海军边防，三门峡体育

电源连接器，国标单极电源连接器，19芯电源连接器和电源分线盒、墙面信息&地板盒、机架式

馆，张学友演唱会，立邦漆上海厂，娃哈哈工厂，杭州公共自行车停车系统等国内大型企业工厂

防水航空箱，防水式流动直通电源箱等产品。我们服务于舞台灯光，音响，机械，电力，航空，

和地方重点项目提供技术支持与服务。公司不断致力于提供一流的动力传输解决方案，以及智能

军事等行业。

系统控制方案，为客户做到尽善尽美的服务，努力成为行业领先的设备供应商。

宁波信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竭诚欢迎您莅临指导与真诚合作。

7 号馆

上海市丹马电机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奉浦大道99号
电话：+86-13918286142/15801983099

传真： +86-21-57577008

邮箱：

网址： www.danmamoto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机

无锡力霸电气有限公司
Wuxi Liba Electric Limited Company

联系方式

SHANGHAI DANMA EIECTRIC MOTOR.LTD

地址：无锡市惠山区前州街道邓北路

联系方式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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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3861798688

传真： +86-510-83393713

邮箱：2962952851@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工业防水插头插座
无锡力霸电气有限公司/盐城力霸电气有限公司联合制造，主要生产工业用插头、插座、连接器、
配电箱等产品，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和实验设备，具备一流的生产工艺，产品外观新颖、性

丹马电机是一家致力并根植于“交流电机产品”之创新、研发、制造的专业化电机生产企业，公司

7C-02

NINGBO SINEMARCH ELECTOR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Hall 7

Hall 7

宁波信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能卓越、品质上乘、质量可靠。本公司自成立以来诚信为本，不断更新研发新产品，已申请多项

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变频驱动电源专用电机”、“专用专配电机”、“直驱电机”、高效节能电机”、

专利。我们秉承“以质量求生产，以科技求发展，以管理求效益，以服务求信誉的方针”，努力为

“伺服电机”等电机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及应用，公司以专业的技术，精湛的制造，优异的品

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我们本着“客户至上、质量第一、创造精品、遵约守信、合作

质向工业的各领域用户提供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工控源动力。

共赢”的宗旨，结成期待与您的合作!

上海丹马电机有限公司.上海丹马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两家生产型企业，厂区面积15000平方

品牌名称：LIBA

米，厂房面积8000多平方米现有员工150余名，工程技术人员30人，公司掌握有异步交流感应电
机、异步伺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的电磁设计、磁路分析平台，拥有专业的电机设计专家。
丹马电机产品有：ATP系列变频专用电机、SES系列伺服主轴电机、YVF系列主轴变频电机、ATB
系列永磁同步伺服电机、GS系列高速电机、YA系列高效率电机、ATS系列超高效率永磁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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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VF系列电梯专用电机、ATPEJ系列舞台影视专用双制动电机广泛服务于机床、纺织、化纤、木

电动机的发明为全球工业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她”一直伴随着全球工业的成长和发展，今天科学技
术迅猛发展，工业的持续发展与推动，电动机仍然是无可取代的主要动力。在当前绿色环保低碳
生活的大背景下，电机的节能技术更显重要和关键，丹玛电机秉承经典与传统，坚持科学发展
观，以高效和务实的经营作风，带领企业获得了持续和稳健的成长，并奠定了深厚的产品基础和
管理基础。

Guangzhou Caishuo Stage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工、印刷、包装、橡塑、注塑、电梯、型材设备、造纸、起重、电线电缆、冶金业、影视设备、
玻璃制造、风机设备、太阳能光伏设备、实验设备、产品自动化等行业。

广州彩硕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窖心东路3号

7C-11

电话：+86-18666087288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影视灯具
电脑灯，影视灯具，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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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川工业股份-佛山旭星专业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HIGHSTRONG GROUP CHINA LTD-FOSHAN LIGHTWISH LIGHTING -CONTROLLER

Guangzhou Powsu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北沙村西线路工业区15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沙路236号（石井工业区）

电话：+86-757-85682529

传真： +86-757-85682529

电话：+86-20-86407066

传真： +86-20-86407066

邮箱： info@ lightwish.net

网址：www.lightwish.net

邮箱： 2282025587@qq.com

网址： www.gzpowsu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lighting , DMX controller

mer.LED lighting.

7 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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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宝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stage lighting, 2.4G Wireless DMX，DMX controller, power distribution,Dim-

Hall 7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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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龙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NGPING ELECTRONIC LIMITED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影视灯具开关电源、大功率LED恒流驱动电源、

专业舞台灯光电源
广州宝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座落于美丽的广州白云湖畔，是一家专业从事开关电源研发、生产、
销售及技术方案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
从业多年以来，兢兢业业的宝善人始终坚持“专注、专业、创新、用心”的理念：全身心的精力专
注于开关电源行业的发展；致力于产品研发生产的专业化；大力度的投入产品的研发创新；脚踏
实地用心服务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多年的沉淀与积累，我司于2017年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我司的产品被广泛应用于专业影
视灯具、专业舞台灯光及户外亮化、仪器仪表、美容医疗设备及工业控制等领域，并深受广大用
户的认可与信赖。
一路走来感谢广大新老客户朋友的支持与信赖，继往开来，我们将继续一如既往的为大家提供优
质高性价的产品，热情真诚的服务，以合作共赢的理念，与您一起携手共创辉煌的明天！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道花城街三东村9队文化室3楼
电话：+86-13802727690

传真：

邮箱： mary_ledlitek@163.com

网址：www.led-litek.com/en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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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NGZHOU QL LIGHTING 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260W摇头灯，280W摇头灯,80W led摇头灯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外镇广龙路9号
电话：+86-13433976125

传真：

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厂家。

邮箱：

网址：www.qlprolighting.com

其主要产品包括电脑摇头灯系列，专业LED系列等专业舞台灯光产品。产品广泛用于专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追光面光灯

广州龙平电子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广州，是一家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的研发、制造、销售、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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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奇亮光电有限公司

业剧场、娱乐场所、酒吧、俱乐部、夜总会及企事业单位多功能厅、会议厅、城市亮化
工程等。自产品投放市场以来，得到了业界人士的回应、支持与好评。

广州市奇亮光电有限公司12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舞台、演播室、视频会议及展览馆等专用灯具的研

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并远销东南亚、中东、欧美等国家与地区。

发、生产、销售。同时专注于各大小舞台追光灯。销售网络遍布全国及全世界。奇亮正以全新的姿态，

龙平电子始终秉承“客户第一，品质至上，持续进步”的质量方针，用自己的品质和服务
证明了我们是尊贵的客户最值得依赖的品牌战略和事业合作伙伴！
Guangzhou Longping Electronic Limited is a high-tech enterprise in professional
light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We have our own lighting engineers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taff who ensure high quality service for our customers.
professional and responsible service for our customers and business partners.
Our products including beam moving head light, LED moving head light, LED par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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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的挑战。公司员工以“产品质量就是生命”为企业价值观，做事精益求精，严把质量管。大部分产
品获得CQC、CE、ROHS等认证。
产品主要分为追光灯和的面光灯两大系列，其中追光灯系列有：230W电子追光灯，350W电子追光
灯，LED300W电子追光灯，470W电子追光灯，LED600W电子追光灯；面光灯系列有：LED成像灯、
LED聚光灯、LED平板会议灯、LED车展灯等观众灯等灯具设备及其它配件设备。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12, Guangzhou QL Lighting Co., Ltd. has been focusing on the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special lamps such as stage, studio, video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hall. At the same time, we focus on the stage lights of all sizes. Sales network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Qiliang is welcoming new challenges with a new attitude.

lighting equipment etc.

The company's employees take "product quality is life" as the corporate value, work hard,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develop our brand LED-LITEK into famous brand in stage

strictly control the quality. Most products are certified by CQC, CE, ROHS and so on.

lighting industry, and promised 3 years guarantee (except lamp source) for all
products.

The product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series of follow-up lights and surface lights. Among
them, the follow-up lights series include: 230W electronic follow-up light, 350W electronic
follow-up light, LED300W electronic follow-up light, 470W electronic follow-up light, LED600W
electronic chase Lights; surface light series: LED imaging lights, LED spotlights, LED flat panel
lights, LED car lights, and other lighting equipment and other accessories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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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帆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Hall 7

Blue Sea Lighting Co.,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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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启源大道2号恒冠国际4楼A区

地址：广东省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益加壹商场

电话：+86-13533925523

传真：

电话：+86-13168381870

传真：

邮箱： 3186628655@qq.com

网址： www.bluesealighting.com

邮箱：1300811951@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灯、LED摇头灯

、LED帕灯 、
LED成像灯等舞台灯光

7D-03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帕灯.光束灯.摇头染色灯.包房灯
广州达朗舞台灯光厂家直销、批发、婚庆设备、演出设备、200W230W330W350W380W光束
灯、LED帕灯，追光灯、舞台激光、泡泡机、烟机等.工程承接：酒吧、慢摇吧、KTV、多功能
厅、会议室、娱乐场所等。

广州海帆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专业舞

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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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达朗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台灯光设备生产企业。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花都区花山镇，拥有独立的品牌“NWIITC”，主要产品包
含摇头灯、LED摇头灯 、LED帕灯 、LED成像灯、LED洗墙灯等。所有产品均通过了“ CE,RoHS,Fcc”认证。凭借着超高的品质，稳定的性能以及优质的售后服务，我们产品远销国内外几十个国
家，赢得了客人的一致赞誉和支持我们始终秉承“学习创新，团结拼搏，感恩诚信，共赢成长”的
价值观，专注每一个细节专心每一份托付，立志把“NWIITC“成为灯光界值得依赖的品牌新的一
年，我们肩负着“以质量提高价值，为顾客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企业实现未来”的使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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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命 ，殷切的期盼新老客户莅临我司指导和技术交流，我们一起 携手共创新的辉煌。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高埔工业区

Blue Sea Lighting Co.,Ltd. founded in 2006, is specialized in stage lighting manufacturing.
Our company is located in Huadu district, Guangzhou city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ccess of 10 minutes’ driving to the Guagnzhou Baiyun Airport. Our factory is
equipped with experienced R&D team, strict QA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sales and service

广州市洛克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ok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7D-04

电话：+86-13570298561

传真：

邮箱：lookelight@126.com

网址： www.ipeng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team , which will make sure your request met and satisfied. Also we have various kinds of
stage lights set in the showroom for you to

光束灯，LED 系列 帕灯光，烟机，地板砖，等等。

choose Our main products are LED profile studio light, moving head light, LED movinghead, LED par light, LED wall washer LED dance floor , etc. All of them have been granted
the certification of CE , RoHS and FCC . We have our own brand “NWIITC”andalso welcome
OEM and ODM orders.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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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广州诺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街道上村下辇兴宝合工业大厦十一楼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花都区镜湖大道富源一路佰乐产业园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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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36389909

传真：

邮箱：48614117@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光源
广州诺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LED光源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座落
于广州市花都区富源一路27号，注册资金两百万元，在职员工二十多人，含LED封装行业十年以
上品质工程技术人才五人，公司配备八条全自动LED封装生产线，月产LED芯片合计15000K左
右。产品主要应用为LED舞台灯、LED商业照明、LED车灯等。本公司致力于根据客户需求研发与
用心做好每一件产品，公司全面推行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秉承“用心做事、勇于创新、服务客
户、持续发展”品质理念与客户共创辉煌。

深圳市宝利鸿电器有限公司

Shenzhen Bolih Electric CO.,LTD.

电话：+86-755-29432006

传真： +86-755-29463229

邮箱：liuyuhua@blhpower.com

网址： www.blhpow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开关电源、充电器、防水电源

7D-05

深圳市宝利鸿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专业生产各种高可靠性舞台灯电源、POE电源、开关
电源适配器，智能充电器以及定制电源，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已成长为集产品研发、制造、销
售及服务为一体的电源高端企业。为了进一步保证产品质量,公司严格按照ISO9001:2000质量管
理体系执行，产品已取得CCC、CE、GS、UL、C-UL/FCC、SAA、PSE等报告。
公司以先进高效的管理水平为保证，以尖端研发技术人才为后盾，以先进生产和检验技术为支
撑，致力于为工业、能源、电力、交通和医疗等行业客户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电源解决方案，
帮助客户提高生产效率和能源效率。
本着“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精心制作、竭诚服务”的宗旨，严格把关、指导、规范、完善内部品
质管控，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国内外广大客户的需求,为全球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照明产业
做出卓越的贡献！
宝利鸿电器热忱欢迎国内外客户和各届人士莅临指导商洽合作、共图发展、同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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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得石电器有限公司

Hall 7

Dals Electric Co.,Ltd.

7 号馆

Guangzhou Kuxuan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观绿东路6号

地址：广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井工业区

电话：+86-20-86730996/86730998

传真： +86-20-82528689

邮箱： sales@dals.com.cn

网址： www.dals.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得石电器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主要从事工业插头插座、连接器、配电箱的研发、制造和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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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广泛应用在场馆建设、机器设备、通讯、电力、照明、新能源等领域。
过去的13年中，我们的产品已经服务于海内外1100多家企事业单位。

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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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酷炫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未来意味着革新，通过不断的推出新产品，我们持续的为电能的分配与连接做出贡献。

电话：+86-20-86417075

传真：

邮箱：

网址： www.coolshow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380光束灯
广州酷炫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生产舞台灯
光设备，摇头灯系列、追光灯系列、激光灯系列、LED大功率系列、频闪灯系列、LED舞台效果、
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台系列、配件系列等。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台、电
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

主营:
工业连接器、工业排插、新能源汽车充电插头插座、LED连接器，舞台灯光连接器，大电流插头
插座，电力母线系统等产品。
系统集成：配电箱、舞台地面插座箱、户外插座箱、电源直通箱、展位配电箱、网络机房PDU
等。
DALS Electric Co.,Ltd founded in 2006, is specialized in industrial plug sockets, connectors,
distribution box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and sales,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construction,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communications, electric power, lighting,
new energy and other fields.

Hall 7

东莞市银海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7 号馆

联系方式

Over the past 13 years, DALS has served more than 1,100 clients worldwide.
The future means innovation, DALS continues to contribute to the distribution and

地址：东莞市横沥镇隔坑智谷科技园B2栋3楼

connectivity of electricity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ntroduction of new products.

电话：+86-769-81828166

传真： +86-769-83732908

DALS main business:

邮箱：yinhaidg@126.com

网址： WWW.yinhaidg.com

Industrial connector, industrial drain plug, new energy car charging plug socket, LED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散热风机

connector, stage lighting connector, large current plug socket, power bus system and
other products.
System integration: distribution box, stage ground socket box, outdoor outlet box, power

东莞市银海塑胶电子有限公司2009年成立于东莞市横沥镇,现因生产规模扩大,于2013年搬至东莞

supply straight box, booth distribution box, network machine room PDU, etc.

市石排镇赤坎工业区南二路5号,建筑面积达20000余平方米,独门独院之标准厂房，注册资金1000
万元。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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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旭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石台大道113号

7D-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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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主要生产塑胶五金配件、直流、交流及节能型轴流风扇、鼓风机、离心机、横流风机、各
种智能控制板、风机护网等多种产品,主要应用于通信设备、舞台灯光，家电、电控设备、汽车、
高端PC,医疗设备,高端智能家居等领域,产品销售面向欧、美、亚、非洲等国内外知名企业
本公司生产设备自动化首居行业一流,本公司拥有一支强有力的研发团队,拥有高新科技实验室。公
司以客户需求及时代需要为导向来开发新的项目,我司已有申请专利几十个项目。我司严格执行

电话：+86-18925101655

传真：

|So9001:2000及TS16949管理体系,公司产品有申请UL、TUV、CE、CSA、CCC等安规认证。

邮箱：419301282@qq.com

网址：

银海全体同仁将竭诚为你服务,提供一流的品质。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生产加工舞台桁架配件，工业金属配件、

各种铝型材的深加工数控精密铣车铝，攻，切配件等
广州旭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加工舞台桁架配件，工业金属配件、各种铝型材的深
加工数控精密铣车铝，攻，切配件等，有灯钩配件，truss架套筒等！

顾客满意是我们银海永恒不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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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凯瑞礼品有限公司

Hall 7

KARY GIFTS ENTERPRISES CO., LTD.

7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新生社区井田路15号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涌口村雅苑大街3号合辉商务大厦4楼413室

电话：+8613728718549

传真： +86-755-29430339

电话：+86-20-22889704

传真：

邮箱： monica@kary-gifts.com

网址： www.kary-gifts.com

邮箱： Chromateq@126.com

网址： www.chromateq.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演唱会助威道具和LED穿戴用品
凯瑞礼品有限公司始建于2010年，专业从事于塑料和LED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经 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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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AT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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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光控制器
Chromateq是一家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公司，专注于设计应用在各种各样建筑及景观照明工程的专
业的DMX灯光和视频控制系统。

产品有：1）发光塑胶电子，发光手环，应援棒，等演唱会发光产品和发光穿戴用品。2）滚塑发

我们为以下行业和项目提供可靠并有竞争力的灯光控制解决方

案：音响系统、舞厅、剧院、音乐会、表演、舞台、派对、夜店、LED安装、室内外的建筑灯

光塑胶家具。产品的LED灯功能有：普通按键控制，遥控控制，DMX512控制，和定客户定制

光、纪念碑、展会、商店、商场、酒吧、演出和服务。

LED功能。产品享誉海内外，畅销于日本，韩国，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英国，德

Chromateq™ is a Dynamic and Innovative company which conceives and develops Profes-

国，加拿大，巴西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于音乐会，演唱会，派对，活动，音乐会，

sional DMX Lighting and Video Control systems. The adaptability and notable Perfor-

酒吧，夜店等夜晚消费和活动场所。

mance capability of our software and hardware makes them suitable for all lighting install-

Kary Gifts was founded in 2010, specializing in R&D, manufacturing and sales of plastics &

ers and lighting designers especially those working in the Show, stage lighting, Entertain-

LED electronic products, which cover led plastic electronics,concert led bracelets and light

ment or Architectural industries.

sticks, plastic led furniture. We focus on LED light functions as below: simple on/off switch,
remote control, DMX512 control, and customized LED function. These led products are
sold worldwide over 100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Korea, USA, Australia, France, Italy, UK,
Germany, Canada, Brazil, etc., in the occasions of music festivals, concerts, parties,
wedding events, Bars,KTV, nightclubs and any night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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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左上角品牌设计有限公司
up-concepts company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龙八路22号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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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晨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18620275727

传真：

邮箱：

网址： www.up-concepts.com

Shenzhen Clen Optoelectronics Co., Ltd

参展商品牌/产品：

联系方式

ABOUT UP-CONCEPTS · 关于左上角品牌设计策划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品牌形象设计公司，专业从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水田鼎丰科技园D栋3楼

事品牌全案策划、品牌创建、品牌管理、品牌设计等方面的服务，协助国内企业定位、设计并实

电话：+86-755-27612400

传真： +86-755-27612700

行其视觉识别系统，以图快速传播品牌、提升整体品牌形象，解决在商业与形象沟通上可能存在

邮箱：2853282512@qq.com

网址： www.clenled.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造型视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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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问题。多年来，左上角一直致力于成长型企业的品牌形象整合工作，帮助国内两百余家企
业成功塑造或提升品牌形象。成长型企业品牌孵化专家，“从0到1”的品牌孵化创建，是左上角为
国内诸多行业中小型企业量身定制的品牌建设方案，八年来，我们成功运作了200多个品牌孵化

深圳市晨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家起点高、实力强，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

案例，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 大型企业品牌形象战略合作伙伴：多年来，左上角为众多国内外

销售服务为一体的LED照明企业。公司主要致力于高品质LED照明灯具和景观装饰的生产、技术支

大型企业做长期的品牌形象管理，策略能力是左上角赢得客户的法宝。帮助企业及其产品品牌树

持与销售服务工作，主要产品有LED幻彩灯条、LED全彩模组、LED天花灯、DMX灯具、LED点、

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优秀的品牌整合设计能力和市场；专业的创意策略设计机构：左上角多年来

线光源等，且有工程配套为客户订制特殊规格产品。其中自主研发的LED舞台造型视频条非常方

在标志LOGO设计、VIS系统导入、商业推广物料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画册及产品画册、网站建

便于舞台灯光造型的搭建，在搭建过程中，无需另外接电源，无需额外接电源线，无需借助造型

设、移动社交媒体传播等方面取得优异的成绩，我们同时提供专业的活动组织策划及执行等方面

架子即可实现各种造型与亮化效果。

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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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湖南商会演艺设备专委会
Entertainment Technology Committee of Guangdong Hunan Chamber of Commerce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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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Guan ZZCOOLER Thermal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龙八路22号2楼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上角社区振兴路43号

电话：+86-13925025799

传真：

电话：+86-13829257534/15012807277

传真：

邮箱：3021252026@qq.com

网址：

邮箱：cxh@zzcooler.com
sales1@zzcooler.com

网址： www.zzcool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会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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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真致热传科技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散热器

广东省湖南商会演艺设备专委会是由湘籍在粤投资注册登记且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法人或股东从

东莞市真致热传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LED舞台灯光、新能源、通讯、消费类电子产品及工

事灯光、音频、视频等行业及上下游供应链企业自愿申请加入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联合性非营
利性社会团体。本会从事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活动，本会秉承服务行业、服务会员单位，坚持同
心、同行、共享、共赢原则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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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散热器的研发、销售和生产一体的技术企业。主要生产散热片，散热器，铜铝结合散热片，钎
焊散热片，底部铜板热管散热器 ，高功率热管烧结类型无重力热管散热器，高功率热管LED工矿
灯散热器，CPU热管焊接散热器，多回路铝板铜管焊接CNC工艺水冷板 ，精密铜管镶嵌技术连接
水冷板方案，高功率UPS能源装置IGBT散热装置水冷板，搅拌摩擦焊接工艺水冷板等。公司位于
东莞长安镇，在热传导领域专业为各类客户提供散热解决方案及散热产品设计、制造等。在散热
器和导热材料方面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在这个领域公司汇聚了行业内专业的研发技术人才和一流
的管理，销售团队。
现代化的办公环境和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都将在这里体现。生产车间拥有多条组装生产线及专
业生产制造设备，生产工艺包括：冲压-钻孔-攻牙-CNC-铲齿-焊接-拉丝-抛光-喷砂-阳极-组装等
在内的完整生产加工制程。产品主要生产类型包括铝挤类散热器、锡膏焊接散热器，模组、搅拌
焊接水冷板、Skived

Fin散热器等；为实现对产品的严格测量，公司已经引入投影仪、拉拔力测

试机、量测平台、三次元和烟雾测试等高精尖设备，在硬件上提供品质检测手段。随着市场的发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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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康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展我司在市场领域已深入到新能源、电源转换器、逆变器、工业控制、通讯基站、功率放大器、
LED舞台灯光照明和工业控制设备等各种设备高功率的散热。通过前端设计优化和后端先进的成

Dongguan Kang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本控制管理，为客户提供更高的附加值产品和服务。

联系方式
地址：东莞市虎门镇沙角社区西正二路西侧2号A栋4楼
电话：+86-13528417498

传真： +86-769-84581372

邮箱：1643157705@qq.com

网址： www.dgkangna.com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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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基板（金属PCB）

地址：深圳市南山科技园高新南一道赋安科技大厦A座405

二路西侧2号A栋4楼，主要开展LED导热,散热线路板(特殊金属线路板）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等业
务，产品广泛应用于大功率舞台灯光散热领域。

SHENZHEN GZY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东莞市康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10日,公司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沙角社区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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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光之音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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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755-86562782

传真： +86-755-22672641

邮箱：kevin@gzytech.com

网址： www.gzytech.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子元器件
深圳市光之音科技有限公司立足于深圳南山科技园，拥有出色的工程技术专家以及专业的营销团
队，秉承＂品质为先，诚信为本、创新为魂、双赢为根＂的企业精神，以光电电源、LED驱动电
源、无线充电、智能音箱、智能家电、音频功放、物联网、DC/DC同步升降压专业的整体技术方
案为基础，不断为客户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并为客户提供专业市场分析、型号替换
和成本优化方案，从而降低客户的开发与应用成本，使光之音科技与客户在互利中共同成长。
光之音科技以优质的服务态度，先进的技术理念，已赢得国内广大用户的青睐。
在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承＂以人为本＂的人才观，大力吸纳专业人才以充实技术，管理和营销队
伍．不断完善自身管理，提供优质服务，打造优秀品牌，追求卓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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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永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Yongya Technology Co., Ltd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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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鸿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cense Photoelectricity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东莞市东城街道温塘横岭工业区二街38号富民科技园A栋二楼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龙塘路自编28号唐阁一社工业园5栋3楼

电话：+86-769-81815766

传真： +86-769-81815766

电话：+86-15975457630

传真：

邮箱：info@ylighting.com.cn

网址： www.ylighting.com.cn

邮箱：

网址： www.lishenglight.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圈控防水帊灯，

LED摇头染色灯，摇头光束灯

东莞市永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企业。建设有一
支高素质、稳定的专业团队，我们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娱乐市场、建筑照明市场和商业照明市场提
供高品质的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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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鸿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专业舞台灯,户外灯生产制造商，并承接各类酒吧，剧院，KTV包房,户外亮化工程等一条龙
服务，专业，专注生产10多年，是您最佳的选择！

公司秉承“用户至上、以诚取信、品质卓越、服务周到”的企业宗旨，通过我们的专业水平和不懈

公司秉承：

努力，我们将灯光文化新理念与实践紧密结合并广泛应用于舞台灯光设计之中，服务于全球新老

“ 感恩做人， 感动做事”的企业文化.“高品质、重信誉、守货期"的经营之道，与您共同发展！

客户。

生产的灯光包括：

Dongguan YongYa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Lighting product manufacture. our

防水光束灯230W/260W/350W， 350W摇头光束灯，230W光束灯，户外防水大功率空中玫瑰

products including Marine LED Par Light, Marine LED Washer, Marine Battery and Wireless

探照灯，城市之光，双层投光灯，地板砖，防水洗墙灯，防水LED帕灯，LED摇头图案灯，追光

Par Light, Marine Moving Beam, LED Moving Head, Beam& Sport and Wash 3in1 Moving

灯，等系列产品，产品无论在外观或质量上都领先其它产品。

Head, Professional Follow Spot and so on.
Our Marine product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islands or sea beaches in the world.
Our goal is to become a leading Weather Resistant Lighting manufacture to ser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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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wide Marine climate customers, as well as customer who needs more Durable &
Reliable pro lighting products.
We are a team player corporation, major members are with over 15 years R&D,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With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in our innovative desig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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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lete material supply chain in Pear River Delta Zone, we are able to offer the good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SAIS CO., LTD.

联系方式

quality products in the m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way. This is to ensure the customer

地址： 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242号

satisfactions for their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as well as to increas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global markets.
Yongya Technology expect to build long-term win-win partnership with the customers and

电话：+86-24-88710226

传真： +86-24-88710655

邮箱：liwenlong@hb-optical.com.cn

网址： www.hb-optical.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精密光学反光镜

support our customers’ growth in their market. Choose us and we will be your ideal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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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镜

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汇博光学，是我国精密光学反光镜和干涉滤光片产品的主要研发生
产基地，前身是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沈工所）光学技术中心，从事光学反光镜和滤光片产品研
发生产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在反光镜和干涉滤光片设计制造技术方面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主
导产品：椭球、锥轴椭球、椭球棱面、抛物面和球面等光学反光镜，广泛应用于电影放映、仪器
光源、舞台灯具、医疗设备等领域。国内市场产品占有率70%以上，产品出口美国、德国、意大
利、印度、日本、以色列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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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雳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iFeng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CO. LTD

H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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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品牌灯光科技有限公司
Shen zhen jin pin pai Lighting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沙路243号石井商贸城5栋3楼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六约麻地街2号

电话：+86-13650913688

传真： +86-20-36413635

电话：+86-755-86637119

传真： +86-755-86637119

邮箱：www.lifenglight@vip.126.com

网址： www.lifenglight.com

邮箱：szjinpinpai@126.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追光灯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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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亮化灯光系列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广告投影灯

lifenglight/雳丰灯光，专注舞台灯光音响行业16年！！！有多项大型户外工程、舞台灯光装饰经

深圳市金品牌灯光科技有限公司，是深圳市第一家从事LOGO投影灯、LED广告投影灯，从外壳、

验。与多家婚庆公司，演艺传媒公司合作。产品出口俄罗斯、东南亚地区，收到众多良好评价。

品牌配置、图案，提供 一条龙服务的生产型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商场、酒店、KTV、店铺、市

我公司凭借专注的精神，过硬的技术，开发多项专利产品，均得到市场认可，成为灯光行业的热

政工程等。

销产品。
目前经营追光灯系列、摇头灯系列、帕灯系列、探照灯系列、投光灯系列、城市之光、空中玫
瑰、高质量音响、控制台、调音设备。相信雳丰灯光，爱上美丽夜晚。
Lifeng is a professional lighting manufacturer with strong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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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capability for both domestic and global, both brand and OEM market.

诺创视听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Theatrixx Technologies (sz) Branch

联系方式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金海路华盛辉综合楼4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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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巨源电源有限公司

FO SHAN JU YUAN ELECTRONICS CO.,LTD.

传真：

邮箱：miko@theatrixx.cn

网址： www.theatrixx.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video

联系方式
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宏岗工业大道南3-D栋
电话：+86-757-85623350

传真： +86-757-85623352

邮箱：294805764@qq.com

网址： juyuanpower6.1688.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电源

点灯器

佛山巨源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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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755-23066136

业，专业生产各类高品质开关电源， LED恒流驱动电源、点灯器、工业电源、舞台灯光电源等电
子配套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涵盖：自控系统、通讯安防设备、家用电器、照明、舞台灯光设

converters

Theatrixx Technologies is a Canadian manufacturer of reliable equipment for the professional video, lighting and staging industry. Its in-house designers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event business. They create innovative
devices and systems that meet the highest standards and are built to withstand the daily
hazards of life on the road and demanding insta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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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trixx Technologies distributes and manufactures technical equipment to suit the
needs of the performing arts industry.
Theatrixx Technologies' product lines are carefully selected based on our rigorous criteria

备等领域。

with regards to safety, reliability, sturdiness,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and manufacturers'

我司拥有规模完整、管理规范、经验丰富的研发工程及管理团队，凭借开发周期短、设计方案高

solid reputation.

效、检测设备先进，严格执行ISO9001；2000国际化标准,坚持“以人为本，质量第一，顾客至上”

Theatrixx Technologies designs custom equipment that offers solutions to the video, light-

的管理理念。提倡诚信、团结、敬业、奋斗的企业精神文化。“携手巨源、共创辉煌”不断进取、
勇于创新的产业精神，不断拓展与完善，为顾客提供最佳服务，为社会提供最优产品。力争成为
电源行业最具竞争力的电源企业，以及客户的最佳合作伙伴，共同走向辉煌的未来!
Established in 2008,Foshan Juyuan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enterprise .The company not only develops,but also designs, produces,sells its products
with its own features. We are extremely professional in producing all kinds of high-quality
switching power supply,including LED constant current drive power supply, lighting appa-

ing, audio, power and cabling challenges. Our in-house designers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event business. They create innovative
devices and systems that meet the highest standards and are built to withstand the daily
hazards of life on the road and demanding installations. All products meet or exceed UL
and CSA standards.
In addition, Theatrixx Technologies works in collaboration with its clients to develop

ratus , industrial power, stage lighting power etc.,

solutions to their specific needs, producing prototypes and delivering a finished product

which covers a spectrum from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corresponding security and

within time sensitive schedule and on budget.

protection device,household appliances,lighting device to stage lighting device !

Theatrixx Technologies; A key member of your Video, Lighting, Audio and Stage Design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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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迪杰星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DJ STAR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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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嘉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asen Photoelectr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新地一巷4号2楼4楼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瓦窑工业区2号楼

电话：+86-18620709423

传真：

电话：+86-13711632625

传真：

邮箱：djsltte@163.com

网址： www.djstarlighting.com

邮箱：13711632625@163.com

网址： www.jss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特效

参展商品牌/产品： 摇头光束灯。LED摇头染色灯。

KTV智能系统控制器。KTV系列包房灯

广州迪杰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舞台特效产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
的科技企业。目前迪杰星的产品安全，本着“追求卓越，诚信为本，互惠互利”的宗旨，去完善产
品的质量体系，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我们能不断的创新，不断加大产品的研发投入，聘请行
业内的人才，不断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加上我们良好的售后服务，从而不断得到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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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用户的好，产品也远销全世界。

广州市嘉森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安装，调试，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
业，承接酒吧，剧院，歌宴会厅，电视台，智能KTV等娱乐场所工程，主要生产， 摇头灯系列 、
追光灯系列 、激光灯系列、KTV智能包房控制器，KTV包房系列灯光产品，L E D 大功率系列、频
闪灯系列、 LED舞台效果、烟机烟油、演出器材、控制台系列、配件系列。
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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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广州同歌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

Guangzhou Tong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 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

联系方式

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路2号

今后，我们除了不断创新，开发新的高新品种之外，我们将继续专注于现有的产品，进一步严格

电话：+86-20-31238510

传真：

材料控制，严格成本控制，严格品质控制，进一步优化售后服务。同时，我们也热忱为广大国内

邮箱：

网址： www.gztg.top

外客户提供 OEM服务！

参展商品牌/产品： 影视灯光、舞台灯光、染色帕灯、COB面光灯、

观众灯、成像灯、洗墙灯

同歌灯光是一家专业从事LED舞台灯光制造加工的企业，专注于LED舞台灯光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凭借优良的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严格的品牌质量管理要求，使我们的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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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创立以来，工厂已拥有自己的研发团队，优势产品，专利，和销售服务团队。每件产品从

地址： 上海市逸仙路3901号B2-1

面光系类获得行业销量冠军。同歌灯光目前也是演出设备品牌中最具规模、最专业、的LED舞台
灯光、COB面光灯、影视灯光生产商之一。
我们信守‘科学管理、高效生产、产品精准、市场国际化’的经营策略。
我们一直秉持；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以信誉赢市场的理念。
略“精准定位，品牌战略，快速响应，我的承诺”以打造国内一流舞台灯光OEM生产企业，创立中
国的灯光名牌，弘扬民族工业。
1.精准地位；以优质染色面光灯产品为目标，提升产品技术含量，为客户创造价值。
2.品牌战略；整合市场资源，捍卫消费者利益，完善产品服务范围，建立外地经销商合作关系，
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广州同歌售后办事处。
3.快速响应；建立市场业务代表，走近国内每一个客户。只要您需要我们，我们就会马上出现。
4.我们承诺：高效，诚信，双赢
从近年观看，未来舞台灯光市场还会继续专业化，每年以10%的增长速度继续增长，厂家而且都
会向专业灯光设备制造进发。我公司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们将以高端路线，优质的价格，齐全的
服务，让同歌灯光的产品和你的品牌走出广州。

Shanghai Longzhu Optical Coating Co., Ltd

联系方式

内到外的细节都有自主改进创新。随着同歌的技术和产品不断得到市场客户的肯定 ，2017年COB

同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分析国内竞争环境，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确立了四大发展战

上海龙珠光学镀膜有限公司

电话：+86-21-56440421

传真： +86-21-56440421

邮箱：2680107259@qq.com

网址： www.sh-longzhu.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滤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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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热片 图案片

上海龙珠光学镀膜有限公司由前上海理工大学专业人员组建，集近年的光学真空镀膜经验，以高
品质产品进入市场，在彩色滤色片，冷光膜隔热片，激光高反膜等领域具有国内最早开发并获多
项总级鉴定获奖。
自1994年进入市场后，在彩色光片，增透膜，校色片应用于舞台灯光，城市照明，电器，通讯等
方面已为广大用户认可，在国内已具一定的影响力，部分产品已进入欧美市场，在高品质的同类
产品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为国内首选产品。
上海龙珠光学镀膜有限公司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大潜力，殷切期望广大朋友合作指导，在共同市
场上获得双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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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欢乐帕廸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

Guang zhou joy stage special Effects Equipment Co., Ltd

8 号馆

广州灏添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HaotianStageLightingEquipment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平山村东村路178号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杨梅岗

电话：+86-13660568258

传真：

电话：+86-13610242232

传真：

邮箱：joystage@joy-pd.com

网址： www.joy-pd.com

邮箱：

网址： www.weidatexia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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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气氛道具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设备

广州欢乐帕廸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是华南地区专业的舞台特效设备厂家，主要生烟雾机 气柱机

广州灏添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生产舞台

喷纸机 水雾机等舞台特效产品。公司产品款式新颖，材质过硬，广泛用于KTV，户外演出，酒吧

特效设备，薄雾烟机 彩虹机 二氧化碳气柱机，暴风雪彩纸机，二氧化碳大炮气柱机，LED气柱烟

灯光设备等工程应用。我公司技术专业、管理科学、诚信经营，公司产品得到广大用户认可，成
为广州有实力，讲诚信的舞台特效设备厂家。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
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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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机，薄雾油，气柱油，烟油，等等，广泛应用于舞台、舞厅、KTV包房、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
娱乐等场所。无论产品质量，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
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
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
务。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
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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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弘凯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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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LINLY LIGHTING CO.,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小布村小布大楼三楼

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平步大道中金乐工业园1栋2楼

电话：+86-13711509317

传真：

电话：+86-13416376091/13719189753

传真： +86-20-66226842

邮箱：liuyonggang01@163.com

网址：

邮箱：vivianlin@linlylighting.com

网址： www.linly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开关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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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麟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电源适配器，充电器

广州市弘凯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电子产品的开发设计、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开关电源、电
源适配器、充电器；产品广泛应用于舞台灯，LED灯饰、通讯、网络、医疗设备，智能家居，安
防系统等产品领域。我们拥有专业配套的SMT贴片生产车间 ，EMC实验室 ，高低温实验室。所
有产品都经过百分百的老化测试合格出厂。 公司采用了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以“品
质第一，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为宗旨，树立“勤劳创业，开扩进取”的企业风格；我们将以尖端的
技术、优惠的价格、良好的售后服务，为您提供更高技术含量，更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如果您在我们公司手册找不到合适的机型，我们具有丰富经验的研发队伍能按您的需求为您量身
定制，相信我们的合作能为您提供全位的产品解决方案，成为您长期的合作伙伴。 敬请光临或来
电咨询！

参展商品牌/产品： Private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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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led par,led city color,
IP65 led par, led pixel bar

Guangzhou Linly lighting co.,limited, based in Huadu, Guangzhou, China.
We manufacture various mid-high quality stage lights: LED city color light,wall washers,led
pars. Blinders light. High power Zoom wash..
Welcome OEM & ODM, private model customizing accep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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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铭成浩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MingCheng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Hall 8

8 号馆

广州市美博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Meibo Stage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白云区石井大冈兰花街7号B栋六楼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北路七社工业区D栋5楼

电话：+86-18620699687

传真：

电话：+86-15857927779/15899959859

传真： +86-20-86416099

邮箱：664984269@qq.com

网址： www.mingchenglight.com

邮箱：

网址： www.meibowtd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帕灯，洗墙灯，激光灯，投光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光束灯，摇头激光灯，LED地板灯，LED帕灯，

LED效果灯，摇头烟机，智能包房KTV灯

广州铭成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 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灯光企业，
主产品包 括电脑摇头灯，LED舞台灯两大系列，产品 广泛用于专业演出、剧场、娱乐中心、酒

广州市美博舞台灯光音响设备厂是从事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和安装一条龙服务的企业，与多家

吧、及各企事 业单位多功能会议厅等场所。自成立以来，凭借其精湛的技术、稳定的品质和完善

国外公司开展技术合作，以创新的理念，优良的品质，完善的检测系统，推出 “美博” 品牌。在业

的售后服务体系，在灯光行业中享有良好的口碑。

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以其高性价比的产品、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诚信为宗旨，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

从而得到各经销商与用户及同行的一致认同。公司主要有摇头光束灯 摇头电脑灯、专业LED灯、

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 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

激光灯、追光灯、扫描灯、频闪灯、户外灯、舞台影视灯，舞台效果器，电脑控制台以及舞台灯

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等系例产品。经过多年的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管理也逐步完善!

放眼未来，铭成灯光始终坚持以“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以信誉占市场”价值观，锐意进取，

美博产品从材质源头，设计开发，车间生产，管理，检测到售后服务按照国家质量体系标准严把

追求卓越，继续发挥企业的技术领先、产品稳定，售后完善等优势，与同行及各界共创 辉煌的未

质量关，确保每件产品之规范。开发新的产品，完善企业管理，掌握市场动态，提高服务质量及

来。铭成灯光，期待您的支持！欢迎您的加盟！

满足客户的要求是企业经营的目标。我们的品质方针是：严格执行ISO2000管理系统，加强5S管

"China MC Light" ( Guangzhou Mingche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 is a

理，降落实到每一个生产的环节，不断的提高自己。先后通过了CE，UL和CSA等国际安全认证。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manufactory which provides integrated services of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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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marketing, after-sales inquiry, repair and maintenance.
our products main involve LED moving head lights, LED par lights, controllers, Moving
head light, etc. We have sell our product all over the world, based on the high quality,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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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诚的为海内外用户提供高品质的OEM和ODM产品及优质服务。
美博舞台灯光，以其专业的员工，完善的管理团队，精诚为你服务！
质量第一
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创造专业产品。

after-service and strong refresh new product ability,We try our best to be the best lighting

技术支持

company in future, Based on the quality and customer needs.

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全面化的技术支持，包括技术咨询、方案设计、项目实施等。

We will move on to achive more good reputa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完善服务

hope with the customers to achieve a win-win situation.

秉承您的满意，美博舞台灯光追求的服务精神，提供及时、快速、专业的售后服务。
Guangzhou Meibo Stage Lighting Audio Equipments Factory is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installation of enterprise-stop services, with a
number of foreign companies to carry out technical cooperati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idea, excellent quality, perfect testing system, introduced the "beauty bo" brand. Enjoys
the certain well-known in the field. With its high cost performance products, regulate the
market operation, good after-sales service, the good faith as the purpose, thus all the
dealers and users and peer consensus. The Company products are moving head beam
light Moving head light, LED lights, laser, follow spot, scanning lights, strobes, film and
television, outdoor lights, stage light, stage effect, computer console, and the stage lights
and other series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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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光厷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uanghong wu tai deng guang she bei youxian gong si

Hall 8

8 号馆

广州市格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P LIGHT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道朝阳村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龙湖路42号，二楼

电话：+86-18502066960

传真：

电话：+86-18200742348

传真：

邮箱：714623865@qq.com

网址：

邮箱： 2737821057@qq.com

网址： www.gepai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帕灯。光速摇头灯。激光灯。包房灯等等）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酒吧灯具，户外照明装置等。

本公司是专业从事舞台灯光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厂家，从机械图案效

广州市格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拥有自主产品设计（外观与结构设计；电子软件设计；模具设

果灯，频闪灯系列发展到扫描电脑灯，摇头电脑灯，城市亮化灯等系列，上百个品种。

计），是创新，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于一体的专业舞台设备制造商。

本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求发展，以服务求保障，以科技求创新，以性价比求经营 本着
“质量第一，服务第一，性价比第一”的公司理念，真诚服务好每一个客户，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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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断在产品设计和产品效果上力求独特，实用，创新。在产品工艺和装配上力求简单快捷，
专注于私人订制。“优良的信誉，稳定的质量，新颖的产品，人性化设计，快速的服务和售后”是
公司的理念和文化。
目前公司主营灯条，户外防水投光灯，矩阵灯等舞台设备产品。公司将始终给客户提供差异化产
品，开创格派光电的品牌和产品价值。
Guangzhou GP Light Technology Co.,Ltd is an independent product desgin,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private custom service in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stage equipment manufactures.
We focused on LED BAR, LED Effect, LED Matrix, LED PAR, LED Moving Heads, LED Scanning and so on. Constantly in desgin to generous, practical, simple and comfortable in the

Hall 8
8 号馆

product process. "Good reputation, stable quality, product innovation, humanized product

广州市新天地（炫夜）舞台特效设备厂

desgin and high demand service" is our company's philosophy and culture.

GUANGZHOU XINTIANDI(XUANYE)STAGE EFFECT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兰花街7号工业区4栋
电话：+86-18664751005/15013279488

传真： +86-20-29878362

邮箱：weiweired@163.com

网址： www.xtdlight.com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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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东平镇横岗工业区

泡泡机等特效产品及耗材
广州市新天地（炫夜）舞台特效设备厂是一家集舞台特效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
的生产型企业。目前，本厂共有六个系列约100多种产品。我们以人为本，科技创新，紧随市场
潮流，不断研发新的产品，以产品稳定的性能和一流的售后服务，赢得了众多国内外新老客户的
一致好评。本厂承接OEM,ODM 制造。
Guangzhou Xintiandi(Xuanye)stage effect equipment factory is a business enterprise that
develop,produce ,sell produscts and provide after-sales service.At present, our factory has
six series of more than 100 products.we are people-oriented ,innovativ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keep developing new products,with the stability of products and
first-class after-sales service, we has won many new and old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unanimous praise.

Guangzhou CK Lihtg 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烟雾机，薄雾机，彩带机，喷火机，雪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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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玛天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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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3527752959/13312842988

传真： +86-20-3696 6963

邮箱： 171654103@qq.com

网址： www.ck-liht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专用控制器配电机柜
广州市玛天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坐落在白云区东平镇，是一家专业自主开发，生产，舞台灯专用调
控台，硅箱，流动演出电源机柜等一系列产品；公司有多款流动机柜及硅箱产品，有专业工程师
为满足客户需求制定各种流动机柜。
公司长期以来以诚信.专业.优质的服务满足客户最大需求的经营理念跟客户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产
品销售欧洲，美洲，非洲，亚洲等国外市场，接受OEM制造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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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明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all 8

EAGLELIGHT GROUP LIMITED

8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镜湖大道富源三路8号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龙湖龙滘路1233号－1985工业园区

电话：+86-20-36405826

传真：

电话：+86-18779670117

传真：

邮箱：jmzlight@163.com

网址： www.eaglelight-top.com

邮箱：340402117@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MH系列灯光控台，信号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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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转换器等舞台灯光控制设备
广州明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中国广州。作为专业的灯光制造商，始终以制造最值得信赖的产
品作为团队的奋斗目标！研发中心具有很强的研发能力，旨在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更新换代
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不断研发高性价比的新技术产品是明浩电子研发工作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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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产品主要包括；灯控系列，LED系列，摇头灯……
诚信交天下朋友，用心做稳定产品，真心做长久生意，留永远客户，明浩电子欢迎您的来电，我
们将竭诚为你服务，同时希望您能提出宝贵的意见，我们将倾心聆听！
EAGLELIGHT GROUP LIMITED,located in Guangzhou ,China.A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on stage equipment(dmx controller ,splitter and other lighting series),and committed to
research,development,producing,marketing the products,with the imagination,technology and the commitment.We sincerely invite you to join in us, give us valuable suggestion
for the products.
Gratitude,honesty,reponsibility,win-win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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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诺豪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Knowhow Electronic Company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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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广州布森灯光专业从事舞台灯光照明及配套设备研发、生产、安装、销售、咨询及售后服务，并
承接舞台灯光照明工程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凭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潮流设计理
念，融合优质的生产材料和过硬的产品品质，树立了优良的品牌口碑。
未来布森灯光将不断努力研发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继续以品质求生存、以诚信求发展，以优惠
合理的价格服务于广大客户。布森灯光真诚与广大新老客户携手共进，争创一流企业,共同进入多
彩绚丽多姿的缤纷世界！
Guangzhou Busen lighting factory specialized in stage lighting and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installation, sales, consulting and after-sales service, and to
undertake lighting lighting projects is a body comprehensive enterprise, with advanced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trend of progressing with The Times, design concept, the
fusion quality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and excellent product quality, set up the good
brand reputation.
In the future, Busen lighting will continue to strive to develop and produce more products,
continue to survive by quality, integrity and development, to provide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at a reasonable price. Busen lighting sincerely with the vast number of new and
old customers hand in hand, strive for first-class enterprises, common access to the colorful colorful world!

广州迅飞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XunFei photoelectric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沙路15号D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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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布森灯光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BuSen Lighting Audio Technology Co.,Ltd

电话：+86-20-86406110

传真： +86-20-86406130

邮箱：gzpufenglight@126.com

网址： www.knowhowled.com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龙湖龙滘路1233号－1985工业园区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帕灯，LED洗墙灯，LED小摇头灯
Guangzhou Knowhow Electronic Company was founded in March 2005. We are a
high-tech enterprise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LED
moving head lights, LED PAR lights and LED wall washer systems. Our products have been
widely applied in disco, pub, opera house, stage performance, theme parks and more.

电话：+86-13826241718

传真： +86-20－22170188

邮箱： cherryli19914911@foxmail.com

网址： www.xunfei-dmx.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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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迅飞光电设备有限公司 是集开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专业舞台灯光
设备生产企业。
我司 坚持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致力于做出质量更好。价格更实惠的的灯光产品，竭力为广大客
户提供性价比更高的“迅飞产品”。
“后来者，更要迅飞而起”！不断超越，做高性价比更高的灯光产品是我们不变的宗旨！我们坚
信，迅飞光电在你们的关注下定能越飞越高 ！
GuangZhou Xunfei optoelectronic Equipment Co.,Ltd. is a collection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of integrated,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manufacturer.
We insist on independ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committed to making
quality better. Prices are more affordable lighting products, and strive to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cost-effective "fast flying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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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NanJing Kangni Technology Industry Co.,Ltd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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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创煊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huangxuand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经济开发区恒竞路11号

地址：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罗村乐安乐城一路54号科华产业园B座3楼

电话：+86-25-83497181

传真： +86-25-85817623

电话：+86-13702654415

传真：+86-757-86408381

邮箱：wangny@kn-nanjing.com

网址： www.kn-nanjing.com

邮箱：52845846@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自锁紧快插、犀牛插、意大利式插头、19芯插、工业插

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光电源

南京康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生产研发舞台灯光音响用自锁紧快插、犀牛插、意大利式插

佛山市创煊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佛山市科华产业园，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电

头、19芯插、工业插等连接器产品，产品通过CCC认证，质量安全可靠，服务至上。康尼科技欢

源生产企业。产品主要包括：舞台灯光电源、工业设备电源、LED驱动电源等产品，可广泛应用

迎您的来电！

于照明、电子、通讯、工业自动化、安防、信息等产业。

Nanjing Kangni Technology Industrial Co., LTD is mainly engaged in production research

我们公司拥有一支高素质、有活力、富有创新精神的员工队伍，可以灵活高效地为客户提供全面

and development on stage audio lighting inserted with self locking, camplock connector,

的电源解决方案。公司秉承和发扬了国内外知名电源企业的先进设计理念，融合于自身产品之

powerlock connector and 19 pins socapex conenctor, and industrial connector product.

中，同时借鉴国际先进制造企业的生产管理经验，可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及时周到的

Ann products have passed CCC certification. Our quality is safe and reliable, service is

服务。

supreme. Kangni technology welcome your calling!

我们坚持“勇于创新、质量为上”的宗旨。在研发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在品控方面严格把关。力求
生产出性能优越，质量可靠的产品，做一个能创新、可信赖、负责任的企业。
Foshan Chuangxuand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is located in Foshan Kehua Industrial Park, is a collecti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in one of th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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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production enterprises. Products include: stage lighting power supplies, industrial
equipment power supplies, LED drive power and other products, can be widely used in
lighting,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s, industrial automation, security, information and
other industries.
Our company has high-quality, dynamic and innovative staff, can be flexible and efficient

上海贝傅特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comprehensive power solutions. Company uphold and carry

Shanghai Beft Rubber products Co.Ltd

forward the well-known power companies at home and abroad advanced design

联系方式

concepts, integration into our own products, while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advance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龙吴路3188号

manufacturing production management experience, can quickly respond to customer

电话：+86-21-34150255

传真： +86-21-34150255

邮箱：2465221333@qq.com

网址： www.bft.net.cn

needs, providing timely and thoughtful service to customers.
W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innovation and quality".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ntinu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and be strict in the quality control. Strive to produce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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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过桥板； 线槽板
我厂专业生产各种高中低端橡胶过桥板，可以提供OEM加工。改颜色。印LOGO。各种型号规格
齐全，并在广州 上海 北京都设有办事处和大量仓储库存。

superior performance, quality and reliable products. Be an innovative, trustworthy and
responsible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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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歌朗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LP Stage Light Equipment CO.,LTD

Hall 8

8 号馆

深圳市华林斯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Forest Industrial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鸦岗村鸦岗商贸城工业园D栋三楼

地址： 广东惠州惠阳秋长镇秋宝路纳米金工业园3F

电话：+86-13719313644

传真：

电话：+86-13923745796

传真：

邮箱： cici@gz-glplight.com

网址： www.gz-glplight.com

邮箱：sales@forestweb.cn

网址： www.forestweb.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像素灯、LED帕灯、摇头光束灯类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

stage light,led laser light舞台激光灯，
led舞台灯

广州歌朗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集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支持于一体。以专业的技术、
优良的品质和完善的服务，致力于推广“歌朗”品牌。主要产品系列包括：LED像素灯系列、光束灯
系列、LED

Forest 一直专注于舞台及照明类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并将优良的产品远销于世界各国，出口业务

摇头灯、LED帕灯、洗墙灯、地板砖、舞台效果器及控台系列。产品远销欧美、日

占到公司总业绩的90%以上，其中绝大部分又以销往俄罗斯、西欧、澳洲、美国为主。公司所有

韩、东南亚、非洲等世界各国。

产品均符合CE/ROHS/SAA等指令标准，可顺利进入世界各国市场销售。

Guangzhou GLP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

Forest has been developing and producing stage party lighting since 2008 when it was

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technical support. With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excellent
quality and perfect service, dedicated to promoting "GLP” brand.Main products series

established. Forest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ing to different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include: LED Pixels Series,beam lamp series, LED moving head light, LED light, wash wall

espencially to Russia, Western Europe, Austrialia and USA.

lamp, floor tile, stage effect, and controller series.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Europe and the

All Forest products have passed the CE/ROHS/SAA etc…, the customers can resell Forest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South Korea, southeast Asia, Af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around

products in the main market easily. Meanwhile, OEM and ODM orders are accepted. All

the world.

Forest products will get 2 years warranty or more.
Forest stage party lights can be widely used in Disco/ stage/ KTV/ family party/ DJ/ night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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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新祥灯光设备厂

Guang zhou Baiyun XPRO(xinxiang)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大岗兰花街42号
电话：+86-18688396183

传真：

邮箱： sale01@x-prolgiht.com

网址： www.x-pro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线条灯，LED帕灯，光束灯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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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新祥灯光是一家从事舞台灯光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化的高速成长型企业。公司
成立于2010年，拥有工厂1600个平方，销售全国各地，远销欧美，北美，南美等多个国家，经
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与广大朋友和客户的支持，我们将灯光产品持续不断的精细打磨，通过细节改
进打造出更适合市场的高性价产品，我们的主旨是与客户朋友一起成长。
新祥人：努力成为您事业上的最好拍档。新祥人：以匠人心态努力铸造优质的灯光产品。
Guangzhou Baiyun XPRO Xinxiang Lighting, DistriEquipment factoyt is a professional
integrated high-speed growth enterprise engaged i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stage lighting. Founded in 2010, the company has 1600 square meters of
factory and sells all over the country. It is exported to Europe, America, North America,
South America and other countries. After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support from friends
and customers, we will continue to polish the lighting products.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details, we will create high-priced products that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market. Our
main purpose is to grow with our customers and friends.
Xinxiang people: strive to be the best partner in your career. Xinxiang people: Strive to
create high-quality lighting products with the attitude of the craftsman.

club/ pub/ bar/ home/ hotel/ wedding/ entertainment areas/ fashion shows/ 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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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tres/ advertise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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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派阳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Paiya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Hall 8

8 号馆

JJ Lighting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龙湖龙滘路1233号3楼

地址： 广州市花都区广花路168号广花国际D315室

电话：+86-20-28162608

传真：

电话：+86-15700125367

传真：

邮箱：lisa@prayounlight.com

网址： www.prayounlight.com

邮箱：1099343410@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200瓦防水调焦COB帕灯，7颗30瓦防水调焦帕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各类型灯光控制台

广州派阳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生产

广州大鹏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型灯光控制台生产，销售及研发于一体

舞台光束灯，帕灯，面光灯，洗墙灯等系列舞台灯光设备。其中帕灯独具特色，私模帕灯产品种

的现代化生产厂家。

类多多，特别是今年研发生产的200瓦防水调焦COB帕灯以及7颗30瓦的防水调焦帕灯得到一致的

我们坚持管理科学化、生产高效化、产品多元化、市场国际化的经营理念；拥有先进的研发、实

好评，广泛应用于各种演出、舞厅、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无论在产品种

验和生产设备。以其高性价比的产品，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诚信为宗旨，从而得

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

到各经销商与用户及同行的一致认同，在业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大鹏灯光秉承专业、高效、严

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
服务。

谨的治业理念，以提高人们精神文化水平，分享更多快乐为己任，致力于开发、研制、生产灯光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

控制器来服务生活，寻求审美情趣和舞台需求的有利结合，彰显产品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品味，为

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产品和周到的服务。产品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业，并

灯控事业注入科技创新和美学活力。

相继出口到印度、巴西、西亚、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许。

“高品质、重信誉、互利共赢”是公司的经营之道，开发新的产品，完善企业管理，掌握市场动

今后，我们除了不断创新，开发新的高新品种之外，我们将继续专注于现有的产品，进一步严格

态，提高服务质量及满足客户的要求是企业的经营目标。

材料控制，严格成本控制，严格品质控制，进一步优化售后服务。同时，我们也热忱为广大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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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鹏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外客户提供OEM服务！
派阳舞台灯光，期待您的支持！欢迎您的加盟！
Guangzhou Paiyang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is se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service i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oriented enterprises, The main
production moving head beam lights, par lights, surface lights, LED wall washers and other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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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Lighting Limited is a highly professional and experienced manufacturer of dmx lighting
cosole in China.
When we pay great attention to every aspect, co-ordination and intergration between the
results, we always uphold the "Best Honesty, excellent quality, solid technology, win-win"
for our business purposes.

series of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Our Par light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e are

Our company is keeping in steps with the lighting console new times, customers are satis-

many types of private models. For example, the 250w waterproof COB par light with zoom

fied with our products based on the advantage of scientific design,fashion shapes,good

and the 7x30W led Par light with zoom developed and produced this year, this two new
model private mould have been consistently praised and widely used in various Performances, dance halls, radio stations, TV stations, opera houses, film and television enter-

installation,Performance Security,besides we can offer you designs and solutions according to your projects and requirements.

tainment and other places. No matter in product variety, quality process, and production

JJ Lighting Limited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numerous clients worldwidely, to light more

capacity, technical content, has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for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glorious luster for human's wonderful life!

different needs of customers to provide quality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mpan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constantly, to quality continuously pursue
progress and beyond, to provide perfect pre-sale and after-sale service system, try our
best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good cost performance products and considerate service.
Products are widely us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and have exported to India, Brazil, west
Asia,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won the wide recognition and praise.
In the future, we in addition to continuous innov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varieties
of high and new, we will continue to focus on the existing products, further strict material
control, strict cost control, strict quality control,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after-sales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sincerely for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to provide OEM service!
Prayoun Stage Lighting,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support! Welcome your jo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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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艾敏特电子有限公司

Hall 8

AI MIN TE LIGHTING LIMITED

8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村亭石北路251号大牙塘工业区A栋5F

地址：

电话：+86-20-36719243

传真： +86-20-36719243-668

电话：+86-13711298919

传真： +86-20-83575856

邮箱：alan8168@163.com

网址： www.w-dmxpro.com

邮箱：chjaj@163.com

网址： www.dragon08.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调光器，调光台,2.4G无线DMX收发器,

8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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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X512系统控制设备

廣州艾敏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2005年，我們一直專注於舞臺燈光調光控制系統的產品升級與研
發！從2007開始，每年在北京,广州，上海三大中國國際專業燈光音響展覽會上,與全球新舊客戶
會面！
我們始終秉承誠信為本，自主創新，品質致上的經營理念，以嚴謹的專業精神，規範每一個細
節，以不斷超越自我，迎難而上鑄造堅韌品格贏得市場！
我們的特色產品有全數字調光矽箱，全數位防震流動航空矽櫃，調光矽櫃、立櫃、電源箱、電腦
燈控制臺，DMX512專業調光台，DMX512信號放大器，DMX512信號發射接收設備,等專業的舞
臺燈光,調光控制產品及系統!!!
我們的產品以專業品質，價格優惠，個性化產品迎合歐美市場客人操作習慣，採用世界公認的
(CE,UL),品質標準。憑藉精湛的內外工藝及完善的售後服務，贏得海內外客人的廣泛讚譽，並與全
球客商建立廣泛的（OEM.ODM）合作關係!!!
展望未來, 廣州艾敏特將以更專業的品質，更新的產品以及更實在的價格和全球的客商一起共创辉
煌! 详细产品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w-dmxpro.com/ http://amt020.b2b.hc360.com

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

DONGGUAN RUNDA COOLING FAN CO.,LTD.

参展商品牌/产品： 流动演出用安全、快捷、可控式整体供电系统；

流动硅箱；快速装卸挂灯杆；
可取消快速锁的免拆卸灯钩及快速装卸灯钩;
滑轨系统；多功能复合吊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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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影视舞台灯光、演艺设备器材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电视演播室，剧场
（礼堂），演艺厅，多功能厅等专业场所的舞台吊挂灯光系统、音响系统以及声学装修工程的设
计、施工与维护的综合性企业。
对于产品开发，公司的理念是：从产品的细节处考虑问题，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和实用性；
对于工程设计：最大限度的方便现场使用为首要目标。
站在时代的前列，展望美好的未来，真诚的“龙芝翔”人将会团结一致，携手共进，尽我们最大的
努力致力于影视业的发展。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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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星海舞台灯光厂

guangzhou xinghai stage lighting equir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东莞市塘厦镇平山村宝岭路58号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亭南路183号

电话：+86-769-82553188

传真： +86-769-82553118

电话：+86-13632466543

传真： +86-20-86020808

邮箱：szrunda@126.com

网址： www.szrunda.com

邮箱：

网址： www.xinghai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舞台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散热风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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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龙芝翔影视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LONGZHIXIANG FILM & TV EQUIPMENT CO.,LTD

本公司主要生产直流、交流及交流转直流之轴流风机、鼓风机、风机护网等多种产品。主要应用
于通信设备、家电、工控设备、工业设备、汽车、高端PC、医疗设备等领域，产品销售面向欧
洲、亚洲等国内外驰名企业。
我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并有自主知识产权，开发能力居行业领先地位。
品质方面有执行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产品有获得UL，TUV，CE，CCC等安规认证。
公司始终以诚信为本，服务至上，质量第一，技术创新为原则，愿与各界朋友真诚合作共创美好
明天。
RUNDA is majored in producing DC, AC, and AC to DC axial fans, blower, finger guard
etc..The main using is in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home appliances, VMIC, car,
High-end PC, Medical equipment.Product is sold out to many domestic and overseas
well-known enterprises, such as Europe, Asia etc.
We have a strong team for researching and developing, and there is our own high-tech
LABS and first-class equipments.We through the management system ISO9001：
2015.Products are UL, TUV, CE, CCC compliant.
Our belief: Honest for foundation, Service best, Quality first, Technical Innovation.Welcome all friends to come here and have a sincere cooperation for a bet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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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星海舞台灯光厂是一家专业舞台光束灯、摇头灯、追光灯、激光灯、LED大功率、LED舞台
效果灯光控制台等，广泛应用于各种演出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无论
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丰富的经验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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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齐乐科技有限公司

Hall 8

ENJOY TECHNOLOGY CO., LIMITED

8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培正北路226号

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和顺镇官和北路海升大厦

电话：+86-20-37212096

传真： +86-20-37212096

电话：+86-757-85720892

传真： +86-757-85720892转分机805

邮箱：

网址： www.qiletech.cn/www.enjoyvote.com

邮箱：309059379@QQ.COM

网址： hseg88.1688.com

发光抢答台、记分屏

广州市齐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一直专注于互动产品。我们的使命是通过我们的创新让
更多的人享受齐乐的技术。
观众互动LED灯光系统包含了无线射频的LED手环和LED荧光棒等等产品。系统由广州市齐乐科技
有限公司开发和制造的，致力于创造身临其境式体验和表演，打破人群和舞台之间的隔阂。系统
由2.4GHz无线射频控制，生成声音与视觉同步的多彩效果。
观众互动LED灯光系统是一个无线智能全彩荧光棒，观众人手一支，每支荧光棒都是一个可控的
像素点，这样，就可以将所有观众席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动态显示屏。
ENJOY technology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1 and has focused on interacticve products since then.Our mission is to make more people enjoy technology with our innovation.
EnjoyGalaxy are RF control LED wristbands and LED sticks (and any other formats).
EnjoyGalaxy is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by Enjoy Technology Co., Ltd (EnjoyTech), a
company specialized in creatings that break the barrier between the crowd and the stage,
EnjoyGalaxy are controlled by RF signals, generating colorful effects synchronized with
sound and visuals.
People become a part of the show—each EnjoyGalaxy device turns every person into a
pixel, transforming the crowd into a huge LED scree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开关电源

8C-03

8 号馆

供安全稳定，高效环保的产品。
容仪器、电动工具等产品领域；我们拥有专业的SMT贴片车间、高频变压器生产车间及自动流水
线电子生产车间，公司所有产品都经过百分百的老化测试合格出厂。
公司严格按ISO9001建立了国际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获得了德国莱茵的CE

CB认证及产品实用

新型专利等，为保证及时交货，公司一直保持90%的标准品库存。“顾客至上、自主创新、持续发
展、争创一流”是我们的经营理念；相信在您的关怀与支持下，我们一定能够成为杰出的开关电源
供应商之一，并且成为您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
我们致力于：坚持做好品质!

Hall 8

深圳市川东膜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nghai stage lighting equir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台湾恒日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恒稳光电贸易有限公司
Lighten Corp / Kunshan Lightan Trading Co.,LTD

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新二庄村路41号金塘工业园区A栋一楼

联系方式

电话：+86-755-81490820/13510552569

传真： +86-755-81490825

邮箱： 448014438@qq.com

网址： www.szchuandongfb.com

地址：江苏省昆山市衡山路1399号1栋708室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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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海升电源有限公司是开关电源设计制造，销售与服务的优秀厂商之一，专为客户提
产品广泛用于LED照明/舞台/灯饰、网络通讯、安防监控、工业自动化、教学设备、饮水设备、美

8 号馆

Hall 8

Foshan nanhai HSEpower co., 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荧光棒、手环、发光球、发光帽、抢答器、

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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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海升电源有限公司

电话：+86-512-50135008

传真： +86-512-36886675

邮箱：yuan.shu@lighten.com.tw

网址： www.lighten.com.tw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集成光源
恒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坐落于台湾，专注在铜基板COB型LED技术的开发，铜基板采用独特的表
面反光技术，使得高瓦数COB型白光光效可达超高光效水准，也有效减少光衰，延长LED寿命，
提供客户高光效，高品质，高信赖LED照明产品。
Lighten Corp .-located in TAIWAN,focusing on the chip-on-board technology of LED package either Copper-base and supplying the high wattage ,high quality and high reliability
LED lighting products.The unique surface technology for the Copper-base ,enhance the
reflective of light and the light efficacy of white LED can reach to UItra luminous efficiency
and decrease light decay by the surface damage and have 30,000 hours long life.

参展商品牌/产品： PVC防水篷布，帆布

8C-04

我公司主要产品有帆布、防火布、PE彩条布、膜结构、水袋水池水囊、弹力帐篷、铝合金篷房、
救灾帐篷等。产品用途分为两大类：A、布料生产销售加工类：防水帆布、军用帆布、阻燃帆
布、防雨布、PVC三防涂塑布、PVC夹网布、军车篷布、舞台篷(帆)布、涤(全)棉帆布、弹力布、
水袋(囊)布、牛津布、雅思丽布、帐篷布、箱包布、篷房布、开顶柜集装箱帆布、软体车侧帘布、
养猪场卷帘布、膜材布、风筒布、PE彩条塑料布、防火布、耐高温硅胶夹丝布、挡烟垂壁布、陶
瓷纤维防火布、隔热罩(套)布、石棉防火布、风机软连接防火布、铝箔防火布、防火卷帘布、隔音
布的研发生产销售。
B、工程安装施工类：张拉膜、停车棚结构、标志景观膜结构、弹力帐篷工程、水袋水池工程、铝
合金篷房工程、养猪卷帘工程、遮阳棚工程、防火卷帘项目、挡烟垂壁工程的设计、施工、制作
安装一条龙服务。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Hall 8

8 号馆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广州市金锐照明器材有限公司

Hall 8

Jrlighting

8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永发路14号雅居乐汇通国际 1106室

地址：

电话：+86-20-86901773/78/75/76

传真： +86-20-86901779

电话：+86-757-81036680

传真：

邮箱：

网址：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OSRAM、PHILIPS、GE、

8C-05

佛山长晶电源有限公司

JENBO

本公司是经销各国舞台影视灯泡,销售品牌 OSRAM、PHILIPS、GE、等知名品牌,有着良好的商业
信誉，与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歌舞剧院、演出团体等客户、与供应商都建立了良好的业务关系，
赢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随着市场的需求量不断上升，为了能把我们的产品更快的投放到市场，
提供给用户，近年来我们不断完善自我，诚恳热忱的服务态度、积极进取的事业精神和诚实守信

参展商品牌/产品： 开关电源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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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长晶电源有限公司坐落于南海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广东省新光源产业基地，是一家集自主
研发，生产、销售、开关电源、led驱动电源的专业厂家。公司现有员工100多人，其中工程技术
人员占员工总数30%以上，技术实力雄厚，产品广泛运用于照明行业，深受广大客户厚爱。为了
更好的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2014年公司斥资1000万元新建了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电
子产品生产线及检测设备并通过了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现已全面投入使用。佛山市长晶电子科

的企业信誉，赢得了一批又一批新老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技有限公司始终贯彻“质量第一、服务第一”的经营方针，塑造“品牌第一”的企业形象，以良好的信

同时，我们有完整的售后服务网络和定期回访制度，向您提供优质的、及时的售前、售中和售后

誉，科学的管理、先进的技术，致力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满意的服务。

服务保障，遵循国际最先进的服务理念，确保您的需求能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的每一项工作都
是针对您的需求来开展的。
展望未来，金锐照明将一如既往地秉承优质产品、诚信服务的经营理念，为合作伙伴提供最优质
的技术支持，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售后服务。我们期待与您成为最真诚的朋友！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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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高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aozhao Opto-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亚运大道895号合劲嘉福创新城10号楼1107

Hall 8

8 号馆

传真： +86-20-31105071

邮箱： kuangphyllis@163.com

网址： www.gzopt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欧司朗光源/LED

广州精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JingHui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ENGIN/ODL产品/EPE等

广州高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品牌推广、产品销售、技术服务以及研发为一体的高科技

联系方式

公司。我司是德国OSRAM、意大利ODL、意大利Zoppas、美国LED ENGIN中国区总代理商。德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594号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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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8582 0495

电话：400 188 5989

传真：

邮箱：JHLAMP@126.COM

网址： WWW.GZJH1698.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专用灯泡

国OSRAM公司是世界最著名的光源制造商，在照明领域中享有盛誉，特别是在舞台娱乐领域和

8C-10

医用照明领域中，世界上许多著名舞台娱乐和医疗设备生产厂家均采用OSRAM光源。高照作为
特种照明和工商业加热的领军企业，与国内多家著名的生产研发企业、分销渠道、工程渠道、终
端用户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
Guangzhou Gaozhao Opto-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is a high-tech company

精汇光源成立于2006年，是全国最大的投影机灯泡供应商之一，一直专注于投影机灯泡的研发、

integrating brand promotion, product sales, technical services and R&D. Our company is

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公司的运营总部位于中国广州，分支机构遍布北京、上海、江苏，山

the general agent of many foreign brands in China, including Germany OSRAM, Italy ODL,

东、福建、四川等地。

Italy Zoppas, US LED ENGIN. Germany OSRAM is the world's most famous light source

2012年成功注册精汇自主品牌：JH与JHLP，工厂设立在广州，主要是生产与自主研发汞灯产

manufacturer, and has a good reputation in the field of lighting,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品，适用于舞台光束灯与投影灯系列。同时精汇光源是知名灯泡厂商PHILIPS飞利浦、Panasonic

stage entertainment and medical lighting. Many famous stage entertainment and medical

松下、OSRAM欧司朗、USHIO牛尾、Phoenix凤凰的战略合作伙伴，在业内良好口碑为精汇光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in the world use OSRAM light source. As a leading company in

源与诸多国际品牌保持着多年的战略合作，这也更加奠定了在精汇光源市场销售上的坚固地位。

special lighting and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heating, Gaozhao maintains close coopera-

精汇光源始终秉持着以品质赢市场，以服务示真诚经营理念服务广大客户，从而使精汇光源在国

tive relations with many famous domestic production and research enterprises, distribu-

产品牌之路走得更久更远。

tion channels, engineering channels and end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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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特讯舞台特效设备有限公司

Hall 8

GUANGZHOU TX STAGE EFFECTS EQUIPMENT CO.,LTD

8 号馆

GHUANGZHOU PROPER-LIGHT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珠水路178号

电话：+86-13570709802

传真：

电话：+86-20-29125683,13535088108

传真： +86-20-61122521

邮箱：

网址：

邮箱：liangguo@proper-light.com

网址： WWW.PROPER-LIGH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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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适熠舞台灯光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雅瑶镇光特迅舞台灯光设备是一家专业生产灯光特效设备的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
产品有；泡泡机.雪花机.干冰机.烟机.喷火机.彩带机.雪花油.烟雾油.泡泡油.及各种耗材.舞台摇头灯.
染色灯.追光灯.扫描灯.酒吧环保灯.环保油效果灯系列和灯光控制系统。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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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特迅凭借创新的技术.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适熠（适宜）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舞台灯光，DMX灯光控制器，DMX信
号放大器，DMX无线控制器，硅箱调光器，LED照明等产品，广州适宜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的
诚信第一，产品质量保证。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观，指导，洽谈业务。
Guangzhou PROPER-LIGHT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一流的服务，已经广泛应用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光特迅已经

is a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of stage lighting,DMX console, DMX SPLIT-

成为各种大型活动.大型文化晚会.电视台等场所的首先。我们严格按ISO9001；2000国际质量管

TER, LED DMController,DMX dimmer pack,Wireless DMX Controller,LED lighting products

理体系要求执行每一道生产工序，务求达到产品品质的零缺陷，我们的每个产品都是通过相关的

company has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Guangzhou PROP-

品质检验及老化测试。并通过CE质量认证。

ER-LIGHT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integrity, strength and quality of products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Welcome friends to visit, guide and negotiate business.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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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威之特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VESITIAN LIGHTING AND AUDIO LIMITED

联系方式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大朗东路3号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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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辉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HuiYa Stage Light Equipment .Ltd

传真： +86-20-86305308

邮箱： zenghuixiu@126.com

网址： www.vesitian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沙场路39号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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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86305308

Guangzhou Vesitian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is a larger modernized and professional

电话：+86-20-37416801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摇头灯、光束灯、效果灯等舞台灯光设备
广州市辉雅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生产型企业，主要生产

8C
18-19

lighting manufacturer located in No.3 East Road ,Dalang, Baiyun District, Guangzhou near
baiyun international Airport.we are specialized in Intelligent lighting for perform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production and sell of the lighting equipment ,our company
are established in 2001,our have full range of our product and a larger company in guangzhuo ,our lighting equipment already reached the European and USA quality standard,at
that time our quality Re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at home and abroad.

舞台光束灯，摇头灯、追光灯、激光灯等。广泛应用于各种演出、舞厅、KTV包房、电台、电视

We have been developing all the time .Depend on our strict quality control standard ,

台、歌剧院及影视娱乐等场所。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

management philosophy, and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we started selling our product for

了丰富的经验。无论在产品种类，质量工艺，还是生产能力，技术含量，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对品质持续
不断地追求进步与超越，提供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体系，尽最大努力为客户提供性价比优良的
产品和周到的服务。

international market by ourself in 2008,and introduced the international light technical
and development ,our product have a new breakthrough and leap are based on engineer
from Netherands and customer from USA optimized and improved for long time .,Our
product quality have a industry reputation

我们除了不断创新，开发新的高新品种之外，我们将继续专注于现有的产

We have insist People-oriented, technology first, quality first in good faith on Operation

品，进一步严格材料控制，严格成本控制，严格品质控制，进一步优化售后服务。同时，我们也

principle ,we will go deep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to our product ,in order to meet

热忱为广大国内外客户提供OEM服务！ 辉雅灯光，期待您的支持！

demand for all the customer ,as so as we can offer the best service .we hope that we can
establish business relationship in the future and together create a br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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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曼（上海）电气有限公司

Hall 8

Shangman(Shanghai)Electric Co.,Ltd.

8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新桥工业园区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三尾围八号

电话：400-711-5158/+86-21-32099202

传真： +86-21-33321166

电话：+86-18680448024

传真：

邮箱：375346193@qq.com

网址： www.nenmman.cc

邮箱：50079176@qq.com

网址： www.gracestagelight.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工业插头、工业连接器、工业插座、防水开关、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具

影视电源箱

上曼(上海)电气有限公司创建于 1997年，主要研发工业插头、工业连接器、工业插座、户外防水
开关系列、影视电源箱、低压配电箱体系列及低压电器系列，并在浙江台州市仙居及上海松江建
立了生产基地。
公司的产品先后通过CE、UL、VDE、KEMA、TUV、SAA、SEMKO等电工安全认证及中国船级
社认证、3C认证。管理体系并通过ISO9001认证。
户外电气产品成功应用于影视灯光、舞台灯光、钢铁、机械、化工、电力、电子、港口、机场、
工矿、勘探、食品、地铁、冶金及汽车制造等领域。
公司已在国内建立了200多家销售网点，并在上海、北京、南京、沈阳、天津、济南、大连、厦
门、合肥、杭州、深圳、成都、重庆、广州、武汉等地设计了办事处。
Shangman (Shanghai) Electric Co., Ltd. was founded in 1997. It mainly develops indus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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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格蕾斯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race Stage Lighting Industrial Limited

plugs, industrial connectors, industrial sockets, outdoor waterproof switch series, film and
television power box, low-voltage distribution box system series and low-voltage electrical
appliances series, and has established production bases in Xianju, Taizhou City, Zhejiang
Province and Songjiang City, Shanghai.
The company's products have passed CE, UL, VDE, KEMA, TUV, SAA, SEMKO and other
electrical safety certification, 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 certification, 3C certification. The
management system has passed the ISO 9001 certification.
Outdoor electrical produc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in film and television lighting,
stage lighting, steel, machinery, chemical industry, power, electronics, port, airport, industry and mining, exploration, food, subway, metallurgy and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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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Stage Lighting Industrial Limited(Guangzhou Grac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company which consists of development,production,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s.Main products:led indoor par can,led outdoor par can,LED wall washers,LED moving heads,LED disco lights,moving head lights,archturial lights,(such as color
changing searchlight on roof,searchlight,city color,sky rose),follow spot lights,fog machines,foam machines,fire machines,bubble machines and so on.More than 90% of our products
have exported overseas,the clients spread America,Australia,Europe,Japan,South Korea and
so on.We own our QC,IQC and QA control the quality in our factory;Grace Stage Lighting has
always been adhered to efficient, strict management concept, ultra-high cost-effective,and
good after-sales service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GRACE" brand to the people in the world.In
the future,we will focus on product innovation,design and lean production to provide the best
value to our partners. Quality is our life,we firmly believe that TRUST BASED ON QUALITY!All
of our Grace people are united, progressive, passionate, we are full of confident about the
future.
GRACE LIGHTING GRACE YOUR WONDERFUL LIFE!
Corporate culture of Grace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Factory
Enterprise Mission:Dedicate to green energy-efficient lighting business
Enterprise Objective:the first brand of Chinese LED Industry on satisfaction,from Made in
China to Created in China,becoming a world-class LED Provider
Enterprise Spirit: Innovation ,Team-work, progress
Enterprise Philosophy:with better service and products to light up the world and dream
Management Philosophy:orderly management and same goal we are united as a family
广州格蕾斯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格蕾斯舞台灯光设备厂）是一家专业制造高品质舞台灯光设备的厂
家。公司创办于2009年，2010年建厂至今，凭借对产品的高标准要求以及对原材料的严格把控，严
抓产品质量管理和优良的售后服务，我们在欧美、澳洲、南美、拉丁美洲等国际市场上开拓了稳定的
市场。
我们专注于生产LED舞台灯具，专业舞台灯以及户外亮化射灯，我们的产品有LED电池灯，LED室内
外大小功率帕灯，LED城市之光，LED洗墙灯，LED摇头灯，LED舞台地板灯（砖），光束摇头灯，
户外亮化工程用射灯。在采纳了国外高端合作伙伴的专业意见，与内部研发人员的潜心研究和多次试
验，推出了一系列高端智能的舞台灯具产品，从此格蕾斯在舞台灯光的行业里又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
大步。格蕾斯灯光的智能舞台灯光产品以其高品质，高档次，智能，安装方便快捷，操作简单明了，
赢得了欧美、澳洲、南美，拉丁美洲以及国内用户的一致好评与青睐。目前我厂已有承接国外大客户
OEM订单的丰富经验，我们欢迎国内外客户的OEM订单。
格蕾斯舞台灯光还在不断的开拓创新和进步，我们坚信——信赖源于品质！格蕾斯拥有丰富专业知
识和多年宝贵行业经验的技术团队、检测团队、以及销售团队，在保证以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
超高的性价比和一流服务的基础上，为您提供专业的舞台灯光解决方案！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国内
外物流团队，全程为您的货物保驾护航。未来格蕾斯将专注于产品的不断创新、研发，一如既往的坚
持以高效、严谨的经营理念，继续秉承一贯的专业水准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
格蕾斯舞台灯光设备厂企业文化
企业使命：为全球的绿色节能照明贡献全部力量
企业目标：中国LED行业客户满意度第一品牌
企业精神：创新团队，进取拓新
企业理念：用更好的服务和产品点亮全世界
管理理念：亲如一家，管理有序，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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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精睿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J.RICHER TECHNOLOGY CO.,LTD.

Hall 8

8 号馆

广州聚焦声光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Focus Light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佛罗路6号

地址： 广州白云区石井滘心东路自编三号401

电话：+86-757-81807570

传真： +86-757-80346465

电话：+86-15902031818

传真：

邮箱：j.richer@foxmail.com

网址： www.fsjrc.com

邮箱：2289825682@qq.com

网址： www.jujiao-kej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铝合金手摇灯架,立体星空背景幕，背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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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19颗调焦染色、80WLED光速、260棱镜王、

380图案灯

佛山市精睿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轻型铝合金手摇灯架以及高端LED柔性立体星空幕布、
LED柔性视频幕布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产品采用高品质厚天鹅绒幕布,幕布有防水阻燃、防尘防

广州聚焦声光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2月，公司总投资100万元，坐落于美丽的白云湖。
公司主要专注于研发、生产、定制、设计安装舞台灯光音响，全力打造娱乐业星级专属品牌，可根据
客户自身特点、目标和需求，量身打造只属于您的舞台灯光音响效果。公司产品资源丰富，包括光束
灯、LED滚筒效果灯等系列产品。
我们秉承：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以信誉赢市场。
产品适用范围：酒吧、KTV、婚礼庆典、剧院、演出活动、电视台、会议厅、单位娱乐中心等。

静电、垂直度高的功能，单元产品设计了独特的双拉链+公母魔术扣拼接方式,以及内部特殊的单
双线+贴片LED结合的高品质电路设计，让产品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和质量更有保障，产品已经获得
国家的相关的技术专利证书。
针对各种小型、中型、大型的固定或流动演出，公司免费为客户设计3D立体星空背景解决方案,主
要解决方案有：艺术馆专用立体星空幕布，剧场专用立体星空幕布，电视台专用立体星空幕布，
海洋馆专用立体星空幕布，流动演出专用立体星空幕布，婚庆专用立体星空幕布，酒店专用立体
星空幕布，以及各种室内外演艺场所，慢摇吧、酒吧、KTV包房、家居等室内空间装饰，以及电
视录制现场、晚会、产品发布会和户外商业演出的舞台星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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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秦光影视光源有限公司

BAOJI QINGUANG VIDEO LIGHTING CO，LTD

我们秉承“技术创新、品质保证、诚信服务”的经营方针，远销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等西欧、

联系方式

南北欧，北美海外市场，并深受国内外客户的好评。我们将继续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

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川陕路17号

展，向质量要效益”企业宗旨，以更好、更优的产品与服务回馈广大客户，共同开创更美好的未

电话：+86-917-3607195

传真： +86-917-3313326

来。

邮箱：qinguang331@126.com

网址： www.baojiqg.com

Foshan J.Richer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company about stage lighting

参展商品牌/产品： 各类舞台影视光源：光束灯灯泡、PAR灯泡、

&audio equipment,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back-

影视聚光灯泡、天地排灯管

drop of the stage, main products are LED video curtain, LED star curtain…... Widely used in
all kinds of indoor and outdoor venues for performing arts, matching the space decoration

宝鸡秦光影视光源有限公司是由始建于1958年的北方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影视光源公司改

function and aesthetics such as shake it slow, bars, KTV rooms , as well as for the stage

制而来。中国最早研发生产影视光源的企业之一，制定此类光源国家标准的重要成员。是集生

background of the large TV live show, the party, product launch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Our business was founded on the base idea "technology innovation, quality assurance,
integrity service", our products have obtained national patent, been exporting to overseas
markets such as: Britain, Germany,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Europe,
north and south Europe, North America, deeply high praise by customers at home and
abroad. We will continue that "surviving and developing as well as benefit by quality" as
our business purpose, feedback the masses of customers with better products and service,
let’s create a better futur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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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研发、销售、售后为一体的专业厂家。“秦”“昱”牌影视舞台光源广泛用于各大电视台、电影制
片厂、文化演出团体等，并配套多家灯具厂商，还可以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生产特殊产品。
秦光影视光源公司秉承60年的生产历程，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严谨的管理制度，完善的检测手段
和专业的职工队伍保证了产品的优良品质，为合作伙伴提供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
我们期待与您成为前进道路上最诚挚的伙伴。
Built in 1958, is the first video source R&D enterprises,development of such an important
member of the national stabdard light sources . “Qin”piate stage light source is studios ,
and cultural performance groups, supporting a number of lighting piants, and produce
special products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
Tel:+86-917-3607195 3313326

Fax:+86-917-3313326

Email:qinguang331@123.com

Http：www.baojiqg.com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Hall 8

8 号馆

8D
05-06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佛山市永商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City YongShang Technology Co.,Ltd

Hall 8
8 号馆

广州云舞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YUNWU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佛山市狮山镇新光源产业基地C区1座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龙湖八社工业区A9栋3楼

电话：+86-13924325631

传真： +86-757-81260468

电话：+86-15622181657

传真： +86-20-85653382

邮箱：16352810@QQ.com

网址：

邮箱：sales@lifog.cn

网址： www.lifog.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高频开关电源
佛山市永商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12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开关电源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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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舞台特效

(Stage light, stage effects )

舞台灯光，舞台特效 (Stage light, stage effects )

代化标准厂房面积1000多平方米，拥有波峰焊、SMT贴片机、综合测试仪、老化测试机、EMC测
试仪等一些列先进的生产、检测设备， 公司产品广泛运用于舞台灯光行业，产品远销欧美国家。
公司坚持“努力创新、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客户需求为中心，深度服务及定制适合客户需求的各
种开关电源，新开发的700W-1000W大功率开关电源，体积小、能效高，品质好，成为了众多舞
台灯光行业客户的第一选择。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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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越秀区宇航舞台设备商行

Hall 8

YU YOUNG STAGE EQUIPMENT CO., LTD

8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三马路11号星之光电器城6A043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科新路隆德商务中心511房

电话：+86-20-83805776

传真：

电话：+86-13660427895

传真： +86-20-85662364

邮箱：yuyoung-ward@gzyh-clamp.com

网址： www.gzyh-clamp.com

邮箱：crcomputer@21cn.com

网址： www.crmcunet.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钩

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具用专业无线DMX512

OEM模块和成品.
ArtNet系列产品网络点控灯模块

宇扬舞台设备有限公司，专注于舞台灯光配件（灯钩，安全绳及桁架配件）的研发及制造。公司
生产基地设于有“世界制造业之都”美誉的东莞，经过十多年的持续、稳步发展，公司已经具备强

广州市超然计算机有限公司是专门研发及生产灯光网络控制系列产品，高性能工程级级无线DMX

大的生产能力和一定的开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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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超然计算机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AORAN COMPUTER CO.,LTD

控制器及模块，灯光及照明软件硬件方案，网络无线数据通讯，集中控制等的高技术公司。

公司已经累计开发过百种灯钩，所有产品均通过CE认证，大部分产品通过了德国莱茵TUV质量测
试认证。所有灯钩、安全绳和桁架配件均备有大量库存，以现货销售。以最快的速度响应客户的
需求。现公司产品远销世界各地，被各种舞台工程所采用，深受广大客户信赖。
公司专注并深耕于舞台灯光配件领域，始终如一的坚持走“优质”、“专业”路线，宇扬灯配，为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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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CHAORAN COMPUTER CO.,LTD, the company is specializ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lighting network control series products, high performance engineering level wireless DMX controller and module, lighting and lighting

爱灯锦上添花，助您的事业走向辉煌。

software, hardware, network wireless data communications, centralized control and other

YuYoung Stage Equipment Co,Ltd has been specialized in manufacturing a full series of

high-tech companies.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ing accessories (CLAMP,SAFETY CABLES& TRUSS ACCESSORIES)
for over 10 years.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factory is located in Dongguan, which has the
reputation of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capital".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5, the
company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steadily every year.Yu Young has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more than 100 kinds of different products, all the products have been
passed CE certification, most of clamps have TUV certification.These products are widely
sold all over the world,used by all kinds of stage project,and loved by consumers.
Yu Young will unswervingly focuses on and ploughs in the field of stage lighting accessories, consistently adhering to the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route.
Providing safe, reassuring, and cost-effective to us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Work together with all customers to create a more brilliant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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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未林森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WEILINSEN TECHNOLOGY Co.,LTD

Hall 8
8 号馆

广州市谷承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GCK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67区留仙二路中粮商务公园3栋1401室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华观路1933号万科云一期C栋742房

电话：+86-755-27666003

传真： +86-755-29792007

电话：+86-20-28187279

传真：

邮箱：1582450404@qq.com

网址： www.weilinsenled.com

邮箱：barry@gcktec.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封装光源、贴片灯珠

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泡

深圳市未林森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LED光源的研发、生产、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

广州市谷承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行业领先的专

立四年来，已拥有全套进口的LED全自动生产线，有多项自主研发专利，多款产品已陆续通过了
LM-80、ROHS、62471光生物安全、62778蓝光危害等国际国内权威检测机构的认证，公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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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舞台灯光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业务以舞台灯光和LED节能照明为主体，与OSRAM、LEDEngin及
Luminus等世界知名企业在专业舞台灯光及LED照明上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目前公司通过自主研

相续获得LED行业各协会颁发的多个奖项。目前，我司特效LED光源技术已应用于各大电视台的演

发，在高功率舞台灯具的散热、新型LED汽车大灯及智能LED照明控制系统的技术上具有突出的技术

播厅、舞台及农业照明、道路照明等领域。

优势，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现已分成三个事业部，舞台灯光部，汽车电子部，智能控制部。
公司的研发团队成员来自SYLVANIA、OSRAM等全球知名的半导体、照明灯具企业，具有丰富的应
用经验及设计能力，能精确的把握客户的需求，致力于为广大用户提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领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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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品质卓越的灯光产品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公司以“专业技术、诚实守信、质量第一、价格合理、

广州市名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共赢”为宗旨，以踏实稳健的风格，完善的管理制度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Guangzhou Mingz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目前公司的舞台灯光事业部与众多的舞台灯光渠道商、展览行，KTV等客户进行了深度的合作，可为
不同行业客户提供专业灯具、光源、光学设计等全流程的解决方案，公司通过强大的研发实力、专业

联系方式

的售后团队和合作共赢的服务理念，赢得了广大客户的认同和信赖。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尚德大厦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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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3632413658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灯泡，舞台灯灯芯，驱动器

Ha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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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博锋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Dongguan Bofeng Optical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广州市名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专业制造各领域高端应用光源，公司集数码投影、
舞台灯光、工业处理等领域用光源产品及其装置组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地址： 东莞市望牛墩镇五涌村第五工业区第四栋二楼

产品包括：投影用超高压汞灯、舞台灯、放映氙气灯、卤素装饰照明、加热灯、复印/打印用光

电话：+86-18029065908

传真：

源、UV爆光灯、驱动电源、光源及温控系统。

邮箱：1540813850@qq.com

网址： www.bofenggx.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镀膜颜色片、图案片、隔热片、匀光片、滤光片、

Hall 8
8 号馆

雾化片等

广州博莱创（高芯）舞台灯光设备厂
联系方式
电话：+86-17688451918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工厂直营LED帕灯，光束灯，LED摇头染色灯

东莞市博锋光学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真空镀膜加工的先进科技型企业，成立于2013年，专业设
计、研发和制造高品质的光学镀膜颜色片和图案片、金属图案片、耐高温隔热片、棱镜、匀光
片、光学镜头、分光膜、高反膜以及各种波段滤光片、增透膜等。

地址：广州市石井镇朝阳三围尾工业区8号

8D-14

8D-16

东莞市博锋光学有限公司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真空镀膜设备五台、切割设备五台、清洗设备、光学
检测设备，完善的ISO质量系统和多年的镀膜经验；公司始终秉承高技术、高品质、高精度的经营
理念，以“质量第一，客户至上”的经营方针，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完美的服务和精进的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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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多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DUOHU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Hall 8
8 号馆

广州鑫豪舞台灯光控台厂

Guangzhou Xinhao Stage Lighting Controller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朝阳亭石北路245号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朗村十二社正梁南街

电话：+86-15387962222

传真： +86-20-36670990

电话：+86-18898713544/13826179279

传真：

邮箱：61113663@qq.com

网址： www.duohulighting.com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帕灯、摇头灯、光束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灯光控制台

广州多虎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从事开发研制、生产销售和安装一条龙服务的企业与多家国外

本厂专业灯光控制台，质量稳定，价格优惠。

公司开展技术合作。

8D-21

以创新的理念、优良的品质、完善的检测系统推出“多虎”品牌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
务、诚信为宗旨，从而得到各经销商与用户及同行的一致认同公司。
主要经营摇头灯、追光灯、扫描灯、电脑灯、图案灯、LED灯、激光灯、频闪灯等一系列产品经
过多年的发展企业规 模不断扩大。管理业逐步完善多虎产品无论从材质源头，设计开发，车间生
产、管理、检测等均严格按照国家体系标准严 把质量关确保每件产品之规范我们有着雄厚的技术
力量和专业的技术人员并以“创新求发展”为方向。

Hall 8

8 号馆

广州市格晨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Gechen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Hall 8
8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窖心村沙头大街2号5楼

地址：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0号大街2号
No.2, 20th Avenue, XiaSha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Hangzhou ,
Zhejiang Province，China
电话：+86-571-86932553
传真： +86-571-85026102

电话：+86-13925078936

传真：

邮箱：1509021056@qq.com

网址：

邮箱：13326130245@189.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

中摇头灯， 光束灯，LED大功率帕灯全彩激光灯，为我们的主打产品，目前已畅销全国各地，并
大量出口到东南亚及欧美等地区。我们有着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专业的技术人员，以坚持“质量第
一、服务第一”为原则，本着“顾客至上，价格实惠”的宗旨，并以“创新求发展”为方向，已赢得广
大顾客的认可。
一直以来，我们根据顾客的需求，不断开发各种新产品，实用.环保的舞台灯具。在互惠互利的基
础上，佰冠灯光愿与世界各地更多的客户携手合作，达到双赢的局面！

网址： www.ytlpq.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玻璃管喷泉、飞鸟喷泉、水泵、波光泉

广州格晨舞台灯光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舞台灯光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厂家，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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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摇头龙科技有限公司

Hangzhou Dancing Dragon technology Co., Ltd

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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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摇头龙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的喷泉设备生产企业。

2010年12月，公司发明了一维数

控喷头专利技术，并开始涉足一维二维数控喷头的研发和生产。通过短短3年的时间，公司的数控
喷头产量就占据中国市场的70%以上，成为中国数控喷头生产的龙头企业，其注册商标“摇头龙”
直接成为了喷泉行业数控喷头的代名词，成为了国内外喷泉工程必不可少的产品配置，由摇头龙
数控喷头带给观众的水景艺术，不但开满了中华大地，也开始走向世界。
公司本着实干+创新的精神，潜心研发各种原创新产品，在喷泉水景行业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新标
杆，特别是数控喷头领域，研发生产了三十多款不同种类的数控喷头，种类最全。目前，公司已
经获得超过百项的喷泉发明专利，技术覆盖喷泉的各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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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瑪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LamaVita International Corp., Ltd.

Hall 8
8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14F-5 No.159 Sec. 1, HsinTai Wu Road, Sijhih Distict, 221 New Taipei City, Taiwan

地址： 中国深圳市宝安区宝安大道4832号福森工业园B栋1楼

电话：886-2-7708-6680

传真： 886-2-7708-6681

电话：+86-755-26405558/26400556

传真： +86-755-26058401

邮箱：sales@lama-vita.com
jenny@lama-vita.com

网址： www.lamavita.com.tw

邮箱：jhdfan@jhdfan.com

网址： www.jhdfan.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DC、AC、EC全系列轴流散热风扇、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燈具

IP56全金属铁叶耐高温风扇，IP44/54、IP55/56、
IP67/68的防尘、防水、防油散热风扇、
横流风扇(贯流风扇)、后向式及前向式离心风机等产品

LamaVita is factory and designer focus in LED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ince 2004.
With the practical knowhow and knowledge and acted as a total solution provider to our
clients, LamaVita develops a whole series of Moving Head, Sharpy Beam , LED moving
head, LED Spotlight Light, LED Profile Light, LED Flood Light, LED par, LED Bar, LED Disco

吉恒达科技公司坐落在美丽的创新开放海滨城市—深圳。创始人自1996年与台湾专做散热风扇的厂

effect light, LED strobe, DMX controller , Smoke machine, Faze, Low Level Smoke machine,

家合作，二十多年来专业为国内外客户生产供应全系列散热风扇产品。并专注研发和生产DC、AC、

Snow machine and Bubble machine gradually with steady quality and comply with CE &

EC全系列轴流散热风扇、IP56全金属铁叶耐高温风扇，专做达到IP44/54、IP55/56、IP67/68的防

RoHs regulation.

尘、防水、防油散热风扇、横流风扇(贯流风扇)、后向式及前向式离心风机等产品。

Since 2012, LamaVita starts to supply professional haze and faze that is design to profes-

吉恒达科技自成立以来，依靠台湾工厂四十多年专业制造高端散热风扇的经验和基础，引进德国核心

sional application, including: theater, TV Studio... that need professional haze and smoke

技术，在国内自主研发和生产大风量、低噪音、RD告警输出和PWM调速节能的优质风扇产品。我们

effect. Besides, we are also supply professional liquid with MSDS approval to match with
machine.

8D-24

深圳市吉恒达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HDFAN TECHNOLOGY CO.,LTD

As confidence in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LamaVita can provide 12 months guarantee as
after selling service supporting.
LamaVita management philosophy: quality first,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tegrity management!

拥有一批高素质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年产量达1500万只。公司一直致力于正规化管理，实施规范化

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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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拥有完善的检测设备和测量仪器。如：U形人工智能生产线、全自动绕线机、机器人自动焊锡
机、激光焊接铁扇叶机器、电脑扇叶动平衡仪、静音房、风洞测试仪、电子元件测试仪、高低温冲击
验证设备、风扇“防呆”告警器、老化房...等高精准生产和检验设备。
经过五年的发展，2017年吉恒达和工厂一起努力，在国内外的销售已突破上亿元。吉恒达以诚信合
作为原则、精益求精的品质追求，长期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及电源模块、高低压变频器设备、通信电

With innovative products, stable quality, competitive price and perfect after-sales we

源、光伏逆变电源、UPS不间断电源、伺服驱动器及电机、自动化控制柜、低压电气设备、激光焊接

welcome OEM/ODM/Brand sale cooperation.

设备、仪器仪表、数控机床、机箱机柜、医疗设备、节能与空气净化、舞台灯光设备、冰柜制冷设
备、厨具烘培设备、航空航天、军工院所…等供应高质量的风扇产品。产品均获得UL、CE、TUV、
CCC、RoHS等国内外安规认证。
“专注、创新、诚信、恒久”是吉恒达公司的服务宗旨。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吉恒达一直是台湾信
湾(SINWAN)、百瑞(Bi-Sonic)、金亿翔(JYS)、三协(Commonwealth)风扇厂在国内指定的代理销售
服务中心。吉恒达为您提供专业而又全面的散热解决方案，为您的产品保驾护航，助力飞翔！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Hall 8

8 号馆

8E
03-04-05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佛山市南海区宏艺诚演艺设备有限公司
HongYiCheng(HYC) Stage Equipment Factory

Hall 9
9 号馆

广州千海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谢边白坭坎工业区

地址：广州番禺陈涌福愉西路876号四楼

电话：+86-757-81181960/81181961

传真： +86-757-81181965

电话：+86-13060819712

传真：

邮箱：hyc-case@163.com

网址： www.hyc-case.com

邮箱：924020488@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航空箱

参展商品牌/产品：

宏艺诚（HYC）于2003年4月成立，专业生产流动用途的“航空箱”及其衍生产品。主要供应给国
内外流动演出团体、专业音响、灯光的生产商、经销商及演出工程商，能有效地保护内置器材免
受碰撞和损坏。
宏艺诚（HYC）厂房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年产“航空箱”约18万个，产品远销世界各地。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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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说说线阵的声音效果不好处理，不好调试，声音始终是变形的，其价格 搬运 安装 都是很
郁闷的事。。。。。，当你困扰在：没有《电子基础》大专出身，也不是《声乐》科班出身，更
没有大型演出的实战经验。。。。。。当你需要高保真的音色，还需要大动态的声压，重量轻 安
装简单，还不用咋调试，性价比还高，这样的系统喜欢吗？ 纳米 碳纤维 钕磁 同轴 矩阵这些都是

宏艺诚（HYC）以优良的技术，人性化的设计，赢得行内人士的赞誉。

音响专业人士对新技术新材料天天讨论的词汇，他们的完美组合是啥新品？？广州千海乐电子公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03, HYC-case has dedicated to building all kinds of the finest

司是以家专业做同轴音响的厂家，专业团队有十多年的研发生产经验，特别是近几年，携手同

quality flight cases! 19" rack case, transport case and so on. We pride ourselves in provid-

仁，对同轴音响近五十场的巡展推广，让公司旗下CMF品牌成为国内专业同轴音响行业中的第一

ing you 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quality possible.

品牌，形成了《你买进口几万一只同轴音响嫌贵的话，可以考虑下CMF钕磁同轴》的良好口碑。
采用了国际顶尖纳米技术，全新的

Hall 8
8 号馆

完美的轻便组合，打造独一无二的纳米矩阵同轴音响，即将5

月8号广州保利震撼亮相。。。。。期待你的鉴赏指导。。。。。

温州逸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Yitan Electronic&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象阳工业区德宇路27号

8W-01

电话：+86-577-62723851

传真： +86-577-62618183

邮箱：www.eata@eata-cina.com

网址： www.cneata.com

Hall 9

9 号馆

广州市骏创（飞 扬）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Feyon(Guangzhou ) Acoustic Ltd

参展商品牌/产品： 防水插头插座/犀牛插/19芯插头插座/移动式电源箱

联系方式

温州逸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座落于“电器之都"---柳市镇，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商贸于一体的公

电话：+86-20-39127393

传真： +86-20-39127370-8666

司。

邮箱： GZFEYON@163.COM
673435550@qq.com

网址： www.feyon.cn
www.v-nice-audio.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金山村华创动漫产业园A10栋

公司专业生产工业用插头，插座，连接器，电源插座箱等产品，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检测和实验
设备，具备一流的生产工艺，严格遵守IS09001: 2000质量管理体系，我们秉承“以质量求生产，
以科技求发展，以管理求效益，以服务求信誉的方针"，努力为客户提供优良的产品和优质的服
务，在客户群里树立了“逸坦”(EATA)的品牌信誉。
公司产品已分别通过CCC安全认证，.CE安全认证等，公司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力争追求产品出
厂质量100%，客户满意率100%,客户投诉率0。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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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喇叭单元
专业制造高端扬声器的厂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公司主导产品：专业扬声器，音响
OEM/ODM 及周边的电子设备配套产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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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庚海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Hall 9

Feyon(Guangzhou ) Acoustic Ltd

9 号馆

迈威仕电子厂

mawesi Electronin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番禺区钟村钟屏岔道17号后座四楼红门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产业转移工业园二区工业四路

电话：+86-13928898005

传真： +86-20-39906085

电话：+86-750-7181255

传真：

邮箱：1587597948@qq.com

网址： www.LATEAUDIO.com

邮箱：mawesi@163.com

网址： www.mawes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影院音响系统.专业功放.影院功放.数字功放.电源时序器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公司与产品简介
广州庚海音响设备有限公司（LATE）成立于2011年，公司位于珠三角“中国音响之都”的广州市番

KTV效果器，KTV功放，专业效果器，音频处理器，
反馈抑制器，电源时序器

迈威仕电子厂位于“中国麦克风生产基地”恩平市的东安工业区，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和贸

禺，在中国主要智力于高端私人娱乐，产品以多功能产品"独具特色

易一体的现代科技型电子公司，主要生产周边音响设备产品。本公司拥有雄厚的科研技术力量及

突破传统的一体化卡拉OK影院”在中国以一个全新领域呈现给用户，电影和KTV休闲娱乐，LTAE

专业的生产管理团队，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到机械加工，工艺处理，整机性能检测，成品包装等均

品牌包括有K歌影院音响产品.专业功放.影院功放.数字功放.电源时序器产品，采用国际化的标准,

严格严谨进行，确保所有出厂产品均保持100％优质。“品质第一，用户至上”是本公司一贯秉承的

通过全球采购等途径保证原厂元器件及制造成本,始终站在行业最前 沿。

宗旨，我们期待能与您精诚合作，携手前进，走向未来。欢迎各位客商前来洽谈业务。欢迎OEM
及ODM业务。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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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庚海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mawesi Electronic Co.,Ltd.located in the northern industrial zone of Enping city.

Feyon(Guangzhou ) Acoustic Ltd

the Microphone Industry Production Base of China,is a development,production,market-

联系方式

ing and trade integr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onics company,mainly
produced professional mixer,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periphery audio equip-

地址：番禺区钟村钟屏岔道17号后座四楼红门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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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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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3928898005

传真： +86-20-39906085

邮箱：1587597948@qq.com

网址： www.LATE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影院音响系统.专业功放.影院功放.数字功放.电源时序器

广州市烨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CBBE

联系方式
地址：番禺区钟村镇钟四工业一路12号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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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3928887290

传真： +86-20-34639069

邮箱：

网址： www.cbbe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私人多功能娱乐影院
英国CBBE（中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公司位于珠三角“中国音响之都”的广州市番禺，在中
国主要智力于高端私人娱乐，产品以多功能产品"独具特色
突破传统的一体化卡拉OK影院”在中国以一个全新领域呈现给用户，电影和KTV休闲娱乐，也是
工作外的一种放松方式；在中国“影K”的概念和名词从这里诞生，CBBE在一体化K歌影院行业，作
为中国最早一批推出此概念与展示产品公司，在国内“影K”领域具有一定主导地位。

9A
09-10

ment,wireless microphone system and portable wireless amplifier and other electronic
products.The company has strong technical for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management team.the purchasing of raw materials.machinery processing,testing,packaging...are strictly controlled,to ensure that all manufactured products to
maintain 100 percent goo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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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创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Chuangtian audio Equipment Co. Ltd..

9 号馆

镭声威影K.私家影院.影吧影院音响

Guangzhou Laser Weiying K. Private Cinema. Shadow Bar Sound Compan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环路138号二楼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坑头村东园路三街35号

电话：+86-20-34819869

传真： +86-20-34819869

电话：+86-13922285977

传真： +86-20-31002013

邮箱：lhz165@163.com

网址： www.ct-audio.com

邮箱：645456040@qq.com

网址： www.rsv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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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9

音箱、功放

参展商品牌/产品：

创田专注于专业音响、舞台灯光和会议系统行业10年，是一家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多元化高端专业音响企业。业务涉及设备批发销售、代加工（OEM、ODM）等业务。
我们拥有产品开发、音响项目设计和维修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各种体育场馆、电影院、剧
场、KTV、 演艺厅、酒吧、休闲会所、夜总会、音乐餐厅、多功能会议厅和大型演出等场所提供
各种的音响设备、工程设计、安装调试、维修维护等服务。
经过众多的工程项目实践，我们在产品研发、技术应用、工程管理、声学工程等领域掌握了大量
的经验数据，我们比你更懂你...
Chuangtian focuses on professional audio, stage lighting and conference system industry
for 10 years. It is a diversified high-end professional audio company that integrates product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integration. The business involves equipment
wholesale sales, substitute processing(OEM, ODM) and other services.
We have specialists in product development, audio project design and maintenance.
Provide various sound equipment, engineering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maintenance and maintenance services for various venues such as stadiums, cinemas,
theaters, KTV, performing arts halls, bars, leisure clubs, nightclubs, music restaurants,
multi-functional conference halls, and large-scale performances.
After many engineering project practices, we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data in product
development,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coustic engineering
and other fields. We know you better than you. .. ..

影K.私家影院.影吧音响.专业解码，专业功放，
专业音响及箱体

镭声威公司主营：专业功放、影K功放、影K解码器、影院音响.专业音响，专业音响箱体及周边器
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专业咨询、调试于一身，可为广大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地址位于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都把技术创新和产品优化作为公司工作的重
心，以市场动向为基础，以客户满意为准则。
公司一直秉承客户至上的宗旨，以一流的质量、严谨的管理、高效的生产、优质的服务作为公司
发展的指导思想，并以诚信求实的精神 、可靠的产品质量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一致认可。公司凭借
高质量的产品、完善的售后服务及公司全体全体员工的辛勤努力，日益发展壮大。
镭声威公司在蓬勃发展的历程中不断探索进取，努力提升技术水准和管理水平，同时注重业务拓
展，努力建立与客户间的良好沟通关系。镭声威人努力的方向是为客户创造价值！我们一贯坚持
提供优质的服务，以满足客户更高标准的需求，用我们的智慧和汗水竭尽所能，把产品做精，将
公司做大做强。

9A-15

作为专业音响系统供应商，现有产品可面向体育馆、剧场、酒店、娱乐工程、政府、企业中使用
功放音响周边器材提供配套服务。
为完善管理机制，确保产品安全，满足消费需求，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镭声威公司吸纳了大批
专业人才，并借以构筑专业化的产品保障及服务体系。公司本着企业责任心，以创新为动力，以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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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海曙区迪比音响有限公司
NINGBO HAISHU DIBI AUDIO CO.,LTD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山西王工业区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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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技术、营销与管理人才。除了提供各种完备的薪酬福利待遇外，公司还为员工设计了充满
活力的技能培训与个人发展计划，提升员工自身价值的同时，公司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目前公

联系方式
电话：+86-574-88003944

传真： +86-574-88003844

邮箱：roy@cycaduio.com

网址： www.cyc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绩效为考核标准，以客户满意为工作准则，以完善的现代企业经营制度与企业愿景，吸引国内外

专业音响，便携式音响，喇叭

Cyclone Audio from 2002 we established, so many years experiences in the field of acoustics and loudspeaker technology and a future oriented engage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us the high quality standard of our production,we are nowadays a specialised
and world successfully operating China loudspeaker manufacturer.
Cyclone put everything into this development that is currently possible for guarantee a
reliable sound of quality.Our team analyxed,simulated,made handmade models to work
out details,built prototypes and tuned the acoustics in countless auditions,until we were
finally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What we have achieved is a masterpiece that is the ambodiment of a great deal of love and respect for detail.
Cyclone has a wide range of loudspeaker units with a complete programe of woofers,midrange and tweeters including special custom designs.
Cyclone goals: always produce the best speakers for the customers of ours class.

司团队由一支具有多年音响行业工作经验，长期从事专业音响营销、技术研发、市场推广及技术
支持的一流专业人士。同时，我们也热忱欢迎品学兼优的人才加入本公司，一同建设公司的美好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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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凯斯特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KEST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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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亿禾音响器材厂

Guangzhou YiHe Electro-Acoustical Fittings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江门市产业转移园恩平园区二区D1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泉溪牌坊路11号

电话：+86-750-7778801/7778837

传真： +86-750-7778802

电话：+86-20-36080417

传真： +86-20-36080320

邮箱：kesteraudio@163.com

网址： www.kstaudio.com

邮箱：840097740@qq.com

网址： www.gzyay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放、周边设备

9A-21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膜，音膜组件，音圈，喉塞，后盖

恩平市凯斯特音响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音响设备现代型制造企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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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本厂专业生产功率放大器、调音台、音箱、周边设备、大功率开关电源功放、音箱上功放模

广州市白云区亿禾音响器材厂主要生产经营高音音膜（材料有钛、铝、高分子材料等）,音膜组

块及数字音频开发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中东，欧美，南美洲等地。

件，喇叭周边配件，音圈，喉塞，后盖，供应钕铁硼和多种磁路组件。

本厂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先进，检测设备齐全，并有可靠的质量合格证体系以及音频设备产

Guangzhou YiHe Electro-Acoustical Fittings Factory is specialize in manufacturing Titani-

品开发和生产能力，可及时按客户的要求进行OEM或ODM生产，我们一向坚持客户至上的原

um diaphragm,Aluminium diaphragm,polymer material membrane etc. loudspeaker

则，并向客户承诺：我们的工厂就是客户的工厂！欢迎国内、国外客户联系、洽谈业务，我们将

parts,voice coils,phase plug,rear cover.We also supply and assemble NdFeb magnet.

与您携手共创辉煌。
Enping Kester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s is a professional audio manufacturer which
produces and sells Power Amplifier, Mixer, Speaker, Processor (Equalizer, Crossover, Karaoke Preamp etc.), Switching Amplifier Module,Speaker Module etc.Our products sell in
China and export to South&East Asia, Middle East, Europe, Africa, America etc.
We are good at the technology and we have professional workshop and test equipments,so our products are good quality and stable.We do OEM and ODM.We promise you our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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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园岗东街北一巷3号
No.3, North 1 Road, YuanGang East Street,Shiqi Town,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customers are welcome to cooperate with us!We are happy to service you!

9 号馆

电话：+86-20-32053015

传真： +86-20-32053015

邮箱： info@cms-audio.com

网址： www.cms-audio.com

音频处理器，数字均衡器，DSP数字音频模块，
音响及其它

广州妙乐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牌/产品：

联系方式

广州醇美电子有限公司是从事创新研发、精益制造、销售服务的专业技术型企业。公司拥有DSP

Guangzhou Miaole Sound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陈涌工业区兴业大道东二横路18号三楼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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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S-audio Electronics Ltd

联系方式

factory is your factory!We always treat customers is the most important!China&Overseas

Hall 9

广州醇美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86-20-29872068

传真： +86-20-28949066

邮箱：

网址： www.miaole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放，专业音箱

9A-22

数字音频产品核心技术，我们的产品以声音“醇美”为设计理念，致力于提供高品质的音频产品与
服务。提供全系列数字音频处理器、多通道数字均衡器、DSP数字音频处理模块。
GuangZhou CMS-audio Electronics Ltd specialise in researc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of professional audio products. The team members has in average 10+ years experience in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of professional sound systems.

妙乐音响自创立起，就一直致力于专业功放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国内众多知名品牌提供OEM

CMS-audio is dedicated to providing increasingly improved technology to produce excep-

与ODM服务；作为专业功放与专业音箱制造商，我们不仅在电声方面专业，而且在电路研发设计

tional audio quality.

方面非常精湛；我们所精通的先进功放制造技术被业界堪称为开拓者；我们的功放产品极具竞争

Provide all Series digital audio management prcessor, multi-channel digital equalizer、

力的价格和高稳定性的性能，深受国内外用户的追崇

DSP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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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杨航箱包有限公司

Hall 9

Guangzhou Yanghang suitcase.co.ltd

9 号馆

广州市尚声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OUNDSING AUDIO MANUFACTURING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番禺石壁谢石公路55号107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毕村北路13号

电话：+86-13609001479

传真：

电话：+86-20-86878238

传真： +86-20-86877028

邮箱：tangbin98@163.com

网址： YANGHANG1128.1688.COM

邮箱：soundsing@yahoo.com

网址： www.sounds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航空箱、机箱、灯光箱、音响箱、屏幕箱、
控台箱、道具箱、铝箱、手提箱、
物料运输箱等。

参展商品牌/产品： 扬声器，分频，音膜

(speaker,compression driver,coaxial speaker,
crossover, diaphragm)

1.广州市杨航箱包有限公司是一家长期从事航空箱、机箱、专业设备防震箱及各种定制系列产品

广州市尚声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二十多年生产制作经验的生产厂家。主要生产经营喇叭，音箱，

等设计和生产厂家。公司除生产标准控台箱和标准机柜之外，主要为客户提供不同定制需求，可

分频器，功放机以及各类电声电子配件。

按客户要求定制各种不同规格的航空箱。

公司不断致力于提高企业的形象和素质，倾尽全力去打造“尚声”这个企业品牌。

2. 主打产品有：音响箱系列、灯光箱系列、控台箱系列、机柜机箱系列、舞台设备箱系列、手提

尚声公司期待着与您的真诚合作！

箱系列、拉杆箱系列、工具箱系列、音乐/乐器设备箱系列、照明/智能家居展示箱系列、医疗/美

Guangzhou Soundsing Audio Manufacturing Co., Ltd., with more than 20-year technical

容仪器箱系列、工具/物流运输箱系列、专用产品定制系列等。

experience in audio manufacturing operation,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developing and

3. 公司严格按照客户要求和重质量优先的原则生产，采用优质的原材料和高品质的各类配件，客

operating pro-loudspeaker, sound box, crossover, amplifier and related audio and electric

户的满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诚信经营、品质至上是我们的核心定位。

component

4.选择杨航、开启您事业上的一帆风顺。

Our company has a large-scale and high-standard production base with a full se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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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万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Wanjia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坑头村白岗三街10号4楼
电话：+86-20-84766989

传真： +86-20-84766989

邮箱：3165282848@QQ.COM

网址： WWW.LABGZ.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A-212，KP612

万佳公司KP612是一款轻质、高输出且性能优越的全频扬声器。它配备了一个 12英寸的差分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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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音单元；一个1.5英寸的环形聚乙烯振膜高强磁钢的压缩高音单元。整个音箱系统可承受450W
的输入功率。无论水平或垂直摆放，70° x 60°覆盖角都可提供均匀平坦的覆盖范围。高斜率衰减
的无源分频器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频段重叠，高频细腻，低频柔和丰满，中频清晰通透。箱体由高
质量的15 mm厚多层夹板制作，表面采用黑色耐磨喷漆处理。
规格:
系统类型 12英寸，2分频，低频反射式
频率范围(-10 dB) 50 Hz - 20 KHz
频率响应(±3 dB) 65 Hz - 20 KHz
灵敏度(1w/1m) 97 dB
额定阻抗 8 Ohms
最大声压级输出 124 dB(峰值:130dB)
额定输入功率
(连续) 450 W/1000 W
覆盖角 70° x 60° (H x V)
外型尺寸(H x W x D) 600 mm x 350 mm x 38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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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automatic production equipment. Our company provides foremost test system
for different kinds of high-tech researches with a highly experienced research team and
high-quality staff members. Our company promises the perfect production and after-sales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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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奥普新音频技术有限公司
Aopuxin audio technology Co.,Ltd.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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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永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HK Alwaysfaith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东莞市松山湖高新区工业南路6号松湖华科1栋6楼601

地址：2312-2313,SEG Building,No.20,Huizhou Rd,Huizhou,Guangdong,China

电话：+86-769-26268002

传真：

电话：+86-752-7801502

传真： +86-752-7801502

邮箱：pur@apxbbs.com

网址： www.apxbbs.com

邮箱：liya@acousticchina.com

网址： www.alwaysfaith-music.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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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喇叭，音箱及工具配件

东莞市奥普新音频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专业的一站式音频测试解决方案。奥普新具备

HK Alwaysfaitn Intl Co.,Ltd was founded on 2010, and featuring the highest quality , inno-

10余年的音频测试行业经验，拥有专业的研发实验室和无响室，可以为广大用户提供免费的综合

vation , durability and valuable solutions for totay’s professional audio and musical instru-

测试服务。本次展会，我们将主要展出以下四款音频分析仪，适用于专业多功能音响设备的研发

ments .

和生产。
AD2122：
模拟两输入两输出+数字单输入单输出。
耐压值为125Vpk，带宽>90KHz，总谐波失真加噪声为-105dB+1.4μV。
AD2502：
模拟两输入两输出。
耐压值达230Vpk，带宽>90KHz，总谐波失真加噪声达-110dB+1.3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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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2

Hall 9
9 号馆

恩平市科美电子厂
HK Alwaysfaith International Co., Limited

AD2504：

联系方式

模拟四输入两输出。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外资民资工业园F区31号

耐压值达230Vpk，带宽>90KHz，总谐波失真加噪声达-110dB+1.3μV。

电话：+86-750-7120378

传真： +86-750-7120297

邮箱：sales@km628.com
marketing@km628.com

网址： www.km628.com

AD2522：
模拟两输入两输出（可选配四输入两输出）+数字单输入单输出+选配蓝牙模块+选配DSIO模块。
耐压值达230Vpk，带宽>90KHz，总谐波失真加噪声达-110dB+1.3μV。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

Aopuxin audio technology Co.,Ltd. i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users with professional
one-stop audio measurement solutions. Aopuxin has more than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恩平市科美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 旗下拥有驰名品牌：KEROMEI ,LERRDET ,QTI，是集

audio measurement field. It has a professional R&D laboratory and a anechoic room. It can

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专业生产无线麦克风、无线会议系统，音响设备等的高

provide free comprehensive testing services for users. In this exhibition, we will mainly
display the following four audio analyzers, which are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multi-functional audio equipment.
AD2122 analyzer:
Analog two-input and two-output + Digital single-input and single-output.
Maximum input voltage to 125 Vpk, bandwidth > 90 KHz, THD+N<-105 dB+1.4 μ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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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企业。 多年来我们凭借先进的检测设备，强大的技术团队，丰富的人员操作管理经验，加
上对产品质量和技术的不断追求，一直向客户提供外观新颖、性能优异、品质上乘，质量稳定的
专业产品。
科美电子以“严格求精，精益求精”为始终追求“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服务周到，客户满意”为目
标，热忱为国内外客户解决声音难题！

AD2502 analyzer:

Enping Kemei Electronics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0, owns well-known brands: , is

Analog two-input and two-output.

a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service in one,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Maximum input voltage to 230 Vpk, bandwidth > 90 KHz, THD+N<-110 dB+1.3 μV.

of wireless microphones, wireless conferencing systems, audio equipment, and other

AD2504 analyzer:

high-tech enterprises. Over the years we rely on advanced testing equipment, a strong

Analog four-input and two-output.
Maximum input voltage to 230 Vpk, bandwidth > 90 KHz, THD+N<-110 dB+1.3 μV.
AD2522 analyzer:
Analog two-input and two-output (optional four-input and two-output)+digital single-input and single-output+Bluetooth module(optional)+DSIO module(optional).
Maximum input voltage to 230 Vpk, bandwidth > 90 KHz, THD+N<-110 dB+1.3 μV.

technical team, rich staff management experience, coupled with constant pursuit of product quality and technology, has been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new appearance, excellent
performance, high quality,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products .
Kemei Electronics has always been pursuing "Quality First, Credit First, Courteous Service
and Customer Satisfaction" as its goal, "Solving Strict Quality and Keeping Improving", and
resolving the sound problem for domestic and foreign customers with enthusi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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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雄田（台湾）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Xiong Tian (Taiwan) Electronics Co., Ltd.

Hall 9
9 号馆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Foshan Winpoly Plastic Products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岗心路27号

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马龙村马村陶瓷城后排（东基大道3号）

电话：+86-18122360318

传真： +86-20-39239827

电话：+86-757-28082269

传真： +86-757-28082255

邮箱：

网址：

邮箱：salesxu@winpoly.com.cn
samli@winpoly.com.cn

网址： www.winpoly.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分频器，电感器，电阻器，电容器

参展商品牌/产品： PU箱（飞机箱）

公司专业生产、研发、调试等销售为一体的生产厂家，主要生产：分频器、电阻器、电感器、电
容器。

聚氨酯PU自结皮航空箱（飞机箱），它是一种半硬质的泡沫塑料，其性能介于聚氨酯软泡与硬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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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泡沫，特点是具有较高的压缩负荷值和较高的密度。这种材质的特性让箱子有缓冲减震和
吸能的作用，当受到撞击时，作为填充物的半硬泡能迅速把动能转化为其它形式的能， 以此减少
灯的震动，保护灯不受损坏。
而且，自结皮材质的箱子无毒、无味、耐腐蚀、密封性好、抗折、抗老化，抗撕裂、耐用、承载
强度大，可堆叠、颜色为黑色、纯正，外形美观大方等特点。有特殊要求的，还可以把箱子做成
带防静电功能。
可根据需求开模订做各种规格、不同尺寸的箱子，做到最合理装载，并可多箱重叠，有效利用厂
房空间，节约生产成本。
佛山市东之博塑料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坐落于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是一家专业生产
PU发泡产品的企业。公司厂房约8000平方米，现有员工约140人，本公司是佛山市环保达标型企

Hall 9

9 号馆

业。公司拥有一批PU生产加工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是专业生产PU产品的厂家，近年来已为某

广州俊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些大型灯光企业服务定作不同系列的PU飞机箱，欢迎有需要的企业联系洽谈。

Guangzhou junsheng soundepuiment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屏山二村105国道屏山路段自编168号502
电话：+86-15814585959

传真：

邮箱：

网址： www.junshengaudio.com

Hall 9
9 号馆

Enping City Huadian Electronic Co., 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率放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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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华电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99号(99 Xingping Road North Enping City Guangdong China)

广州俊声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舞台专业功放，多声道KTV包房功放等电子产

电话：+86-750-7123853

传真： +86-750-7121891

品。俊声全体人员多年来凭借专业，专注，诚信，创新，以品质赢信任为本的经营宗旨，高性价

邮箱：zhenning-feng@hualedi-audio.com

网址： www.hualedi-audio.com

比的产品，严格规范的市场操作，良好的售后服务，得到国内外经销商及同行的广泛认可。俊声
公司的每一款产品从设计，采购到生产都特别注重每一个细节，从而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合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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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调音台，数字功放，数字周边，无线话筒
恩平市华电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科学技术为指导的企业，集专业音响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
术服务；拥有现代化生产线及先进的检测设备，建立完善的销售及售后服务的音频制造商。产品
方向：致力于娱乐演出、商业、教学、会议及多功能厅等场所广泛应用。
Enping huadian electronics co., LTD. Is a guided by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specializing in sou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Has a modern production lines and advanced testing equipment, set up perfect sales and
after-sales service of audio manufacturers. Product direction: devoted to entertainment,
business performance, teaching, meeting and multi-function hall and other places are
widely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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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咪骑仕电子有限公司
MiQiSHi

9 号馆

9 号馆

恩平市恒利电子有限公司
Enping henli electronics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六合村新北区21号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124号一栋首层

电话：+86-13822321013

传真： +86-750-7126829

电话：+86-750-7127369

传真： +86-750-7127379

邮箱：MIQISHI838@126.COM

网址： www.MIQISHI.COM

邮箱：1243059523@qq.com

网址： www.maxson-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会议系列产品，无线话筒，智能混音器，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生产无线麦克风

Hall 9

Hall 9

恩平市一帆之声音响器材厂

9B
18-19

天线放大器，录播话筒

我们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音响产品制造企业。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范围包括：无线系统、智能会议混音器、视像跟踪系统、会议系统、多功能会
议室周边配套设备等。
其成熟及稳定的技术，使产品广泛应用在全国各地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酒店及论坛，并OEM

Enping Tact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到世界各地，深受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好评！

联系方式

公司拥有资深的专业团队，技术力量雄厚，从原材料到成品出厂，都经过严格、保证产品质量
100%优质。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外资民资工业区C区31号 一帆音响
电话：+86-13265171538

传真：

邮箱：liya@tactsound.com

网址： en.tactsound.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以产品的不断创新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以追求优质、完美的产品质量赢得顾客的信赖，
以优善的售后服务提升产品价值是我们永恒不变的发展发针。
本着“创新无止境、服务无终结、信誉为崇旨、质量为生命”的经营理念，为广大顾客创造更多的

有源无源专业音箱，线阵，音柱音箱，低音炮，
会议音箱，同轴音箱

效益

我们是一家专业从事音响设备和相关演艺器材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国际商贸服务的现代化企
业。
目前，产品涵盖了专业音响、影院音响、数字娱乐、舞台音响、会议音响等多个音响领域，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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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坚持”以人为本” 的发展方针。

Hall 9
9 号馆

恩平市咏盛电子器材厂
Enping Wingsing Electronic Equipment Factory

我们严格要求从原材料到生产到品管以及每道生产工序，先后引进多款国内外品牌生产设备和检

联系方式

测仪器;严谨的生产管理加上严格的品质监控，先后研制生产了多系列技术水平含量高、适应销路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平石工业新区五里营旧村7号5楼

的音频设备产品。我们信守”品质至优、服务至上、精益求精” 的原则。

电话：+86-18929096191

传真： +86-750-7119191

我们专业音响给您带来的将是高品质高配置单元结合优质用料和完善的制作工艺缔造出价格合理

邮箱：837501088@qq.com

网址： www.epwsing.com

的专业音响产品!
TACT - Professional loudspeaker manufacturer
1.Accept OEM, ODM.
2.Passive, active line array, pa speakers, column speakers,conference speakers,subwoofers,
coaxial speakers.
3.Rich experience sales team, over 10 years productivity and have sufficient tech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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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话筒及周边设备产品
咏盛电子器材厂坐落于中国“著名温泉之乡”及“麦克风生产基地”之美称的—广东省恩平市，是一家
集产品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麦克风现代型生产企业。主营：无线麦克
风、无线会议麦克风、手拉手讨论型手会议系统、周边设备等系列产品。本厂技术力量雄厚，拥

experience.

有实力过硬的研发、生产团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外观新颖、性能优异、质量稳定的

4.The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imported Germany, and continuously introduce

专业产品，并建立完善便捷的销售售后服务，各方面都深得客户一致好评。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e use of high - quality materials.

咏盛电子本着“以诚取信，以质取胜；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经营理念，欢迎国内外朋友来电洽

5.Wide usage of loudspeakers: suitable to stage, outdoor, conference etc.

谈经销，工程方案，OEM合作等业务，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

6.Export to over 5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选择咏盛--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选择信心的保证！

7.The order placed rate about 99% percent after customer receive the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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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易拓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ETO AUDIO EQUIPMENT CO., LTD.

Hall 9
9 号馆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NO.20 HANJI ROAD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CHINA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大冈兰花街23号

电话：+86-20-39114255

传真： +86-20-34554616

电话：+86-20-86401599

传真： +86-20-36595954

邮箱：eto@etoaudio.com

网址： www.etoaudio.com

邮箱：2850729717@qq.com

网址： www.merry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功放，开关电源功放，模拟功放，数字功放模块

参展商品牌/产品： 扬声器、喇叭单元

广州市易拓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音响设备制造企

广州美睿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是为扩声系统开发、制造、定制及提供OEM专业喇叭单

业，具有多年的研发和生产管理经验，曾向众多国内外知名音响品牌提供产品开发，设计及技术

元的“一站式服务”企业，自2012年起连续四年被评为“扩声系统优质配件十佳供应商”，广东省“质

支持等专业服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依托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先进的生产设备，致力于为国内外客

量、服务、诚信ＡＡＡ企业”，旗下品牌EL,MA，TS，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多项发明专利。经过

户提供高品质的专业音响设备。

10年的沉淀和积累，公司现拥有5000多平方米生产车间，3条现代化生产线，10余位扬声器（电

公司主营产品：数字功放，开关电源功放，模拟功放，数字功放模块，并接受OEM（贴牌制造）

声）专业工程师组成的强大研发团队, 35位制造技术专业技师。公司管理流程化、规范化，用严格工
艺保证产品性能稳定，根据客户使用情景定制产品品质标准，满足不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产品畅销

及ODM（原始设计及制造）订单业务。

国内外，深受国内音响制造商、欧美、东南亚、非洲国家及地区用户喜爱，产品广泛使用于高端娱

经营理念：质量为本，持续创新，顾客至上，信誉第一

乐、ＫＴＶ、大型户外演出、会场、音乐厅等场所。

易拓音响全体同仁，愿以雄厚的实力和满腔的热情，为广大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每

专用产品：

一位客户取得成功，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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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睿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Guangzhou Merryaudio Equipment Co., LTD

6.5寸――21寸喇叭单元、压缩式高音喇叭单元。

ETO Audio Equipmen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manufacture enterprise

企业宗旨：美睿，为专业音箱扬声

with R&D, manufacture, sales and service. In past years, ETO provided high quality profes-

企业使命：以使用情景定品质标准，用严格工艺保性能稳定。

sional audio equipment to customers over the world, and got recognitions for the excel-

企业愿景：为音箱制造商扬声，传播快乐，是美睿人的梦想。

lent performance, consistent high quality and perfect service.
Main Product: Digital Amplifier, Switching Power Amplifier, Analog Amplifier, Digital
Amplifier Module. We also accept “OEM” and “ODM” orders.
Business Ideas: Quality-Priority, Consistent-Innovation, Customer-First, Prestige-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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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核心价值观：创新•家•责任

勇于担当，成就客户，成就员工

企业精神：创新、高效、执行、永不满足
Guangzhou Merry Audio Equipment Co., Ltd. was founded in 2005. We are a one-stop service
enterprise in developing, manufacturing, customizing and OEM professional loudspeakers for
Sound Reinforcement System. Since 2012, Our company has been appraised as "TOP 10
ACCESSORY SUPPLIERS FOR SOUND REINFORCEMENT SYSTEM " and "QUALITY/SERVICE/CREDIT ENTERPRISE" for four successive years. Our product brand “EL、MA、TS”arded as the
title of "CHINESE FAMOUS QUALITY PRODUCTS ”. We now own independ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3 invention patents.
With over 10 years development, Merry Audio has become a leading professional speaker
manufacturer. We have a 5,000 square meter workshop with 3 modern production lines , a
R&D team consisted of 10 professional acoustic engineers, and 35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Under standard management system, we are persisting in strict process for stable performance, customizing quality standard for variable usages to satisfy our customers’ individual
demand. We have won a wide user base in the field of Audio Equipment market in China and
enjoy a good reputation from oversea. Our products are applied broadly in KTV, outdoor
performance, entertainment place,conference center ,Hall etc.
Main Products:6.5-21 inch woofer speaker driver, compression driver
Enterprise Purpose:Merry Audio, we sing for professional speaker
Enterprise mission:
Persisting in strict process for stable performance, customizing quality standard for variable
usages
Enterprise vision:Singing for professional speaker and spreading joy is our dream.
Enterprise core values:nnovation, Family, Responsibility. Taking responsibility, Satisfying
customers, Achieving staff’s value
Enterprise spirit:Innovation, Efficiency,Execution,and Never be satis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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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超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Hall 9
9 号馆

恩平市声镭音频设备厂

ENPING SHENGLEI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塱边工业区E幢一楼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区B2-1《铭达工业园》

电话：+86-20-84786063

传真： +86-20-84786063

电话：+86-13824068383

传真： +86-750-7177865

邮箱：SJVVV999000@163.COM

网址： WWW.chaojin168.com

邮箱：2490817157@qq.com

网址： www.singlei.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精密五金配件

参展商品牌/产品： 调音台

· 功放 · 周边设备

精密传动轴/套， 快速锁扣，灯钩挂件，五金配件

恩平市声镭音频设备厂创建于2006年，位于广东省恩平市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二区B2-1铭达工业
园内，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专业音响设备制造企业，专业生产；调音台·功放·周

9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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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设备等产品，产品畅销全球50多个国家.
公司技术拥有专业的技术开发团队，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及稳定的生产人员，充分保持了产品的竞
争性，其产品性能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拥有完善的产品售后服务，让客户无后顾之忧，本公司秉
承；质量第一；价格优惠； 为核心，始终站在行业的顶端.
Enping shenglei Audio equipment co;ltd was established in the year of 2006,the factory is
located in No.2-1 Enping Zone,Enping lndustry Transfer lndustrial park, Guangdong
China,which is the professsional high technology audio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that run with development,production,and sale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s sell well
over 50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Enping shenglei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hav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techno-

Hall 9
9 号馆

logical group, production equipments in the level of the modernization, and stable produc-

宁波利声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tion worker to keep the vitality and competitive of the product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NingBo Lisound Audio Equipment Co.,Ltd.

products is up tp the stand of advanced level in audio system industry.singlei audio equip-

联系方式

ment factory with the core of the 'quality first and conpetitive price' ,always stand on the top
of the audio system industy.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经济开发区石婆桥东路77号
电话：+86-574-62577151

传真： +86-574-62576798

邮箱：info@nblisound.com
sales@nblisound.com

网址： www.nblisound.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功放，调音台，喇叭，控制器，均衡器，分频器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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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中天科技电子厂

Enping Zhongtian Technology Electronics Factory

联系方式

我司创建于1999年，专业致力于舞台音响，喇叭，功放，变压器，稳压器，电源,调音台,分频

地址：恩平市东安工业区东风工业园1栋2楼

器，均衡器是一家集生产、加工、商贸于一体的厂家，位于余姚市经济开发区,靠近宁波港，地理

电话：+86-13827090009

传真： +86-750-7810771

位置优越。

邮箱：

网址： ztkj168.1688.com

Ningbo Lisound is a factory professional dedicated to stage speaker box, speaker,amplifier,transformer,stabilizer,power supply , mixer, crossover and equalizer which established in
1998. Situated in the Yuyao in close proximity to Ningbo 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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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喇叭
恩平市中天科技电子厂是一家有着二十余年生产制造经营的知名电声，电子企业，主要以生产经营
喇叭为主，公司一直致力于研发和生产中高端电声产品，一向以产品质量优胜而著称，在国内外均
有崇高的地位和良好的口碑，覆盖全世界的每个角落，中天科技一直在努力研究和开发高品质的潮
流产品。在材料选配及生产工艺要求严格苛刻，力争每件产品出厂时完美无缺。我们的产品种类繁
多，规格齐全，在这里可以找到您合适，满意的产品。我们公司一直坚守诚信经营理念，谦卑待客
原则，以守信和真诚之举善待和感动所有客户，换来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将产品价格维持在一
个非常合理范围内，因为产品性价比高，也广受客户的认可。同时，您选择中天科技是您人生最正
确的选择之一，我们期待着与您的真诚合作，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Hall 9
9 号馆

Exhibitors
Introduction
参展商简介

Hall 9

《中国灯光音响》杂志

9 号馆

TDS ACOUSTIC CO., LIMITE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前街1号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滘心村大为工业区12号

电话：+86-13520566759

传真： +86-10-64612726

电话：+86-20-61107936

传真： +86-20-61107638

邮箱：zgdgyx@126.com

网址： www.dgyx365.com

邮箱：tds@tdsaudio.com.cn

网址： www.tdsaudio.com.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中国灯光音响》杂志是一家以行业信息服务为主的专业信息服务机构。我们的工作是根据客户的
要求，不断开发各种信息服务产品、开拓各种信息传播渠道，帮助企业及用户有效捕捉商业机会，

9B-30

广州市桓润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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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舞台音箱
广州桓润（TDS）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高端专业电声产品研发、设计、制造、销售、
技术服务支持的高科技企业。2010年广州桓润TDS音响正式成立，工厂坐落于中国专业音响的生产

拓展市场、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采购成本。

基地广州，拥有现代化标准厂房、先进的生产设备、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是一家最具规模的高端

联系电话：010-52056511

电声器材设备制造商和工程方案解决提供商之一。作为专业音响领域的生产厂商，桓润音响旗下的

传真：010-52056523

TDS专业音响品牌以声夺人、以质取胜，成为业界享有盛誉的品牌。秉乘TDS品牌理念：技术引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前街1号。

声音！（Technology Director Sound 即TDS）。公司产品更是以“超前的设计、卓越的品质”赢得

邮箱：zgdgyx@126.com

国内外广大客商的青睐，产品远销美洲、西欧、亚洲等国家和地区。优良的品质、可靠的信誉，为

网站：www.dgyx365.com

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并赢得了国际多家知名专业音响品牌的信赖，成功的成为他们指定的OEM
（贴牌生产）厂家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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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荣强电子有限公司

Foshan WinPower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张槎大富村南工业区联合路1号二楼东厂房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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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众谱音响有限公司

传真： +86-757-82580050

邮箱： fangxp@h-wit.com

网址： www.beatnote.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会议系统、专业音箱、功放、

联系方式

AV管理中心及周边数字处理器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恩城镇新平南路123号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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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757-82580051

电话：+86-18929097690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麦克风、电源时序器、前级效果器、功放、

音箱处理器、反馈抑制器

荣强电子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以用户的身份思考与践行产品开

9B-37

发、品质把控、售后服务。提供智能、集成、数字、网络的技术解决方案，满足空间音频对声音人
性化舒适体验的需求。主营产品：数字会议系统、网络会议系统、AV数字多媒体管理中心、专业功
放、数字周遍设备、智能电源管理器、隐形音箱、专业音箱等，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拥有自
己“BEATNOTE”品牌，同时为客户提供OEM、ODM生产定制设计服务。

恩平市众谱音响有限公司始创于2015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并提供OEM、ODM增值服务

WinPower Electronics is a modern technology enterprise integrated research, production

于一体的专业音频设备生产厂商。

and sales. It devotes to production development, quality control and after-sale service in the

建有现代化厂房，配有标准生产线，拥有中高级音频工程技术人员多名，绝对保证音频产品的性能

view of customer. Besides, they will provide technical solution with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多元化及专业化。一流的设备，强大的管理团队，完善的品控程序，制造出卓越的产品质量。

digital and internet, and satisfy the comfortable needs for customer of spatial audio. Main

KAOPO

product: digital conference system, Internet conference system, AV digital multimedia man-

MIC品牌，已遍布国内大中小城市的娱乐、会议及演出场所应用，产品远销东南亚及部分

欧美国家。

agement center,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digital peripheral equipment, intelligent
power manager, invisible speaker, professional speaker etc., with reliable quality control. It
owns "BEATNOTE" brand and also provide OEM and ODM service for custo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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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zhe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9 号馆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江高南岗元东路10号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工业园电声路3号电声大厦

电话：+86-20-86419012

传真： +86-20-86419143

电话：+86-753-6886328 13430134636

传真： +86-753-6886328

邮箱：973409137@qq.com

网址： www.clibx-pro.com

邮箱：fsdssh@163.com

网址：

数字调音台 音箱

广州天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从事专业音频电子的设计、研发、销售为一体的生产厂
商。
我们厂以诚信为本，专心、专业的服务态度和客户至上的敬业精神，取信于社会，服务于社会，立
足于社会，为社会各界和广大客户提供全面、优质的效益服务。我们致力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倾
力打造快乐文化，以无可挑剔的性价比，让更多的消费者感悟和聆听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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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户群。

扬声器、扬声器配件

丰顺电声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展至今近40年，全县电声企业有644家，从业人员有3.8万人。
主要产品有扬声器及其配件、汽车音响、蓝牙多媒体音响、家庭音响、微型音响，智能电子产品手
机、电视机等，品种多达5000余种，产品远销美国、欧盟、东南亚、中东、港台等

120多个国家

和地区。2017年电声产值达102亿元成功突破百亿大关，成为梅州市首个县级百亿产业。
丰顺电声是全国重要电声生产基地之一，先后被授予“广东省电声器材产业基地、广东省电声产业集
区域品牌建设试点地区、国家级出口电声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等称号。总投资3000多万元的“广东

的专业音响系统。

省质量监督电声产品检验站”于2018年正式运营。当前，丰顺正打造“中国电声之都”、创建“电声科

广州天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一直秉承先做人、后做事！先做好产品、再做好营销！以不断创新、不

技特色小镇”、建设中国（丰顺）国际电声博览采购中心。 “小喇叭”奏响了产业的“大乐章”。在政府

断的开拓音频技术的新领域，创造更专业，更先进的音频产品，为音频领域发展做出更加卓越的贡

的引导、扶持下，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促进了电声产业做强做大做特，丰顺电声产业一路高歌猛

献。

进，带动了县域经济奋进提速发展。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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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程电子有限公司

广东华珀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佛山南海松岗禅炭路32号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产业转移工业园二区V1帕思高3号楼，走尽右边2楼

电话：+86-757-85701844

传真：

电话：+86-13822481120

传真： +86-750-7122092

邮箱：

网址：

邮箱：callcdc@163.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聚脲与音箱聚脲喷涂设备。

以及聚脲应用样本

参展商品牌/产品： 麦克风,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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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家庭音响、汽车音响、多媒体蓝牙音响、

群示范区、广东电声之都、广东省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中国电声出品共建基地、全国产业集群

CLIBX专业音响系统。是针对演艺、HI房、慢摇、中小型娱乐演出等多种高质量演艺场所开发设计

9 号馆

FENGSHUN ELECTRO-ACOUSTIC INDUSTRY CHAMBER OF COMMERCE

联系方式

广州天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英国、德国、新加坡、日本、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有着为数众多

Hall 9

丰顺县电声行业商会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功放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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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9

声程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中国电声行业先驱者，作为中国民族品牌企业享誉国内外，一
直致力于为全球用户提供最优秀的声音处理解决方案。公司旗下“soundprese”品牌，提供个人音

9B-46

广东华珀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华珀），成立于2012年，是一家专业从事聚脲材料的研发、生产、销
售、工程服务及应用开发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公司坐落于美丽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国家级高新

频、专业音频、工程应用等设备和服务，通过创新的技术和优质的产品，实现人们享受更高品质娱

区，工厂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拥有宽敞规范的生产车间，年产能可达5000吨，生产规模和技

乐生活企业愿景：创名牌，创一流，创百年伟业。 发展战略：全国著名的麦克风制造商。 经营理

术研发已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同时，华珀也是美国Graco（固瑞克）公司喷涂设备的华南地区代

念：把企业建设成和谐、奋进、真诚、坦荡、永远值得信赖，员工、社会和客户均热爱的优秀的群

理商，拥有并为客户提供一流的聚脲喷涂设备，从产品、设备、工艺和施工等各个环节提供全方位

体。通过与客共赢，使客户满意，使客户在与我们的合作中达到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稳定、快速地

服务。作为华南地区一线聚脲品牌，华珀聚脲产品系列涉及防水、防腐、防漏、防渗、防撞、防

发展和壮大.

污、耐磨、耐根穿刺、耐候、阻燃等多种类型，可广泛应用于桥梁、屋顶、钢结构、储罐、水池、
水利大坝、污水处理池、蓄冰池等建筑防水防腐，装备防护装饰等领域，产品质量稳定，综合性能
优异。公司提供一系列聚脲底漆、腻子、面漆等配套材料，保证聚脲材料更好的适应各种应用领
域，发挥出聚脲最大的优势，并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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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永峰音响器材厂

9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园恩平园区二区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二区B2-1A座三楼

电话：+86-15807507889

传真：

电话：+86-750-7816262

传真： +86-750-7822303

邮箱：1834584046@qq.com

网址：

邮箱：soundpath@163.com

网址： www.soundpath.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设备

频设备产品开发和生产能力，可及时按客户的要求进行OEM或ODM生产，我们一向坚持客户至上
的原则，并向客户承诺：我们的工厂就是客户的工厂！欢迎国内、国外客户联系、洽谈业务，我们
将与您携手共创辉煌。

9 号馆

Enping SoundPath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恩平市永峰音响技术力量雄厚，生产设备先进，检测设备齐全，并有可靠的质量合格证体系以及音

Hall 9

恩平市声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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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麦克风,线材
声路致力于高端麦克同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坚持以质量为根本，创新为
动力，执着于每一个细节，务求生产出来的每一款产品都是精品为理念。公司座落于中国最大的麦
克风生产基地-恩平市，并在全国、东南亚、南非、南美等地均有业务合作伙伴。为客户提供专业、
细致、深入的服务精神是我们的宗指，并更好地向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
soundpath is a modern enterprise dedicated to R&D,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high-end
microphones and products. Adhere to the quality as the basis, innovation as the driving

恩平市朗声电声器材厂

force, persistent in every detail, and strive to produce every product is a high-quality

Enping Langsheng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concept. The company is located in Enping, China's largest microphone production base,

联系方式

and has business partners in China, Southeast Asia, South Africa, South America and other

地址：中国 广东 恩平市 恩平园区2区B3号5楼

places.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professional, meticulous and in-depth service spirit is our

电话：+86-13427430152

传真： +86-750-7778287

aim, and to better provide customers with quality products.

邮箱：

网址： epkg.b2b.hc360.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有线麦克风、无线麦克风、调音台、

功放和音箱系列电声器材产品

恩平朗声电声器材厂是集研发，生产、销售和加工为为一体的专业电声器材厂，产品包括有线麦克
风、无线麦克风、调音台、功放和音箱系列电声器材产品。 本厂有着高效的生产和研发团队,工程师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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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有十多年的研发经验及其技术, 我们竭诚和您共建友好、亲密的业务关系, 根据客户和市场的需求，

9C
01-02

我们积极提升公司研发实力，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

地址：广州番禺区南村镇樟边村纲领坊3巷6号

本厂的宗旨是：“以创新求发展，以质量求生

存”。优质的产品和完善的服务都受到了广大客户的好评。公司现有专门的研发小组和技术人员。产
品的样式新颖，设计人性化，备受广大用户的喜爱。

我们一如既往为您提供快捷，优质，满意

Enpinglang 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is a professional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wireless microphones, mixers, amplifiers and speaker series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products. The factory has an efficient production and R & D team, engineers have more than
10 year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technology, we sincerely work with
you to build a friendly, intimate business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customer and market
demand, we actively enhance the company'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ength, carry out
Strict quality control. The factory's aim is: "Innovation for development, quality for survival."
High-quality products and perfect services have been well received by customers. The
company has specialized R&D teams and technicians. The product's style is novel, the
design is humanized, and it is very popular among the users.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you with fast, high-quality, satisfactory service, welcome customers to consult and negotiate, sincer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future!

电话：+86-13535314449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功放及周边器材

的服务，欢迎广大客户咨询洽谈，精诚合作，共赢未来！
integrating R&D, production, sales and processing. Its products include wired microphones,

广州拓林电声有限公司

9C-07

拓林电声创立于2005年，是一家集科研,制造,技术服务于一体,专业研发、生产音箱及 功率放大器,周
边设备,经过多年的努力,拓林电声采用现代化的机制体制创新,规范化的科学 管理模式,精英化的高效
管理团队,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内涵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以变革求生

存,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势

头！
我们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标准,我们向市场提供“科技、品质、时尚”的产品,建立 完善、有效的服务
体系;我们把“为客户创造价值”作为公司的使命,我们会做到对客户负 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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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那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all 9

Anaccor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 号馆

广州市蜀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Shuyin Electronics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东莞市清溪镇荔横管理区百荔街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万岗一横路38号2楼

电话：+86-769-87739040/15920690634

传真： +86-769-87730429

电话：+86-18925061267

传真： +86-20-34753002

邮箱：jason@anaccord.net

网址： www.anaccord.net

邮箱：11134070@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天花喇叭，入墙喇叭，功放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喇叭

东莞市雅那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是音响以及音频

广州蜀音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专业KTV演出舞台扬声器为主业，技术开发为核心，集研发、生

器材专业制造商,主要产品有：壁挂音箱/

户外音箱/吊顶音箱/天花喇叭/入墙音箱/功放/单,双碟DJ

CD播放机/监听音箱/重低音音箱/家用 HiFi 音箱/调音台等产品.工厂成立于 2003 年，坐落于东莞市

9C-12

；音膜组件

产、销售为一体的创新型电声企业，公司坐落于素有“灯光音响之乡”的广州市番禺区。我们先进的
设备和严格的品质管理系统，保证了稳定、及时供应高品质的深受国内外喜爱的产品和真诚的服

清溪镇，诚接 ODM & OEM，欢迎来工厂考察洽谈.

务。为进一步强化蜀音扬声器的国际化、专业化定位，多年来，我们不断开拓创新，建立全面质量

We are pleased to introduce Anaccord audio factory as a professional manufacture on wall

管理体系，竭诚为您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及无微不至的售后服务。

mounted speaker,outdoor speaker,pendant speaker,ceiling speaker,inwaill speaker,amplifier,single and double CD player,monitor speaker,subwoofer speaker,HIFI speaker products
(website:www.anaccord.net). Our 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china in 2003 and located in
Qingxi town of Dong Guan city.Welcome to visit factory ,welcome ODM & OEM
business,Anaccord audio factoray wuld be your trust partner on business !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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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雅兰仕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YALANSHI AUDIO EQUIPMENT CO.,LTD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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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Ping Shengyi Pro.audio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区二区A8号

地址：恩平市飞鹅新区燕华综合广场C区1号二楼

电话：+86-750-7819321

传真： +86-750-7816988

电话：+86-750-7773810

传真： +86-750-7117005

邮箱：rlsyalanshi@126.com

网址： www.rlsyalanshi.com

邮箱：f7773810@163.com

网址： www.maokst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麦克风支架，音箱支架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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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声艺专业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位于中国广东珠三角洲恩平市，临近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交通便利。
公司自2006年组建以来，不断发展，至今，公司主要生产、开发、销售音箱支架、麦克风支架、调
音台架、桌面支架、灯光支架、音箱壁架、摇摆支架及各类支架配件。产品畅销国内外，并已远销
欧洲、东南亚、美洲、大洋洲及中东等地区。
我们的质量方针是“关注质量，持续改进，竭诚为顾客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我们衷心感谢每一位
客户的支持，并持续热诚为你提供最优惠的市场价格、优质产品及完美的售后服务。我们也热情结
交更多的合作伙伴，共同拓展业务，共享利益。

参展商品牌/产品：

9C-13

恩平市声艺专业音响科技有限公司建于2002年

，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主营

舞台设备、专业音响、调音台、功放、周边设备等音响系列产品的专业生产厂家，拥有完整、科学
的质量管理体系。 其产品畅销国内外多个地区以及国家。 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发展，多年不断完善
的管理制度，其具备了先进且精湛的生产技术；产品质量稳定，款式多样兼完善售后服务制度获得
了众多客户的肯定和信赖。这源于我们一直坚守着“质量第一，诚信为本，服务至上”的原则。恩平
市声艺专业音响科技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广大客户前来洽谈，
荣幸与您分享产品与资讯，实现共赢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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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金佳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JINJIARU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9 号馆

深圳市菲立尔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宝田三路56A栋二楼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东方社区东方大道36号联投东方华府一期308

电话：+86-755-88602725

传真： +86-755-88605255

电话：+86-13356597395

传真：

邮箱：zhejiangjinjia@126.com

网址： www.jinjiaelc.com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卡侬插座，组合COMBO座，小方座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响设备

深圳金佳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金佳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1985年，座落于中国浙江省乐清市国

公司是一家集设计、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专业生产无线麦克风、无线会议系统系列等

家级自然风景保护区雁荡山麓白龙山脚下——虹桥镇高新工业园区。离温州机场约50公里，离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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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9

绅纺站约5公里，离高速公路约5公里，104国道旁边，水、陆、空交通十分便利。

9C-18

本公司是一家集视听、音响家用电器配件连接器插座接口等产品开发、设计、制造为一体的专业生

音响设备的高新技术企业。迄今我司研发产品已多达50余种，并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出口畅销世界
各地。
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我司聚集了一批高素质，拥有一流音响技术的专业人才队伍。

产厂家，建筑面积约10000m2，员工约500人。主要产品有XLR插座、组合COMBO座、小方座、

十载的风雨，公司累积丰富的经验，不断建立和完善品质体系，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员工和专业技术

AV插座、CK3.5耳机插座、CK6.35插座、DC电源插座、HDMI插座、USB插座、RJ45插座、

人才，拥有先进水平的生产和检测设备。Hi-VOBO(好声宝),Biner(宾尔)等品牌产品一直畅销全国

FFC/FPC扁平电缆连接器、排针排母、D-S端子、KFC轻触开关、PSZ外接线柱、条形连接器和线束

23个省，以及欧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0多年来均以稳定可靠的产品质

连接器等300余种。广泛应用于专业音响功放、通讯、电脑、电视、打印机，家用电器及其它电子

量和优良的销售服务素质获得客户的信赖和支持!

设备。
本公司技术力量雄厚，生产检测设备先进，拥有产品研发工程师15人、专业技术人员20名和产品质
量检测人员45名。并以先进的科学管理和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使公司获得国家轻工部颁布的“质量信
得过产品”和银行“AAA”级信用等级证书，并先后通过ISO9001、IS014001、UL等认证，产品远销
欧、美和东南亚一带地区。
本公司坚持以“质量求生存，科技求发展”的方针，秉承“争科技领先、创一流品质”的企业宗旨，现正
以全新的经营理念，不断努力、与时俱进，再创佳绩，并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广大用户光临洽谈
合作，共建鸿图，同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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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X PROSOUND CO.,LTD

联系方式

广州声湃音响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新田工业区25栋5楼

Anaccord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白云石井龙湖北路工业区A栋五楼502号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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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腾威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18613018655

传真： +86-20-36775176

邮箱：

网址： www.shn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功放
广州声湃音响有限公司立足于中国最著名的音响生产基地广州市白云区，是一家专业从事音响产品

电话：+86-755-8417248

传真： +86-755-27326003

邮箱：WILL@T-MAXPROSOUND.COM

网址： www.t-maxprosound.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DJ混音台，声卡，功放音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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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AX PROSOUND as a professional Sound Equipment Manufacturer here located in Shenzhen for many years.
Our main products:
Karaoke Mixer amplifier.

的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音响企业。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CD Player Tuner Equalizer Audio Mixer DJ Mixer DJ Media

声湃音响依靠其可靠的质量和过硬的品质，一直与广大海内外客户保持友好的合作。以稳定的品

Player DJ Speaker All in one speaker system Etc„.

质、专业的技能受到用户的一致好评。本厂以质量求稳定，以服务求发展的务实精神，凭借独特的

also as a OEM supplier of several abroad nameplate companies having a high reputation in

技术优势，为广大用户提供高性价比的专业音响系统。

the same line. We are with advanced technology in sound's development, innovation &
production. At present, we have a team of experienced engineers & talents, who are good
at invention, innovation, craftwork management & sales of audio systems. Therefore our
products have been exported to USA, Germany, UK, Mexico ,Korea , Spanish, Brazil, Argentina, Australia, U.A.E., Indonesia , Malaysia, etc. All of our products are in favor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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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睿科音响有限公司

Hall 9

Guangzhou Rynkur Audio Co., Ltd.

9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道陈涌工业区陈涌路359号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顺祥路百威电子大楼

电话：+86-18814131552

传真：

电话：+86-20-86755766

传真： +86-20-86755582

邮箱：RynkurAudio@163.com

网址： www.RynkurAudio.com

邮箱：1084422943@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柱等音响设备
多的开发测试，独创的平面音柱非对称指向性技术，解决了音柱垂直角度过窄的问题
平面音柱非对称指向性技术，通过对平面音柱（音柱的所有全频单元都在同一平面上）中部分单元的信号
进行处理，单只音柱可实现多只线阵音箱组成J形线阵列才能实现的垂直指向性，可应用于阶梯教室/会议
室，也可应用于小型演出/会议

参展商品牌/产品： 喇叭单元

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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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威电子有限公司于1989年开始进军中国音响市场，专注于扬声器单元技术研发及生产.三十年里
百威人不断奋发图强，壮大成长，今天的百威拥有占地50亩的现代化音响工业城，拥有来自世界各
地的音响业界精英，在技术研发、制造工艺、生产管理、声学结构、售后服务有着丰富深厚的经验
和基础。是国内少有的从喇叭单元到箱体结构设计，开发生产、OEM服务的大规模音响企业。

通过音箱连接配件，在上面叠加普通音柱负责远场扩声，可应用于中小型演出/会议

9 号馆

BWAUDIO System Co.,Ltd

联系方式

广州睿科音响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柱型音箱(音柱)产品开发的厂家，经过大量的基础研发，历时一年

Hall 9

百威电子有限公司

百威电子有限公司生产基地装配了来自世界先进的生产设备，遵循严密的电脑质量监控体系和
ISO9002生产质量体系进行品质管理、集中认证和国际采购。

广州市声拓电子有限公司

在百威每一位员工都是企业的明

星，都是来自音响业界的精英，从而构成朗剑音响庞大的生产智囊团。生产基地拥有多台进口自动

Guangzhou Shen Tuo Electronics Co.Ltd

吸塑机和全自动切料机，电脑自动化木工机床，数条国际先进流水作业生产线，先后获得了3C认证

联系方式

等各种国家认证，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及高性价比，使件件皆精品，更是市场上众多国际大品牌)的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华创产业园二期7栋501

合作伙伴。

电话：+86-20-29830291

传真： +86-20-39186925

邮箱： eajax_llh@126.com

网址： www.eajaxpr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Dante大功率会议音响、POE阵列声柱/

无源阵列声柱、PoE会议音箱/无源会议音箱

广州市声拓电子有限公司坐落于中国电声行业人才及资源聚集地广东广州市，是一家专业音响设备研发、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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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Zhunde Smart Technology Co., Ltd..

制造、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企业。“EAJAX音爵士”是广州市声拓电子有限公司旗下品牌之一。

联系方式

EAJAX音爵士品牌释义：音响行业的“爵士”。作为公司进军在音响领域第一个品牌，其使命是在音响领域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钟盛路力丰工业园1栋3楼

要作出卓越贡献，在市场上开疆扩土，为我国在国际音响行业打造出国际品牌，为公司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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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准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EAJAX音爵士定位制造更高端的会议音响。
实现伟大事业的地方就有EAJAX音爵士。
EAJAX音爵士理念：清晰、平滑、厚实、高效、节能、先进、专业、高端
目前EAJAX音爵士产品除了高端网络会议音响，还有多款无源会议音响。
Guangzhou Shengtuo Electronics Co., Ltd. is located in Guangzhou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where the talent and resources of China's acoustic industry are gathered. It is a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manufacturing, sales, technical services in one enterprise.
"EAJAX Voice Jazz" is one of the brands of Guangzhou Shengtuo Electronics Co., Ltd.
Interpretation of EAJAX Audio Jazz Brand: Jazz in Audio Industry. As the company's first brand in
the field of audio, its mission is to mak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in the field of audio, expand
its territory in the market,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brand for our country in the international audio
industry,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mpany.
EAJAX Sound Jazz is positioned to produce higher-end conference audio.
Where we can achieve great cause is Jazz EAJAX.
EAJAX Sound Jazz Concept: Clear, Smooth, Thick, Efficient, Energy-saving, Advanced, Professional,
High-end
At present, EAJAX audio Jazz products in addition to high-end network conference audio, there
are many passive conference 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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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0-86885277

传真：

邮箱：13719119777@zunder.cn

网址： www.zunder.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智能门锁，智能开关，智能灯光，智能控制系统
广州准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专注于楼宇自控系统及智能家居系统设备研发 、生产的制造商，
是少数具有能自主开发楼宇自控系统的集成商

。我们经由台湾专业楼宇自控(BA)系统20多年经

验 ，自主开发出MACS软件平台系统，我们着力于现场实用方案规划设计，以及现场系统架设 实务
经验等近二十余年的经验 ，逐渐地延伸开发出更符合市场需要、一站式购足、功能性齐全以及更完
善的智能家居系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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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荣声电声器材厂

Enping Rongsheng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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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磐石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NEW PANSHI TECHNOLOGY(HK)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平石工业区东新区9号

地址：香港干诺道中137-139号三台大厦12楼

电话：+86-750-7120936

传真： +86-750-7120936

电话：+86-13838303618

传真： +852-55205633

邮箱：569406820@qq.com

网址： www.ep-rongsheng.com

邮箱：524779979@qq.com

网址： www.hk-thomas.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有源线阵音箱LA900、有源声柱LA200、

参展商品牌/产品： 演出、KTV娱乐、家庭K歌无线麦克风，

无线会议麦克风，手拉手会议麦克风

恩平市荣声电声器材厂坐落于中国第一温泉之乡---恩平，主要生产中高端无线麦克风，无线会议麦克
风，智能会议系统及数字会议系统等电声产品。

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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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荣声电声器材厂是一家多年致力于专业音响电声器材研发、生厂、贸易、销售等多元化经营于一体

可旋转式有源声柱LA200A、
有源全频音箱LA8/LA10/LA12/LA15

新磐石国际（香港）有限公司，推出了“S—THOMAS圣多玛”的自创品牌。产品涵盖：数字音响系
统，数字广播系统，数字会议系统，以及头戴与领夹，专业无线话筒等众多的系列产品。一向将功

的经济实体厂家。本厂一贯秉承“品质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勇于开拓，积极进取，充分发挥技术力量

能与品味完美结合的“S—THOMAS圣多玛”产品，每一款都极具创新与工艺精良。现“S—THOMAS

雄厚，经验丰富，具有强大的研制、开发、生产能力。本厂生产设备先进，检测系统完善，具有可靠的质

圣多玛”产品已遍布全国各地和世界众多的国家及地区，“S—THOMAS圣多玛”产品，已经成为全球

量保证体系等优势，生产出多个系列外观新颖，能优异品质上层，质量可靠的专业系列化产品。旗下品牌

数字音频系统应用市场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品牌之一。

SIMDAWE（声达威）涉及中高档次有线/无线麦克风、会议优质解决方案、娱乐音响、舞台音响及会议
扩音周边设备系统等一系列产品。SIMDAWE（声达威）品牌在市场的占有率日益倍增，产品深得客商及
用户的青睐，吸引了众多客户前来OEM，销量不断上升，不断的产品创新与市场开拓，让产品用户使用
更便捷与放心。完善的国内销售及服务团队强有力地支持了国外市场的发展。
“荣声”希望与广大的合作伙伴共同成长，成就未来，为中国的电声技术事业尽一份力。稳定的质量，开拓

9D-01

创新的产品，捷造数字化科技。创优质品质，创优质服务，立优质品牌，传播世界的声音！
未来“荣声”还将继续秉承“重质量，讲信誉”口碑，以优质服务为发展基石，热诚与广大客户战略合作开拓
更大市场。欢迎各界人士来电来厂咨询洽谈。
Enping RongSheng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factory is located in the first hot spring of the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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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ship - enping, brand SIMDAWE sound (da wei) involved in high-grade wired/wireless micro-

广州准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zhunyi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phone, meeting high quality solutions, entertainment audio, stage acoustics and conference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西环路西丽工业区丽骏路15号9栋4楼

equipment system and a series of products. SIMDAWE sound (da wei) brand in the market share,
products are very popular among customers and users, attracts many customers to come to OEM,
sales rising, continuous product innovation and market development, make product users to use

电话：+86-20-66603366/13794405908

传真： +86-20-66603366-8803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

more convenient and trust. Perfect domestic sales and service team strong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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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常友实业有限公司

Hall 9

Bevenbi

9 号馆

广州市恒音电子有限公司

Guangzhou Hengyin electronics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温塘横岭二街13号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道长沙路18号

电话：+86-13694956055

传真： +86-769-83523308

电话：+86-13928834258

传真： +86-20-31100850

邮箱：vinfo@bfbdz.com

网址： www.bfbdz.com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金属膜电容，音频电容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扬声器

本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是集研发、设计和制造金属膜电容为主的现代科技企业,产品远销东欧和美

广州市恒音电子有限公司于2011年2月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注册成立，是一家专业喇叭开发销售的公司。

洲。目前,

我司产品在节能设备、照明系统、中高端音响、电源等产品的抑制和跨接电路中使用反馈良

好。
公司秉乘“互利共赢，与客户打造行业生命”的经营理念，坚持以人为本, 推行环保理念, 有害物质完全控制
在法规标准以下。我们认为:“最好的产品”不能立足于单一的制造，我们坚持不断创新，不断地研发新产
品、新技术，以此达成持续进步。欢迎大家多提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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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专业高音和低音喇叭的开发、设计和制造。经过公司的不懈努力，现有多个系列产品已经成熟量
产和销售。
本公司宗旨是”诚信立足、创新致远”。建立健全了严格的质量检验标准。以确保产品的品质。同时还建立
了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和追求，一定能够实现与合作伙伴的互利共赢。
Guangzhou Hengyin Electronics Co.Ltd ,established in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China in
February 2011.,is a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development and sales of horn

Founded in April 2009, we are a modern technology company specializing in R & D, design and

and mainly engaged in the professional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tweeter and woofer. Series of

manufacture of metal film capacitors. Our products are exported to Eastern Europe and the Amer-

our products have been in mass production and launched to the market after the company's years

icas. At present, we have excellent feedback in the suppression and crossover circuits of

of tireless endeavour.

energy-saving devices, lighting systems, high-end audio and power supplies. The company holds

Credibility and innovation are the cornerstones of the company.

the concept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and customer building industry life", insisting on

In order to ensure product quality,our company established a strict quality inspection standards

people-oriented and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ncept, and the harmful substanc-

which have been enhanced and improved continuously .

es are completely controll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regulations. We believe that "the best prod-

At the same time, a user-friendly after-sale service system is introdued to solve related issues

ucts" can not be based on a single manufacturing, we adhere to continuous innovation, continu-

We believe that through our continuous efforts and pursuit, we will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ou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s, new technology, to achieve continuous progress.

win-win situation with our business partners.

Your valuable advice is most welcome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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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恒一音响器材厂

9 号馆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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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反馈抑制器、会议麦克风
恒一音响器材厂坐落于中国麦克风产业基地---广东恩平，是一家实力雄厚的专业音响设备器材生产厂，
集生产-销售-售后为一体。主营产品包括：反馈抑制器，无线麦，摇摆麦，电容麦和会议系统等各类型麦
克风。

DONG GUAN KWOK TRAN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LTD .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恩城飞鹅塘六合村文化楼B座二层
电话：+86-13702405688

东莞市国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石龙坑黄坑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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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769-21992616-8801

传真： +86-769-21992618

邮箱：8801@kwoktran.com
8818@kwoktran.com

网址： www.dggc.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功放电容

分频电容

国灿集团，总部雄踞于“世界工厂”城市东莞，服务范围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国际知名的薄膜电容
器制造商，以及电子配套产品解决方案服务商。集团布局上海、杭州、厦门、广州等核心城市，紧握中国
经济发展趋势，以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拓展自身在香港、菲律宾、美国等地区的服务网络，以持续的
卓越走在行业前沿。锁定专业音响、开关电源及UPS、智能电网、家用消费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太阳
/光能发电，以及新能源汽车服务领域，国灿人始终奋斗在推动电子元件配套行业发展，提升人类生活品
质的征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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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骐妙电子有限公司

NINGBO HAISHU DIBI AUDIO CO.,LTD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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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横街镇山西王工业区

地址：中山市东升镇兆益路108号
No.108 Zhaoyi Road, Dongsheng Town, Zhongshan, Guangdong, China.

电话：+86-574-88003944

传真： +86-574-88003844

邮箱：Sales@cycaduio.com

网址： www.top-sound.com

邮箱：sales@cascoo.com

网址： www.cascoo.com

castor

中山市奔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基于科技创造和科学管理的脚轮制造企业。 CASCOO品牌是欧洲脚

the high quality standard of our production,we are nowadays a specialised and world successfully

轮市场的主导品牌。

operating China loudspeaker manufacturer.

CASCOO的创意源于以脚轮（CASTOR）为载体，实现两大合作（COOPERATION) –与全球客户朋友般
合作，让全体员工家庭般合作。

Cyclone put everything into this development that is currently possible for guarantee a reliable

CASCOO提供产品研发、模具制造、五金冲压，注塑、橡胶硫化，PU注射等全产业柔性供应链。

sound of quality.Our team analyxed,simulated,made handmade models to work out details,built

2011年 CASCOO在广东中山成立
2013年 欧洲CASCOO成立并建立欧洲物流中心
2014年CASCOO全球制造基地在中山破土动工

respect for detail.

2015年 搬迁入全新现代化工厂，面积达二万多平方米

Cyclone has a wide range of loudspeaker units with a complete programe of woofers,midrange

2016年 被评为“高新技术企业”南非CASCOO成立

and tweeters including special custom designs.

2017年 欧洲CASCOO仓库扩大到10000平方，CASCOO进入欧洲前十脚轮品牌，并成为唯一一家进入德

Cyclone goals: always produce the best speakers for the customers of ours class.

国主流市场的中国脚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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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森海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SenHaiDongLi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电话：+86-13824082295

传真：

邮箱：3481409986@qq.com

网址： www.senhaidongl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麦克风
广州森海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话筒等产品专业生产加工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广
州森海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业界的认可。欢迎各界朋友莅临参观、指导和业务
洽谈。
Guangzhou SenHaiDongLi technology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microphone and other audio
products professional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company, with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Guangzhou SenHaiDongLi technology co., LTD. Integrity, strength and product quality recognized by the industry

2018年CASCOO中国工厂通过BSCI（商业社会标准认证）
Zhongshan CASCOO Metal Machinery Co. Ltd, base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is a professional cast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CASCOO is one of the leading
brands in the European castor market.
CASCOO combines the words CAStor and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not only refers to the
dealings with customers, but also internally to contacts within the CASCOO Group and its
employees.
In 2011, CASCOO was founded in Xiaolan, Zhongsha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5, CASCOO
completed its modern artistic plant building, which was designed and built by an artist and his
architectural team. CASCOO’s modern plant building provides more than 20,000 sqm. Our ability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恩平园区二区V16号 恩隆科技园2栋3楼-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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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 +86-760-89821556

loudspeaker technology and a future oriented engagement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lus

results.What we have achieved is a masterpiece that is the ambodiment of a great deal of love and

9 号馆

电话：+86-760-89821559

参展商品牌/产品： 脚轮

Cyclone Audio from 2002 we established, so many years experiences in the field of acoustics and

prototypes and tuned the acoustics in countless auditions,until we were finally satisfied with the

Hall 9

ZHONGSHAN CASCOO METAL MACHINERY CO.,LTD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PA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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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奔点五金机械有限公司

includes R&D, tooling, injection molding, metal stamping, die casting, fully automatic production
lines for elastic rubber and polyurethane and finally quick assembly lines. CASCOO is well
equipped with laboratories. The monthly capacity is around 40 ISO containers.
In 2016, CASCOO was officially rated and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as a high-tech enterprise by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 blue elastic rubber castor for example is one of
CASCOO’s flagships due to its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low noi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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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雷赫迪电子

Hall 9

Enping Rehede dian zi

9 号馆

ENPING Haige sound equipment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产业转移园1区C3号

地址：Industrial transfer industrial park ii area b12-1, Enping, Guangdong,China

电话：+86-15992193873

传真：

邮箱：973870821@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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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海歌音响器材厂

雷赫迪电了成立于2010年，地处广东省恩平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属珠江三角洲区域，是全国著名侨
乡和温泉之乡，也是中国麦克风行业产业基地，珠三角先进制造业转移承接基地。
多年来我们一直专注于无线音频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逐渐成为一家拥有一定规模，具备较强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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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较高声望的无线音频设备制造商。我们一直把“科技创新”作为最核心的企业文化，并矢志不渝的坚

电话：+86-750-7778689

传真： +86-750-7778689

邮箱：haigeaudio@163.com

网址： www.ep-haig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功放，调音台，喇叭
Haige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founded in 2006, is a specialized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manufacturers. Over the years relying on their own talent and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and many well-known brands at home and abroad to establish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OEM, ODM relations of cooperation, the design, production of products
sold around the world.

持。在过去多年中，我们在无线音频产品技术方面屡有创新，受到众多客户好评，并与海内外多家知名公
司建立合作关系。
公司分别设立了研发、生产和销售平台。也逐步形成了“无线/有线麦克风，无线/有线会议系统，攻放，
调音台，音箱，电源时序器”六大系列丰富的产品线。多年来，我们立足欧美市场，积极开拓南美，亚洲
等新兴市场，取得了不俗业绩，与此同时，我们也正积极开发国内市场，力争形成内销外贸两翼齐飞，平
衡发展的的业务格局。
在公司新的发展战略中，我们将布局专业演出市场，专业会议市场，家庭娱东市场三大核心版块。与此同
时，结合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前沿科技，推进无线电声产品的数码化，互联网化和社交媒体
化。作为恩平众多努力为麦克风行业而奋斗的一员，未来我们还将致力联合本土优秀音响设备厂家，国内
科研机构和知名高校等力量，引领无线电声行业转型升级，为构建健康的产业生态尽绵薄之力。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我们将紧跟互联网时代的步伐，秉承科技创新的企业核心文化，深度
洞察市场需求，不断超越客户期望，最终成为立足国内，享誉全球的行业一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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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壹咪音频设备厂

ONE MICROPHONE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Hall 9
9 号馆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南路98号

恩平市舒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nping Sul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 恩平市 东安工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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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3802701487

传真：

邮箱：920943767@qq.com

网址： www.epsuly.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喇叭，麦克风,调音台，效果器
Enping Sul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August
1998, incorporated by Enping Suly Electronic Factory.
We are devoted to producing, selling and exporting various electroacoustic equipment including
Wire/Wireless microphone, Wire/Wireless conference system, Power amplifier, Mixing console,
Speaker, Effectors and other audio products.

9D
27-28

电话：+86-750-7050558

传真： +86-750-7050558

邮箱：VIP_WJT@163.com

网址： www.epyim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麦克风
本公司是一家集产品研制、开发、销售于一体的实业公司。拥有一班过硬实力的设计队伍，长期致力于无
线麦克风领域研究开发，不断创新，不断开发优质新产品，为客户提供优越的商务平台，为市场需求服
务。公司以“以诚取信，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欢迎国内外朋友精诚合作，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
产品性价比高，质量稳定，欢迎OEM、O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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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锐铮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ruizheng audio equipment co. LTD

9 号馆

恩平台咪电子厂

EnPing Chamic electronic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塱边村塱边工业区D栋2楼北

地址：广东省江门市恩平市恩城街道五里营村东一巷3号
电话：+86-13702808795
传真：

电话：+86-20-84855189

传真： +86-20-84855189

邮箱：549435188@qq.com

网址： www.amek.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放，喇叭单元

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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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9

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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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YITUOZY@163.COM

网址： WWW.Chamic.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数字会议、无线会议、鹅颈会议系列、

专业有线无线麦克风、专业录音麦克风、影K系列

我们是一家专业生产专业功放，喇叭单元的厂家。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精品级高端专业音响产品的研
发、设计、生产、销售及相关专业咨询服务。本着“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精益求精、共赢共进”的发展理

恩平台咪电子厂是一家专业制造麦克风系列产品的企业，成立于2003年。本公司以“精益求精、领
先潮流、服务真诚”为企业宗旨。公司拥有“台咪”chamic品牌系列会议麦克风、专业数字会议、无线
会议、鹅颈会议麦克风等。

念。产品先后通过了3C、CE、等认证，均达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并逐步成为国内外众多知名品牌在
中国OEM、ODM的理想合作伙伴。优良的品质、可靠的信誉，锐铮音响与合作伙伴建立一种相互理解、
尊重和支持的长远战略伙伴关系；根据合作伙伴的实际情况与发展理念，共同探讨发挥各自优势、令双方
共同发展、创造共赢局面的合作模式。ruizheng audio is designing and distributing amplifier, speakers, speaker system under the AiMEEK brand name, they also supply OEM/ODM components to
many of the professional audio brands in the market today.
Ruizheng amplifiers primary line consists of AB class and D class, H class, switch power class. We

Hall 9
9 号馆

联系方式

Ruizheng Speakers primary line consists of high frequency drivers and coaxial components, and

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大矸龙潭山一路6号

Frequency drivers that range from 6.5” to 24”, as well as a very complete line of High Frequency
drivers.

Our engineers have optimized each design with CLIO software to ensure each design

operates to its fullest potential time and time again. From nightclubs, to stadiums, to concert halls
around the world, our products are chosen based on their reliability, consistency and most of all

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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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ir outstanding sound quality. company management, sales, accounting, and research and

9 号馆

电话：+86-574-86102280

传真： +86-574-86107706

邮箱：1114801544@qq.com

网址： www.nbblyldz.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源插.音响配件.麦克风接插件.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re performed in this building. Ruizheng supply a premium product that

宁波甬仑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位于宁波市北仑区工业园区，紧靠宁波穿山疏港高速灵峰出口，是

offers excellent value to the consumer.

一家专业生产麦克风、音响等连接器为主的企业。

北京博捷音视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Bojie Audio & Video Co., LTD.

联系方式

Hall 9
9 号馆

奥声音响器材厂

Ao sound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直门外草场地五号

9E-03

NINGBO BEILUN YONGLUN ELECTRONIC CO.LTD

supply range from 300W to 1500W @ 8ohm, 2 channel/3channel/4 channel/6channel/8channel.
cone drivers. We have made a strong commitment to provide a well-balanced line of Low

Hall 9

宁波北仑甬仑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86-10-64377812

传真： +86-10-64335138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共和工业路宏鹏辉工业园B栋4层-402

邮箱：bjav@163.com

网址： www.bojieav.com

电话：+86-13717252117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话筒、麦克风、会议系统、无线话筒、混音器等
北京博捷音视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从事专业生产会议扩声系统、鹅颈式传声器、界面传声器、采访传声器、
手持传声器等。博捷曾先后多次获得过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发明奖、国家专利技术金奖等荣誉，
并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Beijing Bojie Audio & Video Company specially works in the field of conference broadcasting
system, Goose-neck-shaped microphones, interface microphones, journalistic microphones,
handy microphone etc.
They have been praised for their acoustic fidelity, clearness and stabilization as well as their
convenience to operate. The State Cultural Ministry has awarded them the first prize of the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the National Patent Bureau has awarded them the National Prize.
The aim of the company is: Determined to maintain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the first class in China
and strive for the world famous brand.

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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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
奥声音响器材厂是一家有着十余年生产制造经营的知名电声，电子企业，主要以生产经营专业功放 无线
话筒 为主，公司一直致力于研发和生产中高端电声产品，一向以产品质量优胜而著称，在国内外均有崇
高的地位和良好的口碑，覆盖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奥声音响器材厂一直在努力研究和开发高品质的潮流产
品。在材料选配及生产工艺要求严格苛刻，力争每件产品出厂时完美无缺。我们的产品种类繁多，规格齐
全，在这里可以找到您合适，满意的产品。我们公司一直坚守诚信经营理念，谦卑待客原则，以守信和真
诚之举善待和感动所有客户，换来广大客户的信赖和支持，将产品价格维持在一个非常合理范围内，因为
产品性价比高，也广受客户的认可。同时，您选择奥声音响器材厂是您人生最正确的选择之一，我们期待
着与您的真诚合作，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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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特电声科技器材厂

B2 AUDIO TECHNOLOGY DEVELOPING CO.,LTD

Hall 9
9 号馆

清远市博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Qingyuan Borey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99号第四幢

传真： +86-20-36950377
网址： www.gzwerey.com

电话：+86-750-7120136

传真： +86-750-7120137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华兴北路81-4号
电话：+86-20-86976393/86979687

邮箱：212@b2-audio.cn

网址： www.b2-audio.cn

邮箱：3313524104@qq.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8-21寸PA、KTV专业鼓纸

参展商品牌/产品： 调音台

清远市博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原花都振扬纸盆厂）创建于1997年，是专业从事设计、生产PA喇

"比尔特"是由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电声器材厂生产的品牌。

叭纸盆的厂家。经十余年发展壮大，产品规格从8"-21"、百余产品机种，全部采用德国、英国、美

本厂主营：调音台、多功能会议系统、专业会议麦克风、专业无线麦克风及周边等系列产品。

国等欧美国家先进的纸盆生产技术和工艺。纸盆原材料均采用全进口木浆纤维，在巩固和发挥传统

本厂一惯秉承"品质第一、用户至上"的宗旨，勇于开拓、积极进取。本厂技术力量雄厚、经验丰富，具有

木浆纤维材料特性基础上，我们还不断溶入国际最先进的纤维材料革新运用理念。采用当今科学技

强大的研制、开发、生产能力、生产设备先进、检测系统完善、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本厂生产出多

术最前沿，被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和国防军工科技上的新型化学合成纤维，如：Carbon

个系列外观新颖、性能优异、品质上乘、质量可靠的专业系列产品；深得客商及用户青睐，销量不断上

Fibre、

Kevlar、Glass Fibre、Chemical Fibre等材料，使纸盆产品结构的蓬松度、阻尼性、轻质性、刚柔

升。同时本企业拥有庞大的销售后服务网络，我们将不断努力，勇攀高峰，以一流的产品、完善的服务报

兼备等物理性能得到很好的提升，音色音域方面发挥出更好的效果。

效社会，与新老客户、朋友真诚合作，携手共进，共同创造美好明天。

我们长期致力于各项科技研发的投入，从技术含量促进产品质量档次的提升，现我们的产品长期得
到众多中外知名品牌客户的使用和支持，就是对我们进步的肯定和认可。
专注专业，进取图强的企业人精神，我们愿继续与中外新老客户真诚合作，携手共创美好新辉煌。
Borey Technology is located in the "Chinese sound capital"-Guangzhou City, Huadu district.

Hall 9
9 号馆

恩平市诺讯电声科技器材厂

highway, runs through the area, the traffic is very convenient.
Our company was founded in 1997,is a professional engaged in the design, production PA
loudspeaker paper basin of the manufacturers, after ten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growth,
product specifications from "8-21" inches, hundreds of product models. Cone raw material

NUOXUN TECHNOLOGY DEVELOPING CO.,LTD

are imported wood pulp fiber, we also haveinto the international most advanced fiber mate-

联系方式

rial innov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using the most cutting-edge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aviation ,aerospace and Defence Force Engineering a new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99号第四幢

9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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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White Cloud international airport,High-speed Rail arranged in a crisscross pattern,

电话：+86-750-7120136

传真： +86-750-7120137

邮箱：info@nuoxun.com

网址： www.nuoxun.com

synthetic fiber, technology such as CarbonFibre, Kevlar, Glass Fibre, Chemical Fibre and other
material, the production of paper basin Product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tone range play
better effect.

参展商品牌/产品： 会议系统、无线麦克风、数字周边设备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 Division in early 2015 to move to

诺讯电声科技器材厂是一家多年致力于专业音响器材研发、生产、销售等多元化经营于一体的专业音视频

time, a series of additions and updates new equipment. The company size from hardware to

系统供应商。旗下品牌(诺讯)涉及专业会议系统、无线话筒、数字周边设备等，诺讯品牌在市场的占有率

software supporting more solid one step closer . Atten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enterprising

日益倍增，完善的国内销售及服务团队强有力的支持了国外市场的发展。自诺讯科技成立以来，诺讯人始

spirit of enterprise, e are willing to work with the new and old customers sincere coopera-

终秉承“智在创造力”这一核心理念，锲而不舍潜力于研发领域新技术，回馈社会。欢迎各界人士咨询洽

tion, join hands in creating a brilliant.

谈。

the new plant, the new plant a total construction area of 6000 square meters. At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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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龙飞音响器材厂

LONGFEI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Hall 9
9 号馆

恩平市凯亮线缆厂

Enping Kailiang cable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325国道旁（沃池饲料左侧）厂房二楼A区

传真： +86-750-7118712
网址： www.klwcable.com

电话：+86-750-7823113

传真： +86-750-7127987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北郊工业区顺风街3号
电话：+86-750-7118712

邮箱：FMD1987@163.com

网址： www.longfeiaudio.com

邮箱：klwcable@163.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功放

参展商品牌/产品： 线缆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凯亮线缆厂是一家集开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线缆生产企业，专业生产各类型的音视频、专业舞

恩平市龙飞音响器材厂是一家专业从事功放、调音台、周边设备产品生产、研制销售的现代型企业。我们
生产的音频设备产品采用独特的工艺制造。从原材料入厂到制成品出厂，都经技术精湛的技师严格质量检
测，确保本厂音频设备产品具有工艺精湛、外型美观、性能优越、质量稳定，且价格适宜的特点。我厂
“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为理念”的宗旨为广大客户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最适宜的价格、最全面的服务”。
欢迎国内、外客户联系、洽谈。我们将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的前程。
Enping LONGFEI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Amplifiers,Mixers and periph-

台工程等线缆，拥有多年的专业线缆生产经验。

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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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l products.Our ideal is “ perfect products, reasonable prices,wonderful service” Welcome all

我们一直坚守：诚信是立业之本、质量是尊严的原则！因此我们非常注重产品的用途及特性，大力
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机械设备及技术，严格执行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产品已通过并取得CCC、CE等
认证。深受广大用户的好评！
客户的信任是我们前进的动力！未来、我们将全力以赴、为用户提供更优质、性价比更高的线缆产
品！
Kailiang cable factory is a cable manufacturer integrating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the clients to enter business with us wherever home and abroad.

sales. Specializ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audio and video, professional stage
engineering cable, with many years of professional cable production experience.
We always stick to: integrity is the foundation, quality is the principle of dignity! Therefore,
we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u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s, vigorously introduce
advanced domestic and foreign mechanical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strictly implement
perfect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And our products have passed and obtained CCC, CE certification,by the majority of users praise!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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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 trust is our driving force! In the future, we will spare no efforts to provide

恩平市万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customers with better quality and more cost-effective cable products!

Enping WanGuo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外资民资工业区F区
电话：+86-13827098588

传真： +86-750-7819456

邮箱：611274714@qq.com

网址：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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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道南双玉村南山工业园10号3楼
电话：+86-18665057940
传真：

万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恩平市，著名的中国麦克风行业产业基地。成立以来我们一直专注于功

邮箱：495219737@qq.com

放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逐渐成为一家拥有较大规模，具备较强实力，享有较高声望的功放机制造
商。我们一直把“科技创新”作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并矢志不渝的坚持。多年以来，我们的功放产品屡有创
新，受到众多客户好评，并与海内外众多客户提供OEM/ODM服务，产品畅销全国及欧洲、美洲、亚
洲、中东及非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lawaini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功放机

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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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拉威尼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9E-24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功放系统、解码器
拉威尼laweini音响，因其独特的设计构思，加上法国原厂自造的严谨质量而迅速闻名国际。她诞生
的第一款影院扬声器：型号HMC－6H所使用的技术留存改良至今的著名双音圈单元，能提供难以
置信的低音扩展，重放音量可与大多数大型座地式扬声器相媲美。积极的发展原则即注重对市场需
求的快速反应促使拉威尼laweini成为闻名全球的国际品牌，因技术创新和发展而受到所有同行业的
艳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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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业光华电子有限公司

Hall 9

GH ELECTRONIC CO.,LTD

9 号馆

GUANGZHOU MINGTENG ELECTRONTE 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平洲厦西三联开发区光华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86-757-81287507

传真： +86-757-86791555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友谊路嘉禾生产基地八一科技园C栋三楼
电话：+86-20-36787293
传真： +86-20-36787272

邮箱：1114842373@QQ.COM

网址： www.ghelectronic.com

邮箱：gzmingteng@163.com

精业光华电子有限公司始创于1981年3月。自1998年开始，光华电子致力于电子元器件的研发和生产，
成为一家具有30多年丰富经验集研发、生产、质量保障于一体的企业。本公司选 用日本、美国、台湾等
国外的材料。专业生产电位器，编码器和开关等系列的精密电子元器件。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位器，音响的配件

9E-25

广州市明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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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生产电阻器的厂商，主要产品有：线绕电阻器、功率型固定电阻器、金属铝外壳电阻器、精密
采样电阻器、高精密金属膜电阻器、超低阻无感电阻器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源、工控、家用电
器、仪器仪表、焊接设备等行业。
我司集产品研发、生产、营销为一体，采用科学化管理，配备先进的检测设备，引用国外的先进技
术，开发出符合GB、JIS和IEC标准的标准电阻器。
我司本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为宗旨，以“精益求精、不断创新、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为质量方针，
以“不接收不合格品、不制造不合格品、不交付不合格品”为质量承诺，以“向零缺陷迈进”为质量目
标，为广大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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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华科智音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9 号馆

佛山市擎抡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Fo Shan KingLun Electronics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东成镇东安工业园F区5-1号永丰工业园三楼
电话：+86-13528388088

传真：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里广路39号利泰大厦3楼
电话：+86-13560010915
传真：

邮箱：304561432@qq.com

网址： www.hkzy360.com/aboutUs.asp

邮箱：HVLCAP@163.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反馈抑制器、会议系列、无线话筒系列

9E-26

Hall 9

恩平市华科智音音响设备器材厂是一间专业生产音频处理、扩声设备集,生产、销售于一体。主要产品有:
反馈抑制器、会议系列、无线话筒系列、等产品。其优越性、稳定性得到业内人士的一至好评。秉承以市
场为导向，以技术为基础，以质量求生存理念，竭诚为各界服务，建立一种诚实守信的合作伙伴关系，共
同努力，携手迈向美好的明天。
Production of wireless microphones Supervalve service, win-win cooperation, we have the ability
to provide you the system-level solutions.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电容器

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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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近60年高品质制造商品牌，HVL（霍夫兰）与全球知名企业通力合作，致力于为业界提供更具
质素和性价比的音频元器件产品。主营：音频电容器，无感电阻，铜箔式电感，喇叭保护模块。
Capacitors Resistors and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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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歌行天下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Hall 9
9 号馆

联系方式

Z-BOK AUDIO TECHNOLOGY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龙岗南湾吉厦早禾坑工业区8号E座7层

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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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博音响科技厂

电话：+86-755-84183456

传真：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产业转移园C1-1号（国道旁），鹏鸣电子有限公司左一幢三楼
电话：+86-750-7772282
传真： +86-750-7772282

邮箱：116226@163.com

网址：

邮箱：cystal_zbok@163.com

网址： www.musmu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数字调音台，专业模拟调音台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设备

9F-03

智博科技成立于2006年，有专业的产品设计是和先进的生产设备，是中国数字调音台的领航人，我
们有专业的产品设计师和先进的生产设备，不断努力开发适合市场需要的高质量产品，不断探索，
实验，创新并制造出领先世界的，合乎人们需求的产品是我们永恒的追求，我们所承诺的是通过与
众多合作伙伴的紧密联系，建立一个全球化的产品市场，完善产品的售后信誉，携手共进，发展更
辉煌的业绩。
Z-BOK established from 2006,which is a colle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duction, sal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We are the captain of developing Digital Mixer in China The main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professional mixer series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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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products, Regarding continual improvement as our eternal goal,providing with high

山东幕后演出设备有限公司（威亚工匠）

qualities products and excellent service to establish brand Z-BOK. Z-BOK brave in exploitation, enterprising, give full play to the strong technical force, experienced the advantages.

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凤凰山路1号
电话：+86-15166988799

传真：

邮箱：1139204743@qq.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威亚机械，威亚材料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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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Zhonglian Culture Tech Co.,LTD

联系方式

晚会及文化活动；并培训各类影视演员、专业演员、特技演员、替身演员等服务团队。也是国内一支最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永丰路20号(厂房)首层103
电话：+86-20-85826383
传真： +86-20-85826383

早、规模大、技术质量高、表演技巧熟练、演出经验丰富的演出团队 。

邮箱：3086485806@qq.com

大型开闭幕式、各类文艺演出、电影、电视剧拍摄中威亚项目的策划、制作、威亚表演及武术表演活动等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灯光、投影设备

山东幕后演出设备有限公司<威亚工匠>是国内专业用威亚特技策划、设计、制作、演出各类大中型文艺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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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众联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效果：威亚特技的操作技术，在大型人文与自然露天舞台表演空间，舞台威亚特技可以实现如下视觉效
果：
（一）多变化中的舞蹈艺术造型的空中飞行；
（二）钢线系表演者的腰部曲体或直体 前、后空翻数周；
（三）威亚钢丝系腰直体旋转数周；
（四） 翻腾动作与舞蹈造型结合动作；

9F
08-09

网址：

众联是国内专业的音响、舞台灯光、视频系统、桁架舞台、舞 台机械、中控矩阵、会议系统、公共
广播、工程投影、影院系统、 声学装修、户外亮化等工程设计、施工、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 型
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集成企业。先后成功为长隆集团、海印集团、 勤天熹乐谷温泉度假区、广州东
塔、清远清新区政府、滨海金控、 番禺宾馆、中颐集团、番禺大厦等客户提供专业的系统解决设计
方 案及实施。

（五）空中打斗与造型结合动作；

众联拥有一批专业的工程技术团队，在声、光、电、像、中控、 舞台机械控制等领域均是国内顶尖

（六）各种空中动作、舞蹈造型与现场布景、烟火、地面动作的默契配合；

水平，具有丰富的工程设计、安 装调试及设备维护经验。专业承接剧场剧院、酒店宴会厅、多功能

（七）大型道具与造型人物的空中展示；

厅、会议中心、演播室、礼堂、文化艺术中心、体育场馆、电影院、 博物馆、KTV、商场等舞台灯

（八）空中舞台的悬空展示；

光音响、舞台机械幕布、LED 屏幕、桁 架、活动舞台、公共广播、多媒体工程投影、、智能中控矩

（九）高空视频装置结构体的悬空展示；

阵、广播 电视设备及户外景观艺术照明等声像灯光舞台机械幕布系统工程。

（十）集体行为同时悬空造型展示；

展望未来，众联坚持以专注专业为核心，通过不断学习国内外 技术交流，不断巩固和完善市场营
销网络，提高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水平，向各个业务领域进行深度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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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英迪音响器材厂

Hall 9

Enping YingDi sound manufacture

9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外资民资工业区B区B6

传真： +86-750-7180676
网址： www.aoston-audio.com

电话：+86-750-7821097

传真： +86-750-7821097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飞鹅塘南华街
电话：+86-13822329687

邮箱：1205960912@qq.com

网址： www.epyaosheng.com

邮箱：aoston99@163.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调音台、功放、周边设备

参展商品牌/产品：
company profile Enping YingDi sound manufacture was founded on 2010,is a professional
audio product manufacture and the modern enterprise of develop,production,marketing
ment,stage sound equipment,meeting sound equipment,,KTV room and so on sound
domain.We continue to follow the path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strict to the most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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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生产经营专业调音台和周边设备，是一家集研究、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专业音响
制商。
欢迎国内外客商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Aoston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is located in Enping town，Jiangmen City，Guangdong
by microphone production and relative industry.

good,best service,keep improving”.Our mission is not only sell the sound,but also offer the

We sincerely hope to build the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customers both at home and

best and perfect pre-sale and after-sale service.

abroad on the basis of mutual benefi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恩平市迪宝电子厂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一区F9号
电话：

传真：

邮箱：695807362@qq.com

网址： www.epdibao.com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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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鑫志宏科技有限公司
C&C Rigging Accessories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新桥金元二路26号东门
电话：+86-15521098330
传真： +86-755-33895475

参展商品牌/产品： 威亚机械，威亚材料

邮箱：csales@szsxzh.com

迪宝电子是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主营：专业鹅颈式会议麦克风、专业超

网址： www.szsxzh.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灯光配件（灯钩，安全绳及桁架配件）

指向性采访麦克风、专业录音大动膜麦克风，手拉手会议麦克风，专业电容传声器、专业会议麦克

9F-14

奥斯顿音响器材厂 坐落于“中国温泉之乡”、麦克风生产基地---广东省恩平市，

Province，where is honoured as the hot spring of the township in China and it is well known

from the material to the production and QC of every work.We still believe “Quality

9 号馆

AOSTON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and interprise business services.Now,our product includes the professional sound equip-

Hall 9

奥斯顿音响器材厂

风等系列产品。
Established in 2008, C&C Rigging Accessories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in the truss accesso-

9F-17

ries industry. Our company devotes ourselves to providing you with the best possible truss
accessories (Clamp&coupler&safety cable).
Our products gain CE and TUV certification.
We only focus on Truss Accessories,such as Coupler&clamp,Conical,Dice,Connector and
related accessories.Being of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market influence, we combine
R&D, design, manufacturing, sales and service on our mission to assur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深圳市鑫志宏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舞台灯光配件（灯钩，安全绳及桁架配件）的研发及制造。
公司累计开发过百种灯钩，均有CE认证，大部分产品通过了德国莱茵TUV质量认证。所有的灯钩，
安全绳和桁架配件均有大量库存远销世界各地，广受广大客户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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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兰德音频有限公司

Hall 9

Shenzhen Rand Audio Co., Ltd.

9 号馆

Ningbo Audio Be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Dongfangming Industrial Park, Baoan District, Shenzhe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传真：
网址：

电话：+86-13826063366

传真：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
电话：+86-13805861346

邮箱：info@n-audiopro.com

网址： www.n-audiopro.com

邮箱：39826670@qq.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有源监听音箱，专业录音声卡，话筒放大器，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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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音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F-21

录音放大器，录音娱乐设备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频线，防震支架，耳机，小音箱
宁波音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营音频线材，耳机，音箱，舞台和录音棚支架，麦克风防震架等各类
音频产品及配件，是研发制造型企业。我公司产品远销欧美市场，品质优异，做工精良。公司坚定

深圳市兰德音频有限公司乃领先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及解决方案供应商，产品主要包括专业有源监听
音箱丶专业录音接口丶个人录音设备丶乐器电子产品和电子消费产品。兰德成立于2008年，客户群
遍布美国丶英国丶中国丶澳洲丶欧洲及其他国家，并与易科建立长久合作关系。兰德凭藉其产品研
发及已扩充的生产能力，现正进军适用于宠物社区及其他范畴的智慧装置应用程式市场。
Shenzhen Lande Audio Co., Ltd. is a leading manufacturer and solution supplier of electronic
products. Its products mainly include professional active listening speakers, professional
recording interface, personal recording equipment, musical instrument electronic products
and electronic consumer products. Lander was founded in 2008, with custom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China, Australia, Europe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has
established a long-term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IKE. With its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expanded production capacity, Rand is now entering the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
market for pet communities and other areas.

两条发展原则:诚信经营+技术领先！热忱欢迎广大新老客户咨询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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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锐志电声有限公司

Enping RuiZhi Electro Acoustic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平石工业区东风路三巷1号
电话：+86-750-7126209
传真： +86-750-7821778
邮箱：rzsound@126.com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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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高尔斯音响器材厂

GAOERSI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参展商品牌/产品： 喇叭单元，航空箱，KTV处理器,功放

联系方式

恩平锐志电声器材厂创立于2002年9月,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各类扬声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

地址：恩平市东安工业区A区 A2

服务。公司以“顾客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为企业理念，严格遵循“坚持不懈、相互协作、共同发

电话：+86-750-7822890

传真： +86-750-7822890

展、共创双赢、的经营目标。而使企业以突飞猛进的速度成为扬声器制造业的一支生力军。

邮箱：327860537@qq.com

网址：

恩平锐志电声器材厂以“锐于创新，志在超越”的精神，力争成为行业领先者为企业奋斗目标。以独

参展商品牌/产品： 调音台，功放，麦克风

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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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 www.rzsound.com

恩平市高尔斯音响器材厂主要生产专业功放，调音台等产品，集产品研发和生产一体，公司位于广
东省恩平市， 交通便利，那里是交通发达的温泉之乡，麦克风世界产地。我司所有产品采用国际质
量标准，产品远销海外，享誉海内外众多市场， 我们为拨通的客户童工OEM 和ODM服务， 我们
不懈努力，为客户创造更好的服务。如果贵司对我们任一款产品有意或者又订单意向，欢迎随时联
系我们，。我们期待与全球客户携手合作，共创未来。
Enping gaoersi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is a manufacturer and trader specialized in the
research ,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of professional power amplifier ,mixers and so on .
we are located in enping city , guangdong ,china ,with convenient transporttation access ,
it's famous spa town and the microphone world origin.All of our products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l quality standards and are greatly appreciated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arkets
throughout the world , we have provided OEM and ODM service for different customers ,our
unremitting efforts , for your better serivece , if u are interested in any of our products or
would like to discuss a custom order,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forming successful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nes clients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near
future

9F-22-23
9F-25-26

具创造性的设计理念，严格的生产工艺及质量保证体系为依托。承蒙各方大力支持，锐志产品已为
多家品牌音箱厂家所接受，并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扩声场所。
恩平锐志电声器材厂一如既往与各方朋友一起，携手共进、昂首阔步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Enping Ruizhi Electronics Electrical Factory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2002, it is a professional enterprise works on PA loudspeaker KTV Processor, Amplifier research , development,
design, production and sale. We produce all kinds of ferrite and neodymium speakers,
crossover and so on.
Warmly welcome all our dear friends and clients from domestic and overseas to place order
or process. We promise that provide good quality and reasonable price to u. Looking
forward to become your reliable cooperative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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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聪音响灯光网

Hall 9

www.audio.hc360.com

9 号馆

Dr.MIC ELECTRONICS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745号紫园国际大厦19楼
电话：+86-20-22377910
传真： +86-20-22377910

地址：恩平市飞鹅东路13号

邮箱：liujin01@hc360.com

电话：+86-13929095050

传真： +86-750-7125151

邮箱：mj@mjprosound.com

网址： www.mjprosound.ocm

网址： www.audio.hc360.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慧聪杂志
慧聪集团介绍：
慧聪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2003年12月，慧聪集团实现了在香港创业板的成功上市，2014年10
月，慧聪网正式从香港创业板转到联交所主板上市，2017年8月或恒生指数有限公司选为多个指数系列的
成分股，同年9月被调入深港通。
作为综合产业服务提供商，集团在顺应市场及国家战略的双层次需求下，依托自身在产业链核心地位优
势，产业集群优势，资源利用优势，服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赋能企业转型，聚力产业改造。
慧聪音响灯光网：
慧聪音响灯光网是慧聪集团旗下，专业音响灯光行业第一全媒体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以专业、客观的姿
态，以敏锐、全面的视角，卓有成效地实现信息沟通并传递价值，提供厂商和客户上下游之间的有效沟通
平台。涵盖音频、视频、专业灯光、会议系统、公共广播等领域的市场、技术、产品、展会、政策、成功
案例、解决方案等资讯内容。自2003年成立至今，已有100,000多家专业买家会员、20000家厂家会员。
除专业音响灯光资讯门户网站外，慧聪音响灯光网还包括线上交易平台；十佳评选、地方巡展等线下活
动；物流；商业贷款等全方位服务。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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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头戴麦克风，领夹麦克风，乐器麦克风
恩平市麦匠电子器材厂成立于2016年，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主营
乐器麦克风、头戴式麦克风、领夹式麦克风、电容录音话筒及相关麦克风配件等。
我们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研究与开发设计团队，不断开发外观新颖，音质卓越的新产品。秉承着“品
质第一，客户至上”的宗旨，我们的自主品牌“Dr.MIC”,“麦老师”深得国内外客户青睐，销量不断上
升。
我们将不断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与客户长期发展合作。

恩平市瑞特斯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RITASC ELECTRONICS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恩平市江门产业转移工业园恩平园区二区B3
电话：+86-13827099390
传真： +86-760-7821856
邮箱：rita0750@163.com
网址： www.ritasc.com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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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ping Boge Audio Equipment Co., Ltd.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外资民资工业区A区6号

手机唱吧，蓝牙音箱 等音频设备
瑞特斯电声科技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专业麦克风，手机麦克风等音频产品制造商。公
司成立以来，凭着富于创造力的管理理念、诚恳热忱的服务态度、积极进取的精神吸引着无数的新的优秀
客户，并且建立长期合作共赢的关系。因为我们在做的不是普通产品，我们做的是为客户创造最大的价
值，为用户提供最好的产品。
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高效的开发团队及稳定的生产队伍，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化，不断推出新产品。
严格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管理。拥有优秀的销售网络，产品远销海内外，并取得客户的高度评价。坚持
为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持续为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我们一如既往为您提供快捷，优质，满意的服务，欢迎广大客户咨询洽谈，精诚合作，共赢未来！
Ritasc electroncs is the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sales of the professional microphone and
other audio product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with creative management philosophy, the attitude
of sincere enthusiasm and positive spirit attracts numerous outstanding new customers, and
establish long-term win-win cooperation. Because we are doing is not an ordinary product, we do
is create the most value for our customers, to provide users with the best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company has advanced production equipment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team and a stable
production team, according to changes in market demand, continue to introduce new products.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to manage. Have excellent sales
network, products sold at home and abroad, and have achieved high rating.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competitive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ntinued to create maximum value for customers.
We continue to provide you with fast, high quality and satisfactory service, welcome customers
negotiate, sincere cooperation and win-win future!

恩平市博歌音响器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有线麦克风，手机，电脑麦克风，

9G-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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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麦匠电子器材厂

电话：+86-13827093266

传真： +86-750-7370638

邮箱：3432389979@qq.com

网址： www.bngpro.cn

参展商品牌/产品：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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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歌音响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为中高端影音视听系统、家居智能化系统、智能会议系统、智能
公共广播系统、AV系统集成提供解决方案的高新技术企业。承接各种大型演出、高级夜总会、高级
KTV娱乐系统、大小会议系统、广播系统、音响工程等弱电工程及技术支持，方案设计，安装调试
和售后服务；是集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
公司旗下引进业界认证的荷兰著名品牌Verdant(翡翠)，提供高级智能影音专家和设计师，经验丰富
的专业安装技术团队。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博歌音响已成为华南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影音
智能系统提供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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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贝斯特音响器材厂/恩平悦城电子厂

ENPING BEST-AUDIO EQUIPMENT FACTORY/YueCheng Electronics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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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zhou Chuangxin Audio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北郊工业区奥特大厦后座4楼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西环路

电话：+86-13427337711

传真：

电话：+86-20-61986069

传真： +86-20-61989006

邮箱：recol1008@hotmail.com
2879332044@qq.com

网址： www.best-audio.net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麦克风、音箱

音响设备

广州创信音视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专业音响器材销售、音响工程设计、媒体视频投影机设

本公司集音频传输产品研发、设计、生产、批发销售于一体，产品涵盖数字无线麦克风系列、UHF

备、视频会议室安装的企业。自成立以来，公司一直把业务重点面向全国，与全国各地的客户、经

无线麦克风系列、数字对讲系统等，已成功为多家品牌公司OEM、ODM及方案开发。公司技术力

销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与各大工程商合作，积极参与了国内众多的大型项目。针对国内市

量雄厚，拥有一批多年生产经验的技术人员，生产设备先进、检测系统完善，具有可靠的质量保证

场，我们提供有数百种品质卓越、享誉盛名的产品供客户选择。产品类目包括有录音混音器材、音

体系，产品深得国内外客户及用户好评和信赖。

响设备、以及DJ器材等等，包含的品牌有：ASHLY、ALLEN&HEATH、AKG、BBE、DBX、

Our company specializes in research, design, manufacturing and wholesale business of

MACKIE、SOUNDCRAFT、MIPRO、SHURE、SENNHEISER、PIONEER、CROWN、

audio transmission products, which cover digital wireless microphone series, UHF wireless

LEXICON、TC、YAMAHA等；投影机品牌有：EPSON、PANASONIC、SONY、ACTO等。

microphone series etc. Our company has become OEM, ODM and program development

我们始终秉持“务实、诚信”的经营态度，履行对客户的承诺，把信誉视为企业的生命，以优质的服

partner of many brand companies. It is the professional technicians, advanced production

务，树立企业的形象，来开创和实现共同发展的新目标；以“客户至上、服务第一”为公司发展的宗

equipments and perfect detecting system that contribute to our reliable quality assurance

旨，对所代理的产品要求一丝不苟，在国内音响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案例。

system. Our products have won high praise and trust from clients from home and abroad.

9G-06

广州创信音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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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angxin Video Equipment Co. Ltd. is a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 sales, audio
engineering design, media video projector equipment, video conference room installation
enterprise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ompany has focused its business on the whole
country, established good cooperation relations with customer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cooperated with major engineering compani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numerous large-scale projects in China. For the domestic market, we offer hundreds of
products of outstanding quality and prestigious choice. The product categories include
recording and mixing equipment, audio equipment, and DJ equipment. The brands included
are: ASHLY, ALLEN & amp; HEATH, AKG, BBE, DBX, MACKIE, SOUNDCRAFT, MIPRO, SHURE,
SENNHEISER, PIONEER, CROWN, LEX ICON, TC, YAMAHA, etc.; Projector brands include:
EPSON, PANASONIC, SONY, ACTO and so on.
We always uphold the "pragmatic, honest" management attitude, fulfill the commitment to
customers, regard reputation as the life of the company, use quality services, establish the
image of the company, to create and achieve a new goal of common development; To
"customer first, service firs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company's development, the products
represented by meticulous requirements, in the domestic sound industry has created a
successful case after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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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卡森特电子厂

Hall 9

Enping kasente Electronic Factory

9 号馆

恩平市特莱斯电子
TRAIS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工业园四路南昌新村D区3号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产业转移园C2-2 三楼 特莱斯电子

电话：+86-13822320468

传真：

邮箱：676400258@qq.com

网址： www.kasente.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无线话筒，会议话筒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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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3422756659

传真： +86-750-7111626

邮箱：2301313005@qq.com

网址： WWW.TRAIS-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麦克风

特莱斯电子成了于2011年 ，本公司主要生产无线麦克风 ，会议系统 及音响周边产品 ，

恩平市卡森特（Kasente）电子厂是一间国内专业制造无线话筒的生产商。卡森特（Kasente）品牌
致力于无线麦克风和会议系统等音频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体的企业。
卡森特（Kasente）拥有一支高素质、高学历的研发、技术服务团队和专业的销售队伍，依托现代
化的管理体系，致力为客户提供各类无线专业音频产品。
携手同行、共赢天下、诚信如一、服务第一。
展望未来，我们继续坚持以产品优质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专业化、业务区域化、管理差异化的发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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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广东省恩平市大松岭朝阳路2号

（Kasente）品牌成为你我共进共赢的桥梁。

9 号馆

广州市宝成音响有限公司

Guangzhou Baocheng Audio Co., Ltd.

联系方式

9G-15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禺山西路莲湖工业区
电话：+86-13288831339

传真：

邮箱：

网址： WWW,BCF.COM

广州市宝成音响有限公司，是，集专业音响品牌代理、推广、销售、研发、生产及专业技术咨询和

9G-10B-11
9G-17-18

KTV（夜总会）以及家庭影院（影K）政府会议，多功能展厅等等，以好听好唱耐用为中心，以产品

电话：+86-750-7728033

传真： +86-750-7728033

邮箱：export_glayaudio@163.com

网址： www.glay-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调音台Mixer

恩平市戈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于2003年，厂房面积5000多平方米，是集设计，开发，生产，
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为一体的专业音响公司。公司主要产品有：调音台，周边设备，功放等。
Enping Glay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was established in 2003 ,is a set of professional
audio design, development, production, sales, and related technical consulting services as
one of the engineering company.Specializing ing the production of mixer, audio equipment
and power amplifier.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箱

服务于一体的高端专业音响综合性企业。 宝成公司打造高端娱乐，家庭影院，高端酒吧（会所），

Enping Glay Electronics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展路线来建设卡森特（Kasente）品牌；以诚实守信的企业形象、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让卡森特

Hall 9

恩平市戈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Hall 9

江阴中威电子有限公司

9 号馆

定制为核心，以产品质量为服务，为高端娱乐场所提供全范围的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宝成公司本着

联系方式

‘信誉至上、质量第一’的经营服务宗旨，以优质的产品、完善的售后服务以及强大的项目技术支持，

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寿科技工业园区云顾路511号

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娱乐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竭诚为客户提供夜总会、KTV、酒吧、影K(影院及
KTV兼容）扩声设备。

电话：+86-510-86369628

传真： +86-510-86369792

Guangzhou Baocheng Audio Co., Ltd. is a high-end professional audio comprehensive

邮箱：junzlok@yahoo.com.cn

网址： www.junzl.com

enterprise integrating professional audio brand agency, promotion, sal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consultation and service. Baocheng
Company creates high-end entertainment, home theater, high-end bars (clubs), KTV (night
clubs) and home theater (shadow K) government conferences, multi-functional exhibition
halls, etc., with the core of good listening and durability, with product customization as the
core. Serving product quality, we provide a full range of system solutions for high-end entertainment venues. Based on the business tenet of “Credit First, Quality First”, Baocheng Company will satisfy the individualized needs of entertainment users with high-quality products,
perfect after-sales service and strong project technical support. Dedicated to provide
customers with nightclubs, KTV, bars, shadow K (cinema and KTV compatible) sound
reinforcement equipment.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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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全系列铝电解电容

江阴中威电子有限公司位于江阴市东部周庄镇，创办于1997年10月，其前身为江阴市光源磁性材料
有限公司，专业从事铝电解电容器的开发设计与生产。公司积累多年专业技术，拥有先进的自动化
生产设备和严密的质量体系，并不断研发体积小，寿命更长，耐高温特性更完善的新型电解电容，
业务已遍布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东南亚地区。
高品质的产品需要准确、快速、高效的服务，从订单生产到发货，我们全心全意将零缺陷产品准时
交付客户使用。
多年来中威人始终坚持"质量为本、以诚取信、顾客至上、永不满足"的质量方针，竭诚为广大国内
外用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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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锐威音响器材厂

Hall 9

RW-PRO.AUDIO

9 号馆

恩平市新富力电子厂
NPSOUN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东安工业区新风电子一楼

地址：恩平市南郊工业区4号

电话：+86-18026829838

传真： +86-750-7815083

电话：+86-13672812662

传真：

邮箱：manager@rw-pro.com

网址： www.rw-pro.com

邮箱：npsound@foxmail.com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专业音箱
锐威音响器材厂是专业音箱、舞台音响，专业功放机，KTV娱乐音响，会议音箱等产品专业研发生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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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数字处理器.均衡

产 OEM、ODM的公司，拥有完整、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锐威音响器材厂的诚信、实力和产品质
量获得业界的认可。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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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同裕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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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东莞市东坑镇角社村东兴西路侧

恩平市泓声音响器材厂

Enping Hong Aoung And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地址：恩平市 吉祥南路 南昌村15号
电话：+86-13725992529

传真： +86-750-7180058

邮箱： hongsyx@163.com

网址： www.adenaudio.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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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市泓声音响器材厂位于广东省恩平市，著名的温泉之乡、麦克风产业行业基地。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专业音响器材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型企业，具有强大的开发及生产能力。宗旨：以开
拓创新的经营理念、独具匠心的产品设计、精益求精的品质要求、诚信为本，为客户创造价值，完

电话：+86-769-26626558

传真：

邮箱：zcl@tongyu-group.com

网址： www.tycool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9G-30A

www.epdibao.com
焊接模组类散热器，铝挤型材类散热器，
压铸铲齿类散热器，水冷散热器，
冲压CNC加工类五金件等产品

同裕集团成立于2005年，注册资本额2000万港币。总部位于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是一家专门从
事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子电力、5G通讯、LED照明，智能家居，电脑服务器.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能
源储存，航天航空等领域的散热器的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业集团公司，其中包含：焊接模
组类散热器，铝挤型材类散热器，压铸铲齿类散热器，水冷散热器，冲压CNC加工类五金件等产

善的售后服务树立品牌形象，赢得国内外经销商与产品用户以及同行的广泛认同，与客户携手共

品。

商，共创辉煌！

随着集团品牌化进程步伐的推进，同裕已拥有6家控股子公司，其中3个为生产基地，3个再研发基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地，分布于华南、华中地区以及香港，形成了覆盖全国，辐射全球的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能够及
时、高效地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
同裕集团十四年来致力于电子散热方案的研究及市场推进，拥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技术研发团
队和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管理体系，同时拥有同行业最高水平的散热产品性能验证实验室，提供具体
市场竞争力散热解决方案。我们将不断的努力，为您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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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SPECIAL EQUIPMENT SAFE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INSTITUTE OF JIANGSU PROVINCE

9 号馆

佛山市南海金嗓音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Golden voice audio technology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草场门大街107号龙江大厦703室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官路赤山福西路段厂房第一幢第二层

电话：+86-25-85460103/85475137

传真： +86-25-85460103/85475137

电话：+86-757-89965678

传真： +86-757-89965677

邮箱：

网址： www.jstzsb.com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演艺设备、剧场舞台机械、灯光及音响系统的检验检测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国家桥门式起重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桥门式起重机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隶属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是集检测、

9G-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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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展商品牌/产品：

www.epdibao.com
麦克风、效果器、音箱线、音响吊架、
话筒支架、高清线

金嗓音于1999年5月成立，至今已有20年的历史，公司主要经营：音频信号线、音响线、HDMI高
清线、网线、VGA线、AV线、音箱吊架、KTV充电电池和充电器、麦克风和效果器等产品。

研发、科研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中心。2011年3月由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批准建成，中心自投入
运作以来，始终秉承规范诚信、热情服务的市场发展理念，致力于建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能力
强、诚信高、口碑好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
中心净资产近3亿，拥有各类先进的检验检测设备仪器2000多台套，科研办公及实验用房30000平
方米，中心专职员工55人（其中博士4人、硕士13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5人、高级工程师11
人。
中心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授权的型式试验机构，主要开展各类起重机械及其零部件的型式试验、机
电类特种设备许可鉴定评审、体系认证咨询等业务、各类委托检验检测（包括各类设备的健康检测
及安全评估、应力测试、质量检验检测，以及剧场舞台机械、灯光和音响系统的检验检测等）。
近年来，中心已完的剧场舞台的检验、检测项目有：南京大报恩寺景区剧场舞台、湖南浏阳河剧场
舞台、宁夏固原市剧场舞台、江苏无锡万达剧场舞台、上海海洋公园剧场舞台、甘肃庆阳市大剧院
舞台、河南襄城县文博中心剧场舞台等等，得到了委托方的高度认可。

Hall 9
9 号馆

址：南京市鼓楼区草场门大街107号龙江大厦703室

地址：广东省恩平市新平北路215号

电话/传真：025-85460103、025-85475137
中心分管主任：姜永磊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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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001中国音响第一网

电话：+86-13725987500

传真： +86-750-7189338

邮箱：34325192@qq.com

网址： www.ylandio.net

参展商品牌/产品：

CA001（China Audio The First Network）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上城国际3栋1713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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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and

联系方式

联系我们：
地

恩平市英伦音响设备厂

电话：+86-13710879940

传真：

邮箱： 542959071@qq.com

网址： www.ca001.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CA001中国音响第一网作为整个专业灯光音响灯光行业屈指可数的媒体领头军网站，是行业资讯及
娱乐业资讯发布的主要平台。在2000年，CA001注册成立，目前网站旗下论坛已有六十多万会员云
集。人气旺、专业性强、覆盖广、形象权威等特点使得CA001无论是形象上、还是规模上均已经成
为该行业的一个最高点。此外，CA001将不断拓宽其专业技术领域，发展传媒、专业杂志、培训、
测评等多维推广业务，致力于打造一个音视频行业的权威推广平台。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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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音箱及周边产品www.epdibao.com

恩平英伦音响器材厂专业生产专业音箱、功率放大器、调音台、麦克风及周边设备，现产品面向体
育场馆、剧院、酒店、娱乐演艺、政府企业厅堂、舞台灯光、智能建筑、城市环境艺术、智能喷泉
照明等专业灯光音响领域。
恩平英伦音响器材厂由一支专业音响界从事多年营销、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的一流专业人士组成，
能及时周到地为客户提供设计、咨询、产品销售、安装调试及售后跟踪全过程贴心服务。未来的英
伦音响器材厂将一如继往地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技术服务为宗旨，积极开拓全国市场，致力于打
造成为一站式专业音响灯光系统配置专家，与时俱进，与业界合作伙伴一起共享世界专业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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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天玛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ma Electronic Equipment Co., Ltd.

Hall 9
9 号馆

寰球精准传媒有限公司

Worldwide Focus Media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草场门大街107号龙江大厦703室

地址：UNIT 17, 9/F., TOWER A, NEW MANDARIN PLAZA, NO.14 SCIENCE MUSEUM ROAD,
TSIMSHATSUI, KOWLOON, HONGKONG

电话：+86-18078815945

传真：

邮箱：

网址：

参展商品牌/产品： 3D全息风扇灯

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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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52-30780826

传真： +852-30780826

邮箱：judy@worldwidefocus.hk

网址： www.worldwidefocus.hk

参展商品牌/产品：

独家代理海外各国的优质媒体资源

寰球精准传媒独家代理海外各国的优质媒体资源，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帮助中国舞台娱乐
行业的制造商进行海外市场推广，不仅可以通过纸媒体进行品牌知名度的宣传，也可以通过海外媒
体的网络及E-ballast/E-newsletter/Social

Media服务短平快的获取海外各个细分市场的读者查

询。在过去，我们成功的协助了GETshow主办方在海外各个细分市场的宣传，吸引各国观众来
GETshow参观和选购新品。同时我们也协助了很多知名的民族品牌/出口企业，更加深入开发海外
各个细分市场。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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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声音响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Tiansheng Sound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大源北路30号林安商贸城四楼424B房
电话：400-7788-208

传真：

邮箱： Gztsyxkj@163.com

网址： www.gztsyxkj.com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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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院技术》杂志社 // 影音中国网
Home Theater Tech magazine // www.hdavchina.com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保利中汇广场A座1511

参展商品牌/产品： 公共广播/数字会议/数字功放/数字声频处理器/

数字导频麦克风

电话：+86-20-38615681

传真：

邮箱：1813547422@qq.com

网址： www.hdavchina.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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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声音响科技有限公司集研发、推广、制造、销售、服务于一体的工程专业级音频设备制造
商，为客户提供音视频智慧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及实际应用。

《家庭影院技术》杂志致力于宣传高品质的影音产品和高品位的影音文化，是国内唯一一本以家庭

产品涵盖：

影院为主题的大型月刊，是影音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媒体之一。

公共广播、数字会议、数字功放、数字声频处理器、数字导频麦克风。

Home Theater is a monthly magazine released by post over China. It dedicates propagandiz-

系统应用：
智慧公共广播、公共广播、校园广播、校园安全应急指挥系统、数字会议、智能无纸化会议、远程
会议、高清录播系统、平安城市、和谐公园、村村通广播、灾害预警应急、消防救援应急、大型户
外演出以及安全应急指挥系统。
广州市天声音响科技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打造“高品质、高品位、高技术”和“美观性、完整性、耐用性”
的音频设备，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客户创造价值。

9G-46

ing “Audio&Video” productions in high quality and AV culture on high grade. Being the only
magazine in China which is published in the topic of home theater, it’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rofessional medium in AV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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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响网

Hall 9

Audio160.com

9 号馆

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南山区西丽镇九祥岭办公大楼6-7层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朋年大学城科技园B座4楼

电话：+86-755-26751199/18925248213

传真： +86-755-86024577

电话：+86-755--82091186

传真：

邮箱：web@audio160.com

网址： www.audio160.com

邮箱：web@dav01.com

网址： www.dav01.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音响网（www.audio160.com）是音响行业权威专业门户网站，集音响产品、音响商家和音响资讯
3条主线的专注于音响品牌整合与传播的媒体平台。自1999年成立，2004年开始运营，在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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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专业工程商、经销商、生产厂家、元器件厂家相互之间的良好沟通平台，并成为数字音视工程

商，代理商，经销商，工程商及全国范围文化、娱乐、教育、军事、会议、广播、电视、电信、交

领域最专业，最权威，最全面的行业资源性垂直媒体。

通、商业、金融、展览、医疗、科研建筑等终端用户群体。音响网聚集了扩声行业近3万多家精准

数字音视工程网围绕数字音视频系统集成下设十大行业媒体，分别是：大屏显示网、信号处理网、

渠道客户及终端客户，与音响网合作的商家近两千家，无论是网站架构还是品牌建设，亦或是日IP

集中控制网、数字会议网、音频扩音网、灯光舞台网、公共广播网、监控安防网、摄录编播网、网

访问量都是国内音响行业之首。特别自2014年7月20日，深圳广电总局联合音响网在深圳会展中心
一号馆举办了一场大型视听体验活动后，音响网现日均访问量在37-39万以上。专业的行业门户网

络音视网。服务范围涵盖：网络广告、VIP会员、杂志广告、IDC服务、视频拍摄、广告和宣传片拍

站全方位立体传播、一定能为品牌客户创造价值！

摄及制作、展台设计及搭建、资讯传播等品牌营销服务。

依马狮视听工厂/信息化视听

IMAS AUDIOVISUAL WORKS / InfoAV China

Ha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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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电话：+86-755-83862930/70

传真： +86-755-83862920

邮箱： taowu@imaschina.com

网址： www.imaschina.com

锋镝传媒（广州）有限公司
Guangzhou FD Advertisement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3069号星河世纪大厦A栋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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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av01.com)，简称数字音视网——自2007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为会

业提供形式多样的信息服务和增值功能。经过多年发展，数字音视网已成为终端客户、集成工程

这也是为什么众多一线品牌一直有与我们合作的原因。音响网浏览主体为全国音响及视听/影音厂

9 号馆

数字音视工程网(

网站、杂志、产品视频拍摄

议、指挥、演艺、安防、广播、图像展示等数字音视工程领域搭建高效的电子商务平台，为业内企

已有12年多时间，无论从网站架构，品牌建设，或访问量来说，都居国内专业音响行业媒体之首，

Hall 9

DAV01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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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数字音视工程网

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五路219号中旅商业城1112—1115室
电话：+86-20-83040386

传真： +86-20-83525788

邮箱：

网址： www.fengdi.com.cn

发现资源discoversources系列贸易杂志DM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信息化视听》系中国专业视听市场集平面、互联网、手机微信及行业评奖和论坛于一体的全媒体

我们的产品与服务：

信息提供平台，自2003年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传播并推动投影显示、会议系统、安防监控、数字告

发现资源discoversources系列贸易杂志DM：采购目录、发现资源大黄页、快易查、行业名片簿、

示、智能家居及其它AV技术和集成应用，受众覆盖全行业系统集成、工程、经销及高端用户，合作
伙伴几乎囊括业内所有中外名企，以高度权威和重大影响力享誉全行业。
InfoAV China is the leading media platform for Chinese professional AV market that embodies printing monthly, weekly newsletters, websites, micro blogging and WeChat. It connects
Chinese audiovisual professionals with latest pro AV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With its 33000+ monthly circulation and nearly 90000+ email contacts, it re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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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台历
锋镝数据：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挖掘、分析）、数据应用（传播、定制）
锋镝传媒整合传播服务：内容营销、贸易杂志、移动营销、网络平台、市场推广、展会活动、买家
推荐、渠道交易会、社交媒体
行业资讯聚合平台：行业业界资讯网

decision makers among systems integrators, contractors, designers and consultants, as well

锋镝黄页：大黄页、市场黄页、展会黄页

as pro AV end users all around China. InfoAV China also organizes symposiums, industry

叫卖网

awards and other activities. “Work with InfoAV, Work with the industry” as InfoAV covers the
whole local industry and works with almost all the major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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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分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Guangzhou sub domain Exhibition Service Co.

9 号馆

舞台灯光网
sl-360.com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节能科技园发展大厦218室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朋年大学城科技园B座4楼

电话：+86-20-39122243

传真： +86-20-39122240

电话：+86-755-26739699

传真： +86-755-86024577

邮箱：2466886792@qq.com

网址： www.fenyu168.com

邮箱：

网址： sl-360.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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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9

杂志、拉杆袋、喷绘

广州分域展览服务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音响灯光行业品牌产品推广的广告公司，公司现有服务有
《演艺装备》杂志，微信公众平台：《演艺装备》官方微信。每年分域展览还举办音响行业新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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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360.com是全国权威的舞台灯光产品，舞台灯光技术，舞台灯光资讯的专业舞台灯光行业网站，
是舞台灯光产品和技术，生产商，经销商，工程商及行业用户沟通的平台。行业商家，代理，产品

交流会巡展，为音响灯光行业广大企业推广产品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平台。

（买家，卖家）最全的商机交流平台，舞台灯光商务数据库最新的搜索平台。 通过对舞台灯光网的

联系我们

舞台灯光行业频道，您可以全盘掌握全国最新，最全，最准确的舞台灯光行业信息和舞台灯光机及

电话：020-39122243 传真：020-39122240

周边产品资讯。 让您的企业提前掌握商机，拔得头筹！我们的服务+舞台灯光网的功能就是我们的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天安节能科技园发展大厦218室

客户所期待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舞台灯光行业信息商务化，全球化。让舞台灯光企业提前走入
电子商务时代，提取互联舞台灯光商务第一桶金！

Hall 9
9 号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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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演艺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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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a Stage Intl'Pro Media

Guangzhou Eway Stage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工厂地址：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芙蓉大道42号
营销中心：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鹤龙八路22号

地址：香港九龙尖沙咀广东道30号新港中心2座5楼503室

9G-53

广州翼维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86-20-36239073

传真： +86-20-36239067

邮箱： info@megastage.com.cn

网址： www.megastage.com.hk

电话：+86-20-22928377

传真：

邮箱： eway@gzeway.com

网址： www.gzeway.com

舞台特效设备

参展商品牌/产品：

参展商品牌/产品：

《国际演艺》杂志以国际市场的敏锐触角、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及技术。炫丽演出背后的舞台设计

广州翼维舞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集舞台特效设备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

理念、以实操性为指向地介绍先进产品的性能和操作技巧、行业会议的盛况概述、工程实例的器材

售后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厂家；主要产品包括舞台烟雾机，喷花机，雪花机，泡泡机，彩纸机，二氧

搭配、优秀企业的发展历程、灯光技术、音响技术、 DJ器材的诠释及行业展览会的跟踪报道、将最

M2-A

化碳气柱机等特效产品以及各种特效耗材。以可靠的品质，技术的创新，周到的服务，为整体舞台

新上市的产品以最快速度传递给读者。本杂志可读性高、设计新颖独特、印刷质量精美，在保持纪

特效提供专业的解决方案。

实与实用兼容并蓄特色的同时，增设独家报导内容，对业界名人名家的专访，揭露成功背后的风雨

Guangzhou Eway Stage Equipment Technology Co., Ltd was found in 2008,Eway is a profes-

历程，展示睿智的媒体眼光。

sional stage equipment manufacturer that provide research ,design,product,sale and
after-sales service.We offer a wide range of stage effect equipment such as :Fog
machine ,Hazer machine,Spark machine, Snow machine ,Bubble machine,Confetti
machine ,CO2 machine,all kinds of consumables ,etc .We provide superior OEM ,ODM
service for domestic and oversea clients.Eway has taken "Remarkable Quality,Advanced
Technology and Perfect Service" as objective and we firmly believe that customer's satisfaction is our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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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雷舞智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M2馆

广州百伦舞台灯具有限公司

LITEFOCU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泗砖南路255弄100号

地址：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三东大道东东联路1号

电话：+86-21-57772701

传真： +86-21-57773210

电话：+86-20-36251450

传真：

邮箱： monzou@lovdmx.com

网址： www.lovdmx.com

邮箱： sales@birunlighting.com

网址： www.birunlighting.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M2-B

Hall M2

Shanghai Lovdmx Technologies Co.,Ltd

灯光控制系统、点控灯条、3D水晶灯、
平板灯、玻璃幕墙专用灯

上海雷舞智能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是以灯光DMX512控制技术为基础的高科技研发公司，本公司拥有
从DMX512灯具、自带灯库的DMX512灯具控制器、以DMX512指令实时生成灯光效果的即时演算

参展商品牌/产品：

M2-D

信号放大器，控制器，LED灯具,烟机

LITEFOCUS LIGHTING EQUIPMENT CO.,LTD founded in 2005, is a company which specializes
in designing, manufacturing, marketing and after-sale servicing of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s
and DMX controller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BIRUN has been cooperating with several big

服务器、到声光电一键播放的录放精灵播放软件等一系列系列创新产品，实现了完整的产业链。

purchasers,providing OEM production with 100% export.

点控灯条作为公司长期主打产品，以单点可控、色彩纯度高为特点，加入智能控制系统后，既可以

We consistently maintains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lights

作为独立的个体运行效果，也可作为整体效果的一部分载体。

standards. With strong technological resources and innovative business philosophy, it is sure

3D水晶灯在传统水晶灯上加入了效

果控制元素，可以制作出3D立体效果，亮度高、外形精美。

that we can keep steady progress pace in the changing market.

平板灯在传统“一面一色”的基础上，不仅加入了色彩可控功能，还加入了色彩点控功能，在一个平

Adhering to the quality-oriented, customer-oriented and innovation-oriented concept , we

板灯内部都可以出现多种色彩，且可以自由调控。通过视频映射功能可以跑出绝佳的效果。

are going to cooperate with all friend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stable quality, reason-

玻璃幕墙专用灯突破了以往安装明显、视频效果差等硬伤。安装后很难被发现，且视频效果更加细

able price and perfect customer service.

腻，色彩还原度高。

Hall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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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白云区莱斯舞台灯光设备厂

Guangzhou Laisi Stage Lighting & Audio Equipment Factory

Hall M2
M2馆

Ghuangzhou New caiyi stage lighting equpment factory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龙湖北路一号工业园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建南村庙企路10号

电话：+86-18922703633

传真：

电话：+86-20-36041618

传真： +86-20-36041618

邮箱： 779853844@qq.com

网址： www.laisi-light.com

邮箱： john@newcaiyi.com

网址： www.newcaiyi.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LED电脑摇头灯 LED投光灯 LED面光灯

参展商品牌/产品：

广州市白云区莱斯舞台灯光设备厂成立于2019年，历经10年专业从事舞台演艺，文旅景观照明，城

M2-C

广州新彩艺舞台灯光设备厂

市量化灯光的研发，制造，工程，服务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自成立以来，我们一直秉持：造中国自己的品牌，不断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改良与升级，经过10的用

LED 舞台灯具

广州市新彩艺舞台灯光设备厂成立于2005年，是一家至力于LED 舞台灯光研发，生产，销售，及售

M2-E

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相关产品新颍独特，一直领先于同行业水平，所有产品都通过了CE和
ROSH等相关认证。90%出口到国外市场，得到了用户的良好口碑。

心经营，今日的莱斯凭借先进的技术，卓越的品质，稳定的性能和完善的服务赢得广大客户的认

Guangzhou New caiyi stage equipment factory is a professional stage light development

可。

production sales and after service for an integrated enterprise.
For many years New caiyi team do not stop the efforts and brave innovation,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 LED effects lights, stage lights, has been leading the market, deeply loved by
customers and is widely used in various places, with a very high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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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煜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

Guangzhou You Youngl Stage Lighting Equipment Co., Ltd

Hall M2
M2馆

Guangzhou Polarlights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联系方式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白云湖街龙湖龙滘路980号B栋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石门街滘心五社第一工业区B2栋

电话：+86-20-36671462

传真： +86-20-36671462

电话：+86-20-36010420

传真： +86-20-36010421

邮箱： youyoungl@163.com

网址： www.youyoungl.com

邮箱： 168@polarlights.com.cn

网址： www.polarlights.com.cn

LED帕灯，LED面光灯，LED效果灯，
230光束灯，350光束灯，舞台特效

参展商品牌/产品：

深圳大道半导体有限公司

SHENZHEN DADAO SEMICONDUCTOR CO.,LTD.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街道东龙兴科技园3栋3楼

业舞台灯光生产厂家。
炬丰光电历经10余载的积淀，创建有自主研发中心，每年都有多项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获得了国家
专利。拥有高素质的技术开发人员，专业的市场营销服务团队。以及具有丰富的工程方案服务设计
经验，历年来我司承接了众多大小工程，如：四川自贡电视塔，新疆印象喀什，湖南卫视跨年演唱
会，潮州大剧院，上海携程年会，济南欧乐宝马戏团等。
我司产品目前已形成摇头灯、LED 摇头灯，帕灯，洗墙灯，舞台效果灯，烟机，控台等，产品大部
分销往亚、欧、美、非洲等海外市场，在国内市场也设有二十几个经销网点及售后服务中心,同时承
接国内外OEM,ODM,OBM制造。 全部产品均获得欧共体CE ROHS认证以及国际国内权威认证，且
部分产品采用的私模设计。产品以其创新、稳定、耐用而畅销全球，得到国内外广大用户的青睐。
公司注重科技创新，不断跟踪市场需求与发展方向，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提供优质高效的产品。我
们本着“永续经营”的方针，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规范产品的市场定位，完善售中、售后服

M2-K
M2-J

务，力求“造一流产品，创知名品牌”。
炬丰人愿以“品质第一，创新第一，服务第一”的宗旨和信念与各界同仁真诚合作，携手共进！
*About Polarlights
Guangzhou Polarlights Co.,Ltd,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2006.
Dedicated to R&D and manufacture of stage lighting , earned solid reputation for it's own
brand all over the world .We could not only provide products , but aslo offer the whole
project solutions for our clients .The professional maintenance and technical questions also

电话：+86-755-22677817

传真： +86-755-86523603

can be supplied .

邮箱： lg@cspleds.com

网址： www.cspleds.com

*Product

参展商品牌/产品：

舞台，景观，探照LED光源

企业愿景：强光与微米显示科技与工程的领军企业，让光改变世界。
核心技术：基于倒装芯片及其芯片级封装技术与应用；基于巨量转移和单芯片自由排列模式的薄膜
倒装芯片制造及其芯片级封装技术与应用。
核心产品：强光光源及其模组、微米显示光源及其模组、CSPLED及其彩光光源；CSP集成光源及其
模组；陶瓷倒装COB光源等。
专利布局：在薄膜倒装芯片及其芯片级封装领域拥有授权发明专利十余项，授权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十余项。
企业资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器技术分会委员单位。
品质体系：ISO/TS 16949、汽车行业质量保障体系认证、ISO9001 品质保障体系认证、陶瓷倒装
大功率COB美国LM-80品质认证。
团队荣誉：曾获深圳市科技创新奖、深圳市技术进步奖、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上海市技术发明
三等奖。
主要应用领域： 汽车照明、投影光源、微米显示与电影电视、微米背光、新一代高效聚光室外高杆
室内高棚投射照明、长距离探照与聚光照明、小角度方向性投射类照明、便携式强光与致盲照明、
舞台娱乐摄影拍照美术照明、景观建筑染色照明、智能彩光照明、植物照明、闪光照明、医疗与显
微器械光源。

专业舞台灯具

广州炬丰光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工程、设计、服务于一体的专

广州煜阳舞台灯光音响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及工程安装为一体的舞台灯光音响
设备制造工厂。
我们拥有专业的技术团队和完整的研发体系，常年以专注、务实、创新的经营理念在产品设计上推
陈出新，在产品工艺上精益求精。我们根据市场导向和客户需求在质量与成本之间找平衡，狠抓质
量，严控成本，以高性价比立足于中端市场。 我们专心做好每一个细节，让产品质量有保障，以稳
定求生存，以创新求发展，细心听取客户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供专业化、个性化、全面化的技术支
持，包括技术咨询、方案设计、项目实施等。我们拥有完整的质量检测认证体系和严格的自检体
系，多款产品通过专业检测机构检测获得国家质量检测报告，CE，RoHS，ISO9001等证书。
公司本着优质环保，诚信守法，合作共赢的经营理念，陆续荣获“中国节能环保产品”，“全国重合同
守信用”，“政府采购优秀供应商”等荣誉证书。
我们将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及时、快速、专业的售后服务，为您解除后顾之忧，真正做到为客户着
想，让您安心、放心、称心。

联系方式

M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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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炬丰光电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参展商品牌/产品：

M2-F

Hall M2

The wide range of product lines of Polarlights varies from Moving heads, LED par light , Bar
light ,Effect light, , Follow spot, and so on .Our products have been applied in Disco Hall ,theater, TV stations, concerts, profession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d rental companies.
The exquisite design and high performance of Polarlights products have earned wide
acclaim.
All the products were passed CE & RoHs certificates. Some products were used our private
module .
*Service
Polarlights not only aim to provide good quality products , but also offer the good
after-sales service .The company has always been keen on offering the most efficient and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upport to our global customers.
*Spirit
Team work ,Quality first, Service sincere.
Join us in a professional entertainment and stage lighting revolution! Polarlights - Act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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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锐流铭光电有限公司

Guangdong Lumen Pioneer Opto Co.,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荣富路11号
电话：+86-769-85096899

传真：

邮箱： sales_lmp@lumenpioneer.com 网址： www.lumenpioneer.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M2-W

彩光照明LED光源：3535-LPE-GRN、3535-LPE-BLU、
3535-LPE-AMB、5050-LML2-AW、3535-LPE2-MC、
3535-LPE3-MC、5050-LML2-MC、7070-LKR6-MC

广东新锐流铭光电有限公司为北大青鸟集团全资注册的高新科技企业，坐落于珠三角的中心位置广
东省工业重镇东莞市长安镇。公司专业致力于高端陶瓷大功率LED器件及模组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汽车、舞台、安防、固化和手机等领域，已经成为中国陶瓷封装标杆企业。
现拥有五十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取得IATF16949和

ISO9001等认证，已与国际大厂CREE、

Luminus、EPISTAR、LG Innotek、MLS达成战略合作。
Guangdong Lumen Pioneer Opto Co,Ltd. is a new high-tech enterprise,which is fully registered by beida jade bird group, located in chang'an town, Donggu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where is an industrial.The company is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producting and sale
lighting and moduling with high-end ceramic and high-power LED devices.The product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automobiles, stage, security, curing and mobile phones, etc. Has
become China's ceramic packaging benchmarking company.Now it has more than fifty
invention and utility model patents, IATF16949 and ISO9001 certification systems, and has
reach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manufacturers CREE, Luminus, EPISTAR,LG
Innotek,MLS.

户外中心
广场

先锋迪杰(上海)音响有限公司
Pioneer DJ (Shanghai) Co, Ltd

联系方式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社区荣富路11号

户外中心
广场

电话：

传真：

邮箱：

网址： Pioneerdj.com

参展商品牌/产品：

Pioneer DJ设备

Pioneer DJ的公司理念是“创新、激励和娱乐”，而愿景是“通过音乐技术让生活变得更丰富多彩”。为
此，Pioneer DJ倾听每一位客户、员工和全球音乐社区的心声，帮助实现技术上的卓越。
自 1994 年以来，Pioneer DJ已经设计出业界高品质的 DJ 技术。这些产品激发了独创性和艺术性，
并能在世界各地的夜店和节庆活动的严酷环境中经受住高强度使用。Pioneer DJ致力于确保所有未
来产品在公司成长的过程中达到以上创新和品质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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昺曪偸嶿 簆妰俥讞

从厂矿子弟到新锐导演，
宁浩：我一直很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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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CineAltaV跟着唐诗去旅行
对话《风味人间》陈晓卿 原来每一个镜头都如此考究

《地球》失控：被拳头戳破
的银幕和焦虑的影院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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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制作到放映全覆盖
影视行业坚实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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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1995，
廿四载记录中国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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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AV行业全媒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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