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及高校

安徽大学 厦门大学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电机学院 同济大学

南华大学 中国国防科技技术大学

中国空军工程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北京农学院

郑州大学 南京大学

湖南工程学院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南开大学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研究院

河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 云南昆明公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上海香料研究所

新疆通安矿山安全监测检验中心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张家口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上海化工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

研究所

无锡市文化遗产保护和考古研究

所



黄冈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浙江省

天能电池集团有限公司 万向钱潮传动轴有限公司

慈溪绿绿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西溪新茂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雷士灯具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得邦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宏盛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杭州科正精密量具量仪有限公司

和孚大勇橡胶制品厂 余姚市嘉裕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永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迦美信芯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谱创仪器有限公司 温州方圆仪器有限公司

浙江斯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嘉兴艾菲而聚合纤维有限公司 嘉兴维斯科海绵有限公司

浙江阳光照明电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乐清市友信精密检测设备有限公

司

杭州木心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永达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欧普电器有限公司 温州鸿安拉链有限公司

浙江临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博弈科技有限公司

平湖怡康机电有限公司 杭州杭淳广播电视设备有限公司

慈溪市周巷博艺电器厂 杭州三永德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宁波恒茂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临海市海花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杭州朗东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富阳市晨华涂料厂

宁波金鼎紧固件有限公司

上海市

http://www.hengdingyq.com/


上海德百时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拓阔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永大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好易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联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纳铁福传动轴有限公司

上海惠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蓝昊电气江苏有限公司

可乐丽魔术粘扣带（上海）有限

公司

华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欧申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柏途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金厦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红光液压气动元件有限公司

上海易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上海远景数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拓普思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昂电机电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迪由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精密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上海浩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上芃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瑞猫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东方雨虹防水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上海勤劳箱体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巨为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安培磁业有限公司 上海纽恩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上海景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思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青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乾朗精密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迹合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睿旋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易轩干燥剂有限公司 上海域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瑞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迹合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涵潮试验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达诺尔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华汇机电有限公司

上海罕鼎阀门有限公司

江苏省

多玛门业控制科技（中国）有限公

司

张家港西一新型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

南京飓能电控自动化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

麦格纳汽车系统（昆山）有限公

司

江苏苏净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易特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金世纪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苏州力耀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市明诚管业有限公司 吴江聚力机械有限公司

富乐压铸（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节安得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安特耐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前征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苏源杰瑞电表有限公司 江苏蓝图装备有限公司

常州星易迪塑化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安特耐科技有限公司

明岐铝轮毂仪征有限公司 吴江固德电材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朗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镇江汇龙电器有限公司

吴江贸锦电子有限公司 溧阳市鑫岩车辆配件厂

常州星易迪塑化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宏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贝克电气（江苏）有限公司 江苏金晓电子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昆山精研杰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阿波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板桥消防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昆山市合发兴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卧牛山保温防水技术有限公 上华壹特精密元件（常州）有限



司 公司

连云港市融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前征电子有限公司

扬州市斯拜秀电缆厂 南京卓实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昆山市中迪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无锡视美乐激光显示科技有限公

司

申龙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格尔利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中塑高科塑件有限公司 苏州纳贝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新晨电气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万阳天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北京远方动力可再生能源科技股

份公司

元仪国基生物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北京北方力源液压传动机械有限

公司

北京西一海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北京蒙帕尔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大地科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稳固得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北广精仪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飞翼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长春三友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吉林正达交通建设检测有限公司

长春众有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汽车油箱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进发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辽宁省

大连佳能（打印机）有限公司 大连科能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沈阳三氏化工涂料有限公司 大连泰思曼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经济开发区鑫海宁贸易有限

公司

沈阳圣通翔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大连欣洋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沈阳恺朗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宇宏金属有限公司 鞍山市热工仪表阀门有限公司

脉鲜金属（大连）有限公司 沈阳紫微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太阳纸业集团 山东陈氏集团有限公司

泰安天成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润昊氟碳材料有限公司

青岛恒利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枣庄新远大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衡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浩阳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麦克美高制笔有限公司 山东万岛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赛思特流体系统设备有限公

司

山东水星博惠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

安徽省

安徽万朗磁塑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纵横高科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万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合肥高歌热处理应用技术有限公

司

芜湖利锋精工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拜尔迪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巨一自动化装备有限公司 合肥积善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黄山顺昌汽车电器有限公司 合肥领盛电子有限公司

四川省部分客户



一汽（四川）汽车专用有限公司 四川兴达明科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成都万祥科技有限公司 泸州发展机械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汉市连山镇川西备件责

任有限公司

成都市科诚医疗器材有限责任公

司

成都运诚恒信科技有限公司 德阳市迪信佳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成都铭仁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成都双胜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春

晓分公司

贵州省

贵州新联爆破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力耀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涪陵三海兰陵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重庆盛镁镁业有限公司

重庆穗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北方仪器经营部

河南省

河南商丘市蒲锐精工实业有限公

司

河南油田亚盛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紫光物联技术有限公司 郸城县思豫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宏昇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永通特钢有限公司

河南汇金治金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省

荆州市荆龙汽车塑胶配件有限公

司

湖北武大有机硅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湖北中科博策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

湖北齐星汽车车身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华海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慧狮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启瑞药业有限公司 武汉朗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中有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

西安美泰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成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安科电器工程有限公司

江西省

江西建信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栛中汽车内饰有限公司

丰城市万年昌蜡业有限公司 南昌三樱行通金铃汽车制管有限

公司

河北省

石家庄仁和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世纪建筑材料检测设备有限

公司

河北新华新越集团有限公司

珠三角

广州信禾检测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帕尔科技有限公司

美特斯工业系统（中国）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

湖南省

湖南铁院士木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湖南亚大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八方科学仪器有限

公司

天津市

博益（天津）气动技术研究所有

限公司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天力胶管有限

公司

天津中铜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天津玖帆科技有限公司

云南省

昆明国松特种涂料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州海必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