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中国(江苏)-韩国智能制造创新合作论

坛暨项目对接交流会 
邀请函 

 

一、活动背景 

近年来，江苏省与韩国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科技交流与

项目对接活动，双方有关企业、科研院所建立了较为密切

的合作关系。5 月下旬，省委书记娄勤俭率团访问韩国，在

首尔举办的江苏韩国开放创新合作交流会上发表主旨演

讲，就如何推进江苏韩国开放创新合作提出了建议。为进

一步落实省委娄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深化江苏与韩国

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双方创新资源，

培育更多合作项目，6 月 25 日在南京市举办“2019 中国(江

苏)-韩国智能制造创新合作论坛暨项目对接交流会”。来自

韩国的 24 家智能制造、机器人、智能工厂等领域的企业与

江苏省相关技术领域或有需求的企业进行对接洽谈。 

二、组织机构 

支持单位：江苏省科技厅、大韩民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主办单位：江苏省跨国技术转移中心、大韩贸易投资

振兴公社、韩国机器人产业振兴院、南京市科技局 

协办单位：南京市江宁区科技局 

三、时间地点 

6 月 25 日（周二）南京金陵饭店钟山厅 



四、参加人员 

中方：各支持单位、主办单位相关负责人、相关领域

企业代表； 

韩方：大韩民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大韩贸易振兴公

社、韩国机器人产业振兴院及企业代表。 

规模：200 人左右，其中韩方企业 24 家。 

五、日程安排（具体请见附件） 

08:30-09:00 中方企业报到 

09:00-12:00 中国(江苏)-韩国智能制造创新合作论坛 

(第一部分) 双方领导致辞 

(第二部分) 中韩制造创新战略和智能工厂产业现况主旨演讲 

(第三部分) 中韩智能工厂领域先进企业代表案例宣讲 

(第四部分) 韩国机器人产业现况及部分企业技术信息发布 

10:50-11:00 茶歇 

12:00-13:30  午餐 

13:30-17:30  一对一对接洽谈 

 

 

 

 

 
 
 
 



2019 中国(江苏)-韩国智能制造创新合作 
论坛暨项目对接交流会 

韩国企业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及产品说明 产品示意图 希望洽谈企业 

1 
FIX ROBOT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缝制自动化机械设备 

主要设备：安全座椅垫缝制自动化生产设

备 

 

 

1. 缝制机械行业 

2. 缝制机械行业代理商 

3. 垫子生产企业 

4. 安全座椅生产企业 

2 

OPEN 

INFORMATIO

N SYSTEM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工业分析仪、测量仪器、HMSW 通讯模块

的机器人 HMI 系统开发及生产所需设备，

MES 及二级系统运行设备维护监控系统，

生产线 PLC 连接及系统建设 

 

有意实现智能化工厂的任

何制造型企业 



3 

BRAIT 

KOREA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特种工业电缆 

1. 清洁电缆：‘GX-Flex’与以往的电缆

承载系统不同，它采用 e-PTFE 材质的面

料插入电缆的方式，可最大程度地减少粉

尘的发生。提供可以应对低粉尘，超轻，

超小型，长冲程，配备四级电缆等在无尘

车间专用的动力型低粉尘电缆的解决方

案； 

 

2. 扁平电缆：提供 ESD 应对、干扰衰减

用、耐油性、自立型、电缆承载用、超高

速线性用、四角式、扁平式、双层屏蔽式、

聚氨酯材质等适用于各种环境的动力型

电缆解决方案； 

 

3.伺服电缆&机器人电缆：通过与日本电

线工业Nihon公司共同开发的高性能日本

产机器人电缆为 UL， CCC， RoHS， 

PNCT， DC Power 等各种特种认证以及

相应目的的电缆提供解决方案，为顾客提

供三菱，Yaskawa，松下，Omron 等多种

伺服系统用电缆。 

 

 

1. 无尘电缆生产企业（半

导体设备用） 

 

2. 无尘设备生产企业 

 

3. 半导体设备生产企业 

 

4. 显示设备生产企业 

4 
ROTAL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1.ACS(AGV 控制系统）-LG 电子（昌元工

厂） 

-.50 多台 AGV 同时作业/上层网络系统互

联 

-.具有防撞及十字路口控制功能 

 

2.自动识别和测量系统 

-.尺寸、比重、倾斜度、视觉检测系统机

器人 

-.标签自动印刷系统 

-.使用 6 轴多关节机器人实现自动装卸系

统 
 

 

制造型企业或者 

有意实现智能化工厂的企

业 



5 SET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1.自动化设备-韩国大林汽车（昌元） 

-.测漏仪、磁力探测仪、各种自动化设备； 

-.机器人系统的视觉检测与应用 

 

2.自动化控制系统 

-.创建自动化面板 

-.HMI SYSTEM（人机交互系统） 

-.PLC 以及伺服系统的设计与调试 

 

 

 

 

制造型企业或者 

有意实现智能化工厂的企

业 

6 

HANJUNG 

ROBOT & 

BEARING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旋转轴承、特殊环境用轴

承制造、工业机器人减速器、轴承进出口 

 

1. RV 减速器：工业机器人部件中通过降

低电机速度从而增加机器人力量的减速

器是根据各电机的特点优化旋转比例的

定制型超精密机械配件。机器人的核心部

件分为控制器，发动机，减速器三大部分，

其中最核心的就是 RV 减速器。 

 

2.谐波减速器：多用于小型关节、协作机

器人。 

 

 

工业机器人制造商 

 



7 
ERAETECH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系统自动化及机械控制 

1. 伺服型步进电机--属于小型精密部件，

可以根据输入脉冲来控制旋转角度，因此

适用于电子设备。可用于工业机器人，台

式机机器人，各种自动化生产线设备，线

性传动装置； 

 

2. 夹具--使用于多关节机器人自动化生

产线装备、组装及物流配送。由本公司生

产制作而成的迷你 SCARA 机器人，其优

点是价格低廉，尺寸小巧； 

 

3. Pinion 一-体型电机-同心及摩擦效果

显著。用于高精密旋转位置控制应用设

备，工业视觉相机设备，自动化生产线设

备和医疗设备； 

 

4.线性传感器--这款产品比之前的任何一

款产品都更小，更坚固，更具有可靠性，

与之前的 xyz 轴线性机器人相比，它大大

减少了安装空间。可用于 CCD 相机应用

设备、x-y-z 轴线性机械应用设备、小型台

式机机器人、Dispencer z 轴 

 

1. 商品流通企业 

 

2. 当地代理商 

8 
RNDP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IT 软件开发 

MES 系统的主要功能： 

1.基本的信息管理 

2.作业指示管理: 

3.生产管理 

4.工程/设备管理 

5.质量管理 

6.库存/出库管理 

7.售后服务管理 

※MES 系统通过条形码系统提供 LOT 管

理体系，通过基础水平的工厂信息化(ME

S)提供订单型制造工厂现况体系，通过 M

ES 高度化提供系统联动及自动化扩大管

理 

 

 

1.以技术合作的方式将

MES 系统应用到中国当地

企业（MES 系统技术合作

商） 

 

2.有意在企业内使用 MES

系统的企业 

 



9 

WELCON 

SYSTEMS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1. 为智能工厂设计的高速/高精密动作控

制解决方案 

--WELCON 伺服控制器能够精确地控制

智能化工厂所需的驱动电机的动作，支持

不同生产线的控制系统。 

 

2. 智能工厂机器人控制系统 

--WELCON 机器人关节伺服控制器：可以

保护作业者的安全，降低作业负荷，提高

生产效率。任何协作机器人都可以制作成

可内置的大小，支持双编码器模式。 

 

1. 智能工厂设备制造企业 

 

2. 协作机器人制造企业 

 

3. 协作机器人驱动模块生

产企业 

10 

JINSUNG 

M-TECH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工业机器人自动化设备、

各种专用设备、检查仪器 

 

 

 

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 



11 
SAMIL TECH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1. Matrix 切筋成型分理设备： 

--该设备由 1 个载入区，4 个索引，1 个切

筋模具，1 个成型/分理模具，一个卸载区

和两个机械驱动轴组成。切筋将 L/F 制品

切筋，成型部分根据要求适当固定弯曲制

品引脚，而分理区是分理连接在制品框架

的制品。 

 

2. 灵活试验手柄： 

--该设备是对各种半导体产品进行各种测

试及分选的设备。此设备不仅可以完成静

电测试，还能够完成直流与交流电测试。

它还可以通过影像检测系统完成激光打

标与引线状态及产品外观的检测，并且还

能够完成对产品的除尘清洁的功能。 

 

3. 汽车插针机： 

--该设备是自动组装“奥迪”车连接器的

装备。被卷在卷轴上的 PIN 进行模具成型

作业后弯曲成 5 针和 3 针后自动插入到连

接器的引线插入口中。插入后进行电流测

试及高电压测试后，再经过影像检测，进

行良品、不良品筛选后最终完成包装作

业。 

 

 

1. 半导体包装生产企业 

 

2. 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3. 汽车连接器生产企业 

 

4.其他需要自动化设备的

企业 

12 

KJP 

TECHNOLOGY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自动化机器人测量系统 

1. ARMS可以用激光跟踪仪以每秒 300点

去测量任何正在移动的机械或机器人。 

 

2. ARMS 可以把测量到的数据制成图表，

从而找到机械或机器人的问题点。 

 

3. ARMS 可以根据 ISO9283 (机器人性能

测试标准)去计算机器人精确度和可重复

性。 

 

4. ARMS 与 SA 和 Polyworks 的软件不一

样，ARMS 是一种用激光跟踪仪进行动态

测量的特殊软件。 

 

 

 

1. 工业机器人生产企业 

 

2. 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企

业 

 

3. 电子束焊接相关企业 



13 AIM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1.送料设备： 

采用灵活的送料技术，无需考虑配件大小

或形状，即可在自动送料设备上进行配件

组装和包装排序，即使更换投入不同种类

的配件进行生产，在不更换设备的情况下

也可以实现量产，且启动功能非常简易。 

 

2.编带式（堆垛式）包装设备： 

根据自动送料设备、零件大小和形状的不

同，在既定的编带机上通过挑选&放置的

功能可以实现零件组装和包装排列自动

化生产，也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堆垛包装。 

 

3.托盘式包装设备： 

是将机器人、视觉检测与送料机进行系统

集成，在编带机上，通过挑选&放置的功

能可自动对零部件进行挑选排序生产。 

 

4. AIVE 设备 (自动送料设备)： 

搭载了精密振动控制功能的送料设备，是

为小型零部件的挑选&放置提供最佳解决

方案的自动化设备，在 SMT、MLCC、

Flexible PCB 上放置微型元器件等的最佳

送料设备。 

 

1. 电子零部件生产、组装

企业 

 

2. 汽车零部件企业 

 

3. 化妆品企业 

 

4. 制药企业 



14 
QLIGHT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1. 警示灯/指示灯/积层式警示灯 

生产从外径 50mm 到 180mm 不同大小的

产品。将之前一直依赖于灯丝灯泡的警示

灯的光源向 LED、氙气灯多样化发展，延

长了产品的寿命，大大提高了信号亮度 

 

2. 指示灯&扬声器/信号手机 

可同时传送视觉信号和听觉信号的产品，

信息传递效果佳。最近又增加了使用 SD

卡的 MP3 功能，用户可直接输入符合工

作环境和条件的音源使用 

 

3. 船舶，重负荷，重型机械产品 

船舶、重负荷、重型设备产品特别注重抗

震及抗冲击性，内部腐蚀性和防水性能。

本公司产品在 ABS(美国船级)，LR(英国

船级)，CCS(中国船级)，KR(韩国船级)，

CE(欧盟)等获得相关技术认证。 

 

1. 自动化相关设备生产企

业(工作状态标示警告灯，

使用塔灯的企业) 

 

2. 物流自动化相关设备生

产企业 

 

3. 工业机器人生产企业 

 

4. 设备作业状态确认及管

理需要解决方案的企业 

15 
VISIONSEMI

CON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工厂自动化、物流自动化 

 

1. 等离子清洗、烘干及管理系统： 

本公司以世界一流的技术和专业的服务，

为半导体、LED 和材料行业开发和提供广

泛的等离子清洗和烘箱系统 

 

2. 协作机器人： 

可根据用户要求定制各种类型的协作机

器人 

 

3. 工厂自动化： 

本公司可根据 SEMI 的要求从硬件到软件

提供全套工厂自动化解决方案 

 

 

 

 

有意实现生产工程及工厂

物流自动化项的企业 



16 

TAEJIN 

SYSTEM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构筑 SI 咨询/智能化工厂/

机电一体化 

 

1. 智能 MES 系统： 

实时管理整个生产现场的入库、出库、生

产、运行、停产、库存、现状监测的系统 

 

2.初期.中期.终期产品智能化管理： 

生产加工中的初期.中期.终期产品品质量

管理系统、通过 I/F 测量仪自动收集测量

值 

 

3. 智能监控： 

为防止连续生产线的 lot 性不良现象的发

生，实时对工程测定项目进行管理、监控 

 

 

出口  

- 希望建立智能工厂的企

业 

- 行业:汽车、钢铁、有色金

属、注塑、家电 

 

进口或合伙人 

- IT 解决方案

(DASHBOARD 等需拥有

实体企业) 

- 需要智能工厂搭建咨询

的企业 

17 
BOGM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缝制行业工厂半自动化 

 

主营商品：COEA-1，COEA-2 将所有生产

工序与软、硬件联动。其最重要的优点是

从用户到生产厂家的所有工程都可以通

过 WEB 进行快速检验。这种系统在全世

界仅本公司拥有，今后如果开发出

COEA-3，不仅是全世界缝纫工厂，且一

般的工厂都可以实现自动化、电算化。 

 

 

 

 

有意向缝纫工厂直营化的

企业以及缝纫工厂市场营

销的企业。 

 



18 

DOOSAN 

MOTTROL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工业机器人减速器、液压

机械、军工机械系统 

斗山 Mottrol 生产的摆线减速器 GX 

DRIVE由 9种紧凑型GX-SA（型号名称），

8 种普通中空型 GX-HA（型号名称）和 2

种紧凑中空型 GX-HB（型号名称）构成。 

采用高精密摆线齿型，实现 1arcmin 以下

的轮齿隙和空转，采用 2 档减速结构，具

有抗冲击性和变形感知性的优点。根据客

户使用目的不同，可为各种减速比（200:1）

提供技术支持，通过齿形优化设计，实现

产品低噪音、高效率的功能。值得一提的

是，在保持基本性能的同时，紧凑型、轻

量化的 GX-SA，GX-HB 产品可将用户的

需求结构缩小化，为节省空间做出贡献。 

从开发初期到量产开始阶段(SOP)，共经

历了 30 个细化执行阶段，开发出了高精

密、高品质的产品。生产现场的智能化、

数据化即可确保 DX DRIVE 独有的根本

竞争力。 

 

1.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

公司 

 

2.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 

 

3.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安徽） 

 

4.垂直多关节机器人生产

企业 

 

5.工业机器人成品生产企

业 

19 
MINTROBOT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工业机器人 

1. Pal (超低价型工业用多关节机器人) - 

本公司的核心部件(减速器及动作控制器)

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开发出的超低价

型工业用机器人，与其他公司产品相比，

我司的产品具有价格低廉的优势。拥有垂

直 3 关节、垂直 6 关节及 SCARA 形态 3

种产品规格。 

2. Elacloid Drive (机器人用精密摆线减速

器) - 采用本公司独家专利结构的机器人

关节用精密摆线减速器，制造工艺简单，

与类似竞争产品谐波减速器相比，其制造

成本低廉，是可以替代老款谐波减速器的

低价型产品。 

3. MEP-Pi (实时动作控制平台) - 以开放

平台 Raspberry Pi 为基础组成的低价型实

时动作控制平台。可用作控制最新现场总

线通讯技术的 EtherCAT 装置的主平台，

除此之外，支持 CAN，RS485 及 24V 接

口通信，可作为包括工业机器人在内的基

于 X-Y-Z 的各种工业设备的控制平台。 

 

 

 

 

 

1. 新生代机器人生产企业

中，为了价格竞争力需要低

价型减速器的企业  

 

2. 自动化系统制造企业

中，为了价格竞争力需要低

价型多关节机器人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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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STAR-HO

MMEL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自动测量仪、组装产线用

设备 

 

1. 动力传动组装产线 

- 发动机装配产线: 采用发动机各部件组

装的自动化生产线，将各种测量仪及组装

设备、机器人、视觉检测、挤压技术应用

于生产线上，并为客户量身定做符合发动

机特性的装配产线。 

- 变速箱组装产线: 采用测量仪、装配机、

机器人、视觉系统、挤压等多项技术，为

变速箱装配产线提供便利。 

- 车桥组装线: 采用本公司拥有的技术组

装车轴的生产线。 

- 万向轴组装线: 采用本公司拥有的技

术，生产并供应装配等速万向节的自动化

生产线。 

 

2. 顾客定制型自动化生产线: 需要测量和

装配等机械技术的自动化生产线 

 

3. Ts-SPC 系统: 可对在加工和组装阶段

各种部件质量的测量表格和程序进行管

理。 
 

1. 整车生产型企业 

 

2. 汽车动力传动生产企业 

 

3. 需要自动化生产线的一

般型企业 

21 
XISOM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软件开发 

X-SCADA 是为工业 4.0 集成最新技术的

创新产业自动化控制软件开发工具。各种

自动化监控及控制设备(PLC、控制器、传

感器、物联网设备等)的实时数据和数据库

信息将轻松且快速地传送到 X-SCADA 的

强大、稳定的整合平台环境中。对难以接

近的生产现场的自动化机器，可通过简单

的设置即可进行监控或直接控制。 

X-SCADA 支持众多适合不同产业现场网

络的控制器、丰富的 SVG 库、支持

JavaScript、强大的编辑器，这些都是将工

业现场的诸多功能简便易行地表现出来

的最佳工具。可控制相机(IP/USB)，无需

另行设置相机软件，可通过 X-SCADA 自

由使用截图/录像/Pre-set/PTZ，并具有 

OCR(文字识别)功能。X-SCADA 在智能工

厂构建方面已成为优秀调配产品的核心软件。 

 

 
1. 工厂负责人 

 

2. 智能工厂推进企业 

 

3. 制造型企业 

 

4. 数据管理和质量管理企

业 

https://search.naver.com/p/crd/rd?m=1&px=525&py=329&sx=525&sy=329&p=UMyqWlp0JXVssPSxx+ossssst3o-282857&q=%C0%DA%C0%CC%BC%D8&ssc=tab.nx.all&f=nexearch&w=nexearch&s=E0Zlwm09p8e2Q7OjhtH4ww==&time=1559014109998&a=com_bas.titurl&r=1&i=8816980F_00000000de5d01580532781b&u=http://www.xisom.com/&cr=2


22 TWIM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检查测量仪器及配件制

造 

 

1. 机器视觉: 利用相机、镜头、灯光工具

等给产品摄像，通过摄像的图片进行良品

/不良品判别的技术或硬件 

 

2. 深度学习程序:自行开发的深度学习程

序，作为视觉检查时的软件使用 

 

3. 自动光学检测设备:兼具机器视觉及软

件的自动化检查设备，本公司的设计团队

可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定制 

 

5. 机器人:本公司虽不直接生产机器人，但

可以利用 6 轴多关节机器人(KUKA)或直

角机器人等进行检测、组装及制造物流设

备。 

 

 

1. 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2. 显示设备生产企业（贴合

设备、焊接设备等） 

 

3. 二次充电电池设备/分离

膜生产企业(生产分离膜或

生产充电电池折弯机的企

业)  

 

4. 自动化设备生产企业（模

块视觉） 

 

5. 需要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的企业 

23 
JAEWON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显示、半导体设备，工业

机器人用精密测量仪器 

 

采用本公司核心技术的 40mmH 级复合功

能型定位产品(申请国际专利)，设备高度

为 40mm，与既有的产品相比，可堪称为

世界最薄的产品。另外 XY 轴的重复定位

精度比既有的产品精密度还要高(重复定

位精度 0.5micron)。特别是在既有产品中

没有的空心孔结构，具有激光穿透的功

能。在减少组件厚度的同时具有超强的硬

度，与既有的产品产生差异化对比；另外，

通过添加既有产品所不提供的复合型功

能，在这一点上可以占据技术优势。 

 

 

 

 

1. 显示设备生产企业 

 

2. 半导体设备生产企业 

 

3. 自动化设备生产企业 

http://twim2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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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ESUNG 

ENGINEERING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1. 半导体设备及配件: 动态测试处理程序

更改工具包，紫外线杀菌器，真空覆膜机

(电磁干扰屏蔽 TSV/NCF 膜）自动 BG 复

合机、紫外发光二极管模块、贴片机设备

及配件，FA 设备及系统开发等 

 

2. 贴片设备及配件:生产 FPD 制造设备模

块，生产 FPD 制造设备核心部件，半导体

和工业用设备，生产 5 轴加工配件 

 

3. Socket新产品开发工厂自动化设备及系

统开发:工厂自动化设备开发，物流自动化

(空中行走式无人搬送车，输送带,堆垛

机)，空中行走式无人搬送车对应引线键合

机、贴片机、Back Lab 设备，输入输出端

口改造 

 

 

1. 半导体设备及配件生产

企业 

 

2. 贴片机设备及配件生产

企业 

 

3.Socket新产品开发工厂自

动化设备及系统开发相关

的所有产品需求企业 

25 

SEINFLEX 

Co., Ltd. 

 

主要从事领域:  

1. 19、20 位级高精密绝对式磁编码器: 

将位置、旋转角度等模拟值转换成电器信

号的机器，通过规模可分为透射或反射光

线的光电式编码器和永磁式电磁编码器。

另外如果按照收集旋转角度信息的转盘

和收集特定线路位置的线性位移来分类

的话，可以分为绝对式编码器和增量式编

码器。该编码器可用于控制多轴/协作机器

人轴上的驱动关节模块，还可用于控制伺

服电机或减速器转速等多种动作控制领

域，实现精密控制。 

2. 超精密音圈电机: 

利用永磁和线圈的电磁感应现象对电机

进行精密控制，具有快速响应性和低电力

驱动的功能。适用于电子产品或医疗器械

等需要精密控制的领域。 

 

 

 

编码器 : 

电机生产企业，减速器、驱

动器生产企业，机器人(多

关节机器人、协作机器人)

生产企业 

 

音圈电机 : 

驱动器、医疗器械、半导体

设备、工厂自动化企业等精

密控制设备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