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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马勒贝洱（将举办专场采购说明会）
采购产品：汽车发动机用铝压铸件、铜锌合金件

单重范围：10g--200g

材质要求：AlSi9Cu3、A380、CuZn Alloy
工艺要求：压铸、浇铸、重力铸造、蜡铸

年采购额：2000 万元

02 山东蓬翔汽车（将举办专场采购说明会）
采购产品：桥壳、差壳、轮毂、桥壳附件

材质要求：灰铁、球铁、铸钢

工艺要求：砂铸、压铸、精铸等

单重范围：0.3kg--680kg

年采购额：8 亿元左右
03 浙江康和机械
采购产品：制动摇臂、冷却模块等发动机零部件

材质要求：球铁、铝合金

工艺要求：树脂砂铸造、高压压铸、低压铸造

年采购额：1000 万件

04 富科柯
采购产品：发动机零部件

材质要求：灰铁

工艺要求：砂铸

单件重量：3Kg--45Kg

05 美国帕拉根（将举办专场采购说明会）
采购产品：发动机、变速箱组件等汽车零部件

单重范围：0.2kg--100kg

材质要求：铸铁、铸钢、铝合金材质

年采购额：1.2 亿元

06 威伯科汽车（商用车电子制动、悬挂和传动控制系统世界领先的供应商之一）
采购产品：铝合金材质的汽车零部件

工艺要求：高压铸造、差压铸造

材质类型：铝合金（ADC12、Alsi12Cu、Alsi9Cu3 等） 年采购额：3 亿元
07 美晨科技
采购产品：发动机前置零部件等汽车配件
材质要求：铸钢、铸铁、铸铝

工艺要求：精铸、砂铸等

单重范围：一公斤至十几公斤

年采购量：铸铁 3000 吨左右

08 诺卡商贸
采购产品：机车、工程机械、石油、货车用零部件

单件重量：0.2kg--1000kg

材质要求：铸钢、铸铁、锻件、钣金等

年采购额：2000--3000 万美元

09 卡拉罗（世界 500 强；总部位于瑞士的跨国制造商，机械传动领域的全球领先者）
采购产品：灰铁、球铁材质的减速机、差速器、转向节桥壳、轮毂、壳体、支撑架等零部件
材质要求：球铁 400-700、灰铁 200-300

单重范围：1kg--400kg

工艺要求：树脂砂、潮模砂（水平自动线）
、消失模

年采购额：2000 万欧元

10 雷肯农机（全球知名的农机具制造商）
采购产品：农机零部件

材质要求：铸钢、铸铁

单重范围：小件 1kg 左右，大件 50 kg 左右

工艺要求：砂铸为主，蜡膜铸造

年采购额：500 万元左右，供应商质量过硬的话可以进入德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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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MES（美国）
采购产品：汽车零部件、矿山机械零部件、泵阀用铸锻件等
材质要求：铸钢、铸铁、铜合金、铝合金

单重范围：几公斤至几百公斤

工艺要求：砂铸、精铸、压铸、锻造

年采购额：3 亿元人民币

12 Norwood（加拿大，图纸备索）
采购产品：飞轮、油气系统用铸件

工艺要求：砂铸,精铸

材质要求：灰铁、球铁、钢、铝

单重范围：5 磅到 6000 磅

年采购额：500 万美元左右
13 优派克（总部位于马来西亚）
采购产品：阀门配件、汽车件、工程机械等零部件

单件重量：0.1kg--50kg

工艺要求：粘土砂、树脂砂、覆膜砂半自动或自动线；硅溶胶工艺和复合型壳工艺
材质要求：球铁、灰铁、不锈钢、碳钢

年采购额：2500 万人民币

14 通用电气公司（世界 500 强，世界上最大的多元化服务性公司）
采购产品：抽油机等石油、天然气装备用铸件、箱体配重类产品等
材质要求：铸钢、灰铁、球铁、

工艺要求：砂铸居多 少量精铸

单重范围：几十公斤至几百公斤

年采购额：2000 万美元

15 美国克瑞集团（美国 500 强）
采购产品：阀门铸件

单件重量：0.5kg--12 吨

材质要求：LM27、LM9、3.2383、CF8M、WC6、WC9、C12A、CK3McuN、6660-40-18、
65-45-10、QT450-10、QT550-7、KTH300-6
工艺要求：压铸、砂铸、熔模铸造等、迪砂线等

年采购额：6000 万元

16 GLOBAL INTEGRATED SERVICES, INC.（美国）
采购产品：液体处理设备用零部件

单重大小：1.5kg 左右

材质要求：304 不锈钢（ASTM A743 等级 CF-8 或 CM16F）
铸造工艺：熔模铸造、后浇、数控加工

年采购额：1800 万美元左右

17 海斯特泵业(总部位于瑞士)
采购产品：泵类零部件

材质要求：HT250

工艺要求：粘土砂、树脂砂工艺

单重范围：1kg--800 kg

年采购量：240 吨左右
18 普安阀门（总部位于美国；北美最大水阀门公司之一）
采购产品：阀门及其部件

工艺要求：小件精铸，大件砂铸

材质要求：灰铁(ASTM 126B)、球铁(AMST65-45-12)、不锈钢(CF8M)、铜（C95500）
单重范围：1kg--3000kg
备

年采购额：8000 万以上

注：出口项目，外观要求较高

19 河北天福重工阀门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阀门等铸件

材质要求：铸铁、碳钢、不锈钢

单重范围：大部分在 1 公斤至 600kg，少量在几吨左右
工艺要求：砂铸、精铸等

年采购额：3500 万人民币

20 胜利油田瑞特机械
采购产品：油田设备配件、矿山机械耐磨钢、耐热钢铸件、车辆配件、阀门阀体阀盘铸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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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要求：碳钢、不锈钢、合金钢、铸铁

单重范围：0.5kg--3100kg

工艺要求：精铸、砂铸、复合工艺

年采购额：1200 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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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采购产品：阀门铸件

材质要求：碳钢、不锈钢

工艺要求：精铸为主

单件重量：5Kg--150Kg

年采购额：2000 万元
22 天津飞旋科技（磁悬浮技术研究领导者）
采购产品：电机设备用铸铝件
工艺要求：金属型铸造、砂铸等
单件重量：50kg--200kg

年采购额：2000 万元

23 Global Supplier ApS (丹麦)
采购产品：机械行业用铸铁、铸钢件
工艺要求：砂铸、水玻璃、硅溶胶及少量压铸
材质要求：灰铁、球铁、铸钢居多，少部分有色金属

年采购额：3000 万

24 Decathlon（世界 500 强，跨国大型体育用品专营企业）
采购产品：体育运动器械用铸件
单重范围：＜50kg 单件
工艺要求：铸造，喷涂，电镀

年采购量：500 万件

25 瑞博洛克（荷兰）
采购产品：钢丝绳锁吊装设备用铸件
材质类型：铸铁为主
工艺要求：砂铸、水玻璃或复合膜熔模铸造
单件重量：砂铸铸铁件：8--2500 公斤； 砂铸铸钢件：60--3000 公斤；
精铸件（水玻璃+复合膜+硅溶胶）
：1--100 公斤。
年采购量：铸铁件：600--800 吨左右；铸钢件：1200--1500 吨左右。
26 艾法史密斯（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最大的水泥矿山设备供应商）
采购产品：水泥与矿山设备用零部件
单重范围：20kg--17 吨
材质要求：耐磨钢、耐热钢、合金钢、球铁、灰铁
年采购额：4000 万元
27 苏州宝铠
采购产品：工程机械、矿山机械用铸钢、铸铁件、锻件

单重范围：0.1kg--10 吨

材质要求：碳钢、合金钢、耐磨铸钢、耐磨铸铁、灰铁、球铁均有
工艺要求：砂铸、消失模、熔模铸造、锻造

年采购额：1200 万元

28 天津三荣电梯
采购产品：铸件（箱体、底座、支架、绳轮、吊车轮等）
材质要求：球铁、灰铁
工艺要求：模具采用金属铝型，电炉熔炼、树脂砂造型
单件重量：5Kg--150Kg
年采购额：1000 万元左右
29 莱斯安全阀门（欧洲最大的安全阀门生产商）
采购产品：阀门零部件毛坯
材质要求：碳钢、不锈钢 (WCB/LCB/WC6/CF8M/CF3M)
工艺要求：精铸
单重范围：0.5kg--3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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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日立集团（日本；世界 500 强，全球最大的综合跨国集团之一）
采购产品：中大型工业用水泵类（中开泵、轴流泵等）零部件：
铸钢叶轮、铸铁导叶体、泵座、泵盖泵体等
材质要求：灰铁、球铁、不锈钢、双相不锈钢、碳钢、合金钢等
工艺要求：铸铁为呋喃树脂；铸钢为碱酚醛树脂
单件重量：100kg--10 吨
31 百士吉泵业(全球领先的正排量泵及支持技术的供应商)
采购产品：泵阀类零部件

工艺要求：砂铸、精铸

材质要求：砂铸部分：灰铁、球铁； 精铸部分：不锈钢、铝合金
单件重量：1kg--60kg

年采购额：900 万人民币

32 URV（总部位于芬兰）
采购产品：电机壳、农机零部件等

材质要求：灰铁、球铁、铸钢

工艺要求：树脂砂、消失模、潮模砂
单重范围：1--5000 kg

年采购额：1.1 亿元左右

33 威克诺森（世界领先的小型工程机械，施工和现场设备制造商之一）
采购产品：工程机械用配重、支架、底盘等零部件

材质要求：灰铁、球铁

工艺要求：迪砂、V 法、树脂砂、覆膜砂、压铸、失模浇铸
单件重量：1kg--1000kg

年采购额：2000 万欧元

34 德尔福（全球最大的汽车线束系统制造厂商，世界 500 强企业）
采购产品：车用 ECU 上的压铸件
材质要求：铝合金

工艺要求：压铸

单件重量：100g--1300g

年采购额：7000 万人民币

35 爱福特机械(总部位于加拿大)
采购产品：工程机械及农业机械用零部件

材质要求：灰铁 铝合金

工艺要求：铸铁：消失模铸造； 铝合金：低压铸造
单件重量：1kg--200kg

年采购量：5000 吨

36 青岛伟隆阀门
采购产品：阀体、阀盖、阀板等阀门用零部件
材质要求：球铁（QT450-10）

单件尺寸：DN50-DN1650

单件重量：10kg--10 吨

年采购额：2 亿人民币

37 安德里茨（总部位于奥地利）
采购产品：泵阀铸件
材质要求：铸铁、铸钢、双相不锈钢、奥氏体
工艺要求：特种铸造、壳型铸造（砂型铸造、精密铸造）
单件重量：精密铸造：≤200kg
年采购额：精铸：700 吨左右；砂铸等 5500 吨左右
38 斯凯孚船舶 (总部位于德国)
采购产品：船用铝环及其他灰铁铸件，铝环（2/3/4/5 个半块组合环）
材质要求：Aluminium alloy according to VG81255
(Alternative material: Acc.MIL-DTL-24779A”conventional”
单件重量：1.8--35 kg/set (ring)

年采购量：2500--3000 sets(套)

证书要求：根据 acc. DIN EN 102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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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蒂森克虏伯（世界 500 强）
采购产品：工程机械设备底盘行走系统履带、驱动轮、承重轮、引导轮、拖链轮用零部件
材质要求：球铁、铸钢
单重范围：1kg--30kg（球铁）；10kg-1000kg (铸钢)

年采购额：3000 万元左右

40 美国 IDEX 公司（容积泵和流量计、泵送设备和系统、配色设备的全球领先者）
采购产品：泵头、泵阀、泵壳、歧管、齿轮箱等零部件
材质要求：不锈钢、铝合金、灰铁、球铁

单重范围：0.1kg--100kg

工艺要求：精铸、压铸、砂铸
41 丹佛斯动力（世界 500 强，将举办专场采购说明会）
采购产品：球铁、灰铁材质的液压类铸件等

工艺要求：砂型铸造为主

单件重量：0.2kg--30kg（大部分十几公斤）

年采购额：2 亿元人民币

42 Hy-tek Manufacturing Co., Inc（美国）
采购产品：农机铸件、医疗设备用铸件、食品机械用铸件
材质要求：铝合金、不锈钢、碳钢、球铁等
年采购额：2017 年新项目 300 万美元左右
43 长久集团改装车系统研发中心
采购产品：挂车用汽车零部件（铸件、机加工件均有）

工艺要求：砂铸、压铸、精铸

材质要求：铸铁、铸钢、有色合金均有

年采购额：100 多亿元

44 陕西汽车控股（位居中国机械 500 强第 20 位）
采购产品：汽车发动机及连接板用铸锻件
材质要求：合金钢、铝合金、铸铁等

工艺要求：砂铸、压铸等

年采购量：集团采购，配套 10 万辆车
45 HOLAM（摩洛哥）
采购产品：市政井盖、供水系统用水管及配件、阀门等、家具配件
材质要求：球铁、黄铜、碳钢、不锈钢、合金钢等
工艺要求：砂铸、精铸

年采购额：300 万元

备注：组委会已开展会前商贸配对服务，参会企业可咨询服务专员，及时联系以上买家，以提高现场洽谈效率
参加 2017 第二十一届 FSC 跨国铸件采购大会的企业，可申请免费参加 FSC 工业零部件采购大会--汉诺威专场
筛选：以下项目为买家委托 FSC 筛选供应商，符合要求的企业可填写供应商调查表--1709 版，由 FSC 提供后续推荐服务

筛选--1735042
筛选--1736052
筛选--1736062

广东大型白电制造商采购冷藏汽车用制冷压缩机水泵壳体，铝合金材质，现在处于研发阶段
多品种、小批量项目：C95400 铝青铜, C65100 硅黄铜零部件，单重 2kg 以内,, 系列产品, 相同
结构不同大小零件多; 单型号量不大,年采购大于 500 万人民币，FSC 正式会员可索取图纸
某上海买家寻找压缩机零部件供应商，要求自动线，最好有机加工能力，江浙地区的供应商优先

2017 第二十一届 FSC 跨国铸件采购大会

2017.09.22

青岛 丽晶大酒店

2017 FSC 工业零部件采购大会--汉诺威专场

2017.11.01

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

Suppliers China Co., Ltd.
地

▏ 青岛赛系咨询有限公司 (SC)

址：中国 青岛市吉林路 41 号科技大厦 4 号楼 106 室

266012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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