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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阿尔斯通-轨道交通（世界 500 强，全球交通运输和电力基础设施领域的先驱）
采购：轨道交通零部件

工艺：砂铸、蜡铸、压铸

材质：灰铁、合金钢、碳钢、铝合金

单重：0.5kg--100kg

02 克诺尔-轨道交通（世界 500 强，世界领先的轨道车辆和商用车辆制动系统的制造商）
采购：轨道交通用铸件、钣金件、冲压件、机加工件

工艺：砂铸

压铸等

材质：铝合金、灰铁、球铁

单重：20kg 以内

03 Greenbrier Gunderson LLC（美国）
采购：铸件、锻件

材质：铸钢、铸铁等

单重：1kg--100kg

年购：1000 吨

04 卡特彼勒（世界上最大的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生产厂家之一,，将举办采购说明会）
采购：工程机械车桥、变速箱等传、制动零部件,采掘矿用机器,设备零部件
工艺：砂铸为主

单重：0.5 kg--1000 kg

年购：3 亿元左右

05 克诺尔-商用车系统（世界 500 强，世界领先的商用车辆制动系统的制造商）
采购：阀体、阀片、曲轴、壳体、连杆等商用车零部件
材质：灰铁、球铁、高硅钼等

工艺：砂铸、熔模铸造等

单重：0.04kg--40kg

年购：6 亿元左右

06 天合汽车（财富 500 强，全球最大的汽车安全系统供应商）

年购：7 亿元人民币

采购：制动钳钳体和支架

材质：FCD 550-6

工艺：潮模砂铸造、垂直造型线

单重：1kg--4.5kg

07 瀚德汽车（世界上最大的商务车刹车系统制造商之一）
采购：刹车调整臂和盘式制动器；空气控制单元和执行器用铸件
工艺：砂铸（必须有自动线）
、压铸、机加工

材质：铝合金、球墨铸铁

单重：铝铸件：100g 到 1000g；铸铁件：2kg--4kg
年购：铸铝件：1 亿元；铸铁件 6000 万元左右
08 约斯特（卡车挂车汽车安全连接件制造领域内的全球领导者）
采购：卡车挂车汽车安全连接件（铸件、锻件、钣金件、冲压件、焊接件等）
材质：铸钢、球墨铸铁

工艺：铸造、锻造、焊接等

单重：100kg 以内

年购：4 亿元人民币

09 长久集团改装车系统研发中心

年购：6000 万元左右

采购：挂车用汽车零部件

材质：铸钢为主

工艺：壳型等特种铸造工艺

单重：最小 3kg 至最大 50kg

10 特高汽车（汽车皮带世界三大知名品牌之一）

年购：2000 万元左右

采购：皮带轮铸件

材质：QT450、HT250

工艺：DISA 线

单重：1kg--5kg

11 Marshall Engines, Inc.（美国）

年购：300 万美元

采购：铝合金、球铁材质的排气管、油底壳、飞轮壳,、气缸盖、时规盖等发动机零部件
工艺：压铸、浇铸

单重：大部分<50kg

12 Compass Technical Services, Inc.（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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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购：7000 万元左右

采购：汽车、石油机械配件及阀体铸件

材质：铸铁、铸钢、铝合金等

工艺：精铸、砂铸、压铸、锻造、冲压等

单重：50g--50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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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康迪泰克（世界 500 强，全球非轮胎橡胶和塑料技术领域的主要制造商）
采购：铝压铸件、浇铸件

材质：铝合金、铸铁、铸钢

工艺：压铸、去毛、表面处理

年购：1 亿元人民币

15 世达科（意大利）

年购：1 亿元左右

采购：齿轮架、壳体等

材质：球铁

工艺：潮模砂、树脂砂等

单重：20kg--200kg

16 达涅利（意大利，世界三大知名的冶金设备制造商之一）
采购：轧机零部件（铸铁为主）
、轴承座、牌坊、金属破碎机零部件等
材质：灰铁、球铁、碳钢、合金钢、不锈钢、铸铝、锰钢、合金钢（耐磨件）
工艺：树脂砂、水玻璃手工造型、湿型砂流水线造型、水玻璃砂、消失模、精铸等
单重：铸铁：5kg-10 吨；精铸：1kg-200kg；铸钢、锰钢、合金钢：0.1 吨-250 吨；
年购：铸铁：3000 吨；铸钢：4000 吨；精铸：250 吨；耐磨件：4000 吨
17 约翰迪尔（世界 500 强，全球领先的林业设备制造商）
采购：农机零部件（多个品种）

材质：球铁、灰铁、铸钢等

工艺：砂铸、精铸

单重：0.2kg--300kg

年购：2 亿元人民币左右
18 凯斯纽荷兰（世界 500 强，世界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公司之一）
采购：农机上所需的铸铁、铸钢及锻件
材质：灰铁 HT200-350、球铁 QT400-700、ZG200-640、ZG 其他合金材料
工艺：消失模、水玻璃砂、失蜡模、潮模砂、树脂砂、V 法铸造
单重：大部分在 1kg--150kg 之间，大件也有，占得比重少一些
年购：5 亿元人民币
19 道依茨法尔（世界十大拖拉机制造商）
采购：拖拉机、收割机全系列零部件

材质：铸铁、铸钢、铝合金

工艺：砂铸、压铸、精密铸造均有

单重：大小件均涵盖

年购：5000 万人民币
20 施乐百（世界上在通风、驱动技术和控制系统领域领先的制造和开发商之一）
采购：电梯曳引机零件（机壳、曳引轮）

材质：GJS400、GJL300

工艺：砂铸为主

单重：40kg--180kg

年购：600 万元左右
21 阿特拉斯·科普柯（世界领先的工业生产力解决方案提供商）
采购：灰铁、球铁材质的压缩机零部件

工艺：树脂砂铸造

单重：最大 2 吨

年购：5000 万元人民币

22 上海汉钟精机（知名的压缩机制造商）
采购：压缩机零部件

工艺：覆膜砂为主

材质：灰铁 250—300、球铁 400--600

单重：2.5Kg--1000kg

年购：5000 万元人民币
23 丹佛斯（世界工业 500 强，能效解决方案领域全球引导者）
采购：球铁、灰铁材质的液压类铸件等

工艺：砂型、壳型铸造

单重：0.5kg--70kg，大部分在 5kg--20kg

年购：1 亿元人民币左右

24 凯斯帕液压（意大利最大的液压泵及液压马达生产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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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灰铁、球铁材质的液压类零部件

工艺：砂铸、精铸均有

单重：10kg 左右

年购：8000 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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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瓦锡兰（全球领先的船舶动力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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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购：3000 万元人民币

采购：船舶系统用铸件

工艺：树脂砂、覆膜砂等

材质：球铁、灰铁、碳钢、合金钢、不锈钢

单重：1kg--5000kg

26 瑞博洛克（荷兰）

年购：1200 吨--1500 吨

采购：锁扣、滑轮等船舶系统用铸件

材质：LCC ASTM A352

单重：精铸：1kg--100kg；砂铸：60kg--2000kg

工艺：砂铸、精铸

27 AVK（丹麦，世界领先的阀门制造商之一）

年购：5 万吨左右

采购：球铁、碳钢、不锈钢材质的阀门铸件

单重：0.1kg--15 吨

工艺：砂铸（树脂砂、粘土砂、覆膜砂）；硅溶胶、水玻璃等
28 都福实业 (全球领先的多元化工业产品制造企业)
采购：灰铁、球铁、不锈钢、铝合金材质的泵阀铸件

工艺：砂铸、精铸等

单重：1kg--60kg

年购：9000 万人民币

29 阿法拉伐（世界 500 强，全球领先的热交换、分离和流体处理解决方案供应商）
采购：灰铁、球体铸件 + 机加工和铝合金铸件
材质：灰铁、球铁、铜合金、铝合金、不锈钢

工艺：砂铸为主

单重：5kg--800kg

年购：1500 万元人民币

30 泛达通讯（全球布线、通讯产品的重要制造商）
采购：压线夹等电力金具用零部件

工艺：砂型、蜡熔等工艺

单重：10g--500g

年购：300 万元人民币左右

31 Itr Far East（意大利）
采购：铸铁件、铸钢件 + 机加工件

年购：1800 万元人民币

交货：意大利
32 EQI（美国）
采购：机床铸件、铝压铸件、铜铸件等

工艺：砂铸、精铸、压铸

材质：铸铁、铝合金、铜合金等

年购：3.4 亿元左右

33 Robinson Medical（英国）
采购：医疗设备用铸件

材质：410 steel

工艺：熔模铸造

单重：100g 以内居多

年购：1000 万元左右
34 欧亚瑟水艺（全球领先的多媒体音乐喷泉和花园水景产品设计、制造、服务商）
采购：铜合金材质的水艺景观铸件

工艺：砂铸等

单重：1kg--10 kg

年购：300 万元左右

35 斯凯孚-船舶 (总部位于德国)

年购：2500--3000 sets(套)

采购：船用铝环及其他灰铁铸件，铝环（2/3/4/5 个半块组合环）
认证：根据 acc. DIN EN 10204-2.2

单重：1.8--35 kg/set (ring)

36 加拿大布勒工业集团
采购：农机用轮毂、车桥、支架等加工件及配重件等

单重：1kg--700kg

材质：球铁居多、少量铸钢及铝合金

年购：5000 万元人民币

备注：树脂砂，数控加工中心，具备质量认证体系 ISO9001 或者 TS16949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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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采购拖拉机车桥、变速箱等零部件

材质：球铁、灰铁

工艺：砂铸为主

单重：1kg--400kg

年购：1.2 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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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山东蓬翔汽车
采购：桥壳、减壳、差壳、轮毂、制动鼓、平衡轴承、悬挂大支架、桥壳小件等
材质：灰铁、球铁、铸钢

工艺：砂铸、压铸、精铸等

单重：0.3kg--680kg

年购：4.5 亿元左右

39 康明斯（世界 500 强）
采购：汽车零部件

材质：不锈钢

工艺：硅溶胶精密铸造

年购：2000 万美元

40 迪卡侬（世界 500 强，跨国大型体育用品专营企业）
采购：体育运动器械用铸件

材质：铸铁、铸钢、铝合金等

工艺：砂铸为主

单重：大部分<50kg

41 斯凯孚-中国(总部位于德国，图纸及采购明细备索)
采购：轴承座毛坯

材质：灰铁、球铁等

工艺：砂铸

年购：多个品种合计 300 万件

42 GIW（美国）

年购：800kg - 1700 吨

采购：泵类产品的零部件

材质：灰铁、球铁、铸钢

工艺：砂铸为主

单重：3kg--70 000kg

43 美国克瑞集团（美国 500 强）

年购：6000 万元左右

采购：铝合金、碳钢、不锈钢、球铁、可锻铸铁等材质的阀门铸件
工艺：压铸、砂铸、熔模铸造等、迪砂线等

单重：0.5kg--12 吨

44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有限公司

年购：2000 万元左右

采购：阀门铸件

材质：碳钢、不锈钢

工艺：精铸为主

单重：5kg--150kg

45 艺达思（容积泵和流量计、泵送设备和系统、配色设备产品制造的全球领先者）
采购：泵头、泵阀、泵壳、歧管、齿轮箱等零部件

工艺：精铸、压铸、砂铸

材质：不锈钢、铝合金、灰铁、球铁

单重：0.1kg--100kg

年购：100--300 万元
46 ULEFOS ESCO（挪威，将举办专场采购说明会）
采购：标准 EN545 管件、非标管件、阀门配件（产品种类较多）
工艺：铸铁：覆膜砂、树脂砂；铝合金：重力浇铸及压铸；铜合金：压铸和锻铸
材质：球墨铸铁、铝合金、铜合金等

单重：4kg--450kg 不等

年购：年采购约 8 亿人民币，中国区占 1 亿元左右
47 美国安维尔

年购：5000 万至 6000 万美元

采购：灰铁、球铁等材质的玛钢沟槽管件、螺纹管件、蝶阀、止回阀等零部件
工艺：砂铸为主

尺寸：1 寸至 12 寸

48 恩布拉科（闭式压缩机技术领先者,全球极具规模的制冷压缩机企业）
采购：灰铁 球铁材质的压缩机机座、气缸体、曲轴等铸件、机加工件
工艺：砂铸、机加工

单重：0.25kg--1.5kg 居多

年购：1 亿元左右

49 博雷中国（世界流体过程工业领导者）
采购：阀门铸件

工艺：树脂砂工艺

材质：碳钢、不锈钢、双相合金钢、铜合金，符合美标 ASTM 标准
单重：0.5kg--10 吨

年购：＞5000 万人民币

50 亿昇科技（磁悬浮装备制造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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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购：800 万元左右

采购：风机蜗壳、集流器、电机壳

工艺：木模砂铸

单重：铝合金：10kg--200kg；铸铁：70kg--400kg

材质：铝合金、球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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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久益采矿（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领先的地下和露天采矿设备制造商）
采购：矿山机械、采煤机铸造零部件

材质：低合金钢、碳钢等

工艺：树脂砂造型

单重：1kg--1000kg

年购：2000 万元左右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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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机械用配重、支架、底盘等零部件

材质：灰铁、球铁等

工艺：迪砂、V 法、树脂砂、覆膜砂、压铸、消失模浇铸
单件：1kg--1000kg

年购：2000 万欧元

53 Hy-tek Manufacturing Co., Inc（美国）
采购：农机铸件、医疗设备用铸件、食品机械用铸件
材质：铝合金、不锈钢、碳钢、球铁等

年购：300 万美元左右

54 Amazonen Werke H. Dreyer GmbH（德国）
采购：球铁、灰铁、铸钢、铝合金、不锈钢材质的农机零部件
工艺：砂铸、硅溶胶浇铸、水玻璃浇铸
单重：中小型产品，100kg 以下为主

年购：几百万欧元

55 伊朗霍德罗汽车集团公司（中东地区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采购：乘用车整车零部件均涉及，范围较广

材质：铸铁、铸钢、铝合金等

工艺：砂铸、压铸、精铸等

年购：1000 万美元

56 爱尔铃克铃尔(全球知名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采购：铝合金变速器壳体、铝镁合金前端支架等零部件
年购：80 多个品种，单个品种 5-15 万件

材质：铝合金、镁合金

单重：9kg--25kg 居多，少量小件

工艺：压铸等

57 福田戴姆勒（中德合资整车制造企业）
采购：发动机及整车零部件

工艺：铸造、锻造、机加工

材质：灰铁、球铁、蠕墨铸铁、铝合金

单重：最大 400kg 左右

58 丰田产业车辆集团（世界 500 强，世界排名第一的叉车制造商，将举办采购说明会）
采购：电机壳壳体等叉车用零部件

材质：球铁为主

工艺：砂铸等

单重：30kg 以内居多

年购：4000 万人民币

备注：瑞典项目

59. 宇通客车（全球单厂销量最大的客车企业，将举办专场采购说明会）
采购：制动钳、制动鼓、轮毂、支架等客车传统零部件及有色合金轻量化零部件
材质：合金钢、球铁、铝合金

单重：30kg 以内

工艺：传统项目：砂铸；轻量化项目：压铸

年购：2 亿元人民币

60. 德尔福（世界 500 强企业，全球最大的汽车线束系统制造厂商）

年购：7000 万元

采购：车用 ECU 上的压铸件

材质：铝合金

工艺：压铸、重力浇铸

单重：100g--2000g

61. 普灵兹
采购：工程机械用铸钢件

材质：铸钢

工艺：砂铸、硅溶胶、水玻璃

单重：200kg 以内

62. 现代重工 – 电子电器事业部（世界 500 强，世界级的综合型重工业公司）
采购：铸铁电机壳铸件 + 日标球阀蝶阀闸阀（黄铜或者铁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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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铸铁、黄铜等

工艺：砂铸、消失模等

单重：10kg--50kg

年购：1300 万元左右

Tel: 0532-8380 5316

Fax: 0532-8380 5156

info@foundry.cn

www.foundry.cn

SC 主办

2018 第 22 届 FSC 跨国铸件采购大会采购清单（更新时间 2018.04.13）

2018.04.26 上海

63. 上海日机装屏蔽泵（日系）
采购：泵壳、叶轮等泵类零部件

材质：不锈钢、灰铁、球铁

工艺：精铸、砂铸

单重：10kg--800kg

64. 上海国上机电
采购：船用集装箱绑扎件、集装箱锁具、角件等船用铸件

材质：铸钢

工艺：砂铸、水玻璃精铸

单重：1kg--25kg

年购：2000 万元左右
65. URV（总部位于芬兰）

采购：电机壳、农机零部件等

材质：灰铁、球铁、铸钢

工艺：树脂砂、消失模、潮模砂

单重：20kg--2000 kg

年购：5000 万元左右
66. 卧龙电气
采购：电机壳、端盖等电机零部件

材质：灰铁、球铁、铝合金

工艺：粘土砂铸造、树脂砂铸造、覆膜砂铸造、高压铸造、消失模铸造等
单重：2kg--2000kg

年购：2 亿元人民币

67. ET2C International（英国）
采购：火车、卡车用铸、锻件（多个品种）

材质：QT450、4140

工艺：砂铸、锻造

单重：22kg--50kg

年购：铸件 400 万左右，锻件 600 万左右
68. 盖茨优霓塔（汽车/工业传动系统领跑者）
采购：车用油泵、水泵、涨紧轮用零部件

材质：灰铁、球铁、铝合金

工艺：压铸、砂铸、精铸、机加工

年购：中国区采购 1.2 亿元

69. 华菱汽车发动机分公司
采购：发动机零部件

材质：灰铁、球铁、铝合金

单重：铝合金：1kg--15kg 之间；铸铁：1kg--200kg
工艺：砂铸、压铸

年购：3 亿元人民币

70. 现代重工 – 发动机事业部（世界 500 强，世界级的综合型重工业公司）
采购：船舶系统发动机零部件

材质：灰铁等材质

工艺：砂铸

单重：3 吨--10 吨

年购：2000 万元左右
备注：组委会已开展会前商贸配对服务，铸件生产企业可在参会前与上述采购商联系，根据买家要求携带样品到后
活动现场洽谈，可大大提高现场洽谈效率
2018 第 22 届 FSC 跨国铸件采购大会

2018.04.26

上海 光大国际大酒店（四星级）

2018 第 23 届 FSC 跨国铸件采购大会

2018.09.12

青岛 丽晶大酒店（五星级）

Suppliers China Co., Ltd. 〡 青岛赛系咨询有限公司 (SC)
地

址：中国 青岛市吉林路 41 号科技大厦 4 号楼 106 室

266012

联系人：
电

话：0532-8380 5316

传

真：0532-8380 5156

邮

箱：info@foundry.cn

洽谈会：http://fsc.foundry.cn/
网

址：www.foundry.cn

国际站：www.foundry-suppli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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