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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智能制造项目相关企业 

一、 Oculavis GmbH 有限公司    模块解决化方案 

Oculavis 公司于 2016 年在德国亚琛成立，是德国弗劳

恩霍夫工业制造研究所和亚琛工业大学衍生出的创业团队。

主要产品是工业互联网平台，核心产品 Oculavis SHARE（工

业设备业务场景量身定制的模块化解决方案）。企业目标是

希望重新定义工业设备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以及利用增强

现实（AR）赋能传统业务场景。 

疫情发生以来市对德经济技术合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积

极收集各方资源，目前已收集到 28 家计划在华投资、生产

及正寻找中国合作伙伴的德国企业，该 28 家企业涉及中德

智能制造项目、德国汽车行业、德国工业 4.0、德国游戏、

软件和服务供应商以及废弃物处理与循环利用等领域；同时

与中德工业城市联盟、德中友好协会、鲁道夫沙尔平战略咨

询交流股份有限公司、商务部投资促进局·中国国际投资促

进中心（德国）、德国工业智库、德中工商服务平台 6 家机

构进行密切交流与合作。若需详细资料可通过电话0374-

3138129 或邮箱 xcsddhzbgs@163.com 进行联系。

28 家意向开拓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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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eichbacher HAMUEL GmbH    精密医疗仪器 

    莱兴巴赫哈缪有限公司是德国 Scherdel集团的分公司，

RH 公司成立于 1927 年，从事精密机床，专用柔韧性制造设

备和智能生产系统的研发和生产，同时提供全自动无人车间

和智慧工厂的解决方案以及生产工艺改进，辅助工具设计，

技术平台规划，升级策略制定等专业咨询服务。主要产品类

型：人造骨骼及关节的潜在应用、医疗器械精密零件、（医

疗）机器人减速器。 

三、 Fisens GmbH    光纤光栅传感器   

    该公司成立于 2017 年，是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协会

（Fraunhofer - Institut）海因里希赫兹研究所的孵化公

司，创始团队拥有超过 25 年的光纤传感和飞秒激光加工经

验。专注于提供微型光谱仪&光纤光栅传感解决方案；主要

产品是：飞秒光纤光栅传感器（fsFBG）、微型光纤光栅调节

仪、微型高精度光谱仪。 

四、 德国会展智能科技研究院 

德国会展智能科技研究院由德国会展集团创办，专注于

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领域高端产业通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DMTAC 帮助客户开发新市场、拓展新业务、提供高端人才培

训，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推广德国双元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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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汽车行业零件或服务商 

五、 马丁格集团（Madinger GmbH）  汽车服务领域 

马丁格集团成立于 1999 年，总部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

是汽车和工业领域加工、质量检测和质量管理的领先企业，

在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中国有分公司。2019 年马丁格进入

中国，旨在服务在华各欧美整车企业的各层级零部件供应

商，帮助企业保证质量、提升质量及市场拓展。同时，马丁

格公司开展“双元制”人才教育培训活动，与教育机构合作，

马丁格公司工厂及客户工厂作为学生的实践场所，进行校企

合作。 

服务范围包括：VDA6.3、IATF16949 等各种汽车工业标

准认证辅导，零部件质检、加工、改进、优化、再包装和物

流管理等；帮助客户发展成为目标客户的供应商。 

六、 MQS  汽车测量和质量检测 

MQS 公司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是奥迪、大众、保时捷

等知名品牌的服务供应商。他们希望在华开展技术合作，找

寻贸易和研发的合作伙伴。 

七、 Volabo  汽车驱动 

Volabo 公司的驱动系统希望能在华找寻投资人和更多

的应用场景，共同开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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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SD  汽配焊接 

具有近 90 年历史的 ESD 公司在汽车零配件行业非常有

发言权，他们公司利用电阻原理的专利焊接技术，不仅能够

用于生产高精度高质量的零件，并且能够帮助企业节省能

源。  

九、 OWS  润滑油 

德国 OWS 长期以来为汽车提供高品质润滑油，他们的产

品供应到全球 80 多个国家。他们希望能在华寻找分销商，

同时有计划在华设立分支机构，时机成熟将开设工厂。 

十、 图林根州汽车行业协会 

这是一家位于德国图林根州的针对汽车企业的行业协

会，到今年正好成立了 20 年，96 家会员企业共拥有超过三

万名员工。他们愿意协助中国企业与图林根的汽车企业开展

对接合作。 

 

  

IQZ GmbH 成立于 2012 年，总部位于德国伍珀塔尔市。

2014 年进入中国市场。该公司提供一站式安全和可靠性管理

服务，拥有将最新科技转化为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方法和流

程。该公司是 VDI、VDA和 BMVI等行业著名协会的成员；该

   德国工业 4.0 企业

十一、 IQZ GmbH 质量管理和可靠性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



 
 

5 

公司按照 ISO9001:2015和 IATF16949:2016 的标准，为客户

提供质量保证管理、风险管理、安全管理和可靠性管理服务。 

十二、 ese Robotics GmbH 工业机器人智能传感器公司 

该公司位于德国图林根州东南部的耶拿市。主营业务：

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工业机器人在线编程以及开发机器人

应用程序（框架）的标准功能。其他领域业务：开发视觉系

统以提高生产质量，在机器人工具或工作夹具中根据当前组

件及时调整位置、支持公司优化生产流程、加强机器人技术

在教育中的整合。 

十三、 Hofmann & Stirner GmbH 进料供给技术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生产车间位于因戈尔施塔

特，是一家专注于数字化生产和人工智能的创业公司。该公

司应用人工智能与数字孪生技术，力图改良和优化供料系统

的设计和设备调试。目前该公司正在中国找寻合适的合作伙

伴和投资人，计划在 2021 年进军中国市场。该公司目前年

需求量为一万台左右，正寻找中国合作伙伴进行国产化生

产。 

十四、 Transfact GmbH 企业资源规划与升级优化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2 年，公司总部位于德国多特蒙德市，

在德国海肯多夫设有研发中心；中国全资子公司位于苏州市

高新区。该公司是一家德国软件开发和咨询公司，为客户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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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定制化管理、跟踪和优化流程的理想软件，开发了

Transfact MES 系统和一整套自主体系的完整 EPR 系统。为

中小微型企业信息化提供支持。 

十五、 MR Plan  工程规划公司 

公司成立于 1993 年，在工程建设领域有多年丰富的经

验，曾为德国、英国、中国及全球多家知名企业提供战略咨

询、厂房规划、物流建设、建筑设计、项目管理、供应链、

质量管理等服务。无论处于项目的哪个阶段，MR Plan 都能

为各行业客户提供优质而高效的专业服务。 

 

德国游戏、手机应用程序、软件和服务供应商 

十六、 BeamNG 公司  游戏工作室 

    该公司是一家拥有40多人的多元化国际性游戏工作室，

总部位于德国不来梅。主打产品为 BeamNG.drive（车辆驾驶

模拟器）。该产品是一款超逼真的模拟车辆沙盒游戏；该公

司拥有软体的物理平台，有灵活和准确的适用于专业工业应

用的模拟软件；还可为学术界提供免费非商业用途车辆的调

研平台。该公司正在中国市场寻找游戏发行商、专业模拟的

工业合作伙伴和中国客户支持/社区管理合作伙伴。 

十七、 RCP公司  游戏开发、制作公司           

该公司是一家专注于游戏开发、制作的独立制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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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欧洲最大的开发商家族，总部位于慕尼黑。该公司一

直在为以 PC、主机、手机和浏览器等主要平台开发游戏的初

创公司和开发工作室提供支持、融资和指导。主要产品为手

机游戏、严肃游戏、教育游戏、应用程序及网站服务与 3D

设计，并提供咨询服务。该公司现寻找 PC/控制台，手机游

戏的发行商或想加入 RCP家族的新的开发工作室。 

 

废弃物处理与循环利用领域 

十八、 BlackForest Solutions  环境服务提供商 

BlackForest Solutions是一家专业的环境服务提供商，

致力于改善客户的废物管理方案，业务领域覆盖危险废物的

贸易、城市采矿、废物处理设施的运营以及复杂废物项目的

管理，并提供技术和科学咨询、可行性研究和可融资的商业

案例。该公司提供有害废物、包装条例以及塑料回收利用等

方面的产品或服务；意向合作伙伴为市政部门及机构、废物

管理中的私人决策者或高校。 

十九、 ERK有限责任公司  锅炉及加热器系统供应商 

ERK服务遍布全球，业务领域涵盖众多行业和各种固体、

液体和气体燃料。ERK 是全球领先的技术、工厂概念和锅炉

及加热器系统供应商之一，在全球有 6100 多个锅炉和加热

器项目，全球安装系统容量超过 80000兆瓦。该公司提供装

置分析和优化、装置升级和改造、污垢、流量优化、强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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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共生混合装置概念以及详细工程的专家报告和工程设

计；还提供 ERK 锅炉系统及管道系统等的研发。有需求对发

电厂整体效率和产量进行优化的电厂运营商和相关市政部

门和机构。 

二十、 H&G 废物管理系统有限公司 

H&G 是面向未来的废物压实和垃圾处理系统领域的全球

市场领导者，可为领先的连锁商店，工业和物流企业，城市、

城镇和地方当局以及废物处理公司设计并制造特定的废物

处理解决方案，从而为现代住宅行业提供解决方案。该公司

的产品有：螺杆压实机/压实机系统、箱柜升降机、地下式

集装箱手机系统。 

二十一、 HL公司   筛分机生产企业 

HL 提供各类用于分离、过滤和筛选的产品和机器，包括

各种筛分介质、筛板和筛分机。该公司生产的 LIWELL 型筛

分机拥有优异的筛分效果和卓越的效率，可用于回收利用超

过 30 年以上。该公司的产品有：CONIDUR冲孔钢板、CORIMA 

and rima楔形金属筛网、金属运输带、粗原料筛板及 LIWELL

驰张筛。正寻求的合作伙伴是：终端用户、工程研究所及总

承包供应商。 

二十二、 Inter Engineering   废物焚烧发电厂规划 

该公司提供对废物焚烧发电厂全套的规划和实施。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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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氧消化项目中拥有 20 年的经验，能够处理未经分选的废

物混合物，而且几乎不会有残留物。全部废物都会被转化为

能量，转化效率高达 80%以上。除能源外，该工艺可 100%回

收所有金属。该公司正寻求同类型工程公司及寻求环境安全

废物处理方案的市政部门和机构。 

二十三、 Lanner Anlagenbau GmbH  处理碎屑和研磨污泥 

Lanner Anlagenbau 针对碎屑和研磨污泥的处理开发出

了单个组件和个性化的完整解决方案。所有服务都是从单个

来源进行提供，其中包括咨询、设计、规划、生产、装配和

售后服务。该公司提供产品有：自动金属碎屑、污泥、处理

系统、用于对自由流动颗粒进行脱油/脱水的离心机、用于

压实自由流动颗粒的压块机以及用于处理金属碎屑的破碎

机。正寻求针对废物处理工艺规划的公司及废物处理公司等

合作伙伴。 

二十四、 LIG 有限责任公司   环保技术制造商和供应商 

LIG 是全球领先的环保技术制造商和供应商，在机械回

收和相关业务领域（如矿产和原材料、生物能源、水和金属）

中拥有公认的优质品牌以及完整并且独特的产品组合。该公

司可在建筑废物、商业废物、填埋采矿、垃圾衍生燃料生产、

废弃木材回收、生物燃料及堆肥领域提供服务；并希望在中

国市场进行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方面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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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PreZero 有限公司  环境服务提供商 

PreZero 是德国、欧洲和北美领先的环境服务提供商之

一。公司的服务范围包括废物处理到可回收材料的分类和加

工，以及二次元材料的利用和生产。该公司可提供产品有：

塑料回收和高纯度高质量的树脂生产、有机废物的加工和利

用、废物焚烧发电厂的运营、废物管理领域的咨询服务（例

如分类和分离、工艺优化、沉积系统等）以及废物收集、分

类、回收和处置系统及设施的高效运营。 

二十六、 STEINERT有限公司  为分选行业提供解决方案 

STEINERT致力于为分选行业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

提高分选过程中的纯度和回收率，以及降低运行成本，帮助

客户实现盈利的最大化。该公司主要产品有：磁性分选设备、

涡电流分选设备、传感器分选设备，以及提供技术支持与客

户培训。垃圾和金属再生循环企业、矿业公司以及垃圾处理

厂是该公司的目标合作对象。 

二十七、 VEGA Grieshaber有限公司  液位、转换测量 

VEGA Grieshaber 是一家在液位、转换和压力测量方面

世界领先的公司。该公司及其产品拥有全球范围内所有必备

的证书和批准，既适用于技术安全，也适用于产品和服务的

质量。该公司提供针对废物处理方面特殊用途的雷达传感

器、针对该行业所有用途的压力和差压传感器、针对控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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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监控的控制器和显示器等。废物和回收领域的供应商、

水管理、废物和回收领域的市政部门和机构、大型污水处理

厂运营商是该公司正寻找的合作伙伴。  

 

 

二十八、  

该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德国钢材贸易商，有网络渠道和优

质的客户资源。该公司在美国、加拿大和新加坡设有分公司

及办事处，年销售额达 2.1亿欧元，年利润在 500-800万欧

元，运营状况稳定，拥有可持续的收入和良好的风险回报记

录。公司凭借专业的全球采购经验，批量处理订单，加大杠

杆效应，优化运输成本，为客户提供了实惠的增值服务。有

投资意向的中国企业可以借助该标的公司拥有的全球贸易

网络，打开国际高端市场，可预期高度协同效应。 

 

   收购方面

德国钢材贸易及物流公司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