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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江苏兰菱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验厂时间： 2017-10-09

实际验厂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朝阳北路11号

申请人姓名： 杨赛男 申请人性别： 女

报告编号： TP1709080208

验厂机构： 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审核员姓名： 王欣 审核员性别： 男

备注： 企业不展示合影，办公及仓储面积为企业申报。

合影

企业名称： 江苏兰菱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3206217337747758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6217337747758

第一部分. 验厂情况介绍

第二部分. 企业基本信息

营业执照信息



注册地址： 海安县海安镇朝阳北路11号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人民币 ） 成立日期： 2002-01-22

经营范围： 机电设备销售；磁粉制动器、磁粉离合器、张力控制器、转矩转速传感器、测功

机、纠编控制器、安全卡盘、电参数测量仪、模拟负载仪、气胀轴研发、生产、

销售；软件开发；经营本企业生产所用原辅材料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顾斌 最新年检时间： 2017年

登记机关： 海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期限： 2002-01-22 至 长期

营业执照照片

纳税人名称： 江苏兰菱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号： 913206217337747758

税务登记信息



一般纳税人： 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

税务登记证



一般纳税人证明材料

组织机构名称： 江苏兰菱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206217337747758

有效期： 2002-01-22 - 长期

组织机构代码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证

企业概述： 江苏兰菱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朝阳北路11号，公

司面积11675平方米。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1月22日，现有人员63人。工厂主要

从事于转矩转速传感器、磁粉离合器、磁粉制动器、安全卡盘及测功机的生产和

销售，产品的交付周期一般为10天左右。

企业使命/愿景/价

值观：

实力成就未来！选择兰菱，选择放心！

第三部分. 企业文化

第四部分. 部门人员信息



总人数： 63

管理人员数： 9 销售人员数： 1

生产人员数： 48 设计人员数： 5

经营模式： 生产型

办公场所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自由村12组

办公场所面积： 1000平方米 办公场所类型： 自有

有效期： 2015-08-10 - 2063-09-15

办公场所实景

组织架构信息

人员信息

第五部分. 产品信息

样品展厅

第六部分. 办公场所信息



办公场所实景

工厂性质： 自有工厂

厂房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县海安镇朝阳北路11号

厂房使用类型： 自有

厂房面积： 6494平方米

有效期： 2015-07-14 - 2056-08-02

厂房外景

第七部分. 厂房信息

厂房信息

厂房地区



厂房内景

厂房内景

厂房内景



厂房内景

厂房内景

厂房内景

第八部分. 研发设计能力



代工模式： OEM（代工制造）,ODM（代工设计）,OBM（自有品牌设计）

设计师的设计能力： L2

设计外包： 没有

年平均新款数量： 5

设计师平均工作年限： 8

6-10年开发工程师人数： 5

设计辅助工具

专利名称： 一种带有限位传感器的工业

用计算机插头装置

专利号： ZL 2015 1 003468.7

证书图片

研发能力

专利



专利名称： 立式转矩转速测试装置 专利号： ZL 2013 1 0014676.1

专利名称： 立式磁粉制动器 专利号： ZL 2013 1 0014838.1

专利名称： 回滞曲线锁紧装置 专利号： ZL 2016 2 0649722.4

证书图片

证书图片

证书图片



专利名称： 回滞曲线测试装置 专利号： ZL 2016 2 0649767.1

专利名称： 定子冷却磁粉制动器 专利号： ZL 2016 2 0970970.9

专利名称： 带有移动滑台的机器人关节

减速器传动性能测试装置

专利号： ZL 2016 2 0649721.X

证书图片

证书图片



专利名称： 效率曲线测试装置 专利号： ZL 2016 2 0648035.0

专利名称： 移动滑台 专利号： ZL 2016 20648859.8

证书图片

证书图片

证书图片



是否自助打样： 是

打样/制程工艺师傅数： 5

打样制程设备数量： 3

打样周期： 1天/件

打样制程设备

线上订单： 20% 线下订单： 80%

外贸订单： 5%

打样

第九部分. 接单交付能力

接单能力

接单情况

产品名称 接单数量 单位

转矩转速传感器 800 台

磁粉离合器 10000 台

磁粉制动器 16000 台

安全卡盘 5000 套

测功机 400 套



线上平台数量： 1

1688

https://lanlingjidian.1688.com

线上平台名单：

名称:   转矩转速传感器

近1年销量:   800 台

交付情况

产品名称 交付数量 单位 交付周期

转矩转速传感器 24 台 10 天

磁粉离合器 300 台 10 天

磁粉制动器 480 台 10 天

安全卡盘 150 套 10 天

测功机 12 套 10 天

第十部分. 供应链运营能力

铺货能力

销售能力



名称:   磁粉离合器

近1年销量:   10000 台

名称:   磁粉制动器

近1年销量:   16000 台

名称:   安全卡盘

近1年销量:   400 套



名称:   测功机

近1年销量:   5000 套

卫生状况： 满足生产基本要求 照明状况： 满足生产基本要求

合作客户

合作客户名称 主营品牌 销售渠道 合作品类 产能占比 合作年限 类型

企业不同意展

示

纯线下客

户

企业不同意展

示

纯线下客

户

企业不同意展

示

纯线下客

户

企业不同意展

示

纯线下客

户

企业不同意展

示

纯线下客

户

电商客户占比： 20 %

第十一部分. 柔性生产能力

生产环境



常规设备照片

生产设备

常规设备名 型号 台数 设备校准维护情况

铣床 ZJ-X-4500 5

万能外圆磨床 3

卧式车床 CWA6185 1

普通车床 CA6140 18

装配流水线 6

数控车床 CAK5085 16

精密数控车床 CAK80315 10

数控车床 R450Z1 8

立式升降台铣床 4

摇臂钻床 6

设备总数: 77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流水线/组信息

流水线/组数量： 10

流水线/组类型： 流水型（一件完整产品由10人以内配合完成）

生产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一年最大产量

转矩转速传感器 1200台

磁粉离合器 15000台

磁粉制动器 20000台

安全卡盘 8000套

测功机 500套

第十二部分. 仓储情况



仓储类型： 自有 仓储面积： 4181 平方米

仓储有效期： 2015-08-10 - 2063-09-15

仓储方式说明： 干燥,通风

仓储网点： 江苏省

仓储情况： 有独立的成品仓库、物料防护堆放整齐有序

进出台账： 有进出台账，且有严格规范

仓储实景照片

仓储实景照片

第十三部分. 企业资质能力

自有品牌信息

品牌名 品牌类型 证书编号 证书到期时间



自有品牌证明材料

自有品牌证明材料

自有品牌证明材料

自有品牌证明材料

LANMEC 注册商标(R) 12495003 2024-09-27

兰菱测试 注册商标(R) 18903985 2027-03-27

兰菱 注册商标(R) 18903853 2027-04-27

LANMEC 注册商标(R) 15309900 2025-10-20

兰菱 注册商标(R) 3365263 2024-07-06



自有品牌证明材料

产品体系证书证明材料 产品体系证书证明材料

产品/体系认证类证书

产品体系证书证书名 证书编号 证书到期时间

CE CPC08/021362

CE CPC08/021363

CE CCT2229-A2013082185

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 150621G0068N 2020-06-30

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 160621G0533N 2021-12-30



产品体系证书证明材料

产品体系证书证明材料

产品体系证书证明材料

其他证书

证书名 证书编号 证书到期时间

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苏AQB320621JXIII201600015 2019-07-31

荣誉证书

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 苏民科企证字第F-20150303号 2020-12-30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GR201432002441 2017-10-30

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 160621G0104N 2021-07-31



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是否有质检： 质检类型： 自检

设备照片

第十四部分. 质量管控能力

质检配置及类型

自检信息

设备名 台数

大功率（500KW）测试台 1

三坐标测量机 1

传感器静态扭矩校准台 3

磁粉离合器/磁粉制动器检测台 10



是否有质检： 是 质检类型： 自检

设备照片

设备照片

设备照片

质量部门管理



物料配送方式： 电商外包物流配送

物流合作商名单： 申通快递,EMS

售后服务类型： 其他

是否支持账期： 否

代理采购能力： 否

外贸服务能力

物流能力

服务支持能力

服务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