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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TECHWORKSPLUS INC

David Choi

david.choi@techworksplus.co.kr

+82-70-8277-4992

www.opticlight.co.kr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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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TechWorksPlus成立于 2009年，是一家利用光学设计技术开成像和照明产品
的公司。利用光学设计技术制造创意产品。Full HD(1080p)级以上的汽车记录仪
镜头、虹膜识别镜头、机器视觉镜头、智能手机专用镜头及配件都属于成像产品 。
照明产品中镜头更换方式的便携Spotlight Zoom LED 闪光灯已开发完成。
本公司将会开发利用光学设计的室内外照明与显示屏照明技术。最近研究开发融
合性产品及基于光学的产品，如应用程序、内容、基于虚拟现实的应用产品、3D
扫描仪、实时反应度调查、IoT(物联网)、金融科技(安保)等。为了进入海外市场
把OpticLight商标在韩国、美国及日本已正式登记。OpticLight将成为本公司正
在开发的产品的商标。

* 世界第一开发的互换镜头方式
* 广泛的光模块:  20 m
* 望远的光模块: 70 m
* 调焦(Fousing)及变焦(Zooming)
* IPX7 防水
* 功率: 110 lumens
* 4种模式: 100%-30%-Strobe-SOS
* 电池: AA 1个 (使用时间: 在OS模式上7个小时)
* 其他饰品: 包括

* 世界第一开发的互换镜头方式
* 广泛的光模块:  标准
* 遥的光模块: 20 m（可选）
* 图像的光模块: 广泛的和遥的一起使用（可选）
* IPX4 防水
* 功率: 90 lumens
* 3种模式: 100%-30%-Strobe
* 电池: AAA 1个

产品介绍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黎森 / LEE SOME

李宗穆 / LEE JONG MOCK 

ljm4249@hanmail.net

+86-186-0493-3079/ +86-188-6763-1515

www.sistertime.co.kr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我公司创立于1997年，主要生产流通韩国生活用品。2009年进入中国市
场，创立品牌有cerrotorre,crtr等服装品牌及流通各类韩国生活用品。 在
此期间，目前国内有7处的代理商，5处的省代理商。 我公司通过韩国商品
展和大型展会，不断寻求代理商和新的发展机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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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神奇的老花镜
产品特点 ： 本产品镜片采用高科技TR清晰。眼睛舒适。
戴上它不会产生眼酸。眼90记忆硅胶制造超薄镜片，具
有抗疲劳，防辐射，视野眼胀，流泪等眼疲劳现象，不
会产生普通老化眼镜所产生的白花花的酸胀感等不适感。
镜片上沾有灰尘和沙子时，应用于水冲洗以后再擦。
如很难去除的污垢，可以粘点肥皂水插拭。有别于以往
的折叠老化眼镜，需要放置于眼镜盒或者用眼镜布包裹
才不会损伤。镜腿可360度旋转携带方便，镜臂可当镜
盒收带自如方便出行，镜袋可当擦布使用。

产品介绍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握拍技术力量 / GRIP POWER TECH CO.,LTD 

辛在春 / JAI CHOON SIN

power050@hanmail.net

+82-10-5095-0801 / +82-2-824-5344

www.grippower.co.kr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在韩国专利技术力量握杆和国际专利注册,而PCT力量生产销售(高尔夫技
能提高握)握的开发企业。创造通过理智力量上,握把上手套使用的情况下,
新概念力量,总是一定的握法能抓住握把方式,提高飞行距离和方向可以改善
的产品。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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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杆握把的特点
- 回合时，无需戴手套，不会滑。
- “Easy Power Grip”采用硅质材料，击球时吸
收冲击，预防肘部受伤。
- 装有“Easy Power Grip”时，因能够保护手部
和现有的握把，无需更换握把。
-可用于多种高尔夫球选手的握杆法（强势握杆法、
中性握杆法、弱势握杆法）
- 挥杆时出现左右曲球，将“Easy Power Grip”
的正面、背面向右侧旋转3mm，出现左旋球时，
向左方向旋转3mm。

轻击球握把的特点
- 是手指交叉的结构，用轻击杆可进行上击球，
将高尔夫球旋转，降低球的速度。
- 上杆时不会晃动，有助于向直线方向击球。
- 向上轻抬击杆，预防打击草坪。



公司名称 博恩必 / 4NB Corp.

李俊

xdun@4nb.co.kr

010-8418-1839(北京) 

www.videooffice.com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自2000年4NB Corp.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视频会议领域，是一家研发到销
售为一体的软件公司。经过16年的技术积累我司的 VideoOffice 产品获得
了三星电子、天津中环计算机、DHL、德乐等2500多家企业的肯定并与华
为等公司开展着办公解决方案的合作。VideoOffice 以领先全球的产品品
质在韩国市场独占鳌头，同时在日本、越南、新加坡、泰国、台湾等地与
总代理商共享利润出口欧美、日本、东南亚等国家。2015年3月继日本云
服务之后在中国首次推出了视频会议云服务，即将以支付宝和银联在线提
供在线即购即用服务。

为了和中国的企业共同分享利润并给中国的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产品，我司
现在正在各省市地区招募代理商。以我司的技术优势做支持可为代理商提
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韩国技术中国本土服务的强强联手。目前在上海、
湖北、台湾等地的代理商已成功起跑，未来中国的视频会议市场将会超过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欢迎广大公司踊跃咨询。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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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互联网在电脑上实现远程面对面无纸化会
议的视频会议解决方案

产品特征
1.最多支持64路视频、300人同时在线
2.稳定的视音频通讯品质
3.支持FULL HD高清画质
4.电子白板中支持MS Office，WPS等文档共
享与涂写
5.简单易用
6.双重数据加密技术
7.网页共享与多媒体共享
8.桌面共享与远程协同办公
9.支持Windows、Mac、iOS与安卓系统

VideoOffice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阿露伊 / ARUI

韓海英 / ISABEL HAN 

seonbaram@naver.com

+82-10-8621-8688

www.arui.co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阿露伊股份公司把创造通过世间所有人的身体和心灵健康而享受幸福的美
好世界作为目标的。
所谓的健康，说的就是身体和心灵的和谐状态，以此为基础，当自身、他
人、国家成为宇宙的力量时，就会具有更伟大的价值。
阿露伊会成为这份价值实现的奠基石。
爱从爱自身的身体开始。

阿露伊公司以身心健康的成员们的爱为基础，提供着对人类健康有益的核
心产品，通过这个渠道来开辟人类富有意义的人生，为了使我们成为创造
自身价值的仙人类而不遗余力。
同时，阿露伊抱着透明、正直的目的，将率先致力于创造一个崭新、充满
希望的企业文化。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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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对于维持生命虽然是必不可少的成分,但是使用后剩余的约
2%的氧却成为侵害身体健康的有害氧，这种氧被称为活性氧。
活性氧作为“反应性能极高的氧气种类”，是带给人体各部位器
官负面作用的主要元凶。它不但依靠攻击细胞膜和细胞内遗传分
子来加速人体老化，而且以高达90%的作用力成为引发各种肿瘤
疾病的危险分子。
活性氧，即自由基对细胞或遗传因子具有强大的攻击能力，而氢
气能够发现并还原自由基

制作富氢水的“阿露伊 Hendy”的特征
1.陶瓷过滤器，产生负离子，消除异味，补充不足的矿物质
2.简单的触摸按键，根据水的种类自动设置时间
3.不产生环境激素的材质，2升的大容量水杯
4.产生丰富的氢气，可以看到氢气
5.因磁场的产生提高水的吸收率
6.经过电解之后细腻的水的味道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IRISYS 

马美迎 / MAPLE MA

maple.kit@irisys.co.kr

+82-2-784-1188

www.irisys.co.kr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IRISYS有限公司创建于2012年2月，并且在技术研发方面是一家专业的不
断成长的虹膜认证解决方案公司。本公司专业从事应用生物算法的虹膜识
别LOCKIT USB, OTP产品以及移动APP解决方案的研究、开发及制造。本
公司通过独自开发的虹膜认识算法及硬件技术和专利，在金融机关保安、
出入控制以及多方面成为生物识别系统市场内的高科技领先企业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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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KIT USB
- 利用虹膜识别的数据保安USB储存器
- 装置有微型虹膜识别摄像头 (独家研发)
- 世界上最快的认证速度 0.2 ~ 0.8秒
- 可以代替保安代价券和公认认证书
- 与智能手机和PC连接进行充电

选择 : DRM功能
登陆网站
支持NFC、Zigbee和Bluetooth
取出USB时储存器自动锁定功能
智能手机可以和储存设备连接使用

LOCKIT OTP
- 被更加强化的金融保安系统
- 通过虹膜识别的OTP
- 在金融机关里获取注册号码进行使用
- 2重保安系统认证流程 (2FA) ▶ 1) 虹膜认证-> 2) 发行OTP代码
可以适用于网站登陆和网上支付系统

LOCKIT Safety box, Doorlock
- 可以通过虹膜登录和认证开关门
- 利用远距离无线通信(Bluetooth, Zigbee, NFC)的门锁系统
- LOCKIT USB可以与移动应用程序解决方案联动
- 可以把虹膜识别摄像头安装在门锁和保险柜里
- 可以定制多种设计的门锁（与门锁公司协商中）
- 可以把2种保安系统（虹膜识别 & 指纹认证）运用到保险柜中。

LOCKIT MOBILE APPLICATION
- 利用虹膜识别的屏幕锁定
- 利用虹膜识别来锁定各自网络的功能
- 代替ID和密码的虹膜识别解决方案
- 比PC密码设置更强化的虹膜识别保安
- 发行利用虹膜识别的OTP代码
- 利用红模识别的安全的电子结算系统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LETS COMMERCE CO.,LTD

ANNA OH 

sales@letscommerce.co.kr

+82-2-3785-2936

www.letscommerce.co.kr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本公司是专门独自出口韩国知名制造产品的企业。拥有数年的技巧和经验。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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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VITA Q (小型 空气净化器)以放出20万个以
上的负离子，杀毒及香菌方面特出的空气净化
器。
只要有插座，就可以使用且过滤器不用切换。
电量消耗量超底，24小时都便于使用。还有汽
车空气净化器。

DAYS (万能化妆刷子杀菌机)通过放出负离子可
以把化妆工具香菌及脱臭。
清洁的化妆工具对皮肤美容有好处，特别是对
敏感行的皮肤和痤疮皮肤具有效果。
牙刷或者美容剪刀等多种产品都可以杀菌。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BLUE GOLD CO., LTD

姜成镐 / SUNG HO KANG

888@bluegold.co.kr

+82-10-2075-9849

www.bluegolds.co.kr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超防水以及超亲水材料研究开发的公司，把这些技术应用到家日常用品都
可以。本公司是研究开发做为核心的企业，于是通过核心技术和计划的能
力，可以迅速地规划、研发及制造市场所需要的产品。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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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Dry是服装和皮革纤维专用防水剂。
TexDry的纳米颗粒在服装和皮革上超微小粒子涂层，
对污染形成保护功能。

玻璃和镜子表面涂层机。
SuperClear的纳米颗粒形成薄涂层，防水垢水斑及
防哈气。



公司名称 clair / H and Company, Inc

SUNGHO, JU

shju@clair.kr

+82-2-581-2918

www.cleanair-clair.com / www.clair-B.com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现有的空气净化器难以移动， 也难以在家整体地运行空气净化。于是本公
司开发了携带方便的个人空气净化器。本公司的空气净化器是很简单方便
使用、具有美丽的设计和节能功能。适合于使用者便于携带及使用。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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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型空气净化器‘clairB’
- 保温杯样子的携带方便的个人空气净
化器。
- 具有180度旋转功能，可以调整空气
排出口的方向 。
- 脱臭、杀菌方面也有特效。

Clair 所有产品
- 使用从韩国欧洲得到的专利静电过滤
器，可以去除0.1µm的微小灰尘。
- 不发生臭氧、碳等第2次有害物质的
安全性的空气净化器
- 从产品生产到所有的工程都在韩国进
行，是纯韩国生产(Made in Korea)的
产品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WINDAMP

金报现 / Tina Kim

kbh@windamp.com

+82-70-8876-8804

www.windamp.com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株） WINDAMP是从都市大夏之间的风量极大的现象来开始开发得到国
内专利技，利用术谷风原理的专门研究高效率‘风’的企业。由于翅膀是
非漏出的，具有安全性、设计方面也很优秀。于是跟家里的孩子和宠物收
到热烈的欢迎。

产品介绍

-12-

谷风&风力放大技术

AF02 是世界从来没见过的尖端技术风扇。本公司考
察了那些自然现象能成为唯一的我们的‘风力放大
技术’ 谷风和高大厦的风一般比其他地区的风强多。
我们为‘谷风技术’起名，然后 这一概念融入我们
的风扇。每边有4个交叉流的球迷，每一个包含20个
刀片，因此，总有80个刀片隐藏在帧。这些横流的
风扇在相反方向旋转，并产生微风，捕捉附近的空
气，并向前移动，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气流 . 这是
一新的概念，风被放大，并称为“风力放大技术”。

优异的能量效率

AF02减少电力消费量高达40 ~ 60%同时增加风力
达到距离达50 ~ 100%。在同一个风量条件下，相
比普通风电电量只消费仅为30~40%。它消费16瓦
的最高设置，使af02比其他常规的球迷更有效。

广场和无叶的设计

无叶片的设计给所有的人带来莫大的安慰，尤其是
那些有孩子或宠物。此外，它的短底座降低下降的
可能性，提高其稳定性。稳定的设计调整到孩子的
眼睛水平和它的方形，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目的是
为了父母的和平和家庭的欢乐。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B&R MAX CO.,LTD

張在方 / JANG JAE BANG 

bnrmax@hanmail.net

+82-2-2025-20365 / +82-10-6460-2036

www.bnrmax.com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本公司是成立于2005年，开发医疗设备的专利产品。在德国、瑞士、中东
及世界女士发明品大会上获得了冠军之后向欧洲出口开始，发展成为医疗
设备专门的女士CEO企业。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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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途：缓解（治疗）全身肌肉痛症
- 特点：它是一款轻轻接触痛症部位使痛症部位得到缓解的物理治疗仪器，它不使用一般的电源，
利用阳光、室内照明光产生红外线，此红外线通过四个金属离子棒发出1000高斯的磁力迅速缓解
人体肌肉痛症。
-（区别）特长：
1）红外线治疗器和磁力治疗器两者合一，
所以使用效果两倍（效果两倍价格却减半）
2）省去没有一般电源充不了电的麻烦。
3）只要有太阳光或者一般照明的任何地方都 能继续充电使用
4）大小如同一般的电视遥控器携带方便
5）接触身体即刻有效让使用者及时体验疼痛 的缓解
6）可以个人、全家使用，只需轻轻接触就能缓解疼痛，男女老少使用皆宜。
- 使用部位：头部，颈部，肩部等即 腰，膝盖，脚，脚腕，手腕，手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力能 / RENERGY 

李兴雨 / Mr. Heungwoo(Leo) Lee 

leo1282@daum.net

+82-10-5023-0456

www.iRenewcell.com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 HQ＆R / D地址：晓星Intelian 608， 江西路 426, 江西区， 首尔, 韩国
* 工厂地址：新兴路 470-93，富川市，京畿道，韩国）
* 经营范围：生产的电子产品
* 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电池再生器和电池容量测试仪，电池再生服务
* 出口到：德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泰国，印度等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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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wcell (瑞纽赛 ) RCR-600
回收利用老化的电池!!  
Renewcell RCR 600，全球最好的电池
再生器电池的寿命增加2倍~~
电池的制造费用减少一半~~。
如果充电电池无法再充电，
请使用Renewcell回收再利用吧!。

特征
使特殊的阳极（+）和阴极（-）电脉冲相互交替，有效激活电池的不纯物质。使用创新性的防老化
充电技术，至少可以使电池寿命延长2倍以上。可以回收利用和给各种种类的铅蓄电池（Lead Acid:
液体型、密闭型、修复型、AGM/GEL）、NiCd和NiMH电池充电可以回收利用并给汽车电池、电
动用电池(Deep Cycle)、固定型电池、 UPS、太阳光电池、智能电网、Hybrid、电车用电池充电。
最大限度地提升消耗电力能源的效率（92%）体积小，无论何时何地都易于携带。（重量：9kg，
大小：长30cmX宽30cmX高14cm）充电和回收利用时可以随时确认电池的健康程度和充电状态。
（出现问题时显示 OPEN或Short错误消息 ）使用操作简单、方便。根据电池的状态分1~4阶段自
动进行充电和回收利用。

可以适用的电池市场
有线/无线通信基站用应急用UPS、广播基站用应急用UPS、电力公司substation用UPS、 建设用
重装备、军需装备、数据中心(IDC)、地铁、ESS、智能电网、智慧城市、医院、新再生能源（太阳
光和风力）、银行、伺服器、UPS。

推荐使用用途
老化电池的回收利用、 故障电池的修理、 电池的修护、 快速充电, 慢速充电、 电池寿命的延长、
电池性能的改善、 电池容量的增强。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

JC SQUARE INC

Inho KIM

otiger@jc-square.com

+82-10-5027-0764

www.jc-square.com

联系人

电子邮箱

联系方式

网址

公司 信息 我们JC SQUARE(株)是成立于2005年。十几年在新技术方面重点投资，保
有许多技术诀窍。我们先领NFC有关的工程项目，而从2010年开始重点研
究和开发物联网技术。现在发动了在轴突的平台下驱动的许多物联网技术。
并且以nexHOME, nexSTORE, nexTOUR的3种概念为主进行了物联网解
决方案事业。

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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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HOME是智能电话/平板电脑的。我
们提出非常容易的方案把一般家庭换成
智能家。按外面天气可改变家里的温度，
而按你的位置可以关开家用电器。
我们会体现你幻想中的高级智能家。

从多通道和交错频道超过来，在全渠道
上构成了以地点和媒体不受限的购物平
台。通过购买及付款方式的多元化，凭
顾客的位置基础服务和推广策略，我们
累计许多顾客资料。按这个材料体现目
标营销服务的平台。



首尔优秀商品馆

首尔20余优秀产品展示及洽谈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OSSE

Hong Sung Youn / +82-2-318-3217(204)

hsyghost@vegemil.co.kr / www.osse.co.kr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TECHNONIA 

Sangjin Lee / +86-155-0753-8562

sjlee@technonia.com / www.technonia.com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HANSJUNGBO CO., LTD

IL HWAN, LEE / +82-2-707-1903 +82-10-3222-2714

hanslcd@hanmail.net / www.hanstouch.com

제품사진

제품사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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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塞尔 [OSSE CO.,LTD]是以vegimil而知名的国内豆奶销售第一企
业 (株) 正食品 的关联公司，与1994年 11月设立. 20年间利用大豆
抽出物、大豆发酵物中抽出的有用专利物质，开发低刺激、天然植
物性化妆品和 生活用品, 通过线上(EDAYMALL, 专门网站, 育儿博
客等)和线下(代理店, 军供, 出口,超市等)进行销售.
欧塞尔 踏出了婴.幼儿的成长期用调剂食第一步，以40年间国内豆
奶市场第一的 (株)鄭食品 的企业理念及技术为基础，立志于建造
婴儿/健康/美容/生活用品领域的专门品牌.
欧塞尔 通过天然/低刺激/植物性的品牌概念，追求健康而美丽的
产品线，全力构建，往后5年内，以进入品牌认知度及消费者满足
度领域国内前五名为目标不断成长.

使用 欧塞尔
特化
SGN system
完成皮肤test
合 成 成 分
7無添加
预防皮肤上火
的专利成分配
方

它是一款设计十分小巧精美的铝制外形的个人环境检测仪。
与手机连接就可对周围隐性环境的质量问题进行数据收集
和分析，并给出相关检测结果。
它是通过直接插入智能手机耳机孔与手机连接，进而检测
辐射/电磁波/紫外线/温湿度等环境，借用手机的电量工作，
无需充电和外置电池。

本产品是广告及宣传用智能展示柜的。把要广告的红酒，香
水及化妆品等产品放在盒里，顾客在外面通过透明LCD显示
器看到内部的实际产品。这时，把产品的资源，特征，用途
等的内容LCD显示器上显示为，一边看实际产品，一边看跟
产品有关的广告内容。而且安装触摸屏，随便用手触摸广告
内容，自由自在地查看广告内容。

mailto:hsyghost@vegemil.co.kr
mailto:sjlee@technonia.com
mailto:hanslcd@hanmail.net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NOLLA DESIGN(YOLK)

Sung Un Chang / +82-10-2680-9085

ceo@yolkstation.com / yolkstation.com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BFG CO., LTD

Cho / +82-10-5695-6705

bfglobal@naver.com / seller.buykorea.org/bfg--EC107629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Qrontech Co., Ltd. / 酷龍科技

尹晶玉 , Jasmin.yun / +82-2-2093-1255

lukas20@qrontech.com / www.lukashd.com

제품사진

제품사진

제품사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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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LK是一家创新的太阳能发电机公司。我们最近发起了
“太阳纸；世界上薄轻的太阳能充电器”。我们保有先进
的技术，太阳能不会受限喜欢户外活动的用户。我们的目
标是把太阳能技术融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Sun Control Film, Lancell Film, Privacy Film

Dash Camera(Car Blackbox) / 行车记录仪

·全高清行车记录仪器 / 4月开始销售的最新型行车记录仪

·支持中文 / Wi-Fi连接手机,可播放以及下载影像

·最高级 SONY IMX322 图片传感器

·双GPS定位系统 /温度（高温/低温）适应力强

·Format Free 技术 自动格式化储存卡

·安卓 & 苹果手机软件 / 专用播放器(Windows & Mac)

mailto:ceo@yolkstation.com
mailto:bfglobal@naver.com
mailto:lukas20@qrontech.com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M.I DESIGN

曹英兰 / +82-10-5502-1752

sales@midesign.co.kr / www.midesignmall.co.kr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SILSTAR

全贤九 , Hyungoo Jeon / +82-70-7768-4253

ariana9@naver.com / www.silstarbrush.com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FROMA CO., LTD

鄭雄根 , Jung Woong Keun / +82-2-6925-6039

wk.chung@from-a.kr / www.from-a.kr

제품사진

제품사진

제품사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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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ouch 数码绘画笔刷是可用于 Galaxy，ipad，iphone 及
其他各类静电式触摸屏产品上作画的数码绘画笔刷。无需携
带众多沉重的美术用品，仅需触摸屏电子产品和电子艺术绘
笔，何时何地都可完成绘画。突破原有树脂硅胶笔头，采用
毛刷笔头，真正做到如同画笔一般触感柔软，配合绘画软件
即可完成油画、水彩画、粉笔画、素描等多种形式的绘画创
作。

本产品使用NFC和蓝牙技术，用户可以听音乐和打电话。
它的外观来自于相机透镜筒形的形状，并通过转动的金属环
控制音量。

1. 韩国 top 设计师的优秀作品
2. 韩国与中国设计专利 与 技术专利的保留
3. 获得韩国与欧洲安全认证的韩国产商品

mailto:sales@midesign.co.kr
mailto:ariana9@naver.com
mailto:wk.chung@from-a.kr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韩国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 BIOKOREA CO., LTD

李珉景 , Minkyung-LEE(韩国)  / 吴宁哲 , Youngcheul-OH(中国)
+82-2-538-8825/+86-18669704885

parrot76@empal.com / www.healthkhan.com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STELLAIOT CO., LTD

Matthew Han / +82-70-5101-2581 , +82-10-8488-0534

matthew.han@stellaiot.com / www.stellaiot.com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BECS INC

趙丙綠 , Mr.Brett Cho / +82-2-6274-0554

brett@becscorp.co.kr / www.becscorp.co.kr

제품사진

제품사진

제품사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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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Khan® " 2011 韩国发明专利大赛获奖
• "Healthkhan® " 品牌荣获2011年韩国最佳品牌奖

"HIT500".
• 主要功能: 保肝护肝, 增强免疫力, 恢复疲劳, 增进健康, 

解酒
• HealthKhan D(饮料):100ml/1甁, 
• HealthKhan T(锭剂):500mg/1tablet

我们stellaiot是一家领先物联网专业平台和解决方案公司，
为基础的设备平台AAL通信安全服务平台。
我们将永远做我们最好的改进技术，给顾客带来的好处和
进步的人类生活。

Cable fault locator / 電纜故障定位儀

1. 产品 : 電纜長度計

2. 特徵 :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

1) 直觀的顯示 2) 使用方便 3) 高性能 & 低價

3. 規範 : 

1) 範圍 : 3m ~ 20km 2)準確性: ± 0.5%

3) 解析度 : 0.5m 4)電源 : 2AA battery  

mailto:parrot76@empal.com
mailto:matthew.han@stellaiot.com
mailto:brett@becscorp.co.kr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GLOCOM CO., LTD

Joshua Moon / +82-2-2616-7483 , +82-10-3894-4877

joshua@glocom.co.kr / www.glocom.co.kr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爱唯凯 / ALOE VERA KOREA CO., LTD

金正業 , KIM JUNGUP / +82-2-338-4848, +82-10-2786-4435

suinaloe@hanmail.net / www.avk.co.kr

제품사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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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赖的ALOEVERAKOREA 
ALOEVERAKOREA是澳大利亚总公司和拥有大面积农场的
[the natural world of aloe vera]的韩国营销公司，引进芦
荟叶汁上等保健食品和化妆品往国内销售。ALOEVERAKO
REA主张“民间疗法的科学化”，以芦荟叶汁和香草成分作
为主原料生产化妆品、生活用品以及医药外品，向药店、便
利店、大型超市等供货。

AVK功能性美白霜
获得食品医药品安全处认证的美白、抗皱双重功能性化妆品
请不用担心脸上的暗斑和雀斑！

空气净化器（家用）AIRVAX33X2
-静电膜过滤器
-适用于地板表面：25㎡
- 177x177x292mm / 1.7kg 

*本产品捕获一氧化碳（CO），吸烟的烟雾和其他排放物
（NOX、SOX），各种病毒、过敏原、霉菌、真菌、细菌、
甲苯、甲醛等挥发性有机物。
*这是最安全的空气净化器，因为它不会产生臭氧，碳，或
其他有毒物质。
*简单和廉价的成本，高置信程度的售后服務。

mailto:joshua@glocom.co.kr
mailto:suinaloe@hanmail.net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YOUWON G&E CO.,LTD

朴商旭 , Park Sang Wook / +82-10-7579-0717

nihao-supark@hanmail.net / www.epeony1.com

제품사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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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韩国和东京设多家旗舰店。公司与皮肤科专家共同研
发的一款天然护肤品。秉承“健康生活，美丽人生”的理念。
坚持把美丽，健康，时尚带给每一位爱美人士。

与韩国国内化妆品专门生产[ ODE & OEM] 上市公司 COS
MAX研究所合作。研发生产最高品质、最具安全性的产品。
EPEONY牡丹精华面膜，具有消炎、抗菌、抗氧化，散郁祛
淤、促进血液循环功效。天然原料牡丹花对肌肤有着卓越的
效果。

公司名称

联系人 /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 网址

GRAFIZIX CO., LTD

Tony Hong / +82-70-4137-5072

gfxcontact@gmail.com / www.grafizix.com

제품사진

开幕起，我们将见识我们从未曾想像过的新世界！
在吹牛大王的剧场里， 没有不可能的事，也没有见不到的人。
“吹牛大王科学秀”很愉快地介绍——人类史上的科学发现。
听伟大的发现和故事，能获得很多科学知识。
制作合作社 : EBS, GRAFIZIX (Korea), Astrolab Motion 
(Argentina)

构成: 26集x11分钟(第2季——制作中)
体裁: 科学音乐歌剧，EDUTAINMENT
目标听众: 7至14岁的青小年、家族体
制造技术: Photo Cutout

mailto:nihao-supark@hanmail.net
mailto:gfxcontac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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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TEL : +82 2 2088 3888 / FAX : +82 2 2088 3887

WEBSITE : www.nex9.co.kr / E-MAIL : nexnine.craig@gmail.com

Overseas marketing agency of 



SBA 로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