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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上海亚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年4月21日
 注册资本 200万
 注册地点 江场西路395号301-1室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公司目前经营的业务为 以生产、加工、销售电脑周边产品为主，提供货物进出

口业务，主要产品有适配器、读卡器、转换器、连接线、天线等计算机接口设备
及配件 。



 目前公司内部部门设置情况：

 公司目前职工情况：

拥有员工 19   人，其中管理人员 6  人，生产工人 6  人；
管理人员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 3   人，占员工总数 16  %，大学本科以上的有 2  人，占员工总数 11  % 。

员工人数
专科文化程度 大学本科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管理人员 3 16% 2 11%

生产工人 2 11% - -



优越的办公条件



经营模式
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为电脑周边产品的生产及销售，采取自主研发，自行采购原材料，

委外加工的经营模式。目前我司在美国、日本、台湾各设一家分销商，产品主要销往国外，占目前

公司95%以上业务，主要透过台湾平台销往世界各地。我司于2010年8月申请了进出口权，为出口贸

易打开渠道。目前已将产品成功销往美国、以色列、法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建立

稳定供求关系的客户有：美国INTEL、美国DELL、美国HP、美国PLX等。

分销商 客户



技术开发负责人 陈佳裕

 16年电子行业从业经历，在专业领域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和丰富
的研发经验，凭借独特的创造精神以及敏锐的市场灵敏度，开发
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电脑周边产品，既是公司的领导者，也是公司
运营的战略核心；作为技术开发负责人，肩负公司产品自主研发
的重任，所开发的适配器设计的多项方案，正在申请专利，以技
术为核心，确保了公司产品的独创性、先进性，在专业领域独占
鳌头，产品设计受到客户广泛好评，市场效应极佳，国内外的客
户订单纷纷而至；公司成立至今，1年不到的时间里在行业竞争中
成功树立了 的品牌形象，不仅能够为客户提供研发方案、产
品及技术服务，同时也提供产品的售后服务和技术支持，是客户
值得信赖的供应商，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声誉；目前正在筹划扩
大公司规模，生产、研发等部门陆续在招录新员工，计划于2011
年初扩大办公场所，逐步带领公司实现产业化。



公司产品分适配器，读卡器，延伸卡及配件四大类。



mPCIe Wireless Adapter
MP1
(Mini PCI-E / PCI-E Adapter ver1.0a) MP2A
(Mini PCI-E to PCI-E Adapter ver2.03)
MP2W series
MP2W
(Mini PCI-E to PCI-E Adapter ver2.13a) MP2W-6300
(PCI-e Desktop Adapter with Intel® Centrino® Ultimate-N 6300) MP2W-6200
(PCI-e Desktop Adapter with Intel® Centrino® Advanced-N 6200) MP2W-5300
(PCI Express Desktop Adapter with INTEL 802.11n Wifi Link 5300)
MP2H series
MP2H
(mPCIe to PCIe Adapter ver2.2) MP2H-632458
(mPCIe to PCIe Adapter with Intel® Centrino® Ultimate-N 6300) MP2H-6224P3
(mPCIe to PCIe Adapter with Intel® Centrino® Advanced-N 6200) MP2H-5124P0
(mPCIe to PCIe Adapter with Intel® WiFi Link 5100) MP2H-1024P0
(mPCIe to PCIe adapter with Intel® Centrino® Wireless-N 1000)
USBMA series
USBMA
(Wireless USB Mini Card Adapter ver1.1) USBMA-6250
(WiMAX USB Wireless Adapter) USBMA-8191
(802.11b/g/n USB Wireless Adapter)
USBMI series
USBMI
(Wireless USB Mini Card Adapter ver1.1b) USBMI-C
(Wireless USB Mini Card Adapter ver1.1b) USBMI-D
(Wireless USB Mini Card Adapter ver1.1b)

USBMV series
USBMV
(Wireless USB Mini Card Adapter ver1.3) USBMV-D
(Wireless USB Mini Card Adapter ver1.3)
MR-11
(mPCIe passive Adapter ver1.0)

mPCIe SSD adapter
MP2S
(mPCIe SSD to PATA / SATA adapter ver 1.0b) MP2S-P
(mPCIe SSD to PATA adapter ver 1.0a) SSDMA
(mPCIe SATA / PATA mobile SSD to USB host adapter ver1.1)

PCIe extender adapter
PE3A
(PCI-Express or USB 3.0 to ExpressCard Adapter) PE3
(PCI-E and USB / Expresscard adapter) PE4H
(PCIe passive adapter ver2.0a) PE4L
(PCIe passive adapter ver1.5)

PCIe to mPCIe adapter
PM2
(PCI-E / Mini PCI-E adapter) PM2-C
(PCI-E / Mini PCI-E adapter)

Other ad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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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4系列产品
PCIE是目前PC市场主流I/O规格，在台式和笔记本电脑领域广泛使用。 通过本公司产品，
可解决笔记本电脑无法使用基于PCIE规范，诸如显卡，视频采集卡等原本只能用于台式电脑
的大功率电子产品，可满足客户对高性能的追求，客户使用非常便捷。产品主要用于电脑游
戏、3D绘图的测试。由于PCIEX16对电源功率要求很高，我司产品体积小，通过反复实验，
寻求最佳的电源解决方案，目前已实现了产品对功率和散热的要求。在国外市场的同类产品
中，具有较强的价格优势，极具竞争力。

PE4H PCIe passive adapter ver2.4a

欧美发达国家会有同类产品，但售价高昂，我司产品的质优价廉，受到国外客户青睐，
产品主要销往国外，海外需求占目前公司95%以上业务。



 WIFI/CDMA wireless adapter 系列产品

目前市场主流的WIFI、WiMAX、CDMA等无线产品模块都采用
mini PCIE规格，在台式电脑无法直接使用。目前在台式电脑上可
以使用的网络产品都需要进行拆机，组装等复杂繁琐过程。使用
MP系列产品，搭配相应的功能模块，如intel5300，sierra的
MC8790等，既可以作为相关企业开发模块的测试工具，也可以
作为个人使用。



 SSD adapter

SSD作为一种新型存储设备，

具有低功耗，体积小，容量大
等特点，符合未来市场存储设
备的趋向。SSD adate系列产

品则可满足目前客户对这一产
品的使用需求，可支持包括
PATA，SATA， mini SATA等
目前市场和未来市场上的SSD 
产品。



 SDHC/SD/MMC card reader
 MR-04

(MiniCard adapter for SD card) MR-04R
(SDHC/SDIO Card to mPCIe adapter ver1.1) MR-09R
(Half size of mPCIe adapter for microSD card) SDCBA-C01
(SDHC/SD/MMC to CardBus PC Card High Speed Adapter) SDCFA-C01
(SDHC/SD/MMC to CF Type II Adapter)


ExpressCard 34/54 reader

 MR-13
(ExpressCard 34/54 reader) ECHUE-D02
(USB 2.0 Card Reader/Adapter for USB Mode ExpressCard 34/54)


Smart Card Reader

 ECSR
(Smart Card Reader) ECSC
(Smart Card Reader)

 USB3.0 adapter
 EC4U

(USB3.0 1-port ExpressCard/34 host adapter) EC3U
(USB3.0 1-port ExpressCard/34 host Ad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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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MicroSD/MMC Extender Board
 SDEX

(SD/MMC Extender Board) TFEX 1.2 
(MicroSD Extender Board)


MS/M2 Extender Board

 MSEX
(MS Extender Board) M2EX
(M2 Extender Board)


XD Extender Board

 XDEX
(XD Extender Board)


USB 2.0/3.0 Test Fixture

 U2EX
(USB 2.0 Test Fixture) U3EX
(USB 2.0 / 3.0 Test Fixture)


SmartCard Extender Board

 S5EX
(SmartCard Extender ver1.0)


SIM Card Extender

 S4EX
(SIM Card Extender ver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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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CIe Wireless Card

Antenna

IPX cable

Custom PCIe cable

USB cable

Power Accessory

Bracket

SIM Card Extender



公司所有产品均由我司根据海外客户要求独家设计，因产品设计和电脑相关电子组件、
接口等国际最新技术及规范同步进行，公司产品也随之迅速更新，不断推出新产品。



我司产品有涉及到的产品标准有： Expresscard， PCIe， PCI express minicard，
USB3.0。公司研发团队还积极参与了如Intel公司关于制定未来mini SSD使用规范的制定等。
在产品设计中涉及到一些行业内的新技术，尚未在业内公开，为了维护知识产权，会与客户
签订NDA保密协议。

对于用户的技术支持，目前已由台湾， 日本， 美国分销商组成产品售后服务网络，对
于所售出的产品，公司会予以最大程度的技术支持，公司产品一年内可以退、换货，以保证
产品品质。

我司提供的产品/服务均为针对客户需求而开发，搭配合作的供货商模块，具有少量多样
的特性，工厂设置依照生产目标来架设，产品简单、弹性高。



 适配器Adapter：是一个接口转换器，它可以是一个独立的硬件接
口设备，允许硬件或电子接口与其它硬件或电子接口相连，也可以
是信息接口。

 公司产品的核心技术：电脑总线I/O Adapter技术的应用。

 公司产品的开发采取自主研发的形式，适配器产品全部由我司根据
客户要求独家设计，以技术为核心，确保了产品的独创性、先进性，
产品设计受到客户广泛好评，市场效应极佳。

 知识产权保护：我司将产品的规格书发布到我司的网站，客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浏览或下载；对于尚未在市面上公开的高新技
术，会与客户签订NDA保密协议，这部分技术资料不会公开。目前
公司正在筹划为多款自主研发产品申请专利。



目前亚晴已为客户提供的产品及研发方案有：

 MP2W-6200H Wireless 802.11 b/g/n PCIe Card
 MR04 MiniCard adapter for SD card
 USBMA Wireless UsB minicard adapter
 USBMI Wireless UsB minicard adapter
 ECSR Smartcard reader)
 EC03 expresscard 2.0 reader



到目前为止，公司在技术开发方面的资金总投入是12万人民币，未来公司以I/O 
adapter 为研发方向， 对mSATA， USB3.0， PCIe 等先进的总线硬件技术会有更深入的研
究。为保证产品质量、产品升级换代的速度以及技术先进水平，2011年计划再投入30万人
民币做研发资金。

公司为鼓励员工创新，对于在产品研发设计有重大贡献的员工，公司会予以表彰奖励，
对员工的奖励分为记功、记大功、晋级，在给予上述奖励的同时，可发给一次性奖金。

公司未来5年在研发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计划(万元)：

年 份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资金投入 30 30 40 60 80

人员(个) 3 4 4 5 6

3 4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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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产业发展极为成熟，不断
推出新产品，其相关配件品种繁多、规格多，不容易
兼容，连接电脑和其周边产品的具有信号转换、数据
传输的接口产品却非常少。

 在国内，电子产品的企业大多以生产代工为主要经营
模式，自主研发以及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较少。我司
正是看到这一特殊市场，决定推出相关产品。以满足
国内、国际市场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的需求。

 因我司推出的适配器产品符合市场定位，转向商业化
的过程非常顺利，我司的PCIE产品于2010年年初发
表，初期小批量生产已得到市场肯定,从侧面体现出我
司的商业化程度比较高。

 而且目前在国内并没有其它企业发表同类型产品，在
行业竞争中，由于产品具有少量多样的特质，工厂设
置依照生产目标来架设，产品简单、弹性高。大型竞
争者不屑切入，小型竞争者无力切入。

 在同类产品市场中，居于领先地位，极具竞争力。



纵观国内外，因我司产品技术新，
更新快，业务方式灵活（接受客户小批
量定制），价格低廉等竞争优势，在国
内外同类产品市场中，居于领先地位。

对于公司的经营方向和经营目标的
规划，根据我司现有财力、物力、人力
以及技术设备等条件，公司定位于努力
成为笔记本电脑、电子芯片公司、系统
集成公司等国际知名品牌公司的周边配
套公司。依赖国际知名大公司而存在，
并以自主创新发展为目标，是我司一贯
秉承的发展理念。

公司创立初期，规模随业务发展逐
步增加，未来将更充分有效利用现有资
源和条件，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我司网站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的访问量



产品主要以网络渠道发布产品资料及销售：

 网站形式
www.bplus.com.tw
www.bplustech.com
www.HWtools.net
 网络店铺（阿里巴巴网站）
http://bplus.en.alibaba.com/
http://china.alibaba.com/company/detail/bplussh.html

潜在客户一般通过上网搜索来查询产品，询价采购，下载产
品SPEC。国内目前无类似公司专注此领域的产品开发。

http://www.bplus.com.tw/�
http://www.bplustech.com/�
http://www.bplustech.com/�
http://www.bplustech.com/�
http://www.bplustech.com/�
http://bplus.en.alibaba.com/�
http://china.alibaba.com/company/detail/bplussh.html�


以公司网站为例，客户只需在网站查询产品，点击“Buy It Now”，即可直接与业务联络，询问采购。



客户可以选购含各种配件的套餐产品，国外客户可以通过PayPal支付货款。



亚晴电子阿里巴巴销售网站



台湾经销商阿里巴巴国际销售网站



为了推广
产品、扩大宣传，
台湾经销商还参
加了今年6月在
台北举办的台北
电脑展，台北电
脑展是亚洲最大、
全球第二大B2B
的专业电脑展。
参观人数达到

在展会中我司
的产品展示吸引
了众多PC厂商
的关注，反响热
烈。

12万



 产品生产制造方式：委外加工;

 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工艺流程：



样品制作/BOM文件 产品入库或出货

二
、
开
发
设
计
时
间

四
、
量
产
试
作
阶
段

一
、
市
场
评
估
阶
段

客户需求/市场需求

规格开立/信息收集/竞争情报

模具/零件估价成本分析

可行性评估/销售目标

样品采购

三
、
工
程
测
试
阶
段

研发通知

测试规划/制程规划

订制线材/模具开发/零件备料

电路图/机构图/PCB Layout

硬件测试

可靠性测试及对策改善

设计变更

工程试作

新产品说明会

生产通知/采购通知

生产计划,质量检验

文档制作, USER MANUAL

OK
NG

NG

OK

品质确认

品质确认



1. 生管检查库存数量，若库存低于安全库存或少于生产计划，申请采购；

2. 采购部门进行物料采购；

3. 收到物料后，品管及研发部门检测物料是否符合要求；

4. 验收合格后，移交仓库收料；



上海亚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文件名称：原材料进料检验标准 版本：01

序号 材料类别 检验项目 检验标准 检验工具 抽样方案

1 铝盒

外观

1.表面无明显挤压拉痕，变形，起泡，缺损，无光泽度，无凹点/凸点或
颗粒状的麻点，无氧化，无手指印，印刷字体要清晰辩认等影响的不良缺
陷.

目测

随机抽样2.螺丝孔无划牙，要有螺纹，无氧化，变色。

尺寸

1.关健区：凹点/凸点/麻点<15mil,表面允许存在不超过1个麻点或氧化。
非关健区：在20MM内不可超出三个。

铜丝

2.材料尺寸符合图纸要求。 游标卡尺

2 线材

外观

1.包装完好无破损，标识清晰； 样品

随机抽样

2.目视线体表面应圆滑，无凹凸不平，起泡，编织纹。

3.如有印字，印字内容应清楚，无缺划、模糊等现象； 目视

4.导体铜丝无氧化、发黑现象;

尺寸

5．对照线材结构表，检验和测量导体、屏蔽层的材质、直径、数量、编
织应符合要求； 百分表

6．检查和测量绝缘层、外被的材质、颜色、厚度及直径应符合要求；

7．检查铝箔、麦拉尺寸和绞向符合线材结构表要求。

功能

8．万用表或导通测试仪测试线材的断短路和绝缘性能。 万用表，导通绝缘测
试机

9．用特性阻抗仪测量其特性阻抗。 阻抗测试仪



生产领料

领料单

领料日期：2010年 月 日 部门：

产品名称： 仓别：新产品仓

编号 类别 名称规格/内部料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TOTAL： 0 

管理部:                            部门审核： 制单： 物料签收： 一.管理部留存联



PCB 生产：我司PCB 生产有专业PCB 生产厂商代为生产，流程如下：



SMT 加工：我司SMT 加工生产由专业SMT加工厂商代为加工，流程如下：



IPQC巡检：手工焊接前检查，检查生产操作的规范化及半成品检查。

-检测设备-



手工焊接





-空气净化机-

-超音波清洗机-



2.切脚机切脚
确保零件脚长度统一，严格要求切脚高度



3.  PCB清洁



4.产品功能测试：
功能测试是对PCB进行准确、全面

的功能测试，以满足客户对产品的使用
要求，主要用到的测试设备有：笔记本
电脑，存储卡，无线网卡等。

-测试SOP-

-测试-

-测试界面-



5.  检测合格后进行产品组装。

-在产品区-



1. 成品外观检验：检查焊点情况，元件极性。
2. 合格品入库；
3. 不合格品进行产品维修、返工或报废。

-产品维修- -清洁-



 【品管七大手法】，是对品质一种管制方法，主要有控制图，因果图，相关图，
排列图，数据分层法，散布图，我司所用到的一般是因果图也叫鱼骨图；以结果
作为特性，以原因作为因素，充分发动员工动脑筋、查原因，集思广益。当出现
了某种质量问题，未搞清楚原因时，针对问题寻找可能的原因，把所有可能的原
因都列出来。
鱼骨图基本结构如下：

 关于【IPC-A-610】，是作为生产现场电子装连外观质量验收的规范文件，是国
际通行的质量检验标准及无铅的验收标准，并得到了国际电子制造业界的广泛认
可与应用。通用的分1级、2级、3级，目前我司所要求是2级标准。公司已配备的
主要质量检测设备有：自动及半自动丝印机----SMT贴片机，回流焊机，波峰焊
机，并配备示波器，清洗机，返修台，物料存储库等辅助设施。

http://wiki.mbalib.com/wiki/Image:%E9%B1%BC%E9%AA%A8%E5%9B%BE%E5%9F%BA%E6%9C%AC%E7%BB%93%E6%9E%84.jpg�


今后3年设立部门及人员配备计划如下：

部门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研发部 3 4 6

营销部 2 2 3

制造部 3 6 10

品保部 2 3 4

管理部 4 4 4

财务部 2 2 2

2010年各部门人员配置

研发部

营销部

制造部

品保部

管理部

财务部

2011年各部门人员配置

研发部

营销部

制造部

品保部

管理部

财务部

2012年各部门人员配置

研发部

营销部

制造部

品保部

管理部

财务部

目前公司内设部门架构已基本建立，具有完善的公司管理体系，包括管理規章、部门设立、人事编
制、薪资福利、考勤制度、差旅制度等。

公司对管理层及关键人员采取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以此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管理阶层的
领导及带头作用，同时，公司会根据工作需要和雇员的工作能力、表现等适时的调动员工的工作岗位，
使得公司的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作用。

公司鼓励员工发挥所长，对于在产品设计、产品销售、维护公司管理制度等有重大贡献的员工，公司
会予以表彰奖励，对员工的奖励分为记功、记大功、晋级，在给予上述奖励时，可以发给一次性奖金。
年底根据公司本年度的经济效益，并对雇员工作实绩进行考核，按奖金分配规定发放奖金。



谢 谢！

欲了解详情，请登陆网站查询:
http://www .bplustech.com

上海亚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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