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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北京北纬华元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白金 北京市丰台区富丰路4号工商联科技大厦A座2301～2304 100070 www.beiweihy.com.cn lilihong@isbim.com.cn 010-83607160/59/56 ● ● ● ● ●
北京 北京笔墨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金牌 北京市海淀区信息路甲28号科实大厦C座8层08B 100085 www.bimpower.com hanqin.zhou@bimpower.com 010-51142667 ● ●
北京 北京博超时代软件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北清路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奥瑞金大厦东区2F 102206 www.bochao.com.cn linfei@bochao.com.cn 010-56526399 ● ●
安徽 北京浩洋天地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环城南路46号徽京剧院2栋202室 230061 www.haoyangtech.com wt@haoyangtech.com 15811337050 ●
北京 北京华思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0号 中油宾馆（海淀分部）5层 100083 www.hsw.com.cn wuxy@hsw.com.cn 010-53972316 ●
北京 北京昆仑联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8号优盛大厦A座15层 100083 www.comlan.com chi.guina@comlan.com 13811855937 ●
北京 北京联迅创成科技有限公司 金牌 北京市昌平区英才北三街16号院绿地中央广场6号楼1011室 102211 http://www.arptech.cc jinfeng@rp-tech.com.cn 010-83412788 ● ●
北京 北京麦格天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SV* 北京市海淀区 紫竹院路31号华澳中心嘉慧苑817 100089 www.maggroup.org wbgis@maggroup.org 13311199702 ●
北京 北京荣久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7层 100026 www.rongjiu.net.cn sunyy@rongjiu.net.cn 010-56258132 ●
北京 北京锐和恒泰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13号院1号楼华杰大厦5C6 100037 www.ruihesoft.com bjchenlj@ruihesoft.com 010-62139899 ●
北京 北京神州信盟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17号楼6层605室 100041 www.szxmsoft.com soft@rjsoso.com 4001689396 ●
北京 北京数码星空软件服务有限公司 金牌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1号亿城中心C1座802室 100089 www.cadvip.com xiejunfeng@cadvip.com 010-56290789 ● ●
北京 北京伟仕云安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1号2号楼6层603室 100089 weihua.hu@vstecs.com 010-58815599 ●
北京 北京至同思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海淀区双清路同方大厦A座六层 100084 jiangfeng@pcitech.cn 010-62705988 ●
北京 北京中赢合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海淀区彩和坊路8号天创科技大厦907D 100080 liyahong@zoomwin.com.cn 010-62565510 ●
北京 北京中友易邦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汇宾大厦A座1108A室 100101 www.itechunion.com.cn lei.song@itechunion.com 010-64799938-813 ●
四川 成都安索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656号环球中心E5-17F 610093 www.anysoft.net.cn chenguo@anysoft.net.cn 13438807960 ●
四川 成都延邦软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二段15号东华电脑城南楼318 610041 www.cdybsoft.com fhgy@tom.com 13308005360 ●
辽宁 大连连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大连市高新园区软件园路1A-4号软景中心写字间A座1单元16层6号 116023 lys@dlfederal.com 0411-84507021 ●
上海 蜂特恒远（上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金牌 上海市浦东新区绿科路90号 200120 www.fomter.net chendx@fomter.com 0592-5591523 ● ●
福建 福建知鱼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福州市台江区鳌峰广场1号楼11层 350000 www.techfish.cn wulj@techfish.cn 13774546866 ●
广东 广州奥尼斯特电子有限公司 金牌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689号光大银行大厦12楼E1 510600 junyu_bao@hc-tech.com.cn 020-38730890 ● ●
广东 广州拓泰电脑软件有限公司 金牌 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富力盈盛广场B座2106房 510630 wbzheng@topstech.com.cn 020-28186888 ● ●
浙江 杭州佳华科技有限公司 金牌 杭州市文二路207号文欣大厦11楼1108室 310012 pbg@jawa.cn 0571-88259299 ● ●
浙江 杭州妙奇科技有限公司 金牌 杭州市拱墅区通益路861号绿景国际2幢9F 310030 www.hzmiaoqi.com cc@hzmiaoqi.com 0571-87352520 ● ● ●
安徽 合肥纬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合肥市蜀山区金寨路91号立基大厦B座1601-1603 230081 www.weifanah.com zero.zzd@weifanah.com 18956069865 ●
黑龙江 黑龙江睿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销商 哈尔滨市南岗区哈尔滨大街金爵万象2号楼1515室 150001 155161@qq.com 13796086089 ●
山东 济南神威润德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金牌 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59号中铁财智中心7栋602室 250101 www.jnsunway.com yinying898@vip.163.com 0531-86965388 ● ● ●
北京 酷鹏凯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经销商 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方恒国际C座1609室 100102 jingjing.ding@couponcad.com 010- 84351553 ● ●
江苏 南京正华通捷电子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金牌 南京市雨花区软件大道66号华通科技园一楼 210008 www.zhsystem.com chenjp@zhsystem.com 025-84723235 ● ●
上海 欧艾堤希信息科技 (上海) 有限公司 金牌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317号1311室（远东国际广场B座） 200336 www.oitcit.com kevintao@oitcit.com 021-62999359 ● ● ●
福建 厦门奇正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891号汇鑫财富中心701单元 361009 www.qizsoft.com huangmf@qizsoft.com 0592-2208610 ●
上海 上海古锐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闵行区七莘路1839号财富108广场北楼1617室 201100 www.guruikeji.com xiangcc@guruikeji.com 021-64325155 ●
上海 上海涣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1346号通用大厦202室 200070 zj@huanjinsoft.com 021-66226828 ●
上海 上海科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白金 上海市凯旋路3500号华苑大厦2号楼13D 200030 www.keniit.com young@keniit.com 021-64396570 ● ● ● ● ●
上海 上海欧克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金牌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86号F座1602室 200233 lzh@okeyi.com.cn 021-54245765 ● ●
上海 上海澎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上海市普陀区武宁路888号江苏饭店18楼 200063 www.prinfo.com.cn jane.zhang@prinfo.com.cn 021-38953269 ●
上海 上海锐和恒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金牌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05号科技大厦B座803室 200233 www.ruihesoft.com.cn shcaom@ruihesoft.com 021-34698900 ● ● ●
上海 上海尚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1733弄华纳商务中心518室 201606 gary.guo@sunlink.hk 021-54298126 ●
上海 上海尚勤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上海市安亭汽车城新源路58号世昶广场906室 201805 www.sungine.net caohf@sungine.net 021-58385910 ●
上海 上海泰客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上海浦东新区沈梅路123弄3号504室 201318 www.teknsoft.com blake.zhang@teknsoft.com 021-68113100 ● ●
广东 深圳市九方软件有限公司 金牌 深圳市南山区科智西路5号科苑西25栋1段北2层201-3室 518000 wenjing-99@szsoft168.com 0755-83616577 ● ●
广东 深圳市斯维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SV*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北区清华信息港研发楼B栋7楼 518057 www.thsware.com wangf@thsware.com 0755-33300222 ●
辽宁 沈阳鸿基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100-2号C座2407室 110004 www.syhjsj.com 27742883@qq.com 024-23927277-808/802 ●
江苏 苏州怡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金牌 苏州市干将东路666号和基广场618室 215005 john.zhang@eskysz.com 0512-65151855 ● ●
山西 太原飞鹰伟业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桃园正街2号2单元102室 300024 sxdlkjwy@feiyingweiye.com 0351-4875593 ●
广东 特新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公司 经销商 广州市天河路490号壬丰大厦 2608 510620 knight@jadason.com 020-38888301 ● ●
天津 天津联奥普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天津市西青区万科金奥国际2号楼606 301700 www.linkuptech365.com gm@linkuptech.com.cn 13920418939 ●
天津 天津神州卓越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天津市华苑产业区兰苑路5号B-813 300384 www.excellent-soft.com tinaw1981@excellent-soft.com 13820067579 ●
新疆 乌鲁木齐立信领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昆仑东路469号绿城玉园一期14栋3单元502室 830000 9078565@qq.com 13999290097 ●
湖北 武汉鑫盛嘉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3号激光工程设计总部二期研发楼6栋6单元 430073 1598439687@qq.com 8372039494 ●
陕西 西安中御智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西安国际港务区港务大道7号西安港创业基地二层220号 710031 www.zyzcit.com zyzcit@163.com 029-83456318 ●
青海 西宁诺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商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商业巷11号佳豪国际5233 810001 89206171@qq.com 0971-6143882 ●
上海 新科益系统与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金牌 上海市闵行区新源路1356弄汇力得电子商务产业园1-7号C号楼一楼 200040 grace.sun@cadit.com.cn 021-52238788 ●
吉林 长春紫光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商 长春市解放大路3999号市政高层1408室 130051 changchunziguang@163.com 18604304626 ●
湖南 长沙晓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经销商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岳麓大道57号奥克斯广场国际公寓A座191 410012 df.zhang@shockinfo.com.cn 18974989700 ●
河南 郑州高尚通软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郑州市中原路156号保利心语4-2-905 450052 www.cadsino.com shijf@cadsino.com 0371-56688556 ●
河南 郑州雷安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经销商 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16号1号楼20层2006号 450000 www.zzleian.com chenpeng@leiansoft.com 0371-69136396 ●
北京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ISV*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9号中国外文大厦 100089 www.cbim.com.cn qinjun@cadg.cn 010-68549915 ●

■ *独立软件供应商

按经销商名称排序

■ 下方● 代表该经销商拥有相关专业化资质
■ 而专业化的授权销售地区/区域请另行查询文件
http://www.autodesk.com/content/dam/autodesk/www/migration/resellers/专业化
授权区域.xlsx

Autodesk中国大陆授权经销商一览
更新日期：2018年11月5日
注：此表不定期更新，请确保在Autodesk官方网站（https://www.autodesk.com.cn/partners/locate-a-reseller）下载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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