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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产品更好地适应客户而改进创新，我公司保留修改样本资料而不事先通知的权利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for customer application, our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s to update information without prior no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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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户 满 意 、 天 波 发 展 、 诚 信 和 谐 、 共 创 荣 景



品质理念：

品质至上，精益求精，追求零缺

陷目标。

经营理念：

“诚信创新卓越”用一流的技术，一流的产

品，一流的服务，满足客户的要求，实现自

我，回报社会。

天波电子成立于1989年，是一家专业从事继电器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现拥有占地面积

50000平方米的防尘厂房，月生产能力达3500万只。

公司建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拥有优秀的研发团队，配备国内最先进的研发设备和检测设

备，使研发能力和产品品质不断提升。联合高校、研究机构，“整合资源、协同创新”将成为天波的下一个起

点。

公司产品覆盖通信继电器、功率继电器、汽车继电器及磁保持继电器等系列产品，并分别通过UL/CUL、

TÜV、CE、SEMKO、CQC等国内外安全认证。

天波屡次步入“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的行列，致力于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公司通过了

ISO9001、IATF 16949、ISO14001及知识产权管理等体系，拥有一套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能对产品质量进

行良好的管控，确保产品的品质和可信任度。我们始终坚持以诚为本，充分保证产品的性能和质量的稳定性，

坚持“结构符合安全、功能符合顾客要求、参数符合标准”为中心环节，推行“顾客的需求是我们创新的动

力”的管理理念，用更优的产品、更佳的服务赢得了国内外客户的广泛好评。

天波电子将持续推行“客户满意、天波发展、诚信和谐、共创荣景”的服务理念，与您携手共进，共创美

好明天。

Our  Qua l i t y  Concep t :  Pu rsue 
excellence, value the quality, and 
zero defect  is  the goal  we are 
seeking for.

Our Management Idea: "Honesty, Innovation, 
Excellence" with the first-class technology, first-
class products, first-class services to meet 
customes' needs and achieve the rewards to the 
community.

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名牌

浙江省著名商标

High-Tech Enterprise

Zhejiang Famous Brand

Zhejiang Famous Trademark

愿景：

成为世界一流继电器供应商。

Our Vision: To become a world-
class supplier of relays.

使命：

为电子领域做贡献，为社会和顾客创造价值。

Our Vocation: To create value to the community 
and our customers, and make great contribution in 
the electronics fields.

ISO9001、IATF 16949、ISO14001

0201

公司简介



1989年  

上海电信设备公司鄞县

联营厂注册创建

2009年

“TB”商标被评为

“浙江省著名商标”

1993年

成立宁波天波电信设备厂

1998年

改制成立宁波天波港联

电子有限公司

2005年

成立宁波天波纬业电

器有限公司

2013年

被评为“中国质量诚

信企业”

2012年

天波研发中心建成“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被评为“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

2001年

获得“浙江省质量信

得过单位”称号

2014年

“TB”牌继电器被评为

“浙江省出口名牌”

2017年

再次入围2017（第30届）

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

2008年

“TB牌”继电器被评为“浙江名牌产品”

荣获“国际质量信誉AAA企业”

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天波拥有一支经验丰富、创新能力强的技

术研发团队，拥有近三十年的继电器研发和制造

经验，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产品系

列，通过提高产品品质、改善产品性能、开发适

销对路的产品，形成了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

研发创新优势，增强已有的市场地位。

天波的研发中心是经认定的省级高新技术

企业研究开发中心，根据科技发展和市场需求，

加强与国内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通过技术引

进，合作开发等方式，大力研发自主创新产品，

目前拥有上百项有效专利，研发成果专利申请和

授权量均居国内同行前列。我们的目标是以优异

的产品、可靠的质量和周到的服务满足顾客的最

高需求，并以此赢得行业内普遍的赞誉和顾客长

期的信赖，确立起稳固的竞争优势。

通过吸收国内外同行和竞争对手的优点，

依靠有组织的创新，形成不可替代的核心技术专

长，持续且有步骤地开发出具有竞争优势和高附

加值的新产品。

天波实验室能按照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开展继电器的各项要求实验检

测，实验室配备的试验检测资源可以满足客户不同需求试验，能够为客户提供继电器准

确可靠的检测数据和报告，实验室具有继电器检测分析及相关基础研究分析能力，为天

波产品的研发、品质保证和顾客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证。

实验与分析

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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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继电器  

电力继电器  

功率继电器

通信继电器 4个系列

34个系列 13个系列

6个系列

产品结构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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