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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成为您生活中的助力。
　　纳博特斯克的产品和技术存在于日常生活类产品、运输设备、工业机器人、

工程机械、新能源中，在建设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各种场面大显身手。

　　其核心就是 “动静互换”的精密制动控制技术。

　　实现准确、自如地动静互换的技术，为您的生活提供有力支撑。

　　纳博特斯克力争以引领世界的先进技术与卓越的质量为社会做贡献。

关于公司介绍中的标记标志

法人代表兼总裁 長 寺本 克弘

Products 介绍主要产品的特点。对“动静互换”这一核心技术进行说明。Motion Control Report Market Share 概要说明国内外的市场占有率（根据本公司调查）以及今后的市场战略。

　　纳博特斯克以实现精密的动静互换的“制动技术”为核心，在工

业、生活、环境等广泛领域开展着事业活动。

　　本公司的产品虽然大多都是在人们看不见的部位发挥功能，但其

可靠的性能，为全世界人们安全、安心、舒适的生活以及社会基础设

施提供着有力支撑。

　　现在，多种产品在国内和海外均取得了傲人的业绩成果，尤其是

应用了核心技术的新增长领域，市场也在不断扩大。今后，我们将通

过提供高可靠性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持之以恒为社会做出贡献，尽

到企业的职责。

纳博特斯克采用独创的制动技术，为您提供安全、安

心和舒适的移动空间和生活空间。

1. 重视与世界各国客户的亲密交流。

2. 重视每个人的挑战精神和变革意识。

3. 坚持伴随盈利的可持续性发展。

4. 坚持具有高透明度和高尚的伦理观。

5. 注意环境保护，追求与地区和文化的和谐。

以“倍加珍惜的价值观”、“纳博特斯克特色”、“对产

品制造的坚持”为“行动方针”并明文化，经营决策

层表明经营姿态，让每位员工继承、创新、并传承至

未来。

【高层管理篇】

为了使纳博特斯克集团作为全球企业集团得到不断

发展，经营决策层决定以下四大重要事项，开展事业

运营。

【全公司篇】

将每位员工应作到的“行动与判断的方向性”、应倍

加珍惜的“价值观”、“纳博特斯克特色”变成明文，作

为工作姿态和判断依据加以共享。
纳博特斯克以  “动静互换”技术为社会做贡献。

企业理念

纳博特斯克模式 

纳博特斯克的承诺

行动方针

航空器
（航空机械）

工业机器人
（精密减速机）

单斗挖掘机
（液压机械）

普快列车
（铁路车辆用机械）

新干线
（铁路车辆用机械）

大型油轮
（船舶用机械）

大型客船
（船舶用机械）

卡车
（商务车用机械）公共汽车

（商务车用机械）

陪护用电动轮椅
（福利事业相关产品）

蒸煮食品
（包装机）

站台用安全门

风力发电
（新能源设备）

自动门

假肢
（福利事业相关产品）

助步器
（福利事业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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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3年

2004年

2008年 2011年

2009年 2013年

设立纳博特斯克株式会社，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一部）
上市

帝人制机与纳博克在液压机械事业上开始业务合作。
签署经营合并谅解备忘录。

在泰国设立“Nabtesco Automotive 
Products (Thailand) Co., Ltd.”

（商务车用机械）。

帝人制机与纳博克合并成为
纳博特斯克，转型成事业控股公司。

设立商务车用机械集团公司“Nabtesco 
Automotive Corporation.”。

在泰国设立“Nabtesco Power 
Control (Thailand) Co., Ltd.”

（液压机械）。

通过并购，设立了 Gilgen Door 
Systems AG（自动门·站台用
安全门）。

在中国设立“江苏纳博特斯克液压有限公司” （液压机械）。

在中国设立“江苏纳博特斯克今创轨道设备有限公司”
（铁路车辆用机械）

从帝国人造绢丝株式会社

（现帝人株式会社）分离独

立，成为帝人航空工业株

式会社（山口县岩国市）

1944年

公司更名为帝人制机株式

会社，开始制造纤维机械，

进入纤维机械领域

1945年

在广岛证券交易所、大阪

证券交易所上市，总公司

迁至大阪市

1949年

重新开始航空器零部件制

造，进入航空机械领域。

1955年

开始制造机床，进入机床

领域

1959年

设立垂井工厂，开始制造

液压设备，进入液压设备

领域

1961年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

第一部）上市

1962年

设立东洋自动机株式会社

（制造、销售包装机）

1966年

开发自动包装机，进入包

装机领域

1964年
设立岐阜工厂

1971年

在美国华盛顿州设立当

地 法 人 公 司 Teijin Seiki 

America Inc.（现 Nabtesco 

Aerospace Inc.）

1976年

进入工业机器人用精密

减速机领域

1985年

设立津工厂（制造精密减

速机）

1991年

开始制造和销售立体光

刻 3D 打印机

1992年

在 中 国 设 立 合 资 公

司——上海帝人制机有

限公司（液压机械的生产

销售）（现上海纳博特斯

克液压有限公司）

1996年

设立帝人制机纤维机械株

式会社（TSTM 株式会社），

并将纤维机械事业移交给

该公司

2000年

设立 CMET 株式会社（立

体光刻 3D 打印机）

将东丽工程株式会社与

村田机械株式会社合并

成立 TMT 机械株式会社，

并将合成纤维机械事业

移交给该公司

2002年

设立帝人制机 Precision

株式会社（现 TS Precision

株式会社），并将机床事业

移交给该公司

1995年

公司更名为日本制动机

株式会社

1943年

公司更名为日本空气制

动器株式会社

1946年

在大阪证券交易所（现市

场第一部）上市

1949年

开始制造和销售液压机械

1949年

开始制造和销售汽车用

空气制动装置

1937年
开始制造和销售车辆与

建筑物用自动门装置

1953年
株式会社神户制钢所、发

动机制造株式会社、东京

瓦斯电气工业株式会社三

家公司在神户市设立日本

空气制动器株式会社，开

始制造和销售铁路车辆用

空气制动装置

1925年
开始制造和销售船舶用

控制装置

1963年

设立甲南工厂

1968年

设立西神户工厂（现西神

工厂）（制造液压与气压

机械）

1970年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

第一部）上市

1985年
设立山形工厂（制造商务

车用机械）

1991年

公司更名为株式会社纳

博克。

1992年

设立神户工厂（神户市西

区）（制造铁路车辆用机械）

1998年

2003年

纳博特斯克株式会社设立
帝人制机株式会社  1944 年设立

株式会社纳博克  1925 年设立

2002年

在中国设立“上海纳博特斯克船
舶机械有限公司”（船舶用机械）。

在意大利设立“Nabtesco Oclap 
S.r.l.”（铁路车辆用机械）

21世纪新生的老字号企业
2003 年 , 由具有悠久历史的帝人制机株式会社与株式会社纳博克成立控股公司 , 由此发展成现在的纳博特斯克株式会社。

我们认为，融合两公司的产品、核心技术、企业战略、企业文化，是提升企业价值和谋求长期发展的有效方法，基于这一共识作出了公司合并的决定。

此后，在十多年的岁月里，纳博特斯克以“制动技术”为核心，在广泛的领域开展事业活动，取得了稳步增长。

代代传承的产品制造 DNA 不断发扬光大，缔造出了值得信赖的品牌。

Corporate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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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Profile
“动静互换”技术

汽车生产线

医疗 搬运 检查、测量

机床 食品 半导体

工业用机器人
关节上的
精密减速机

机床
ATC 驱动领域

世界市场
占有率
约60%

日本国内市场
占有率
约60%

乍一看名字，也许不好理解，其实“减速机”的工作原理就是将速度转化为

动力。降低来自动力源电动机的转速从而得到旋转力（扭矩）。即承担着将小

动力转变为大扭矩的放大作用。同时，精密减速机也是精准定位控制中不可或

缺的关键零部件。在汽车生产线上，它用于工业机器人的关节部位，此外在机

床的自动换刀装置（ATC）和半导体制造装置等各个领域，为机械的自如运动

提供有力支撑。

1985年当时，工业机器人存在各种问题，例如受冲击后容

易故障，手臂振动较大等等。纳博特斯克的精密减速机有效

解决了这些问题，在国内外，被

广泛用于工业机器人中。

为了提高耐冲击性，减速机内部齿轮采

用了双弧外摆线齿轮。这种齿轮与普通渐开

线齿轮相比，同时嵌合的齿数

多，耐冲击性高。同时，我们通

过将双弧外摆线齿轮的齿隙减

小至极限，提高了加工精度。这

样，就可以实现焊接机器人等所要求

的抗冲击的强度、准确流畅的动作，

强力、细致、灵敏，站在产品制造的前沿
精密减速机

Products

实现机器人精准定位的关键部件

具有结构紧凑、轻便、刚性超群、抗过负荷能力强等特点。

加速性能卓越，动作流畅，齿隙小，定位精度高，可显著提

高机器人的可控性。

精密减速机RV
组合型

定位工作台专用系列。低托盘和中空大孔径，使用十

分方便，在分度工作台和各种设备的旋转轴等上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

齿轮头机型（工作台类型）

这是在精密减速机RV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操

作变得更加简便的齿轮头机型减速机。可以简

单安装在伺服电机上，润滑油（润滑剂）也是密

封结构。

齿轮头机型

Market Share
■■纳博特斯克　■■其他

并将臂长约3m的工业机器人手臂前端的动作误差控制在0.1mm以内。

另外，纳博特斯克的精密减速机还具有结构紧凑、轻便、输出密度高的特

点。凭借这些优势，除汽车制造领域的工业机器人之外，在医疗、食品、半导体

等各个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工业机器人关节的应用上，无论在日本国内

还是在海外，均赢得了机器人厂家的充分信赖，

保持着较高的市场份额。同时，在日本国内的

机床ATC驱动领域的市场占有率约为60%。今

后，将通过进一步扩大精密减速机的应用，向新

的市场迈进。

　　比如行驶在全世界的汽车。在每台汽车的

生产线上，工业机器人动作灵敏、行动有力，而为

此提供支撑的就是精密减速机。纳博特斯克在

长达约30年的时间里，一直致力于技术革新，作

为精密减速机专家引领市场。这是将小小动力

转变为巨大的能量，实现精密运动的技术。由于

纳博特斯克的精密减速机既具备高精度、高刚

性，又具有结构紧凑、轻便的特点，除工业机器人

领域之外，还被广泛应用于其他各个领域。

联系方式  精密机械公司  TEL：+81-3-5213-1151  E-mail：P_Information@nabtesco.com

◎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的精密减速机

Motion Control Report

有力支撑尖端产业的第一线

通过在高可靠性、紧凑化等方面的努力，应用领域已经从工业机器人扩展到其他各个领

域。
实现高耐冲击性的波纹状双弧外摆线

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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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支撑新一代能源供给

放眼望去，远处的风电机组似乎在悠然地随风转动。然而，在

风力发电中，为了实现最佳发电，在风电机组的转动上需要使用

各种各样的技术。虽然风速和风向是不稳定的，但风电机组却必

须以一定的转数旋转。另外，由于高处和低处的风力强度有差异，

旋转叶片的位置不同，承受的风压也不同。纳博特斯克提供的驱

动装置，可以瞬间捕捉风力情况，控制风电机组的转动。

首先来看看位于风电机组头部的“偏航驱动装置（YAW）”，

其作用是使风电机组迎风转动，比方说，在风力较弱的情况下，此

偏航装置可以使风电机组转向最易受风的位置。另一个是“变桨

驱动装置（PITCH）”，其作用是根据风速调整叶片的角度，对发电

进行控制。这二者都是基于工业机器人的减速机技术研发出来

的产品。由于风电机组容易受到台风等暴风的影响，因此，要求

尽可能坚固、轻巧。纳博特斯克应用独创的齿轮机构，实现了卓

越的刚性、低齿隙、小型轻量化，受到了国内外市场的好评。

应用核心技术，提供人性化环保能源
新能源设备

风力发电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应用和发展。

尤其是在丹麦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凭借先进的技

术，近年频频建设海上风力发电项目。由于海上

能够得到比陆地更强的风力，非常有利于电力供

给。与此同时，风电机组的大型化也得到了推进，

大型风电机组的叶片直径可达160米，塔高80

米。同时，今后装置的轻量化和紧凑化将会变得

愈发重要。

根据风的情况对风电机组进行合理控制

联系方式  动力控制公司  TEL: +81-3-5213-1152  Email: power@nabtesco.com/  精密机械公司  TEL: +81-3-5213-1151  Email: P_Information@nabtesco.com

Motion Control Report【风力发电】

Products

这是基于RV机构、并具备高刚性和高负荷特性的驱动装
置。在低温、高温、盐害地区等自然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亦

可使用。其低齿隙的特性可以延长风电机组的使用寿命。

偏航驱动装置（YAW）

能够准确捕捉太阳运动轨迹的高精度驱动装置。

抗冲击性能强、在突然刮起暴风等情况下亦可稳

定运转。同时，驱动电力也能够控制在最小限度，

其免维护的特性有利于降低生命周期成本。

定日镜驱动跟踪装置

变桨驱动装置（PITCH）能够实现对叶片的高精度控
制。由于体积小，其在维护和换油时操作简便。另外，

作为风电机组驱动控制系统，可实现高效率发电。

变桨驱动装置（PITCH）
风力发电机用系统设备

“动静互换”技术

太阳能热力发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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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互换”技术

日本拥有世界级的高速铁路系统、新干线。时速

超过300公里的行驶控制技术，要求保证绝对安全、

可靠。纳博特斯克在开发新干线的重要零部件制动

系统、车门开关装置的同时，还努力为高速铁路运输

安全技术做贡献。其高水准的技术被普快列车辆以

及新交通系统等广泛采用。最近的铁路运输，除了

高速化之外，宽敞的车厢、环保功能也越来越受到重

视，同时，机械和装置的小型、轻量化也成为着力的

重点。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做到更加快速、更加舒

适。纳博特斯克凭借其技术支撑，通向铁路运输不断

进化的未来。

以安全技术满足铁路运输的高速化需求 在高速行驶中控制转弯和刹车的重要技术
铁路车辆用机械

Products

是由作为电气指令式空气制动系统中枢的制动

器受量装置、常用及紧急刹车用的输出制动缸

压力的空气制动阀等构成的组合装置。

铁路车辆制动器控制装置

在结构上将传统的基础制动装置的功能一体

化，并内置自动隙缝调整机构。

此装置实现了产品的小型轻量化、便于维护、有

效防止噪声以及制动效率的稳定化。

单元制动器

从以新干线为首的高速铁路、通勤电车到LRV（超低底

盘式路面电车），产品线囊括适用所有用途车辆的车门

开关装置，包括各种形式的车门系统。

铁路车辆用车门开关装置

联系方式  铁路运输设备公司  TEL：+81-3-5213-1164  E-mail：railroad@nabtesco.com

Motion Control Report

铁路作为公共交通工具，最为重要的就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不停止运

行、并且保证准点而可靠的输送。制动系统就是为铁路的这种安全性与可靠性

提供支撑的重要技术。纳博特斯克自从1925年首次获得国家空气制动器的订

单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一直提供着具有高度可靠性的制动系统。

这种先进技术的结晶就是制动器控制装置，它是制动系统的中枢。因为不

仅要让连接在一起的多节车辆在铁轨上同时行驶，而且还需要对没有发动机

和电动机的车辆施加制动，所以，铁路需要有常用和紧急用的空气制动器、再

生制动器等各种不同的制动系统。实时计算车身的速度和重量以及路面状况，

通过电气指令对各制动器进行最佳控制，这就是纳博特斯克的控制装置所起

到的作用。另外，还通过将空气制动器的各种机构单元化，成功节省了空间。

纳博特斯克的技术为新干线的发展提供支持，并且不断进步。和普通的电

车不同，新干线要求的是密封性良好的特殊车门。凭借多年的实际业绩与技术

力以及深受好评的售后服务，现在运行的所有新干线车辆都采用了纳博特斯

克产的车门开关装置。同时，新干线N700系车辆所采用的“车身倾斜电磁阀装

置”可以将轨道倾斜等的数据传达至各车辆的车身控制系统，并向空气弹簧供

给压缩空气，在转弯时使车身倾斜以提高速度。这一技术使东京与大阪之间的

所需时间缩短5分钟。

凭借先进的技术与实际业绩，纳博特斯克将业务扩展至全世界。除了向

正在加速建设铁路网的中国和台湾的高速铁路、地铁、新交通系统等提供制

动装置、车门开关装置之外，纳博特斯克还以车门开关系统为切入口，扩大具

有全球最大铁路运输需求的欧洲的销路。继续支持不断进化的世界铁道运输

的未来。

有力支撑高速铁路进化

◎在海外所有铁路运输中发挥技术优势

中国 CRH2

英国  Class 395

中国  北京地铁9号线

意大利  AGV .italo

中国  重庆轻轨3号线

法国  Spacium（驾驶室车门）

台湾 高速铁路

台湾  EMU700

AGV：© Alstom Transport／ F.Susset
 Spacium：© Bombardier Transport

铁路车辆用
制动系统

铁路车辆用
车门开关装置

日本国内市场
占有率
约50%

日本国内市场
占有率
约70%

Market Share
■■纳博特斯克　■■其他

除制动系统产品、车门系统产品等主力产品之

外，还向国内和海外市场提供各种试验装置、闸

瓦、座椅回旋装置、道岔除雪装置等。在日本国

内，制动系统产品和车门系统产品分别约拥有

50%和70%的市场占有率。N700系新干线的所

有车辆均采用了纳博特斯克的车门开关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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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关注卡车和公共汽车的安全和环境 以空压和液压技术，为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商务车用设备

Products

联系方式  Nabtesco Automotive Corporation  TEL：+81-3-5213-1191  URL：http://www.nabtesco-automotive.com

公共汽车是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卡车是物

流的支撑。这些商务车对于便捷的生活和商务

不可或缺，其安全性能自不必说，兼顾城市环境

和自然环境，体贴入微的行驶技术也十分重要。

纳博特斯克作为国内外商务车用制动系统的顶

级制造商，积累的专有知识及产品制造技术，并

利用这些技术研发出具有卓越安全性能和环保

性能的空气制动器产品、轿车用液压离合器产

品等，为安心、舒适的汽车生活提供有力支撑。
安装在大型卡车的车轮部位，通过气压推出活塞来

控制刹车。

商务车用制动气室

这是以去除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和油分，来提高空气

控制系统的耐用性和可靠性。被日本国内所有大

型卡车制造商所采用。

商务车用空气干燥器

将MT车（手动挡汽车）离合器踏板的踩踏力转变为

液压，传递给离合器。本产品提供给日本国内各汽

车制造商。

轿车用液压离合器主缸

商务车用
空气干燥器

商务车用
制动气室

日本国内市场
占有率
约85%

日本国内市场
占有率
约70%

Market Share
■■纳博特斯克　■■其他

通过与卡车和公共汽车主要制造商之间的业务往来，

在日本国内市场，纳博特斯克的空气干燥器和制动气

室分别约占据了85%和70%的占有率。今后，将以东

南亚和印度地区为中心，设立生产网点，同时，将市场

拓展至全世界，力争成为可靠性No.1的制动器生产商。

Motion Control Report

如同人不能没有空气一样，汽车、尤其是卡车和公共汽车中也不能缺少空

气。支撑如此大体积的沉重车身、让汽车安全停止的就是空气的力量。

现在，大多卡车、公共汽车等都是利用压缩空气，采用制动器和悬架等空

气控制系统。这是一种将空压机制造的压缩空气用于车辆的各个部位的有效

系统。然而，存在的问题是，压缩空气中含有水分，如果将这种含有杂质的空气

输送至各系统，就会造成不良情况发生。

解决这一问题的正是纳博特斯克成功开发的“空气干燥器”。它可以发挥

过滤器的作用，去除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和油分，确保整个空气控

制系统的可靠性。可谓是确保安全与性能的关键技术，

是卡车和公共汽车不可或缺的存在。而且，为

了应对近年来人们环保意识的高涨，还

开发了“集油器”，在空气干燥器收

集的水分排出车外时，可以充分过

滤掉随之排出的油分。实现了更加

清洁的系统。

利用空气的力量使卡车和公共汽车

停止的空气制动器也是纳博特斯克于

1937年在日本着手开发的技术，现在几乎

被所有日本国产大型商务车所采用。尤其是纳博特斯克的得意之作“制动气

室”，不仅制动器的感觉极佳，制动力出色，而且，通过轻量化设计，为提高车辆

的燃油经济性做出了贡献。

除此之外，纳博特斯克还提供轿车用液压离合器主缸等与汽车基本性能

相关的产品。而且，为了安全、环保的运输做贡献，还着力将符合日本车高质

量标准的产品群推向全世界。

◎防止油分排出的集油器的结构。

有力支撑商务车安全行驶

捕集空气干燥器中的油分，只向大气排放空气的清洁技术。

空气压缩机

空气干燥器

浮箱

通过集油器回收油分

排向大气

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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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液压阀。通过对燃料喷射和排气阀的合理控制，为提高燃

油经济性做贡献，作为顺应时代要求的环境应

对组件，备受瞩目。

除此之外，还涉足可从船舶的

驾驶台或集控室远程操纵主推进

器（柴油发动机或可变螺距螺

旋桨等）的主推进器远程操

纵装置、监控电子控制高

速液压阀的动作的GAP传

感器等众多系统。这些设备

已经从船用二冲程低速发动机的

三大品牌（MAN Diesel & Turbo、

WARTSILA Corporation、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获得了许可，奠定了稳固

的事业根基。

而且，还推出了周密的预防性维护方案，以日本、新加坡、荷兰、中国、韩

国的主要网点为核心，并有效利用配备有技术力超群的工程师的全球服务网

络，24小时365天全天候为确保船舶的安全航行提供支持。

近年来，燃料价格高涨，环境限制日趋严格。在这种背景下，船舶领域也加

快了技术革新的步伐。其中，随着国际海事组织（IMO）对氮氧化物（NOx）等的

排放限制的制定，船舶主动力的柴油发动机的效率化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在

这种情况下，纳博特斯克投入力量，开发了柴油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让柴油

发动机更加低速旋转，力争通过电子式自如控制以往固定的燃料喷射量和排

气阀的开关时间，削减燃料消耗量。该技术的核心是纳博特斯克的电子控制高

实现大型客船和货船安全的优质航行 安全、高效、环保。以技术和售后保障应对船舶的需求
船舶用机械

Products

联系方式  船舶控制设备公司  TEL：81-78-967-5361  E-mail：marine@nabtesco.com

船舶主机
远程遥控系统

日本国内市场
占有率
约60%

Market Share
■■纳博特斯克　■■其他

船舶主机远程遥控系统在国内和世界市场的占

有率分别约为60%和40%。船舶用机械事业拥

有全球服务网络，力争以售后服务为平台扩大

海外市场的份额。

有力支撑船舶安全航行

Motion Control Report

◎ IMO（MARPOL公约）中NOx等排放限制的应对日程

＊ ECA：Emission Control Area的略称，意为排放控制区。比一般海域的限制更为严格。SOx的限制对象为欧洲、北美的ECA、
NOx的限制对象为北美的ECA。

＊ SOx的“0.5%”的限制从2020年或2025年开始。2018年审查限制开始时间。（出处：国土交通省海事局）

柴油发动机的每个汽缸搭载一台，电子控制燃料喷

射的时间和量以及排气阀的驱动时间。由于降低了

燃耗，其作为环保型组件备受瞩目。

电子控制高速液压阀

可从驾驶台或集控室远程操纵船舶柴油发动机的装

置。除发出转速指令之外，还进行状态监控。由于采用

最新的通信系统及液晶画面，从而具有良好的可操作

性和可扩张性。

远程主机操纵装置（M-800-V）

GAP传感器监控发动机的燃料喷射泵以及排气阀

的动作。检测出异常动作后即发出警报，提高了柴

油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的可靠性。

GAP传感器

2011

4.5% 3.5%

减少20%

平均以上 减少10% 减少20% 减少30%

ECA1.0% ECA0.1%

ECA减少80% 

0.5%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9⋯ ⋯ ⋯2020 2025

SOx
（燃料油中的硫磺成分）

NOx
（排放量限制）

温室效应气体 
（排放量限制）

对于装载大量物资或乘客、航行于全世界的大型船舶来

说，除保证安全航行之外，要想做到节省人力、降低油耗、降低

环境负荷等，实现大型船舶的优质运输，就需要采取各种各样

的措施。纳博特斯克所担任的主要是搭载在大中型船舶上的

主推进器远程控制装置及其周边设备。相当于船舶心脏的柴

油发动机的控制系统，除要应对机械式之外，也要早日应对今

后将成为主流的电子控制式，积极推进环境保护。纳博特斯克

通过长期积累的技术力和充实的全球化售后服务，守护船舶

安全的最佳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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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空中之旅更安全、更舒适 控制飞机三维运动的核心技术
航空机械

Products

是飞机姿态控制系统，用于操纵主翼上的副翼和尾翼上的升降舵

等可动翼。纳博特斯克不仅是日本的领军企业，而且，在全球市场

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飞行控制用制动系统

是可将电源系统中的设备紧凑地收放在一起的配电装置，首次被

使用于电力需求远大于传统飞机的B787上。同时，通过减少所需

配线数量，机身重量得以减轻、易维护性得以提高。

高压电源装置

联系方式  航空部件公司  TEL：+81-3-5213-1165  E-mail：aerospace@nabtesco.com

每天，空中航路飞机如织，穿梭于世界各地。在全球化进程

中，世界民用飞机市场预期也会不断扩大。纳博特斯克不仅向主

要飞机制造商提供机身控制的核心部分——操纵系统，并且承担

售后服务中的零部件供给工作。有效利用在国内外业务中积累

了丰富经验的液压技术和高质量的生产技术，为保障安全、安心

和舒适的空中之旅提供有力的支撑。

飞行控制用
制动系统

日本国内市场
占有率
约100%

Market Share
■■纳博特斯克　■■其他

飞行控制用制动系统在日本国产机领域占有

100%的市场占有率，除此之外，线传飞控方

式的市场占有率也在以B777为首的波

音公司的飞机领域中独占鳌头，奠定

了稳固的市场地位。

乘坐飞机的时候，您是否注意到过主翼后侧部分的运动？这很可能就是

由纳博特斯克的“飞行控制用制动系统”操纵的呢。

飞行控制用制动系统就是控制飞机三维运动准确性的系统。它控制抬高

和降低机头的升降舵、使机头向左向右的方向舵、使机身左右倾斜的副翼、承

担制动作用的扰流器等，它们都是通过液压动力来驱动。装置本身虽然从外表

无法看到，但是，如果缺了它，飞机就无法平稳地起飞和降落、控制飞行姿势、

转换方向，而且还会影响乘坐飞机的舒适度，它堪称是飞行的核心技术。该系

统被世界顶级航空航天企业波音公司所采用，应用于（B737、B747、B 757、B 

767、B 777）等飞机上，为维护和提高波音机的可靠性做出了贡献。

尤其是最新的线传飞控式系统，成功实现技术性

革新，利用电气信号将操纵装置的输入功率传达至液

压装置，被最为畅销的B777和作为新生代小型喷气机

而备受瞩目的B737MAX所采用。这些成果以及稳定的

供给体制、高水平的质量管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

高度评价，纳博特斯克荣获波音公司“Supplier of the 

Year”大奖。

在安全重于一切的航空领域培养起来的卓越生产

技术和知识见解得到不断发展传承，被应用于B787的

高压电源装置以及各种装备品。今后，面向计划投入飞

行的先进机型，我们将加快开发步伐，让纳博特斯克的

技术有更多的机会在广阔的天空大显身手。
◎持续承担飞机核心技术的纳博特斯克

Motion Control Report

有力支撑空中运输安全

从大约21,000家供应商中
脱颖而出，被波音公司评

选 为“2013年 度Supplier 
of the Year”。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主
要
开
发
项
目

B737MAX

B787-8/-9 B787-10

B747-8

MITAC MRJ

促动器 促动控制电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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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工程、开采。为开拓地球的现场提供动力 仿佛人活动手脚一般细腻的感觉和强大的动力
液压机械

建筑现场作业的有力支撑

有时需要在严酷的环境下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和资源开采。荒凉的沙漠、陡峭的矿山、险峻的丛

林、艰难的海底管道铺设⋯⋯。要想顺利完成这

些任务，在现场上大马力、高精度的工程机械不

可或缺。纳博特斯克以驱动单斗挖掘机的行走马

达、控制各种往复运动汽缸的控制阀为中心，运

用让小单元产生大动力的液压技术，大大提高了

工程机械的性能，作为液压技术的领军企业，挑战

新技术，为全世界的建设现场提供支撑。

Products

这是专为小型挖掘机开发的分段型（多连型）控制阀。可应对

以挖掘机的动作控制为首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因体积小、功

能多、产品线丰富而备受好评，在日本国内拥有较高的市场

占有率。

小型挖掘机用控制阀

以单斗挖掘机用行走马达为代表，除此之外，还用作履带

式钻车、履带式起重机、高空作业车等的履带以及轮式

行走液压马达。

适用于履带式的行走马达

Market Share
■■纳博特斯克　■■其他

单斗挖掘机用行走马达不仅在国内市场、而且

在以中国为首的工程建设如火如荼的新兴国

家中也获得了高度评价。产品线从小型到大型

一应俱全，力争以能够应对广泛用途的优势进

一步扩大市场。

世界市场
占有率
约30%

单斗挖掘机用
行走马达

各式各样“工作车”曾经是孩提时代的憧憬。其中，如同人活动手脚一般操

纵自如的单斗挖掘机和起重机更是超越时代的最爱。纳博特斯克是在单斗挖

掘机用行走马达领域拥有优势地位的专业制造商。行走马达是指减速机、液压

马达、停车制动器等的组合单元，用这个组合单元驱动履带＊或车轮，就能使单

斗挖掘机或起重机行驶起来。

即使是小型起重机重量也有数吨，大型起重机则会重达100多吨，要驱动

如此重量的车身，必须要有动力。纳博特斯克的行走马达，体积虽小却可创造

大动力，十分高效，在严酷的使用条件下耐久性及可靠性毫不逊色，而且节省

能源，在国内外广受好评。

同时，还运用长期积累的高度的液压电路设计技术，率先开发出了操纵小

型挖掘机以及农业机械的控制阀，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企业。由10多个转换阀

汇集在一起组成的控制阀，能够精密控制动臂和斗杆。一个手柄可以同时控

制两个油缸，从而轻松完成“水平提升”的动作，实现工程机械的良好的操作

性能。

纳博特斯克的液压产品，是高精密加工技术和高精密的装配技术的结晶。

液压马达之所以能过输出高效率的机械动力，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亚微米级（万

分之一毫米）的高精密加工技术和高精密的装配技术以及丰富的经验。把人类

的细腻操作感觉反映到工程作业车上，使它们在

各种工作工况中发挥强大的动力。

◎为各式各样的“工作车”提供高性能机械

Motion Control Report

联系方式  动力控制公司  TEL：+81-3-5213-1152 E-mail：power@nabtesco.com

沥青滚平机

（行走马达）

越野轮式起重机

（绞车电机/主控制阀）
起重船

（绞车电机/旋转电机）
滑移式装载机的铲斗

(水平控制阀)
车辆搬运车的货台

（通用阀门）

垃圾收集车

（电磁阀）

组成零部件需要运用亚微米级高度

加工技术。

＊履带：由主动轮驱动金属或橡胶带行驶的装置 (无限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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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门支撑着全世界人们的舒适便捷生活。

纳博特斯克以提供安全、安心、舒适的移动及生

活空间为本，围绕“Pedestrian Flow Solution”

的概念，通过开展“NABCO”、“GILGEN”两大品

牌，以日本、瑞士、北美及中国的四大地区为轴

心，积极推进发展全球事业。

早在1956年，“NABCO”成功推出了自动门

产品。如今在日本国内市场已占有较高份额，其

品牌地位已荣居优势榜。不仅如此，“NABCO”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也达到

一定规模，独据一角。“NABCO”主要以日本、亚洲及北美，“GILGEN”以瑞士

及欧洲为中心，可谓两大品牌在自动门事业上各有千秋。集团在全球共拥有

2500多名员工，其中约半数以上员工分布在日本国外。

纳博特斯克的自动门事业形成了一

整套价值链，以生产建筑物用自动门为

核心，提供特殊用途自动门、工业自动门

等各种商品，还提供安装、维修及管理的

一条龙服务。此外，集团为提高铁路车站

的安全性，还积极开展站台用安全门事业，在日本、香港及巴黎的主要地铁干

线，均可看到“NABCO”或“GILGEN”的身影，这些驰名品牌在世界上均名列

前茅。

纳博特斯克的自动门和站台用安全门覆盖世界四大地区，满足顾客对移

动、生活空间的需求，奠定了与众不同的地位。今后，我们将进一步为全世界的

人们提供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不断提高商品与服务的水准，致力扩大日本

及全球的事业。

致力追求自动门、站台用安全门的全球首位 半个世纪以来，一贯追求人们舒适的通行
自动门和站台用安全门

有力支撑建筑物和车站通行

你一定见到过下面的标志吧。这正是纳博特斯克的

自动门品牌“NABCO”的标志。而在海外，纳博特斯克积

极开展“GILGEN”等自动门品牌。无论你走到哪里，必然

会看到所到之处建筑物和设施所使用的自动门。正可谓

是八方宾客迎来送往之门户。而正因为门是人们下意识

使用之物，对其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自会更高。纳博

特斯克有效利用高度的可靠性和高水准的服务体制，为

全世界的人们提供人性化、用心周到的自动门和安全门。

Products

投入了优良技术的自动门，具有高度的可靠性，被广

泛应用于写字楼以及各种公共设施和商业设施。除

此之外，在工厂和垃圾处理场等工业设备中也有着

丰硕的实际业绩。

建筑物、工业用自动门

站台用
安全门

建筑物用
自动门

建筑物用
自动门

世界市场
占有率
约20%

世界市场
占有率
约20%

日本国内市场
占有率
约50%

Market Share
■■纳博特斯克　■■其他

◎拥有自动门安装实际业绩的国家

Motion Control Report

联系方式  住环境公司  TEL：+81-3-5213-1156  URL：http://nabco.nabtesco.com/（自动门、站台用安全门）

三大品牌齐头并进，作为覆盖全球四大自动门市场的制造商，确立了业界的优势地位。

NABCO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GYRO TECH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机场

GILGEN瑞士西区购物中心

站台用屏蔽门是一种不仅能够确保上下车乘客的安全，

而且还能防止由于疾速行驶的列车带来的阵风，提高空

调效率、甚至还能实现无人驾驶的新交通系统的安全门。

纳博特斯克的产品已占据日本国内的绝大多数的市场。

站台用屏蔽门

NABCO 百合海鸥号（东京临海新交通临海线）

站台用安全门被应用于全世界各国的交通线路，对

确保上下车乘客的安全不可或缺。不仅是欧美，以亚

洲为代表，世界各地的需求在不断扩大。尤其活跃在

欧洲、香港、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

站台用安全门

GILGEN巴黎地铁1号线、13号线“bij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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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特点

制
动
力

大

步行速度

快

减速制动

传统的电阻器

低速时不产生
制动力

制动力随着
速度的增加
变强

速度控制机构体积小，
完全无需在车轮里内
置电池等用做电源

一推就变重，
妨碍正常步行

为了创造让人们更自由生活的社会 以使用者的角度，凭借独创的技术，提供出行支持
福利事业相关产品

有力支撑福利社会进步

日本已经进入超老龄化社会，福利事业的市场前景广阔。当

前，出行辅助产品的市场需求十分迫切。纳博特斯克应用在工

业机械领域培育出的高度技术，研发出了微型机控制假肢膝盖

连接器、电动辅助型陪护用轮椅、可控制速度的助步器等安全、

舒适的出行辅助器具。致力于创造让人们更自由生活的社会。

秉承“All for your life”“All for your smile”“All for your 

style”的理念，通过技术做贡献。

Products

可坐在轮椅上上下阶梯。独创

的安全设计，完全消除了从阶

梯边缘滑落或向前跌倒之忧。

阶梯升降机

在家附近散步、买点东西，尽可随心所欲地出门。这对每个人活出自我至

关重要。纳博特斯克的技术核心就是利用控制技术使各种物品灵巧动起来的

制动技术。出于希望将动静互换技术应用于福利领域的想法，积极研发安全、

安心、舒适的出行辅助的产品，并投放市场。

主要产品之一是为因生病或受伤失去下肢的人士提供的假肢。纳博特斯

克在研发出了微机控制式智能假肢膝关节。通过微机自动检测出步行速度，调

整空压汽缸，自动控制膝下的迈步速度，帮助实现舒适的自然行走。自从1993

年商品化以来，此产品好评如潮，受到了世界各国用户的喜爱。

在陪护用电

动轮椅方面，开发

了由马达辅助护

理人员出力的控

制机构。内置自

主研发的传感器

的握柄能够检测

出力量的施加方法，当上坡、草地等推力增强时，马达会自动辅助前进，下坡拉

力增强时，会施加制动。这是具有创新性的辅助机构，能够减轻陪护人员的负

担，为乘坐轮椅舒适外出提供支持。

此外，我们还开发了带速度控制制动器的助步器，用来帮助靠他人辅助才

能放心行走的人。应用了利用旋转产生的力量控制速度的技术。以正常的速

度行走时，无需施加制动，只有在急加速后制动器才会自动启动，以防止跌倒。

有了它，哪怕是传统助步器行走危险的坡道、亦或是不能稳步行走的人士，都

能放心出行。

为使用者和陪护人员送去欢笑。纳博特斯克将本着重视用户立场的理念，

不断磨砺独创技术，为福利领域提供更好的产品。

◎能够大幅度减轻护理人员负担的纳博

　特斯克的陪护用福利器具

◎带速度控制制动器的助步器的特点

Motion Control Report

联系方式  住环境公司  TEL：+81-78-413-2724   URL：http://welfare.nabtesco.com（福利事业相关产品）

无论是上坡还是下

坡，都能轻松自如。

上下楼梯亦可无忧无虑。

测量步行速度

微机自动调节针阀的位置

通过调节空压汽缸的压力，
应对速度的变化。

◎智能假肢膝关节的微机控制

这是具有创新性的微机控制式假

肢膝关节。微机可以检测出穿戴

者的步行速度，自动控制下腿部

的迈步速度，从而使穿戴者能够

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如行走。

智能膝关节

通过握柄传感器检测出轮椅的

操作力度，在坡道和砂石路等

上，通过电动马达辅助行走，是

能够减轻护理人员负担的电动

辅助型轮椅。

陪护用电动轮椅辅助型

轮椅

导入了只有在急加速时才会

自动施加制动的机构，安全性

高，是世界首创的助步器。需

要辅助行走的人士可以放心

使用。

制动控速助步器 
CON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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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卓越技术造就了日本的蒸煮食品文化。

除此之外，纳博特斯克的自动填充包装机还能应对汤羹、肉丸、副食类、酒

类等所有食品和宠物食品，乃至洗涤液和洗发剂、化学药剂等，适用范围十分

广泛。

另一方面，当今时代瞬息万变。1995年容器包装再利用法施行以来，替换

装用包装机的需求剧增。近年，壶嘴袋（喷嘴）的产品需求也在不断高涨。尤其

是为了强化食品安全，在成套设备上装入X线和红外线摄像头等各种检查仪器

的现象增加。为了满足这种时代的需求，我们毫不怠懈，积极开展技术革新，不

断追求先进技术。

用技术为全世界人们创造美好生活。有效运用所积累的经验和专有技术，

通过向欧洲、美国、中国提供填充包装机等，逐步扩展海外市场。

提供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便利产品 满足时代的多样化需求，不断进化的包装机
包装机

有力支撑便捷、安心生活

现在，各种食品、洗涤剂、化学药剂等以

蒸煮食品、替换装的形式，已经渗透进日本

人的生活之中。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产品轻便

好用并且安全卫生。纳博特斯克长期以来从

事填充包装所需的自动计量器、包装机、包

装相关系统设备、包装成套设备的制造，为

在国内、以及在海外生活所需的便利产品的

制造提供支撑。

Market Share
■■纳博特斯克　■■其他

1970年，纳博特斯克成功研发出填充包装等一

系列动作全部在一条生产线上完成的转盘式包

装机，为世界首创。此后，又为各领域广泛提供

丰富多样的包装机。现在，纳博特斯克的产品在

国内蒸煮食品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5%。

日本国内市场
占有率
约85%

蒸煮食品用
填充包装机

联系方式  Toyo Jidoki Co., Ltd.  TEL：+81-3-5447-2396  URL：http://www.tyj.co.jp

Products

通过高速的连续动作，实现高性能、省空间的超高速自动填充包装机。

除蒸煮食品外，还可应对汤羹、酱汁等食品乃至替换装洗涤液等，适用

范围十分广泛，有益于降低产品的成本。

能够应对10道工序的多种食品包装的高速自动填充包装机。不仅是

液体，也适用固液混合。由于一次可生产2袋，一台机器具有两台的产

能，还可大幅度节省设置空间。另外，还可安装各种检查仪器和进行

脱气处理。

超高速自动填充包装机 高速自动填充包装机

比如蒸煮咖喱。液体中混有肉和蔬菜等各种形状的食材，要包装这样的食

品并非易事。而且含有盐分的食品会使金属劣化，因此，对于成套设备来说，属

于很难处理的产品之一。虽然如此，纳博特斯克蒸煮食品用填充包装机在日本

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在半个世纪里一直占据着优势的地位，赢得了顾客的高度

信赖。

这种信赖的基础就是高度的技术力和现场力。比如，按规定的速度准确取

出产品包装袋，并放置在规定的位置。然后，填充或装入形状和粘性各异的食

品，这时不能弄脏封口部。动作看似简单，但是，要处理材质和形状各不相同的

袋子，从经验中凝聚而成的各种专有技能不可或缺。另外，在保护食品的安全

和安心的封口工序中，做到了可靠、气密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纳博特斯克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10　　  2014年

计量器

盐、糖

蒸煮食品 / 副食品

真空包装机

壶嘴袋

糕点用通用包装机

化学制品
（洗发精、护发素、洗涤剂）

◎不断扩大和进化的多品种填充包装

广泛应对时代需求，扩大使用领域。

Motion Control Report

用于多品种的食品用填充包装



岐阜工厂 航空机械

垂井工厂 液压机械

津工厂 精密减速机

神户工厂 铁路车辆用机械 西神工厂 
船舶用机械、液压机械

甲南工厂 各种自动门 Nabtesco Automotive Corporation
山形工厂 商务车用机械

Nabtesco Oclap S.r.l. 
铁路车辆用机械

Gilgen Door Systems AG 
各种自动门

纳博克自动门（北京）有限公司 
各种自动门

上海纳博特斯克液压有限公司 
液压机械

上海纳博特斯克船舶机械
有限公司 船舶用机械

纳博特斯克（中国）精密机器
有限公司 精密减速机

江苏纳博特斯克今创轨道
设备有限公司 铁路车辆用机械

Nabtesco Aerospace, Inc. 
航空机械

NABCO Entrances, Inc. 
各种自动门

东洋自动机株式会社 岩国工厂
包装机

构筑“地产地消”的生产体制
支撑生活的产品，在消费地就近生产
纳博特斯克不仅面向日本国内，并且向世界各地市场提供产品，建立了“地产地消”的生产体制。

支撑生活的产品，在接近消费地的地方，于集团公司的生产基地生产，经过销售网点提供给客户。

* 有关其他国内、海外集团公司，请参照附件。

山形县
Nabtesco Automotive Corporation 山形工厂

山口县　Toyo Jidoki Co., Ltd. 岩国工厂

兵库县　神户工厂
西神工厂

甲南工厂

岐阜县　岐阜工厂
垂井工厂

〈国内主要生产基地〉

〈海外主要生产基地〉

东京都
纳博特斯克总公司

爱知县　名古屋营业所

三重县　津工厂

意大利 Nabtesco Oclap S.r.l.

瑞士 Gilgen Door Systems AG

英国 Gilgen Door Systems UK Limited

北京 纳博克自动门（北京）有限公司

大连 大连东洋自动机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纳博特斯克液压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纳博特斯克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 纳博特斯克（中国）精密机器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纳博特斯克日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常州 江苏纳博特斯克今创轨道设备有限公司

泰国 Nabtesco Automotive Products (Thailand) Co., Ltd.

泰国 Nabtesco Power Control (Thailand) Co., Ltd.

釜山 Nabtesco Marinetec Co., Ltd.

华盛顿州 Nabtesco Aerospace, Inc.

威斯康星州 NABCO Entrance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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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纳博特斯克株式会社

英文名称 Nabtesco Corporation

设立 2003年9月29日

所在地  邮编 ：102-0093
 东京都千代田区平河町2丁目7番9号 JA共济大厦
 TEL：03-5213-1133（总机） FAX：03-5213-1171（总机）

资本金 100亿日元億 

已发行股票总数 125,133,799股（截止至2016年12月）

员工人数 公司单体：2,222人（截止至2016年12月）

 集团：7,162人（截止至2016年12月）

规　　 划　　 部

会　　 计　　 部

情　报　信　息　部

总　　 务　　 部

人　　 事　　 部

人 力 资 源 开 发 部

环 境 安 全 部

生 产 技 术 部

采 购 规 划 部

业 务 监 查 部

法　　 务　　 部

企 业 伦 理 推 进 部

精 密 机 械 公 司

住 环 境 公 司

动 力 控 制 公 司

航 空 部 件 公 司

铁路运输设备公司

船舶控制设备公司

规 划 本 部

总 务 · 人 事 本 部

技 术 本 部

生 产 革 新 推 进 室

企 业 伦 理 本 部

监　　 查　　 会

监　　　　　　查

董 事 长

董 事 会

指 名 委 员 会

薪 酬 委 员 会

企业伦理委员会

执 行 董 事 会

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

质量·生产责任委员会

环境、安全卫生委员会

风 险 管 理 委 员 会

总 裁

尖端制动控制系统推进室

事 业 规 划 部

质 量 统 括 部

知 识 产 权 部

电 气 电 子 技 术 部

C A E 技 术 部

A M 技 术 部

系 统 开 发 部

公司概要 事业运营体制（公司单体） 业绩数据（集团）

董事

董事长 小谷　和朗

法人代表兼总裁 寺本　克弘

代表董事兼 副总裁执行董事 长田　信隆

董事兼 常务执行董事 吉川　敏夫

董事兼 常务执行董事 十万　真司

董事兼 常务执行董事 箱田　大典

董事兼 执行董事 桥本　悟郎

社外董事 藤原　　裕

社外董事 内田　宪男

社外董事 山崎　直子

专职监查（常任） 大西　隆之

专职监查（常任） 井奥　贤介

社外监查（非常任） 片山　久郎

社外监查（非常任） 佐佐木善三

社外监查（非常任） 长坂　武见

销售额构成比（2016年12月期）

产业机械事业

航空·液压机械事业

精密机械事业

运输机械事业

（注） 2015年12月期，由于结算期间变更，2015年4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为
 9个月的期间的数据。

569亿日元
（23.3%）

610亿日元
（25.0%）

788亿日元
（32.2%）

478亿日元
（19.5%）

2,446
亿日元

销售额的推移（百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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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的推移（百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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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内
东洋自动机株式会社
邮编：108-0074　东京都港区高轮2-18-6 MEIHO高轮大厦7F
TEL:+81-3-5447-2396 FAX:+81-3-5447-2691
NABCO Systems Co., Ltd.
邮编：105-0001　东京都港区虎门1-22-15虎门NS大厦
TEL:+81-3-3591-6411 FAX:+81-3-3591-6415
Nabtesco Automotive Corporation
邮编：102-0093　东京都千代田区平河町2丁目7番9号 JA共济大厦
TEL:+81-3-5213-1190 FAX:+81-3-5213-1193
Nabtesco Service Co., Ltd.
邮编：141-0022　东京都品川区东五反田2-10-2　东五反田Square大厦16F
TEL:+81-3-3447-6911 FAX:+81-3-3447-2888
Diavac Limited
邮编：276-0046　千叶县八千代市大和田新田495
TEL:+81-47-459-5311 FAX:+81-47-459-3628
CMET Inc.
邮编：222-0033　神奈川县横滨市港北区新横滨2-5-5（住友不动产新横滨大厦）
TEL:+81-45-478-5560 FAX:+81-45-478-5569
T.S. Mechatech Co., Ltd.
邮编：503-2192　岐阜县不破郡垂井町宫代1110-1
TEL:+81-584-23-2004 FAX:+81-584-23-3725
Nabtesco Link株式会社
邮编：503-2114　岐阜县不破郡垂井町府中300-1
TEL:+81-584-24-1123 FAX:+81-584-23-5085
NABCO DOOR Ltd.
邮编：550-0005　大阪府大阪市西区西本町1-12-22
TEL:+81-6-6532-5841 FAX:+81-6-6536-4632
NABTEC Co., Ltd.
邮编：651-2271  兵库县神户市西区高冢台7-3-3
TEL:+81-78-996-3705 FAX:+81-78-996-3708
TS Precision Co., Ltd.
邮编：740-0014　山口县岩国市日出町2-36
TEL:+81-827-24-6010 FAX:+81-827-24-6014
Shikoku Marine Customer Service Co., Ltd.
邮编：794-0803　爱嫒县今治市北鸟生町1-3-43 川下大厦2F
TEL:+81-898-24-0089 FAX:+81-898-24-0092

■ 海外
● 亚洲
Nabtesco India Private Ltd.
No. 506, Prestige Meridian - II No. 30/8, M.G. Road, Bangalore-560 001, Karnataka, India
TEL: +91-80-4123-4901      FAX: +91-80-4123-4903
Nabtesco Aerospace Singapore Pte. Ltd.
401 Commonwealth Drive #05-04 Haw Par Technocentre Singapore 149598
TEL: +65-9169-0731　　FAX: +65-6225-7393
Nabtesco Marine Service Singapore Pte Ltd
401 Commonwealth Drive #05-04 Haw Par Technocentre Singapore 149598
TEL: +65-6225-6559　　FAX: +65-6225-7393
Nabtesco Automotive Products (Thailand) Co., Ltd.
89/7 Moo. 11 Tumbon Bangsaothong Amphur Bangsaothong Samutprakarn 
10540, Thailand
TEL: +66-2136-3001　　FAX: +66-2136-3010
Nabtesco Power Control (Thailand) Co., Ltd.
700/905 Moo.5, Amatanakorn Industrial Estate, Tambol Nongkakha, Amphur 
Panthong, Chonburi 20160 Thailand
TEL: +66-38-185-229　　FAX: +66-38-185-227, 228

Nabtesco Service Southeast Asia Co., Ltd.
50 GMM Grammy Place, 18th Fl., Room 1808, Sukhumvit 21 (Asok) Rd.,
Klongtoey-Nua, Wattana, Bangkok 10110 THAILAND
TEL: +66-2-258-0733      FAX: +66-2-258-0735
Nabtesco Marinetec Co., Ltd.
29-1 Gupyoung-Ro, Saha-Gu, Busan 49454, Korea 
TEL: +82-51-264-9380 FAX: +82-51-264-9320
台湾纳博特斯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10643 台湾台北市大安区杭州南路二段105号4楼
TEL: +886-2-2357-6604  FAX: +886-2-2357-7875
大连东洋自动机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邮编：116620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中路99号  
金港A 二期11号栋
TEL: +86-411-8754-9177  FAX: +86-411-8754-9477
Gilgen Nabtesco (Hong Kong) Limited
Room 2304-2306, 23/F Park-in Commercial Centre
56 Dundas Street,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3580-7708, +852-2243-4477　FAX: +852-3741-0919
纳博特斯克铁路运输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邮编：1000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科创3街24号　 
博大兴工业园A-2
TEL: +86-10-6789-2877 FAX: +86-10-6789-2909
纳博克自动门（北京）有限公司
邮编：101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通州区景盛南四街15号  
联东国际工业城2号栋F区
TEL: +86-10-6050-3958 FAX: +86-10-6050-3968
上海纳博特斯克管理有限公司
邮编：200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388号 越秀大厦1705室
TEL: +86-21-5033-0980  FAX: +86-21-5020-3935
上海纳博特斯克液压有限公司
邮编：20161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松江区荣乐东路905号
TEL: +86-21-5774-1831 FAX: +86-21-5774-1347
上海纳博特斯克液压设备商贸有限公司
邮编： 20012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浦东新区福山路388号 越秀大厦1704室
TEL: +86-21-2077-3080 FAX: +86-21-6768-1169
上海纳博特斯克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邮编：20140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奉贤区远东路777号5幢
TEL: +86-21-6710-1551　　FAX: +86-21-6710-1552
格里根门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邮编：2151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龙街428号  
苏春工业坊28号 Unit A
TEL: +86-512-6283-6732　　FAX: +86-512-6283-6338
纳博特斯克（中国）精密机器有限公司
邮编：2131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进西大道116号
TEL：+86-519-8802-0020　　FAX：+86-519-8296-0018 
常州纳博特斯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邮编：213166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进西大道116号
TEL: +86-519-8622-0221　　FAX: +86-519-8622-0228
江苏纳博特斯克今创轨道设备有限公司
邮编：213164 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凤栖路19号
TEL: +86-519-6969-3333　　FAX: +86-519-6969-9696 

● 北美
Nabtesco Motion Control, Inc.
23976 Freeway Park Drive, Farmington Hills, MI 48335, U.S.A.
TEL: +1-248-553-3020　　FAX: +1-248-553-3070
Nabtesco Aerospace, Inc.
12413 Willows Rd. N.E. Kirkland, WA, 98034, U.S.A.
TEL: +1-425-602-8400　　FAX: +1-425-602-8408

Nabtesco USA, Inc.
Wilmington, New Catel, DE 19805 U.S.A.
NABCO Entrances, Inc.
S82, W18717, Gemini Drive, Muskego, WI 53150, U.S.A.
TEL: +1-262-679-0045　　FAX: +1-262-679-2505
NABCO Canada Inc.
1450, Meyerside drive, suite 402, Mississauga, Ontario, L5T2N5, Canada
TEL: +1-905-362-0313 FAX: +1-855-631-0742
Royal Doors Ltd.
105 Henri Dunant Street, Moncton, New Brunswick, E1E 1E4, Canada
TEL: +1-506-857-4075 FAX: +1-506-857-0978
TOYO JIDOKI AMERICA CORPORATION
650 Dekora Woods Blvd, Saukville, WI 53080, U.S.A.

● 欧洲
Nabtesco Precision Europe GmbH
Tiefenbroicher Weg 15, 40472 Duesseldorf, Germany 
TEL: +49 (0) 211 17379-0　　FAX: +49 (0) 211 364677 
Nabtesco Aerospace Europe GmbH
Tiefenbroicher Weg 15, 40472 Duesseldorf, Germany 
TEL: +49 (0) 211 179328-00 　　FAX: +49 (0) 211 364677 
Nabtesco ITG GmbH
Thalheimer Str. 7, 09125 Chemnitz, Sachsen, Germany
TEL: +49-03725-44-7131      FAX: +49-03725-45-7230
OVALO GmbH
Anna-Ohl-Straβe 2 65555 Limburg/Lahn, Germany
TEL: +49-6431-2855-0      FAX: +49-6431-2855-49151
adcos GmbH
Zollstockgürtel 67 50969 Köln, Germany
TEL: +49-221-168059-0      FAX: +49-221-168059-49
NABMIC B.V.
Touwslagerstraat 17, 2984 AW Ridderkerk, The Netherlands
TEL: +31-180-530-590　　FAX: +31-180-530-591
Gilgen Door Systems AG
Freiburgstrasse 34, CH-3150 Schwarzenburg, Switzerland
TEL: +41-31-734-41-11　　FAX: +41-31-734-43-79
Gilgen Door Systems UK Limited
Crow House, Crow Arch Lane, Ringwood, Hampshire, BH24 1PD,  
United Kingdom
TEL: +44 (0) 1425-462000　　FAX: +44 (0) 1425-462001 
Gilgen Door Systems Germany GmbH
Münchener Str.22 DE-64521 Gross-Gerau, Germany
TEL: +49-6152-925-260　　FAX: +49-6152-925-270
Gilgen Door Systems France Sarl
Immeuble AMPERE, 21 rue Alexis de Tocqueville, SILIC 5, FR-92182
ANTONY CEDEX, France
TEL: +33-146-666-680　　FAX: +33-156-452-966
Gilgen Door Systems Austria GmbH
Concorde Business Park 1 / E / 1 / 4 AT-2320 Schwechat, Austria
TEL: +43-1-706-58-66　　FAX: +43-1-706-58-56
Gilgen Door Systems Italy srl
Via della Fisica, 4 IT-40068 San Lazzaro Di Savena (BO), Italy
TEL: +39-051-704945　　FAX: +39-051-6325099
Gilgen Door Systems Scandinavia AB
Fortner AB, Borgarfjordsgatan 13A, 164 40 Kista, Sweden
Nabtesco Oclap S.r.l.
Via Della Rimembranza 13, 10060 Piscina (TO), Italy
TEL: +39-0121-571-811　　FAX: +39-0121-571-834

集团公司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