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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简 介



纳博特斯克株式会社是由拥有流体与空压控制技术的“株式

会社纳博克”（1925 年成立）与拥有切削与组装加工技术的

“帝人制机株式会社”（1944年成立）在2003年合并成立的。

自此以后， 纳博特斯克株式会社不断夯实从两家公司传承

而来的技术基础， 拓展业务， 以“制动技术”为核心， 在广

泛领域开展事业活动。

纳博特斯克是一个怎样的公司？



纳博特斯克的历史

1945 开始制造和销售纤维机械

1955 重新开始制造和销售航空器零部件

1959 开始制造和销售机床

1961 开始制造和销售液压用机械

1966 成立东洋自动机株式会社（制造、销售包装机）

1986 开始制造和销售工业机器人用精密减速机

年成立*

年成立

帝人制机株式会社

纳博特斯克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纳博克

年成立*

2004 在泰国成立“Nabtesco Automotive Products (Thailand) Co., Ltd.”（商务车用机械）

2008 在泰国成立“Nabtesco Power Control (Thailand) Co., Ltd.”（液压用机械）

2009 成立“Nabtesco Automotive Corporation”（商务车用机械）

2011  通过并购，在瑞士“Gilgen Door Systems AG”集团化（自动门、站台门）

 在中国成立“江苏纳博特斯克今创轨道设备有限公司”（铁路车辆用机械）

2013  在中国成立“上海纳博特斯克船舶机械有限公司”（船舶用机械） 
通过并购，在意大利“Nabtesco Oclap S.r.l.”集团化（铁路车辆用机械）

2015 在中国成立“纳博特斯克（中国）精密机器有限公司”（精密减速机）

2016 NABCO Systems Co.,Ltd. 成为连结子公司（自动门）

2017  通过并购,使德国的“OVALO GmbH”集团化 
在德国成立欧洲统括公司“Nabtesco Europe GmbH” 
成立纳博特斯克研究开发中心

1925 开始制造和销售铁路车辆用空气制动装置

1949 开始制造和销售液压用机械

1953 开始制造车辆门装置

1956 开始制造建筑用自动门装置

1963 开始制造和销售船舶用控制装置

关于公司历史变迁的详细情报请关注这里

*  1944年成立帝人航空工业株式
会社、1945年公司更名为帝人
制机株式会社

*  1925年成立日本空气制动器株
式会社，1992年公司更名为株
式会社纳博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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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的重要课题

收益目标的
达成

新一代技术的获得与
新事业的创出

经营资源的
有效分配

产品制造的
智能化

资产效率的
持续改善

全球据点的
强化

财务影响较大的ESG项目

成为可持续性力量源泉的ESG项目

提高经营会议体制
的实效性

确保
经营的透明性

通过发展公司事业
解决社会课题

安全·安心·舒适的
追求

工作方法改革的
深化

气候变化的
对应

环境管理的
推进

构筑弹性供应链

多样性人材·知识的
尊重

推进与地区社会的
融合

致力于财务绩效的提升 致力于经营基础的强化 致力于长期愿景的实现

纳博特斯克集团不仅凭借精确的“动、静”技术为大家提供“安全、安心、舒适”的生活

空间，还通过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致力于提高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价值。

经营管理的重要课题（为了实现长期愿景的重要课题）的验证过程中，重新整理了纳

博特斯克集团的事业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及其与SDGs的相关性。遵循经营管理的重要

课题的各个主题，通过进行有效的资源投入，为达成SDGs的目标做出巨大贡献。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简称，是2015年9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的到2030

年的国际目标。

纳博特斯克以什么方式对社会做出贡献？



纳博特斯克以 “ 动静互换”技术为社会做贡献。

产品制造、城市建设

工业机器人市场日趋扩大前景看好
在发达国家， 由于少子老龄化而导致劳动力减少， 特别是在制造业， 开始不断导入工业机器人， 以节省人力和提高生产

效率。而在中国和新兴国家， 提高质量的需求以及工资上涨带来的节省人力与自动化的需求日益高涨。 在此背景下， 工业
机器人市场需求呈现全球性扩大的趋势。

我们可以预想到，在今后，随着作为工业机器人的主要导入方的汽车工业的EV化，汽车工业将会进行更多生产线的新
设与更新。

即便在一般产业领域，也因新冠疫情而导致对省人化、自动化的需求也会加速增加，预计将推进产业机器人和自动化设
备的导入。

精密减速机

相关的SDGs

英文网站： https://www.nabtesco.com/en/products/robot.html  

在工业机器人关节用途上有市场优势的精密减速机事业

1985年的当时， 工业机器人存在容易受冲击损坏、 手臂振动等问题。纳博特斯克研发的
高刚性、 高精度为特点的精密减速机RVTM解决了这些问题， 从而被大量用于国内外工业机器
人的生产。纳博特斯克通过应用这种技术特性所制造出的面向大中型机器人领域的产品， 赢
得了国内外机器人制造商的信赖， 取得了有利的市场地位。

引进工业机器人， 不仅能够降低人工作业的危险性， 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而且还能
为提高生产现场的质量稳定性、 生产效率以及促进创新做出贡献。

纳博特斯克的精密减速机RVTM也应用在医疗、 食品、 半导体、 物流等其他领域， 不仅在
工业机器人领域， 而且在更广泛的领域为解决社会课题而做出贡献。

精密减速机RVTM

纳博特斯克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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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解決方案集群

无障碍事业集群

运输解决方案集群

制造解决方案集群



全球液压挖掘机需求呈增加趋势
以液压挖掘机为代表的建筑工程机械， 不仅在城市的施工工地， 而且在对性能有高要求的严酷环境下的资源开采现

场等领域被十分广泛的应用。
当前， 随着中国与新兴国家经济的急速发展， 建设完善道路、 铁路、 供水排水道等城市基础设施， 打造工业发展基础

成为一大课题， 在此类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液压挖掘机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液压机器

纳博特斯克的举措

相关的SDGs

行走马达

以中国和新兴国家为首， 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发展作出贡献

从1977年起， 纳博特斯克已经生产减速机与液压马达等一体化的行走马达 “GM系列”。
该产品装配在液压挖掘机上， 机身虽小但威力大、 效率高， 即使在严酷的使用条件下也具有
杰出的耐久性和可靠性， 因此得到了广大顾客的青睐。另外，除了日本，在中国、泰国等贴
近最终消费地的地区也拥有工厂，建立了可以灵活应对客户需求的全球生产体系。
今后，将进一步充实产品系列，强化系统产品，研究电动控制技术，努力创造出领先于

客户需求的创新，为全球工业发展做出贡献。

英文网站： https://www.nabtesco.com/en/products/powershovel.html

产品制造、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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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解决方案集群

无障碍事业集群

组件解決方案集群

制造解决方案集群



实现铁路的进一步节能化
铁路运输是一种环境负荷少的交通工具， 还有助于消除和缓解汽车交通拥堵， 因此， 世界各地都在推进铁路基础设施

建设。
今后， 铁路运输需要更高的节能性。铁路技术领先的欧洲正在积极推进节能措施， 日本国内对节能化的期待也不断高

涨。因此，装置的轻量化、小型化、降低耗电量等成为制造商必须解决的课题。 

铁路车辆用设备

相关的SDGs

纳博特斯克的举措

AT300

有助于铁路网建设和CO2 减排产品

纳博特斯克敏锐洞察不断扩大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为铁路车辆提供制动控制装
置和电动门机构， 不仅为日本， 也为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全球铁路的准时运行与安全运行做
出了贡献。

同时， 我们正在积极推进环境方面的举措。目前正在开发的制动控制装置在轻量化和小
型化上力争做到在传统设备上减半。实现设备的轻量化， 可以减少耗电量， 也能够为CO2 减
排做出贡献。

此外， 在电动门马达方面， 已向国内外提供比传统机约更轻、 耗电量更少的产品。

英文网站： https://www.nabtesco.com/en/products/railway.html

人与物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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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解決方案集群

无障碍事业集群

运输解决方案集群

制造解决方案集群



相关的SDGs

英文网站： https://www.nabtesco.com/en/products/aircraft.html

民用飞机市场的预测与课题
民用飞机领域，由于受到新冠疫情蔓延的影响，旅客运输量下降，导致飞机需求下滑，预计到2024年以后才能恢复到

新冠疫情之前的需求水准。
民用飞机不仅需要具备能够对飞行事故防患于未然的安全机身， 同时也要求具备较高的能效， 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 

也存在各种课题。

航空机械

纳博特斯克的举措

飞行控制用制动系统

为安全、安心以及环保做贡献

纳博特斯克向民用飞机提供优质的“飞行控制用制动系统”。该系统是飞机重要组件之
一， 发挥控制飞行平衡与转向作用。 纳博特斯克通过提供高可靠性的产品， 为安全、 舒适
的空中之旅做出贡献。此外， 通过提供预防性维护方案等方式开展售后服务， 为提高飞机
准时运行率做出贡献。

而且， 还为耗电量高于普通机身的波音787提供“高压电源装置”， 使高效率配电成为
可能， 有助于改善电力消耗问题。

在防卫领域， 为救援直升机和救援水上飞机提供各种装备品， 为安全飞行及救援活动
的迅速开展做出贡献。

人与物的移动

* 引用URL:http://www.jadc.jp/files/topics/143_ext_01_0.pdf
 一般财团法人 日本航空机开发协会《民用飞机市场预测2019-2038》报告P1的内容，四舍五入大约2倍，于2020年2月27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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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解决方案集群

无障碍事业集群

组件解決方案集群

制造解决方案集群



人与物的移动

强化船舶环境管制
船舶行业认识到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和压舱水所引起的海洋污染等已成为严重的社会课题。国际海事组织（IMO）也决定

从2020年开始强化硫氧化物（SOx）的排放管制， 整个行业都在为解决课题而积极采取措施。
其中， 船舶心脏部的柴油发动机尾气清洁化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 今后预计除船舶主机电控化之外， 还会进一步推进节

省耗油量与燃料多样化举措。在这种环境管制下，船舶行业也在积极推进技术革新。

船舶用机械

相关的SDGs

电子控制高速液压阀

致力于改善船舶的燃料费用

纳博特斯克已推出电子控制主机用“电子控制液压阀”产品。该系统可根据船舶主推
进装置的运行状态，实现燃料喷射与排气阀驱动的优化控制，为尾气清洁化做出贡献。

另外，我们还提供针对电子控制高速液压阀的状态基准保全（CBM）的状态监视盒
产品等MRO（Maintenance保养, Repair修理, Overhaul大修）服务。通过强化包括故
障预知在内的保养对策，实现产品的长期使用，同时也为安全航行做出贡献。

我们通过这些举措，为氮氧化物（NOx)的减排做贡献。

英文网站： https://www.nabtesco.com/en/products/ship.html

纳博特斯克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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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解決方案集群

无障碍事业集群

运输解决方案集群

制造解决方案集群



迎来变革期的汽车行业
汽车行业迎来了以CASE（Connected互联, Autonomous自动驾驶, Shared/Service共享, Electricity电动）为

代表的变革期，正在致力于通过创新解决社会课题。比如，针对日本国内出现的因驾驶员不足而引起的物流危机，在经
济产业省和国土交通省的主导下，正在开展“以普及推广高级自动行走和MaaS*1等为目的的研究开发和实证业务”。这
是一项运用电子连接技术的卡车编队行驶系统（第2 辆以后的后续车辆实现无人驾驶的系统）的实证试验，自动行驶系
统面向社会应用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商务车用机械

纳博特斯克的举措

相关的SDGs

可后装紧急停车系统（EDSS）

通过自动驾驶应用产品解决社会课题

纳博特斯克为“以普及推广高级自动行走和MaaS*1等为目的的研究开发和实证业务”
的制动器控制的电气信号化做出了贡献。在迎来了巨大变革期的汽车行业， 力争通过提
供可解决驾驶员不足问题的产品， 为实现高效物流作贡献。

同时， 运用在该项目中培育的技术， 研发出“可后装紧急停车系统（EDSS*2）”， 为确
保公共汽车乘客与司机的安全而做出贡献。

此外， 还通过防排油产品等减轻环境负荷， 为经济发展与舒适的生活做出贡献。
　1 MaaS：Mobility as a Service
　2 EDSS：Emergency Driving Stop System
*
*

英文网站： https://www.nabtesco.com/en/products/automobile.html 

人与物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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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特斯克推出的自动门品牌
“NABCO”、“GILGEN”的标志

自动门的高附加值化与用途扩大
自动门安装于写字楼和各种设施中，为人们提供安全舒适的使用环境。不仅是日常出行与生活空间，在需要进行卫生

管理的医院和食品厂等也得到了大量普及。
近年来，在自动门领域，不仅提高了使用者的便利性，还通过提高安全性与节能性，从而应对降低环境负荷、实现无障

碍化等社会的需求。

自动门、站台门

纳博特斯克的举措

提供适合多种环境的优质自动门

纳博特斯克推出的“ NATRUS+e”自动门只感应想通过自动门的人，通过动线检
测控制， 可判断想通过和不想通过的人， 只在必要时才自动开闭。与通用自动门相比，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开关时间， 可削减空调设备的耗电量， 为节能做出巨大贡献。

纳博特斯克自从实现了日本自动门的国产化以来，作为行业先锋，为国内外的写字
楼、医院、购物中心、机场、便利店等各种场所提供了优质的自动门。今后，也将为改善室
内环境及节能、无障碍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相关的SDGs

英文网站： https://www.nabtesco.com/en/products/automaticdoor.html

日常生活与福利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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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解決方案集群

无障碍事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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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事业相关产品

相关的SDGs

回归日常生活
对于因疾病或事故而失去腿脚的人而言，所使用的下肢假肢的功能，会给自立生活与社会活动的参与带来很大影响。
而且，需要护理的人，期待着在护理人才短缺的情况下，也能利用辅助器具促进自立，掌控自己的生活。为了创建让所

有人都能生气勃勃地参与各种活动的社会，需要实现“回归日常化”。

日常生活与福利领域

纳博特斯克的举措

外出、行走辅助技术

Nabtesco在世界上首次开发出微机控制式智能下肢假肢膝接头，作为支持移动的设
备，微机检测行走速度，调整气缸，自动控制膝下的摆动速度，支持没有不舒服感的自然
行走。而且，最新式的“ALLUX™”，不仅便于行走，还具备防止在坡道或阶梯上突然屈膝
的功能，因此既能减轻下肢假肢使用者的负担，也能促进社会参与。

此外，Nabtesco还开发出抑速制动装置，作为行走不稳定的人使用的步行车用产
品。速度过快时制动器自动起动，防止在下坡等处前进速度过快，减少对摔倒的担心，为
人们使用步行车安心安全的外出提供帮助。

电子微处理器智能膝关节义肢 
ALLUXTM

英文网站： https://www.nabtesco.com/en/products/welf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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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机

纳博特斯克的举措

相关的SDGs

生活用品的生产

食品损失与包装材料废弃量的增加
全球年食品废弃量*1约达13亿吨*2，全球生产的食品约有三分之一被废弃。当前，削减食品损失成为重要的社会课题， 需

要通过包装小型化和提高包装质量减少浪费。
此外， 随着化学合成产品等塑料容器使用的增加， 也需要采取削减塑料废弃物和改用可回收再利用的包装材料等措施。

*1  包括有价交易的饲料等和因脱水等减量的部分。
*2 引用http://www.fao.org/3/mb060e/mb060e00.pdf报告第4页数据，于2020年2月27日确认。

超高速自动填充包装机

解决饮食方面社会课题的产品

纳博特斯克为食品厂家提供可应对蒸煮袋食品、汤料、饮料等可应对广泛食品的“超
高速自动填充包装机”。通过推出能实现小包装和可延长保质期的包装机产品，为削减食
品损失做贡献，同时帮助客户实现高效率生产和节省人工成本。

另外，还通过提供嵌入了对日期打印的检查和对封口处食品被夹情况的检查等各种
检查装置的“自动填充包装机”，为保证食品的安全、安心做贡献。

高速填充包装机也被用于化学合成品替换装的包装。根据调查显示替换装包装的塑
料用量是塑料成型容器的约20%*左右，纳博特斯克的包装机为减少塑料用量（间接）做
出了贡献。

纳博特斯克就是这样通过在全球推广各种包装机产品，为解决削减食品损失和塑料
废弃物等社会课题做出贡献。
* 《日本肥皂和洗涤剂工业协会　容器包装塑料削减事例集》（平成28成11月16日　日本肥皂和洗涤剂工业协会　容器・废弃物专门委员会）
 节选论文第19页事例数据，于2020年2月27日确认。

英文网站： https://www.nabtesco.com/en/products/pack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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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动器

促动控制电子组件

产品介绍

人与物的移动

产品制造 、城市建设

 铁路车辆用机械  

铁路车辆制动器控制装置
提供电气指令式空气制动系统中枢的制动器
受量装置、常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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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车辆用车门开关装置
从以新干线为首的高速铁路车辆、普通铁路车辆
到LRV（超低底盘式路面电车），适合各种用途的
车门开关装置。提供各种类型的车门系统。

 液压机械  

行走马达
广泛应用于以挖掘机用行走马达为主以及履
带式钻车、履带式起重机、高空作业车等的履
带式以及轮式行走马达。

主要控制阀

专为小型挖掘机开发的分段型（多连型）控制
阀。可满足挖掘机的动作控制为主的各种需求。
因体积小、功能多、产品阵容丰富而备受好评，
在日本国内市场占有率高。

 精密减速机  

精密减速机R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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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齿轮头机型（工作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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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用机械  

远程主机操纵装置（M-800-V）
可从驾驶台或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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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近网络功能的基础上采用液晶画面，
是具有卓越的可操作性和可扩充性的系统。

电子控制液压阀
柴油发动机每个汽缸装配1台。可电子控制燃
料喷射的时间和喷射量以及排气阀的驱动时
间。有利于尾气清洁化，因此，作为环保型组
件备受瞩目。

 航空机械  

飞行控制用制动系统
用于操纵主翼上的辅助副翼和尾翼上的升降
舵等可动翼的机体平衡控制系统。纳博特斯克
不仅领先日本而且在全球市场作为主要生产
厂商广为所知。

高压电源装置
使用于电力需求远大于传统飞机的Boeing787
上的，电源系统中的设备紧凑地收放在一起
的配电装置。同时，通过减少所需配线数量，
有助于减轻机身重量、提高维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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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与福利领域

生活类产品的生产

 自动门、站台门 

建筑物、工业用自动门
融合先进技术的高质量自动门。广泛应用于写
字楼等各种公共设施、商业设施，为利用者提
供安全、安心、舒适的通行 。

站台门
为了确保乘客上下车的安全，世界各国站台
门需求不断扩大。我们的产品在日本、亚洲各
国、欧洲等主要市场大显身手。

 商务车用机械  

商务车用空气干燥器
去除压缩空气中的水分和油分，提高空气控
制系统的耐用性和可靠性。被日本国内大型卡
车制造商所广泛采用。

商务车用楔形刹车用制动气室
安装在大型卡车的车轮部位，通过气压推出
活塞来进行刹车。

 包装机  

 福利事业相关产品  

电子微处理器智能膝关节义肢 ALLUXTM

这是将液压电子控制与四节连杆机构组合起
来的世界首创膝接头。传感器和微处理器瞬时
判断情况，自动控制液压缸，根据下肢假肢安
装者的行走情况改变速度，可以防止意外摔
倒。

助行器用制动控速车轮
这是一种世界首创的高安全性步行车用车轮
装置，内置了在速度过快时自动制动的机构。
担心前进速度过快和摔倒的人，也能安心安
全地外出。

超高速自动填充包装机 TL-A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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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蒸煮袋食品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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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产品的成本。

高速自动填充包装机 TT-10CW
能够应对10道工序*1的多种食品包装
的高速自动填充包装机。不仅是液体，
也适用固液混合物。由于一次可生产
2袋，一台机器具有两台的产能*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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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URL:https://pacraft-global.com/zh/products/

tt-10cw_wet/

*2 根据对比本公司型号为TT-10CR老式产品的生产能力所
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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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特斯克研究开发中心

研究开发

以制动技术为核心的研究开发 积极创造新产品、新事业

纳博特斯克积极响应顾客需求的多样化和高度化， 努力实现由部件销
售型向解决方案提供型的事业转化。为此， 在研发机电一体化、 系统化产
品等的同时， 积极导入包括与国内外企业、 大学、 研究机构间的联合研究、 
与新兴企业的合作以及收购等方式， 在日本国内， 以“纳博特斯克研究开发
中心”为基地， 推进开放式创新式研发的积极运用。

我们通过以上举措， 吸收各种技术， 加快研发速度， 培养全球性技术
“人财”， 创造新产品和新事业。同时，以精确控制物体动静互换的“制动技
术”为核心，推进研发。

推动面向创新的综合性举措，通过积
极的开放式创新，实现研发的效率化。

其他有关纳博特斯克的活动详情，请浏览综合报告书可持续发展网站。

综合报告书 可持续发展网站

英文网站： https://nabtesco.disclosure.site/en/themes/141 英文网站： https://nabtesco.disclosure.site/en

风力发电机用的CMFS机器事业

纳博特斯克开始开展面向风力发电机偏航转向单元附带故障回避
机 能 状 态 监 视 机 器“ CMFS（Condition Monitoring system with 
Fail-Safe）”的销售以及基于CMFS 的诊断服务业务。

风力发电作为一种有力的可再生能源，在国内外都被越来越多的引
进，它在诸如寒冷地带、暴露于强风下的丘陵地区和海上等恶劣环境中
也能进行安装。

偏航转向单元能够帮助风力发电机的风翼适应风向追踪最合适的
方向，但由于它在发电期间之外也时常受到外力影响，如何防止机器的
早期疲劳和损坏成为课题。

集成了纳博特斯克独有的运动控制技术的CMFS，利用传感器，通
过高感应控制偏航转向驱动装置，实现了避免风力发电机故障并延长
其使用寿命。此外，关于诊断服务，它通过实时的外力分析数据与异常
发生的履历可视化，使异常时的警告通知及剩余寿命的
预测成为可能，为风力发电机维持长期的高可靠性做出
贡献。

CMFS机器外观与诊断服务（示意图）

CMFS机器构成：外部负荷检测传感器和控制、
电源机器

诊断服务：诊断信息的可视化

新事业创新案例

集成了纳博特斯克独有的运动
控制技术
实现了避免风力发电机故障并延长其
使用寿命

https://www.nabtesco.com/products/windpower.html

15



纳博特斯克成立于2003 年，是由两家历史悠久的公司株
式会社纳博克和帝人制机株式会社合并诞生。自成立以来，我
们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业务范围并创建具有较高市场份额
的诸多产品和服务而稳步成长。

继往开来，基于包括我们公司理念在内的“纳博特斯克模
式”，我们认识到积极的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举措，对于
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动力。为此，我们将通过加
强公司治理来提高管理透明度，从而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各
种价值，我们致力于提高客户满意度和促进当地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贡献于社会。

敬请期待纳博特斯克企业价值的不断提升。

向未来的“想要”不断挑战的
创新领导者

通过事业开展，为解决社会课题做贡献。努力持续提升企业价值。

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与社会一起成长的
“ 21世纪新生的老字号企业”

纳博特斯克模式的详细
信息请浏览以下网址：

代表董事兼总裁
木村 和正

董事长
寺本 克弘

英文网站： https://nabtesco.disclosure.site/en

企业理念

纳博特斯克的承诺

行动方针



海外主要生产基地

常州　纳博特斯克（中国）精密机器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纳博特斯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精密减速机和液压机机械的
　　　零部件）
精密减速机

船舶用机械

上海　上海纳博特斯克船舶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　上海纳博特斯克液压有限公司
常州　常州纳博特斯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生产和销售精密减速机和液压机机械的零部件）

铁路车辆用机械

意大利　Nabtesco�Oclap�S.r.l.

瑞士　Gilgen�Door�Systems�AG

各种自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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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压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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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车用机械

液压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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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其他国内、海外集团公司，请参照附件。

各种自动门

北京　纳博克自动门（北京）有限公司

航空机械

华盛顿州　Nabtesco�Aerospace,�Inc.

各种自动门

威斯康星州
NABCO�Entrances,�Inc.

铁路车辆用机械

常州　江苏纳博特斯克今创轨道设备有限公司

釜山　Nabtesco�Marinetec�Co.,�Ltd.

大连　派克拉弗特(大连)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机

船舶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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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密 减 速 机 精密机械公司 
TEL：0081-3-5213-1151 
E-mail：P_Information@nabtesco.com

液 压 机 械 动力控制公司 
TEL：0081-3-5213-1152 
E-mail：power@nabtesco.com

铁 路 车 辆 用 机 械 铁路运输设备公司 
TEL：0081-3-5213-1164 
E-mail：railroad@nabtesco.com

航 空 机 械 航空部件公司
TEL：0081-3-5213-1165 
E-mail：aerospace@nabtesco.com

船 舶 用 机 械 船舶控制设备公司 
TEL：0081-78-967-5361 
URL：https://marine.nabtesco.com/english/index.html

商 务 车 用 机 械 纳博特斯克汽车系统株式会社
TEL：0081-3-5213-1191 
URL：https://www.nabtesco-automotive.com/en/index.html

自 动 门 、
站 台 门

住环境公司 
TEL：0081-3-5213-1156 
URL：https://nabco.nabtesco.com/ai_global/

福利事业相关产品 住环境公司
TEL：0081-78-413-2724  
URL：https://welfare.nabtesco.com/english/

包 装 机 派克拉弗特株式会社
TEL: 0081-3-6275-1341
URL: https://pacraft-glob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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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东京都千代田区平河町2丁目7番9号 JA共济大厦  
TEL：0081-3-5213-1133（总机） 
FAX：0081-3-5213-1171（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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