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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产集团已将企业品牌统一为“Nidec”。
集团所有企业将团结一致，充分融合各自的专长，
勇攀高峰，
为创造更加富裕、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日本电产集团的品牌统一为Nidec。

日本电产总部大楼
（京都市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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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副楼
全球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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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上下万众一心，
勇攀高峰，
推动全球高速发展。

“要成为世界第一！”
——1973 年我与三位伙伴以此为
目标创建了日本电产公司。当时的业务以我们学生时代一
直在研究的精密小型马达为主。就这样，只有四个人组成
的日本电产便由此诞生。

本公司的目标是到 2030 财年创收 10 万亿日元。我将
与永守董事长共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目前，本公司正在筹备迎接“无碳化技术浪潮”
、
“省人
化技术浪潮”
、
“省电化与新冠肺炎疫情后的技术浪潮”
、
“数

然而，我们有的只是挑战“世界第一”的勇气和决心以

字数据爆发的技术浪潮”
、
“5G 通信与散热解决方案的技术

及独特的创意与技术能力。虽然是白手起家，但是我们始

浪潮”这五大技术创新浪潮，这些技术创新史无前例地为

终坚信只要能创造出技术领先、性能卓越的产品，就一定

本公司的事业环境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商机。只要将本集团

能够打拼出一片新天地。

至今为止确立的所有技术要素运用于这些领域中引领发展

硬盘驱动器的直接驱动方式凭靠的是本公司于 1979
年率先推向全球市场的无刷直流马达。可以说，如果没有
这项技术，也就不会出现小型电脑。
此后，本公司不断向市场推出“技术卓越”
“体积紧凑”

趋势，未来我们的产品市场份额将极有可能在全球市场稳
居前列。
为了在全球企业中脱颖而出并抓住此次机会，提高产
品质量是关键，要让客户对我们的产品赞不绝口道“不愧

等一系列其他企业所无法仿制的产品。如今，本公司产品

是日本电产的质量！”只有得到客户的这种信任，企业才

已覆盖精密小型马达至超大型电机领域的所有马达电机及

会实现发展。

其周边设备，并且在通讯设备及办公自动化设备产品领域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效益的增长。我认为，对于

以及家电产品、汽车、商业、工业设备、环境能源等各大领

客户、广大股东与投资者、交易方以及员工而言，保证企

域中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业的效益增长，才是唯一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将在精密小

作为一家“全球颇具实力的综合马达制造商”
，日本电

型马达、家电工业马达、车载马达以及本集团的其他所有

产集团将上下齐心协力、不负众望，为全球客户提供不可

业务领域中，为客户提供社会必不可少的高质量产品，与

或缺的产品解决方案，继续为打造一家“综合机电产品制

各位携手共同成长。

造商”而努力。
在此，我们衷心希望今后能够一如既往地得到诸位的
大力支持与厚爱。

集团董事长（CEO）

永守 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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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兼集团总裁（COO）

関

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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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创业以来始终不渝的三大精神为原动力，
以成为“全球颇具实力的综合机电产品制造商”为目标，
今后将一如既往地在全球范围内勇攀新高峰。
本公司现已成为在世界各地拥有 300 多家集团企业的、经营范围覆盖精密小型马达至超大型电机的
“全球颇具实力的综合马达制造商”。

智慧型奋斗

本公司能够铸就今天的地位，凭借的是始终不渝地追求领先的

热情、热忱、执着

“热情、热忱、执着”
“智慧型奋斗”
“立刻就干！一定要干！干到成功！”这三大精神。
这些精神既是我们公司的象征，又是我们公司的优势。
今后，我们将通过马达及其周边设备、应用设备为客户创造出优质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提供全新的价值，努力打造一家稳健成长的百年企业。
从“颇具实力的综合马达制造商”到“全球颇具实力的综合机电产品制造商”，
日本电产集团定将披荆斩棘、不停息。

企业共同标语

企业共同声明
梦想，是我们的起点。
梦想，是我们前进的原动力。
梦想，是我们创造的未来。
世界的梦想，人们的梦想，我们的梦想。
因为怀有梦想，
创新的热情及主意才会诞生，
因而实现世上未曾有过的产品的技术和性能。

立刻就干！
一定要干！
干到成功！

All for dreams 一切都为实现梦想
日本电产集团将
“All for dream”作为企业标语，
并且制定了企业共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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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中只要有梦想，
日本电产集团就要迎接挑战。

明确规定了日本电产集团的

为了世界及人们的今天和明天，
以追求“世界首创”
“世界第一”的技术和产品

主体性及提供给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内容。

不断贡献于建设舒适美好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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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ing for Globa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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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the Global No.

打造一家“全球综合机电产品制造商”
挑战更高目标

▲
▲
▲

2000’s

▲
▲
▲

Moving Forward

从四个人的梦想到
世界第一马达制造商的 发展历程。

日本电产集团拥有着全球先进的技术实力、研发实力和生产能力等
优势，通过集团的一体化经营模式实现了产品的合作研发与企业的成长

推动旗下产业的多元化发展，

战略，并正朝着成为“全球综合机电产品制造商”这一目标向前迈进。

积极开展企业并购活动，
▲
▲
▲

1980’s～1990’s

一跃跻身于全球化企业的行列

一跃成为全球硬盘驱动器(HDD)主轴
马达的龙头企业

2001 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法国PSA集 就集团总裁人事变动举行新闻发布会
团成立电动牵引马达的合资公司

2003 年，
“总 部 及 中 央 开 发 技 术 研 究
所”大楼在京都市南区落成。在日本国内
外积极开展并购，面向全球市场拓展事业，
成为精密小型马达领域中的全球领先企业。

硬盘驱动器主轴马达。此后，还开始生产办公自动化设备用的精密小型

▲
▲
▲

1973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并按响开市铃

1981 年，随着美国电脑市场的飞速发展，本公司开始生产 5.25 英寸

AC 马达、直流无刷轴流风扇。1984 年开始生产 3.5 英寸硬盘驱动器主轴

四人始于陋室的伟大梦想
1973 年 7 月 23 日，年仅 28 岁的现任集团董事长（CEO）永守重信怀揣
着“要成为世界第一！”的雄心壮志，与三位志同道合之士以 2000 万日
元的注册资金在京都市西京区创办了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当时，公司业务以生产、销售精密小型 AC 马达为主。
为迅速打开产品销路，永守重信辗转美国市场，凭借其单刀直入、

马达，并步入正轨。
同年，收购了美国托林公司（Torin Corp.）的轴流风扇部门，并在
美国成立日本电产托林有限公司（Nidec Torin Corp.）。这是日本电产
的首例企业并购。在日本国内，分别在滋贺、冈山、长野和鸟取新设立
注资日本伺服株式会社

了生产基地。还在新加坡、泰国、台湾、中国、德国和菲律宾等国家设
立了分支机构。本公司从京都的创业型企业一跃成为全球企业，实现了
惊人的飞跃。

踏实诚恳的处事风格成功获取了多家大客户的认可和订单。

全球10万名员工携手共同迈向
与托林公司（Torin Corp.）
签订收购合同
精密小型AC马达

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认证仪式

远赴美国圣保罗寻求商机

1973.07 在京都市西京区设立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1973.08 开始制造和销售精密小型 AC 马达。
1976.04 在美国圣保罗市设立美国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1984.02 在美国托灵顿市设立日本电产托林有限公司
（现美国日本电产株式会社）。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例企业并购。

2001.09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 2016 年 5 月）。

2003.05

总部事务所搬迁至京都市南区，

第二部上市。

2017.01 收购美国艾默生电气公司的马达驱动器业务及发电机业务
（现尼得科利莱森玛集团、尼得科控制技术集团）。至此，企

1988.11 股票在京都证券交易所及大阪证券交易所市场

1998.09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一部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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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综合机电产品制造商的发展之路。

业并购突破 50 例。

开设中央开发技术研究所。

2015.03

2019.07 收购美国惠而浦公司旗下的压缩机企业“恩布拉科”( 现
销售额突破 1 万亿日元。

尼得科全球电器 )。

2019.10 收购欧姆龙汽车电子株式会社(现 尼得科智动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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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otive

车载领域
� ▶ 底盘用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用马达、ECU（电子控制单元）、
ABS（防抱死制动系统）/ESC（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用
马达等）

牵引电机系统 (E-Axle)

� ▶ 动力传动用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EPS）电源包

新型传感器融合

AC 伺服马达
(S-FLAGII)

DC 伺服模块

（牵引马达、控制阀、双离合变速箱用促动器、用于 xEV 的 DC-DC 转换器等）
� ▶ ADAS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用

（ADAS 摄像头组件、感应摄像头模组、毫米波防撞雷达组件等）
� ▶ 车身用

（平视显示器驱动马达、汽车音响和导航系统用冷却风扇、无钥匙进入系统
电动车窗开关等）

For everything that spins and moves

致力于所有的“转动体与移动体”
努力打造精密小型马达至超大型电机领域中驱动技术的领军企业
本公司已在硬盘驱动器主轴马达领域铸就了坚实的地位。与此同时，产品阵容也逐
步从各种小型马达扩大至超大型电机。如今，本公司的产品不仅在通讯设备及办公自动

Robotics

化设备领域变得随处可见，还在家电、汽车、商业、工业设备、环境能源等越来越多的领
域中得到了普及与应用。日本电产集团始终致力于所有的“转动体与移动体”，并在创造
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型驱动技术的道路上拼搏不息。

机器人领域
� ▶ 服务机器人用马达

� ▶ AC 伺服马达

� ▶ 小型无人机用马达

� ▶ DC 伺服模块

� ▶ 无人搬运车

� ▶ 工业机器人模组

� ▶ 减速机

� ▶ 工业机器人用关节模组

� ▶ 摄像模组

� ▶ 线性促动器

� ▶ 电子零部件

（压力传感器、开关、编码器等）

请登陆以下网址，下载“日本电产集团综合产品目录”查看各产品详情。

https://www.nidec.com/cn/product/catalog/

机器人用精密减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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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verything that spins and moves

覆盖所有“转动体与移动体”的产品阵容
Home Appliances

IoT Products (Internet of Things Products)

家电领域

IoT 产品

� ▶ 空调用马达、马达驱动组件

� ▶ 网络设备

� ▶ 冰箱用风扇马达、马达驱动组件、制冰器

� ▶ 无人搬运车

� ▶ 洗衣机 / 烘干机用马达、马达驱动组件

� ▶ 工业机器人模组

� ▶ 洗碗机用马达、泵

� ▶ 图像传感器

� ▶ 吸尘器用马达

� ▶ 模块化自动生产线

� ▶ 家用冰箱压缩机

� ▶ 位置信息系统

网络设备

控制器

照相机、镜头

空调用风扇马达

家用冰箱压缩机

数据线

图像传感器

IoT 单元

Agriculture/Logistics

Electronic Parts/Sensors

物流及农业领域

电子零部件与传感器

▶ 无人搬运车

� ▶ 旋转编码器

� ▶ 开关

▶ 无人搬运车驱动用单元

� ▶ 带编码器马达

� ▶ 衰减器

▶ 无人机用马达

� ▶ 编码器

� ▶ 电路保护器件

▶ 电动叉车驱动用马达

� ▶ 工业用编码器

� ▶ 画像扫描仪组件

▶ 叉车用装卸马达

� ▶ 压力传感器

� ▶ 滑环

▶ 伺服马达

� ▶ 漏液传感器

▶ 逆变器驱动装置

� ▶ 磁传感器

▶ 传送带用马达

� ▶ 电位器
� ▶ 微调电位器
� ▶ 数字电位器
� ▶ 电位器与编码器

无人搬运车

12

无人机用马达

压力传感器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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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verything that spins and moves

覆盖所有“转动体与移动体”的产品阵容
Tactile Devices

Home/Residential

触觉设备

住宅设备

� ▶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用

� ▶ 厨房周边设备用

� ▶ 可穿戴设备用

� ▶ 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家用燃料电池用

� ▶ VR/ 游戏控制器用

� ▶ 浴室烘干机、浴室暖气烘干机用

� ▶ 家电控制面板等用

触觉设备（手机用线性马达）

触觉设备（大振动用线性马达）

� ▶ 卫浴设备用

� ▶ 车载触摸屏用

� ▶ 客厅用

� ▶ 机器人用

� ▶ 无障碍通用化设计用

燃气调节阀用步进马达

卫厕自动清洗组件

� ▶ 监控摄像头用

IT/Office Automation/Mobile Devices/
Optical Components

IT、OA、移动、光学设备

Medical/Health Care

医疗和健康护理
� ▶ 辅助服、电动轮椅、个人移动类器具用
� ▶ 按摩椅用马达

� ▶ 硬盘驱动器
（HDD）用马达与底座

� ▶ 空心杯马达

� ▶ 病床用

� ▶ 风扇马达

� ▶ 小型有刷马达

� ▶ 透析设备用

� ▶ 小型无刷直流马达

� ▶ DLP™投影机用色轮马达

� ▶ 医疗用一次性零部件

� ▶ 混合步进马达

� ▶ 步进马达

� ▶ CT 扫描仪用

� ▶ 镜头组件

� ▶ 高精度齿轮

� ▶ 配药设备用

� ▶ 快门

� ▶ 多面激光扫描器

� ▶ 客户定制操作面板
（IP67）

� ▶ 精密切削零部件

硬盘驱动器（HDD）用马达与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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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热模块

热管

� ▶ 输液设备用马达

透析泵

超扁平促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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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verything that spins and moves

覆盖所有“转动体与移动体”的产品阵容
Commercial

Processing/Inspection Equipment

商业用

工程设备、检测装置
� ▶ 印制电路板用通电检测装置

� ▶ 冲床、送料装置

� ▶ 电路板切割装置

� ▶ 模具设计、制作

� ▶ 光学式外观检测装置、半导体相关产品

� ▶ 绕线机

� ▶ 检具、软件

� ▶ 激光打标机

� ▶ 商用空调用

� ▶ 焊接装置

� ▶ 装配检测设备

� ▶ 泵用马达

� ▶ 半导体封装电路板用通电检查装置

� ▶ 无人搬运车

� ▶ 商用厨房设备用马达和泵

� ▶ 点胶机、涂布机

� ▶ 计量检测设备

� ▶ 商用冰箱马达

� ▶ 特殊设备、汽车零部件检测设备

� ▶ 地板护理设备

� ▶ 图像传感器

� ▶ 电动高尔夫球车用
� ▶ 搬运设备用
� ▶ 电动汽车用
� ▶ 电梯设备

� ▶ 金融类终端／交通类终端／流通类终端

（磁卡发行机、读卡器）
� ▶ 激光打标机
� ▶ 文化娱乐设备用

� ▶ 显示设备 / 输入设备用检查装置

电梯电机／电梯控制装置

半导体封装检查装置

牵引电机驱动机构

Industrial

Other Products

工业领域

其他产品

� ▶ 工业马达、驱动器

� ▶ 八音盒

� ▶ 发电机、驱动器

� ▶ 陶艺

� ▶ 自然能源解决方案、电力转换系统

� ▶ 服务

超大型传递式伺服冲床

� ▶ 减速机

工业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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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转换系统

电动陶艺拉坯机

八音盒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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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开创未来

长野技术开发中心

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中心

日本电产生产技术研究所

日本电产（东莞）有限公司 研发分室

滋贺技术开发中心

越南日本电产公司 技术开发中心

Research & Development

在研究开发（R&D）工作中，我们秉承的基本理念

而在“D（开发）
”业务方面，本公司以及集团公司

是“源源不断地创造出能够助推企业发展的强大动

位于京都、滋贺、长野等地的研发基地、隶属各海外

力”。为了打造一家百年永存、持续保持稳健发展的

工厂的研发基地纷纷与研究所携手合作，全面深入了

企业，我们必须准确地预测未来的市场走向，不断研

解客户的需求，共同推进新产品的开发工作。当前，

制出全球先进技术水平的新产品。为了更好地开展

随着物联网（IoT：Internet of Things）技术在制造

R&D 中的“R（研究）”工作，日本电产中央马达基础技

业中的大范围普及，全球工业正快速迈入堪称“第四

术研究所的新大楼于公司成立 40 周年的 2013 年正式

次工业革命”的重大变革期。

竣工。该研究所现正携手本公司于 2012 年在台湾设

为了能够尽早掌握该变革的动向、向客户推荐前

立的研究所共同致力于马达电机的基础研究与新应用

所未有且将成为构建新型社会的基本要素——马达及

领域的研究。并且，本公司在京阪奈学研都市新建的

其相关技术，以及通过创新型生产技术制造并供应新

日本电产生产技术研究所将于 2018 年正式竣工，届时

商品，日本电产集团将上下团结一心，融合各方技术

我们的研究领域将得到进一步扩大。

共同推进产品研发与生产工作。

关于日本电产集团的新网点
总部副楼 全球培训中心

面向2030财年集团营业收入创10万亿日元的目标，为了进一步加强日本电产
集团公司间的合作，制定了汇集本公司的第二总部功能、集团公司总部、技
术开发中心等于一体的新网点的建设构想。随着本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部
分功能将转移到与总部相邻的新网点的同时，也将新设立日本电产新宝的研
发网点，实施日本电产理德的总部转移，旨在最终实现5千人的体制。
（预计2030年完成）

全球先进的
研发体制

集团总部

新网点

日本电产生产技术研究所
中央开发技术研究所

为加快日本电产集团的成长步伐，构建21 世纪型产品制造体系，本研究所将携手大学、研究机
构、企业等单位共建交流合作平台，紧跟市场需求，凭借开放式的创新模式不断巩固产品制造业
的基石，大批引进各类尖端技术。不仅用于生产技术的研发，还将通过与各大学及各类研究机构
合作，用于共同推进人工智能、材料、传感器、促动器、模组/ 系统化技术等能够创造出新商品
的创新性要素技术的研究。无论是解决当前课题，还是长远课题，该新大楼将不断推动本集团短
期、中期和长期事业的发展。

员工在共享办公区工作

圆度仪

动态空间法气相色谱仪

金属 3D 打印机

傅立叶变换红外分光光度计

日本电产马达基础技术研究所
本公司在日本、中国台湾设立的研发基地是连接遍布
全球的集团公司与事业部的枢纽，专门从事与马达相关的
所有基础研究与尖端应用研究。这些研发基地还致力于促
进与“政校企”的合作，旨在创造出支持可持续发展型社会
的技术，培养出能够担起日本电产未来重任的技术人员。

日本电产中央马达基础技术研究所

场致发射型扫瞄电子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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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用超级计算机

X 光 CT 扫描仪

日本电产台湾马达基础技术研究所

高性能电子显微镜等最先进解析装置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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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nd Quality Management

实现高品质、低成本、短交期
自行研发生产线，推进重要零部件自制化进程
为了切实配合客户企业的研发速度，迅速
提供高品质的产品，本公司自主研发设计了生

地母工厂的作用，通过全面及时地互换信息支
持着海外工厂的生产工作。

产线，同时确保生产线能够灵活、迅速地应对

各事业所均设有品质保证部门，并拥有全

各种规格变更。为了追求高附加值的产品，日

面符合 ISO9001、IATF16949 的质量管理体系与

本国内各事业所积极开展以研发为主的各项活

符合 ISO14001 的环境管理体系，已建立起一套

动，各产品领域的“技术开发中心”则为新产品

环保型生产体系。此外，为将员工的职业健康

的设计研发组建符合量产要求的生产线并进行

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各事业所还正在建立一套

试 制 评 估。同 时，
“技 术 开 发

符合 OHSAS18001、ISO45001 的职业健康安全管

中心”还发挥着国外各生产基

理体系。

自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的日本国内生产事业所于1994 年取得了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AS18001)认证。精密小型马达事业本部的

ISO9000系列认证以来，截至现在已取得该认证的日本国内事业所有

品质保证部零部件品质保证组化学分析小组作为化学试验领域的试

29家，国外生产事业所有115家。车载用马达的生产事业所、技术开

验所，于2009年取得国际标准“ISO/IEC 17025”的认定，承接各项分

发中心已取得IATF16949认证的日本国内事业所有16家、国外事业所

析工作。

有40家。同时，已有33家日本国内事业所和85家国外生产事业所取
得了ISO14001 认证。此外，已有24家日本国外生产事业所取得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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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ec CSR

CSR/环境举 措

日本电产的CSR

与当地社会和谐共处

“员工”
“企业”
“产品”犹如一面三棱镜，
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社会给予我们的评价。
钻研琢磨、精益求精，以名副其实的
“工匠精神”
回馈地球环境与人类社会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谱写企业成长的新篇章——
这便是日本电产集团所描绘的

用“转动体”“移动体”
为全球的
社会与环境做贡献

CSR（企业的社会责任）愿景。
本集团的 CSR 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的业务活动中。
首先是保证我们能够诚实守信地创造出有利于

■面向高中生的 CSR 课堂 ( 京都 )
■红树种植活动（泰国）

社会发展的产品与技术的业务活动；

“与学生谈论企业的社会责任”

“通过植树活动为环保做贡献”

其次是以地区社会一员的身份开展着眼于该地区
未来发展的业务活动。

■捐赠文教用品 ( 美国 )

凭借“转动体”与“移动体”
造福全球社会与环境，

“捐赠文教用品，造福社区”

日本电产集团在全球各事业所的地区社会中，

为人类的生活环境撑起一片美好的明天。
这便是我们日本电产集团始终坚持的目标。

三大基本经营理念

致力于开展能够造福于未来的各类活动。

最大的社会贡献即为创造就业机会
提供社会必不可少的产品
始终追求第一，凡事争做世界一流

通过产品贡献环保
日本电产通过向全球客户提供高能效无刷直流马达的方式，为降
低全球的耗电总量贡献一份力量。此外，作为提升可再生能源可靠
■捐赠餐饮产品 ( 菲律宾 )

性的解决方案，我们还在开发、提供可以稳定供电的电池储能系统

“向灾区捐赠麦芽啤酒”

BESS（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迄今为止，该解决方案
已交付给英国的EDF Energy Renewables公司以及德国的斯蒂雅
阁电力集团等公司，2018年该系统在全球运行的总存储容量已超
过552MW。
■环境课 ( 京都 )

“与孩子们一起思考“环境的重要性””

■筹款午餐 ( 神奈川 )

“以筹款午餐的方式达成“消除饥饿”的目标”

登陆日本电产官网，查看 CSR 报告详情。
为了让广大利益相关者了解本公司的 CSR 活动，自 2004 年起，本公司每年均发行 CSR 报告，
在此衷心期待着各位的宝贵意见与建议。

向英国国家电力公司供应日本电产 ASI 的电能储能系统
英国电网公司的西伯顿事业所（位于英国诺丁汉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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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储能系统（BESS）

BESS 不可或缺的电力转换系统

下载CSR报告

https://www.nidec.com/cn/sustainability/report/

日本电产 CSR报告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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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dec Group Network
由 遍布40多个国家的300多家 公 司 构 建 而 成 的 集 团 网
日本国内

● 日本电产高科电机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新宝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东测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三协株式会社

●日本电产科宝电子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理德株式会社

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总部副楼 全球培训中心

总部

● 日本电产艾莱希斯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智动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增成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科宝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全球服务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伺服株式会社

MIYAKO大厅
总部展厅

截至 2020 年 5 月集团网点分布的国家和地区

海外

● 日本电产电机集团公司

● NIDEC Industrial Solutions HQ

● NIDEC GLOBAL APPLIANCE

● 尼得科利莱森玛集团公司

● 尼得科控制技术集团公司

● 欧洲车载业务

(Joinville HQ)

● 日本电产汽车马达联合公司

● 日本电产明斯特有限公司

● 日本电产Arisa有限公司

（美国/墨西哥）

● 美国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 Nidec PSA emotors

● 泰国日本电产精密有限公司

● 菲律宾日本电产精密有限公司

● 新加坡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 日本电产（东莞）有限公司

● 韩国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 日本电产欧洲特賣有限公司

● NIDEC FIR S.r.l.

● 艾思西瓦多有限公司

● 菲律宾日本电产苏比克有限公司

● 印度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 日本电产（韶关）有限公司

● 台湾日电产股份有限公司

● 日电产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 日本电产电机与驱动器集团公司

● NIDEC GLOBAL APPLIANCE (Pordenone HQ)

● 艾思西瓦多配件（柬埔寨）有限公司

● 越南日本电产公司

● 日本电产（浙江）有限公司

● 日本电产汽车马达（浙江）有限公司

● 日本电产（香港）有限公司

● 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日本电产盖普美集团公司

● 泰国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 菲律宾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 日本电产配件科技有限公司

● 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

● 広州尼得科汽車駆動系統有限公司

● 日电产（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日电产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此处登载的仅为主要网点的公司名称。详细内容请参见日本电产官方网站的Global Map。
https://www.nidec.com/cn/worldwide/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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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公司

●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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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Directory

公司简介

公 司 名 称

日本电产株式会社（品牌名称／

英 文 商 号

NIDEC CORPORATION

法定代表人

集团董事长（CEO） 永守重信

成 立 日 期

1973年7月23日

注 册 资 本

87,784,480,724日元（截至2020年3月31日）

上市交易所

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

经 营 范 围

精密小型马达的研发、生产、销售
车载及家电、商业、工业用马达的研发、生产、销售
机械装置的研发、生产、销售
电子与光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
其他

海外网点

）

■

■

・ PORDENONE HEAD OFFICE
Via Consorziale 13,33170 Pordenone – Italy
电话 39-0434-3931
■

各类产品的销售额占比（2019年4月～2020年3月）

销售额与集团员工人数的变化

其他※4

电子与光学元件※3

3.9%

精密小型马达

27.6%

机械装置※2

9.8%

HDD马达

10.2%

15,348
亿日元

其他小型马达※1

17.4%

家电、商业、
工业用

36.7%

※1

※2
※3

■

（百万日元）

车载

21.7%

光驱马达、办公自动化设备用马达、多面激光扫描仪用马达、MPU散热扇、游戏机风扇、
电脑与通讯设备用风扇、家电产品用风扇、汽车风扇马达、手机振动马达、有刷马达、步进马
达、
马达驱动组件
工业机器人、电路板测试仪、高速冲床、贴片机、计量仪器、变速减速机、工业自动化设备、读
卡器
相机快门、开关、微调电位器、零部件加工、树脂成型品

（人）

1,500,000

300,000

1,400,000

280,000

1,300,000

260,000

1,200,000

240,000

1,100,000

220,000

1,000,000

200,000

900,000

180,000

800,000

160,000

700,000

140,000

600,000

120,000

500,000

100,000

400,000

80,000

300,000

60,000

200,000

40,000

100,000

2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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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

合并

日本电产株式会社

●

集团总部
京都市南区久世殿城町338 邮编：601-8205
电话：+81-75-922-1111 传真：+81-75-935-6101
网址：https://www.nidec.com/zh-CN/

・生产技术中心 郡山分室

・生产技术中心 新川崎分室

・生产技术中心 伊那分室

●

东京代表处

・营业支援部 东京组
东京都品川区大崎1-20-13
（日本电产东京大楼南馆8F） 邮编：141-0032
电话：+81-3-3494-0881 传真：+81-3-3494-0870

●

・精密小型马达事业本部 第2营业统括部 营业第4部
（有关DC/AC小型马达、风扇马达等通用马达电机产品的咨询）
东京都品川区大崎1-20-13
（东京大楼南館5F） 邮编：141-0032
电话：+81-3-3494-1017 传真：+81-3-3494-0870

・车载事业本部 日本国内营业组
（有关车载产品的咨询）
东京都品川区大崎1-20-13
（东京大楼南館7F） 邮编：141-0032
电话：+81-3-3494-0839
●

中央马达基础技术研究所
神奈川县川崎市幸区新川崎2-8 邮编：212-0032
电话：+81-44-381-1111 传真：+81-44-381-8888

●

生产技术研究所
京都府相乐郡精华町光台3-9-1 邮编：619-0237
电话：+81-774-81-1111 传真：+81-774-81-8888

●

全球生产技术统括本部
京都府相乐郡精华町光台3-9-1 邮编：619-0237
电话：+81-774-98-1188 传真：+81-774-98-1155

■

●

邮编：399-4117
传真：+81-265-81-8818

■

滋贺县爱知郡爱庄町中宿248 邮编：529-1385
电话：+81-749-42-6111 传真：+81-749-42-6115

・车载事业本部 营业统括部
滋贺县爱知郡爱庄町中宿248
电话：+81-749-42-6058

■

福井县小浜市远敷36-1-1 邮编：917-0241
电话：+81-770-60-2111 传真：+81-770-60-2200
网址：https://www.nidec.com/cn/nidec-technomotor/

■

福井县小浜市远敷36-1-1 邮编：917-0241
电话：+81-770-60-2030 传真：+81-770-60-2040

・九州技术开发中心
福冈县饭塚市吉北31 邮编：820-0061
电话：+81-948-24-7600 传真：+81-948-24-7812
■

日本电产新宝株式会社
京都府长冈京市神足寺田1 邮编：617-0833
电话：+81-75-958-3777 传真：+81-75-958-3888
网址：http://www.nidec-shimpo.co.jp/en/

■

■

■

■

■

■

日本电产科宝株式会社

日本电产全球服务株式会社
■

日本电产伺服株式会社
群马县桐生市相生町3-93 邮编：376-0011
电话：+81-277-53-8811 传真：+81-277-53-8810
网址：https://www.nidec.com/cn/nidec-servo/

NIDEC (ZHEJIANG) CORPORATION
[日本电产（浙江）有限公司]
中国浙江省平湖市平湖経済開発区平湖大道東側環北二路北側
邮编:314200
电话 86-573-8509-0777 传真 86-573-8509-0518
NIDEC (DALIAN) LIMITED
[日本电产（大连）有限公司]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北5街2号 邮编:116600
电话 86-411-8731-0202 传真 86-411-8731-4979

NIDEC MINSTER CORPORATION
[日本电产明斯特有限公司]
240 West Fifth Street Minster, Ohio 45865 U.S.A.
电话 1-419-628-2331 传真 1-419-628-3517

日本电产增成株式会社

京都市南区久世殿城町338（日本电产总部大楼12F）
邮编：601-8205
电话：+81-75-935-7755 传真：+81-75-935-7756
网址：https://www.nidec.com/jp/nidec-globalservice/

・福井技术开发中心

NIDEC (SHAOGUAN) LIMITED
[日本电产（韶关）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黄花园工业区内 邮编:512500
电话 86-751-313-1111 传真 86-751-313-1112

■

东京都板桥区志村2-18-10 邮编：174-8550
电话：+81-3-3965-1111 传真：+81-3-3965-2831
网址：https://www.nidec.com/cn/nidec-copal/

日本电产高科电机株式会社

NIDEC AUTOMOTIVE MOTOR MEXICANA S. de R.L. de C.V.
[日本电产汽车马达联合公司（墨西哥）]
Av. Antonio J.Bermúdez No.1335, Parque Industrial Antonio
J. Bermúdez,
Cd. Juárez, Chihuahua, 32470 Mexico
电话 52-656-629-3800

NIDEC (H.K.) CO., LTD.
[日本电产（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葵涌兴芳路223号新都会广场第二座2607-11室
电话 852-2317-5228 传真 852-2375-1101

日本电产智动株式会社

鸟取县鸟取市千代水1丁目32-2 邮编：680-0911
电话：+81-857-37-1721 传真：+81-857-37-1731
网址：https://www.nidec.com/cn/nidec-machinery/

邮编：529-1314

关联公司
■

■

NIDEC AUTOMOTIVE MOTOR (ZHEJIANG) CORPORATION
[日本电产汽车马达（浙江）有限公司]
中国浙江省平湖市平湖经济开发区平湖工业园区环北二路
1000号5号馆 邮编:314200
电话 86-573-8509-1404 传真 86-573-8509-8548

■

日本电产艾莱希斯株式会社

爱知县小牧市大草年上坂6368 邮编：485-0802
电话：+81-568-78-6160 传真：+81-568-78-6188
网址：https://www.nidec.com/cn/nidec-mobility/

滋贺技术开发中心

NIDEC AUTOMOTIVE MOTOR AMERICAS, LLC
[日本电产汽车马达联合公司（美国）]
1800 Opdyke Court, Auburn Hills, Michigan 48326 U.S.A.
电话 1-915-774-2450 传真 1-248-340-7501

NIDEC (DONGGUAN) LIMITED
[日本电产（东莞）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高埗镇高龙路第三工业区 邮编:523273
电话 86-769-8887-3011 传真 86-769-8887-7513

日本电产科宝电子株式会社

神奈川县川崎市幸区新川崎2-8 邮编：212-0032
电话：+81-44-382-1001 传真：+81-44-382-1010
网址：http://www.nidec-elesys.com/

长野技术开发中心
长野县驹根市赤穂20-51
电话：+81-265-81-8811

●

■

NIDEC CONTROL TECHNIQUES GROUP
[尼得科控制技术集团公司]
The Gro, Newtown, Powys, SY16 3BE, U.K.
电话 44-0-1686-612300 传真 44-0-1686-612211
URL http://acim.nidec.com/drives/control-techniques

■

日本电产理德株式会社

东京都新宿区西新宿7-5-25（西新宿高级广场）
邮编：160-0023
电话：+81-3-3364-7071 传真：+81-3-3364-7091
网址：https://www.nidec.com/cn/nidec-copalelectronics/

中央开发技术研究所
京都市南区久世殿城町338 邮编：601-8205
电话：+81-75-935-6666 传真：+81-75-935-6501

・精密小型马达事业本部 第1营业统括部 营业第1部
（有关硬盘驱动器用主轴马达及FDB马达产品的咨询）
东京都品川区大崎1-20-13
（东京大楼南馆7F） 邮编：141-0032
电话：+81-3-3494-1016 传真：+81-3-3494-0870

先进系统研发中心

■

日本电产三协株式会社

京都市右京区西京极堤外町10 邮编：615-0854
电话：+81-75-315-8001 传真：+81-75-315-9539
网址：https://www.nidec.com/cn/nidec-read/

神奈川县川崎市幸区新川崎2-8（日本电产艾莱希斯株式会社内）
邮编：212-0032
电话：+81-44-382-1001 传真：+81-44-382-1051

京都市南区久世东土川町1-1 邮编：601-8204
电话：+81-75-922-1111 传真：+81-75-935-6101
●

■

■

日本电产东测株式会社

长野县诹访郡下诹访町5329 邮编：393-8511
电话：+81-266-27-3111 传真：+81-266-28-5833
网址：https://www.nidec.com/cn/nidec-sankyo/

长野县伊那市上之原6100（日本电产三协株式会社内）
邮编：396-8511
电话：+81-265-75-4249 传真：+81-265-75-4258

・营业支援部 京都组
・总部副楼 全球培训中心

■

■

集团员工人数变化

神奈川县座间市相武台2-24-1 邮编：252-8570
电话：+81-46-252-3110 传真：+81-46-252-3115
网址：https://www.nidec.com/cn/nidec-tosok/

神奈川县川崎市幸区新川崎2-8（中央马达基础技术研究所内）
邮编：212-0032
电话：+81-44-381-1111 传真：+81-44-381-8888

・精密小型马达事业本部 第1营业统括部 营业第2部
・精密小型马达事业本部 第2营业统括部 营业第1部～3部
（有关DC/AC小型马达、风扇马达等通用马达电机产品的咨询）
京都市南区久世殿城町338 邮编：601-8205
电话：+81-75-935-6470 传真：+81-75-935-6471

■

福岛县郡山市富田町字诹访内37（日本电产科宝株式会社内）
邮编：963-8637
电话：+81-24-952-1384 传真：+81-24-952-1145

■

0

日本国内网点
■

■

■

NIDEC PSA EMOTORS
212, Boulevard Pelletier, Building 8 ,
Carrières-sous-Poissy, Île-de-France 78955, FR
电话 33(0)130-060-618
NIDEC INDIA PRIVATE LIMITED
[ 印度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

・ NEEMRANA FACTORY（宁拉拿工厂）
Plot No SP2-1 to SP2-4, New Industrial Complex, Majrakath,
Neemrana, Rajasthan, 301-705, India
电话 91-1494-660-300
・ GURGAON SALES OFFICE（古尔冈支店）
401, Tower A, Emaar Digital Green, Sector-61, Golf Course
Extension Road, Gurugram – 122102 (Haryana)
电话 91-124-4920272, 91-124-4920274
■

SC WADO CO., LTD.
[艾思西瓦多有限公司]
789/112 - 114 Pinthong Industrial Estate 1
Nongkram Sub-district, Sriracha District, Cholburi 20230
Thailand
电话 66-38-296-816 传真 66-38-296-817

■

SC WADO COMPONENT (CAMBODIA) CO., LTD.
[艾思西瓦多配件（柬埔寨）有限公司]
Phum Phsar Kandal, Sangkat Phsar Kandal, Poipet City,
Banteay Meanchey Province, Cambodia
电话 855-54-635-4557, 855-54-635-4667

■

NIDEC KOREA CORPORATlON
[韩国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16F., KEUNGIL TOWER BLDG., 223, Teheran-ro, Gangnam-gu,
Seoul, 06142, Rep. of KOREA
电话 82-2-527-8760 传真 82-2-527-8755

■

■

GUANGZHOU NIDEC AUTO DRIVE SYSTEM CO., LTD.
[広州尼得科汽車駆動系統有限公司]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南翔一路52号
电话 86-020-8207-5333
NIDEC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36 Loyang Way, Singapore 508771
电话 65-6540-0788 传真 65-6540-0758

NIDEC (BEIJING) CO., LTD.
[日电产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10号凯威大厦15层1506室
邮编:100020
电话 86-10-8561-0580 传真 86-10-8561-0532

・ QINGDAO BRANCH(青岛分公司)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18号国展财富中心2座
616室 邮编:266061
电话 86-532-6872-1530 传真 86-532-6872-1536
■

NIDEC PHILIPPINES CORPORATION
[菲律宾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136 North Science Avenue Extension
Special Economic Zone, Laguna Technopark Biñan Laguna,
4024, The Philippines
电话 63-49-541-1111 传真 63-49-541-1671

■

NIDEC PRECISION PHILIPPINES CORPORATION
[菲律宾日本电产精密有限公司]
119 East Main Avenue, Laguna Technopark Special Economic
Zone, Binan, Laguna 4024, The Philippines
电话 63-49-541-1126 传真 63-49-541-2926

■

NIDEC SUBIC PHILIPPINES CORPORATION
[菲律宾日本电产苏比克有限公司]
Block B Subic Techno Park, Argonaut Highway Boton Area,
Subic Bay Freeport Zone 2222 The Philippines
电话 63-47-252-5828 传真 63-47-252-5829

■

NIDEC AMERICA CORPORATION
[美国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 BRAINTREE HEAD OFFICE（布伦特里总公司）
50 Braintree Hill Office Park, Suite 110, Braintree, MA
02184-8735 U.S.A.
电话 1-781-848-0970 传真 1-781-380-3634
・ NORTH CALIFORNIA OFFICE（北加利福尼亚分部）
100 Century Center Court, Suite 600, San Jose, CA 95112
U.S.A.
电话 1-408-748-9204 传真 1-408-748-9201
・ SAINT LOUIS OFFICE（圣路易分部）
8050 West Florissant Avenue St. Louis, MO 63136-1414 U.S.A.
电话 1-314-595-8204

■

NIDEC MOTORS & ACTUATORS(SPAIN)

■

[西班牙日本电产电机与驱动器有限公司]
Calle Guifré el Pilos, s/n Poligono Industrial Can
Vinuyals,08130 SANTA PERPETUA DE MOGODA, Spain
电话 34-93-544-7000 传真 34-93-544-8020
NIDEC ELECTRONICS (THAILAND) CO., LTD.
[泰国日本电产有限公司]

・ ROJANA FACTORY（洛加纳工厂）
Rojana Industrial Park, 44 Moo 9, Rojana Road, Thanu
Sub-district, U-thai District, Ayutthaya Province 13210
Thailand
电话 66-35-330-741~745 传真 66-35-330-746
・ RANGSIT FACTORY（兰实工厂）
199/12 Moo 3, Thunyaburi-Lumlookka Road, Rangsit
Sub-district, Thunyaburi District, Pathumthani Province
12110 Thailand
电话 66-2-577-5077 传真 66-2-577-4896
■

■

NIDEC PRECISION (THAILAND) CO., LTD.
[泰国日本电产精密有限公司]

・ CONNECTICUT OFFICE（康涅狄格州分部）
16A International Drive, East Granby, CT 06026-8711 U.S.A.
电话 1-860-653-8500 传真 1-860-653-2146
・ LONGMONT OFFICE（朗蒙特分部）
2011 Ken Pratt Blvd., Suite #220, Longmont, CO 80501-6585
U.S.A.
电话 1-303-651-3412 传真 1-303-651-6816
・ HOUSTON OFFICE（休斯敦分部）
14550 Torrey Chase Blvd., Suite #210 Houston, TX 77014-1022
U.S.A.
电话 1-281-586-9589
・ AUSTIN OFFICE（奥斯汀分部）
5316 Highway 290 West, Suite 350 Austin, TX 78735-8941
U.S.A.
电话 1-512-258-1700
・ DALLAS OFFICE（达拉斯分部）
17330 Preston Road, Suite 170 A, Dallas, TX 75252-5796
U.S.A.
电话 1-469-828-0047

・ AYUTTHAYA FACTORY(大城府工厂)
・ WASHINGTON OFFICE（华盛顿分部）
150 Moo 5, Phaholyothin Road, Lamsai Sub-district, Wangnoi
318 East Main Street, Suite 202 Battle Ground, WA 98604
District, Ayutthaya Province 13170 Thailand
U.S.A.
电话 66-35-215-318, 66-35-214-716
电话 1-360-666-2445
传真 66-35-215-319, 66-35-271-744
・ MICHIGAN OFFICE（密歇根分部）
・ ROJANA FACTORY（洛加纳工厂）
2976 Ivanrest SW Suite 255 Grandville, MI 49418-1440 U.S.A.
NIDEC EUROPE B.V.
Rojana Industrial Park 2, 29 Moo 2, U-thai-Pachi Road,
电话 1-616-871-2933
Banchang Sub-district, U-thai District, Ayutthaya Province
[日本电产欧洲有限公司]
■ NIDEC VIETNAM CORPORATION
13210 Thailand
P.J. Oudweg 4, 1314 CH ALMERE, The Netherlands
[越南日本电产公司]
电话 66-35-746-683~688 传真 66-35-746-682
电话 31(0)36-760-3800 传真 31-36-548-1105
Lot No I1-N2 SAIGON HI-TECH PARK, Tan Phu Ward District 9,
■ NIDEC TAIWAN CORPORATION
NIDEC EUROPE SALES B.V.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台湾日电产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电产欧洲特賣有限公司]
电话 84-28-3736-0074,0075,0076 传真 84-28-3736-0073
Rm. 1001, 10F., No. 88, Sec. 2, Zhongxiao E. Rd.,
P.J.Oudweg 4, 1314 CH ALMERE, The Netherlands
■ NIDEC MOTORS & ACTUATORS(POLAND)
Zhongzhen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
电话 31(0)-36-548-1100 传真 31(0)-36-548-1105
[波兰日本电产电机与驱动器有限公司]
电话 886-2-2392-8220 传真 886-2-2356-9841
NIDEC COMPONENT TECHNOLOGY CO., LTD.
ul.Skarbowa 36, 32-005 NIEPOLOMICE, Poland
■ NIDEC MOTORS & ACTUATORS (GERMANY) GmbH
[日本电产配件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 48-12-297-27-00 传真 48-12-2972-702
[德国日本电产电机与驱动器有限公司]
36 Loyang Way Singapore 508771
■ Chaun-Choung Technology Corporation
Seewiesenstrasse 9, 74321 Bietigheim-Bissingen, Germany
电话 65-6540-0788 传真 65-6542-6562
[超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49-7142-508-3200 传真 49-7142-508-2750
URL http://www.nidec-nco.com/
No.184-3, Zhongxing N.St., Sanchong Dist.,
URL http://www.nidec-ma.com/
NIDEC LEROY-SOMER GROUP
New Taipei City 241, Taiwan (R.O.C.)
■ NIDEC (SHANGHAI) INT’L TRADING CO., LTD.
[尼得科利莱森玛集团公司]
电话 886-2-2995-2666 传真 886-2-2995-8258
[日电产（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oulevard Marcellin Leroy, CS 10015, 16915 Angoulême Cedex
■ NIDEC FIR S.r.l
中国上海市遵义路100号B座12楼
9, France
Via Roma, 19, 26041-Casalmaggiore (CR), Italy
1202号 邮编：200051
电话 33-5-45-64-45-64 FAX 33-5-45-64-45-04
电话 39-0375285111 传真 39-037541612
电话 86-21-8031-1600 传真 86-21-6441-0878
URL
http://acim.nidec.com/motors/leroy-somer/about-us/leroy-som ■ NIDEC (SHENZHEN) CO., LTD.
er
[日电产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Nidec INDUSTRIAL SOLUTIONS HQ
中国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4座601-604
Via Fratelli Gracchi, 39-20092 Cinisello Balsamo (MI),
邮编:518049
Italy
电话 86-755-2598-1929
电话 39-02-64451 传真 39-02-64454401
NIDEC MOTOR CORPORATION
[日本电产电机集团公司]
8050 West Florissant Avenue St. Louis, MO 63136 U.S.A.
电话 1-314-595-8000 传真 1-314-595-8045
URL http://acim.nidec.com/motors/

URL https://www.nidec-industrial.com
■

■

NIDEC GLOBAL APPLIANCE

・ JOINVILLE HEAD OFFICE
Rui Barbosa, 1020 – Caixa Postal 91,
89219-901,Joinville,SC,Brazil
电话 55-47-3441-2333

总部

0.3%

NIDEC ARISA, S.L.U
[日本电产Arisa有限公司]
Polígono Industrial Lentiscares, Calle Las Balsas 4,
26370 Navarrete, La Rioja, Spain
电话 34-941-287-520 传真 34-941-201-836

NIDEC GPM GmbH
[日本电产盖普美集团公司]
Schwarzbacher Strasse 28, 98673 Merbelsrod, Germany
电话 49-36-878-640 传真 49-36-878-64240
URL http://www.nidec-gpm.com/

・ CHONGQING BRANCH(重庆分公司)
中国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201号联合国际大厦19-20#
电话 86-23-6325-4207 传真 86-23-8903-6823

此处登载的仅为主要网点的公司名称。详细内容请参见日本电产官方网站的Global Map。

26

https://www.nidec.com/cn/worldwide/
本刊的发行基于截至 2020 年 5 月更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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