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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8年创业到今天，JUKI始终如一地面向全世界的产业界提供最高质量的产品

和服务，实现了持续的发展。贯穿JUKI80年的轨迹，成为发展原动力的正是“一切

为了客户”这一思想。

在不断创新的产品开发领域不断挑战，与此同时，提供解决方案服务，使客户工

厂的生产线的生产率得到飞跃式提升，以此为客户的价值创造做贡献。作为在全世

界180个国家拥有客户的全球企业，JUKI坚持发展与变革的DNA，今后仍会一如既

往地在全球发起创新性挑战。

不断前行的技术和创造力
智能解决方案

JUKI Smart Solutions
JUKI以最尖端的产品制造，托起人们的梦想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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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机器&系统事业
依靠超过2000种机型的缝纫机和系统，支持包括专业用到兴趣在内的所有的“缝纫”的事业。

产业机器&系统事业
是发挥长年培养积累的“产品制造实力”，依靠产品与系统、开发能力以及产品制造实力支持生产工厂的事业。

集团公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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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全世界广泛采用的 
JUKI产品提供维修支持和 
零部件供应的事业

面向在全世界180个国家得到采用的工业用缝纫机和产业

装置，提供消耗品和用于补充的零部件，通过售后服务，

让客户能够在更好的环境下使用产品的支持服务。

客户支持事业

提供能够激发家用缝纫者

创造性的产品的事业

是引入了工业用缝纫机性能的可靠的产品实力，凭借这种

实力支持舒适的缝纫生活的事业。举办各种创作空间，支

持客户广泛领域的兴趣层。

家用缝纫机事业

牵引缝纫机械行业的 
全世界最顶级的领头羊

事业

是以全世界份额最高的工业用缝纫机为中心，结合自动化

设备、IT系统等，为客户创建最佳的缝纫工厂提供帮助的事

业。依靠生产线解决方案服务，帮助客户提高生产率，实现

省人化和脱技能化，构建适合劳动的环境并提高质量等。

工业用缝纫机事业

是依靠综合解决方案服务

支持基板制造工厂的事业

以电子基板生产领域的表面封装设备和印刷机、检查机等

相关商品为中心，依靠追求了生产率和效率化的生产线解

决方案服务满足多样化生产需求的事业。

产业装置事业

支持数据输入的

专业 

 

依靠精工设计的输入系统，支持需

要处理大量数据的信息处理产业的

事业。满足人寿保险、银行等处理

大量信息的行业的需求。

数据处理装置

支持安全地行驶 

 

 

活用瞌睡驾驶警告装置及其数据，

促进安全放心的驾驶得以习惯化的

事业。为防止疲劳驾驶和减少交通

事故做贡献。

防止瞌睡驾驶警告装置

依靠“人才、设备、

方法、材料”的 

综合实力，支持 

制造公司的事业

JUKI集团内的各家公司发挥在生产

主要产品的过程中积累的开发、设

计、生产和生产管理的专业知识，

接受关于各种产品的开发、制造和

加工等委托的事业。

集团公司事业(受托开发、制造事业)

受托制造:
电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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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世界客户的创新作贡献
智能解决方案

JUKI Smart Solutions



●使用工业用缝纫机制造的产品

●使用家庭用缝纫机制造的产品

●使用产业装置制造的产品

●与集团公司事业相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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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JUKI产品制作的产品

使用JUKI产品，生产出我们生活需要的“产品”



●使用工业用缝纫机制造的产品

●使用家庭用缝纫机制造的产品

●使用产业装置制造的产品

●与集团公司事业相关的内容

航天服

游泳衣

牛仔服装

女装

内衣

领带

公文包

汽车座椅

安全气囊

安全带

裙子

高尔夫包

帽子

童装

运动服

运动鞋
防止瞌睡驾驶警告系统

数码照相机

智能手机

导航仪

车用装置电路板

电脑

空调
LED照明

平板电脑

路由器

饭盒袋

手提袋

童装

环保袋

沙发

婴儿车

衬衣

套装

皮鞋

书包

连衣裙

手提包

针织服装

液晶电视机

微波炉

音响

洗衣机

冰箱

电饭煲

吸尘器

TV游戏机

信号灯

录像机

复合机械

布艺产品

缓冲垫

CT扫描

人工关节

大
减
价

咖啡店

7何谓JUKI：使用JUKI产品制作的产品

何
谓
Ｊ
Ｕ
Ｋ
Ｉ



JUKI株式会社
董事长

清原 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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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今年1月启动的中期经营计划“Value up 2022”，JUKI正式开始提升企业价值的举措 
关于JUKI的中期愿景和发展战略，6名年轻职员采访了清原总裁。

―2016年度的合并业绩与上一年度相比呈现减收减益，

请问清原总裁如何考虑经营环境和业绩。

关于外部环境，除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因素之外，在全世

界各地，地缘政治风险有所抬头，这些对于JUKI立足的缝

纫产业和产业装置市场来说都是负面因素。从内部来看，

新产品未能按照计划发布，同时销售公司和代理店在面向

解决方案服务营业进行转型方面也需要时间，这些因素导

致了减收。在这一年里，面向未来发展的各种课题浮现了

出来。

―另一方面，库存和有利息负债较少了，我们认为财务

方面和经营机制方面都有了坚实的进步。请您谈谈这方面

的成果。

2 0 1 6年度有很多不错的动向。首先有利息负

债，与上一期相比，成功地实现了大幅削减。 

在生产据点机动灵活地对生产数量进行了管理并实施了较

为细致的订单管理，此外还运用了供应链管理，这些措施

有效地压缩了库存，我们确信JUKI的财务体质和以前相比

有了长足的进步。

第2是通过向市场投入新产品和服务，扩大了事业领域，

◯专访

并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在产业装置市场扩大了自动仓库的

销售，在缝纫市场扩大了非服装领域等等，我们推进了符

合时代要求的事业组合构架。集团公司事业和零部件事业

也开始采取各项措施，紧随缝纫机械和产业装置不断发展。

第3是机器人和自动化项目启动，JUKI的创新性提案得

到市场认可，从年轻员工到中坚力量、以及专业性较高的

开发人员，大家齐心协力构建了能够不断发起新挑战的环

境。

然后第4是国际员工（海外子公司员工）大显身手。以

JUKI新加坡公司为核心，国际员工站在营业的第一线，开

展无国界的活动，扩大了业务的可能性。我相信上述成果

将有助于JUKI今后的发展。

―从2017年度开始，“经营的框架”发生了变化。请问

变更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

为了迅速且准确地应对事业环境的变化，确立能够实现

持续性高收益的事业结构，从本次中期经营计划开始变更

了经营的框架。

第一，关于事业领域，将原有的各个事业重新整合为 

“缝纫机器&系统事业”和“产业机器&系统事业”。让组

织呈现大框架特色，从以往的立足于机械单品的营业转变

年轻员工的未来志向

决定了中期经营计划的方向性

董事长专访

通过在全球拓展创新事业 
与客户一道扩大JUKI的企业价值，共同发展。



为可以凭借生产线解决方案服务提供产品，同时也可以针

对系统进行提案。为了向公司内外彰显这一“姿态”和 

“战略”，我们将领域名称改为“&系统”。

在此基础上，针对缝纫机器&系统事业和产业机器&系统

事业，全面发挥产品、设备和人才等各类资源的作用，构

建了合理的体制，强有力地推进有助于客户省力化和省人

化的智能决策方案服务。

第二，作为不同岗位人事制度的一环，以再雇佣者、合

同制员工和小时工为对象，启动了全新的专业员工制度。

包括女性在内，老资格员工和年轻员工等的工作生活平

衡，也就是所谓“工作与生活协调发展”的观点呈现多样

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JUKI应充分认识到员工职业意识

与生活环境的不同，构建合理的环境，让工作方面的能力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JUKI目前正在实施中期经营计划“Value up 2022第一

阶段”，对象期间为2017年度至2019年度的3年。请告诉

我们计划制定的背景与目标。

在针对“Value up 2022”进行决策的过程中，从研讨阶段

就让支持新一代发展的年轻员工参与。以六年后（2022）的

成功为目标，制定今后3年的方针，年轻员工也提出了

相关的建议。将“能够在21世纪生存发展的全球创新

（革新性）制造业企业”作为长期愿景，分别制定了2022

年和2019年的愿景。首先将6年后的2022年的愿景定为 

“客户与JUKI一道通过产品和服务提高企业价值的制造业

企业”。在此基础上，“Value up 2022第一阶段”，也

就是2019年的愿景为“得到客户认可的不断提供高质量产

品与服务的企业”。关于到2019年之前的本次中期经营计

划，就是要以该愿景为指引，向全世界的客户提供“感动

与安心”，以此让客户与JUKI都是先发展。

―我们认为在各个愿景和“JUKI”行动指南方面都倾注

了清原总裁的满腔热情。

从1938年创立到今天，JUKI作为以全世界为舞台，发

展事业的全球企业，已成为在各种领域推出创新的技术开

发型企业并不断成长。我们具有全球性，同时，也具有以 

“自动切线缝纫机”为代表的创新性，这是JUKI不可动摇

的DNA，也是发展的原动力。

坚持在全球范围内创新的经营姿态，其目的是面向所有

的利益相关者传递JUKI独一无二的价值。JUKI的事业的目的

是让客户的生产率和质量得到提高。也就是说，为客户提

董事长

清原 晃

2013年入职

林下 祥子

2010年入职

杵淵 直树

2013年入职

平山 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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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价值作贡献，以此实现JUKI自身的不断发展。我们将JUKI

应该发挥的这些作用和我们的决心作为“JUKI行动指南”

规定了3个承诺。

首先，作为面向客户的指南，我制定了“不让全世界的

客户的生产线停止”的内容。为了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生

产线，使客户不因为故障等原因停止生产线，必须追求优

秀的QCD水平，这是一个承诺。第二，作为面向股东的指

南，我们制定了“必须实现目标（Never give up）”的内

容。其意思是关于事业计划及其结果，我们对股东进行承

诺。第三，作为每个员工工作基本要求的指南，我们制定

了“遵守经营的5S和JUKI集团员工行为规范‘10条’”的

内容。其意思是每个员工都作为中长期愿景和中期经营计

划的主人公，遵守纪律，实践工作方式改革，并承诺为客

户和股东作贡献。

―关于根据JUKI行动指南制定的“Value up 2022第一阶

段”的5个基本方针，请您做一些介绍。

首先，第一个是“培育和活用能够实现愿景的全球创新

（革新性）型人才”。之所以将其摆在5个基本方针的第

一个是有意义的。JUKI如果想要作为全球制造业企业实现

发展，就需要每个员工具备全球化的视点和创新的感性。 

2012年入职

下田 KAHORI

2009年入职

丸山 刚志

2011年入职

杉山 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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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中期计划

2022年
目指す姿

现状

2019 2020 2021 2022 年201820172016

2018–2020中期计划

2019–2021中期计划

2020–2022中期计划

放眼6年后（2022年）

瞄准3年后（2019年）的姿态 2022年
瞄准的姿态

2019年
瞄准的姿态

〈长期愿景〉能够在21世纪生存发展的全球创新（革新性）制造业企业

新中期计划的思考

3年间瞄准改变
难度大的改革

每年对3年计划进行滚动
（修正），务必于2022年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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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5
4

3

Value up 2022第一阶段（2017-2019） 

五大基本方针

培育和活用能够实现

愿景的全球化创新

（革新性）型人才
构筑智能业务基础

以未来为导向，

创造并加强业务

类别通过强化财务体质

提升自有资本

强化解决方案营业领域

的价值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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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向客户提供智能决策方案的提案。作为提案者，我们

自身有必要让业务的内容和手法智能化。追求具有更大附

加值、更高生产率的业务的模式，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 

“工作方式改革”。管理也会支援员工的意识改革，为此

我们将倾尽全力完善适合于工作的职场环境以及人事制度

等。积极雇佣女性职员、老年员工以及年轻员工，以此推

进多样化，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日本与海外子公司的人才

交流。

第二个是“构筑智能事业基础”。这一点存在一些课

题。我感觉有必要通过供应链的高度化实施整体工厂的改

革。JUKI向全世界超过180个国家的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

为了成为始终得到客户信赖的企业，有必要通过提高生产

率和改革物流等举措努力使交货期得到进一步缩短。

第三个是“加强解决方案营业方面的价值创造能力”。 

迄今为止，JUKI主要是针对缝纫工厂的客户，提供以工业

用缝纫机和零部件为核心的产品。JUKI的事业还包括运输

装置和系统等。除了在工业用缝纫机的顶级领域培育积累

的技术和专有知识，还必须加上能够提高生产线运作率、

收集和活用维修信息的系统等最新的自动化和数码化技

术，必须加速能够让客户打造智能工厂的进程。另外，AI

和远程控制等，提供先进服务的全新视点未来也是必不可

少的。

第四个是“通过强化财务体质提升自有资本”。构筑创

新技术和全球网络，发挥自我优势，开发有利于客户的产

品与系统，为此我们希望积极开展先行投资。为了这一

点，我们在本次中期经营计划期间，计划在2019年逐步将

自由资本比例提高到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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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up 2022第一阶段（2017-2019） 

五大基本方针

培育和活用能够实现

愿景的全球化创新

（革新性）型人才
构筑智能业务基础

以未来为导向，

创造并加强业务

类别通过强化财务体质

提升自有资本

强化解决方案营业领域

的价值创造能力

最后第五个是“以未来为导向，创造并加强事业类别”。

除了缝纫机械、产业装置等现有事业外，作为第三支柱，

开始着手集团公司事业，销售额一直在85亿日元前后徘

徊。不过2017年度或将有望突破100亿日元大关。今后将

继续活用JUKI集团拥有的精密加工技术和集团间网络，开

始与能够代表日本的大型客户开始事业往来，并进一步开

拓新客户。此外，客户支持事业是第四个支柱。我们将积

极应对全球企业的世界投资和零部件需求的多样化与高度

化。关于第五个支柱，我们期待在本次中期经营计划的3年

中，JUKI在全球通过转变为创新型公司的努力，在广大员

工中得到创造。

―最后，请您谈谈对于当前的环境认识和JUKI的良好发

展环境有何想法。

IoT与AI让产业结构得到变革的“技术革新时代”到来

了，在全世界各地的缝纫和电子生产据点，面向智能化的

设备投资日趋活跃。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这种动向，并将

其转变为商业机遇。营业、开发、制造和管理等所有部门

的员工都必须立足全球化视点和凭借创新的感觉抓住时代

趋势，同时必须将其反映到产品与服务中去。世界各地，

设备投资正在增长，全世界的客户都需要JUKI，另一方

面，无法充分满足这一需求的市场仍大量存在。现在，我

们一刻都不能止步不前。让我们扎实推动“Value up 2022

第一阶段”的工作，努力为全世界的客户提供“感动与安

心”吧。

13何谓JUKI：董事长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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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 ▶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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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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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

面向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创造

员工 ▶P.42
●具有活力的组织和风尚

●提高员工满意度

等

社会 ▶P.41
●与地区社会的交流

●尊重他国文化，为当地

发展作贡献

●努力改善环境问题

等

股东和投资者 ▶P.41
●改善财务体质

●提高股东价值

●稳定的股息分配

等

交易商 ▶P.40
●共存共荣

●构建相互切磋，共同成

长的关系

等

客户 ▶P.38
●为提高竞争力

●推出综合性解决方案

服务

●全球化支持

等

创新（革新性）  且具有活力的企业

强化产品竞争力

● 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

● 开发与生产具有价格竞

争力的产品

扩大增长投资

● 以尖端开发为目的的

积极投资

● 以生产现场智能化为目

的的设备投资

●以培育人才为目的的
投资

提高收益能力

● 构建智能事业基础

● 降低产品成本

● 强化财务基础

坚固的事业基础

● 扩大高利润率事业领域

● 开拓增加新客户

集团公司事业 
▶P.26
集结日本制造集团公司

高度的技术实力，力争

创造新价值的事业

产业装置事业
▶P.22
以表面封装装置为核心，

支持全世界电子产业的事

业

家用缝纫机事业
▶P.20
支持从兴趣到制作的舒

适的缝纫生活

工业用缝纫机事业
▶P.16
助力全世界所有缝纫产业

（衣服、鞋、包、沙发等）

的JUKI的主干事业

JUKI的事业

客户支持事业
▶P.28
对活用于全世界180个

国家的JUKI产品提供维

修支持和零部件的事业

三大“经营重点”

质量经营的进化

创新且具有活力的人与企业发展

全球化经营的进化

14 何谓JUKI：JUKI的企业价值创造

JUKI的企业价值创造流程（商业模式）
JUKI立足三大“经营重点”，针对客户、交易商、股东和投资者、社会以及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不断采取措施创造企业价
值。同时，依靠JUKI的发展周期，实现创新且具有活力的企业，同时采取各种举措进一步提高JUKI的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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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EWING
MACHINES
BUSINESS

新兴重机工业有限公司

JUKI (HONG KONG) LTD.

JUKI MACHINERY VIETNAM CO.,LTD.

JUKI (株)大田原工厂

JUKI CENTRAL EUROPE SP.ZO.O. 

JUKI (VIETNAM) CO., LTD.

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JUKI SINGAPORE PTE. LTD.

JUKI INDIA PVT.LTD.

JUKI MACHINERY BANGLADESH LTD.

JUKI AMERICA, INC.

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JUKI 松江(株)

JUKI 销售(株)

主要制造据点

主要销售据点

工业用缝纫机的制造和销售据点

16 JUKI的事业：工业用缝纫机事业

工业用缝纫机事业



17JUKI的事业：工业用缝纫机事业

1. 用一个品牌构建生产线
J U K I的工业用缝纫机的产品阵容达到大约2 0 0 0种机

型。关于这些种类，根据缝纫的素材和用途不同，

可以用一台设备完成布料用、针织用、非服装用等

多个工序，类似于这样的

自动机等是多种多样的。 

依靠追求了缝纫品质、脱技能

和生产率的广泛的产品阵容，

提供能够实现符合客户需求的

最大限度效能的解决方案服

务。

2.  构建符合客户单独需求的智能工厂
除了丰富的产品阵容以外，负责补充手工作业的机器人的

活用和自动化装置等也得到了具体化。此外，用网络连接

缝纫机，可以实时确认各台缝纫机的工作情况，可以利用

远程控制进行生产管理。JUKI应对客户的“大规模定制“，

将最佳的产品和系统作为生产线解决方案提供，实现工厂

的智能化。

3. 依靠稳定的质量和支持提供安心
JUKI拥有依靠超过50年的活动业绩积累的丰富经验，凭借

这些经验针对客户工厂面临的各种问题，在世界各地配置

能够准确支持的专业团队。在

必须确保稳定的质量和生产

率的缝纫工厂，除了故障时的

应对之外，还开展技术指导、

研讨会以及提高生产率的咨询

等，依靠最强的客户支持服务

客户。

依靠覆盖180个国家的客户的网络，支持缝纫产业的 
“世界最高份额”事业

从发布最尖端趋势的高级品牌到休闲时装产品、体育用

品、汽车座椅等，在伴随着缝纫的所有领域，实现产品

的“缝纫”，广泛支持全世界缝纫产业的JUKI的工业用缝

纫机。

直线缝纫、 Z字型缝纫、加装纽扣等以各种专

业缝纫为目的的缝纫机、能够灵活应对缝纫小配

件和素材变更等的数码缝纫机、用一个开关进行

多个工序的自动机械缝纫机等，能够依托广泛的

产品阵容，用一个品牌总括整个缝纫生产线。 

此外，灵活运用IoT，用网络连接这些设备，以此构筑能够

进行高次元工厂管理的系统。

JUKI在“智能解决方案”这一关键词的引导下，依靠革

新性且高精度的技术，满足客户的愿望，将这些作为生产

线解决方案进行提案，并解决客户的课题。

Customer Solutions

新兴重机工业有限公司

JUKI (HONG KONG) LTD.

JUKI MACHINERY VIETNAM CO.,LTD.

JUKI (株)大田原工厂

JUKI CENTRAL EUROPE SP.ZO.O. 

JUKI (VIETNAM) CO., LTD.

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JUKI SINGAPORE PTE. LTD.

JUKI INDIA PVT.LTD.

JUKI MACHINERY BANGLADESH LTD.

JUKI AMERICA, INC.

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JUKI 松江(株)

JUKI 销售(株)

主要制造据点

主要销售据点

直接驱动高速单针自动切线缝制

系统

DDL-9000C

微油式、筒形单面装饰扁平缝缝

纫机

MF-7900D

单针自动鞋带环安装缝纫机

AB-1360

单针CNC缝纫机

AMS-251

Products

布料

针织

非服装类

自动机

Ｊ
Ｕ
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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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 集团缝纫工厂

缝纫公司

Cloud
DB

顾客
DB

工序管理
DB

型号
DB

库存
DB

数据积累

营业担当

接受
订单

AGV

出货

资材仓库

布料入库、检查布卷、
辅材入库

样品室

订购样品资材、
检查布料、工序分析

裁断

图案标记、分级、拉伸、
裁断、分选

完工

检查、包装

产品仓库

成品缝纫生产线
工序分析、工序组合、
设备调节、布局变更

缝纫工厂

服务器

数码缝纫机

改善活动
能够实施
生产分析

掌握生产状况

用网络连接

现有缝纫机

数码缝纫机 自动机 机器人缝纫 缝纫管理系统软件自动化装置缝纫管理
系统软件
（自动搬运装置AGV）能够让“缝纫接头”的调节功能

数码化，依靠数值进行记忆的缝

纫机。能够让调节后的数据记忆

在装入了专用APP的平板电脑

上，可以向其他缝纫机传送。通

过这一手段，可以在较短时间内

实施以前凭借感觉和应验进行

的缝纫调节，实现缝纫数据共享

化，并让管理变得容易，有利于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质量的稳定

化。

配备了多种型号的缝纫机，能够

对人员手动进行的人工缝纫、用

剪刀进行的切割作业、布料的折

弯、抽皱等多个工序进行全自动

化管理。包括只要安装布料，就可

以自动根据记忆的缝纫模式进行

自动缝纫的缝纫机，自动进行切

割、缝纫和折弯等操作的缝纫机

等，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脱技能

化。

将缝纫机安装在机器人臂上，在

汽车的仪表板上用3D缝纫设计

针迹等，我们正在开发运用了机

器人的缝纫技术。如果属于缝纫

重量较重，缝纫面积较大且立体

的情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这是

非常繁重的劳动，且需要娴熟的

缝纫技术。JUKI依靠创新性技术

为各个客户服务。

让缝纫机连接于网络中，就可以对各个缝纫机的工作信息等设备数据进行

实时可视化管理，能够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改善各项活动。如果使用数码缝纫

机，就可以实施系统与缝纫机之间的双向通信，在更换步骤时，可以在缝纫机

上下载缝纫控制信息。今后计划增加预期管理和可追溯性等活用了“信息“

的支持内容。

让曾经依靠人工的缝纫工厂内的

搬运操作实现自动化的装置。裁

断后的零部件（布料）和悬挂的

缝纫品以及成品等，在工序间自

动搬运。通过与生产管理系统的

联合，构筑能够在“必要的时候”

将“必要的数量”送至“必要的场

所”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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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缝纫机事业

依靠先进技术让客户的缝纫事业更加进化

针对客户面临的各种问题，JUKI依靠产品的进一步进化

和系统化、IoT的活用等创新性举措，开展各项活动帮助客

户构建最佳的工厂生产线。

JUKI建议的缝纫工厂的智能工厂

提供在缝纫的前工序使用的

打印机、复写机、自动裁断

机、粘合机等设备。通过连

接打印～裁断～缝纫等工

序，使得一站式生产线解决

方案服务成为可能。

数码缝纫机能够灵活应对缝纫小配件和素材的变更等，以

此为中心，除了可以依靠一台完成多个工序的大量的自动

缝纫机以外，还活用了能够补充人员手工操作的机器人

等，以此实现生产率的提高、省人化、脱技能、便于劳

动、质量提高以及省空间化。此外，活用IoT，用网络将生

产工厂内的设备连接起来，让能够进行高次元工厂管理的

系统实现产品化。JUKI创新了数字缝纫系统和自动机械、

生产管理系统，并进行了综合性生产，以此实现符合各个

客户的需求的智能工厂。

 提供缝纫工序以外的产品

JUKI建议的智能工厂

客户面临的课题

提高生产率

劳动便利性

省人化

提高质量

脱技能

省空间化

Quality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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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一手段，可以在较短时间内

实施以前凭借感觉和应验进行

的缝纫调节，实现缝纫数据共享

化，并让管理变得容易，有利于

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质量的稳定

化。

配备了多种型号的缝纫机，能够

对人员手动进行的人工缝纫、用

剪刀进行的切割作业、布料的折

弯、抽皱等多个工序进行全自动

化管理。包括只要安装布料，就可

以自动根据记忆的缝纫模式进行

自动缝纫的缝纫机，自动进行切

割、缝纫和折弯等操作的缝纫机

等，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脱技能

化。

将缝纫机安装在机器人臂上，在

汽车的仪表板上用3D缝纫设计

针迹等，我们正在开发运用了机

器人的缝纫技术。如果属于缝纫

重量较重，缝纫面积较大且立体

的情形，对于操作人员来说这是

非常繁重的劳动，且需要娴熟的

缝纫技术。JUKI依靠创新性技术

为各个客户服务。

让缝纫机连接于网络中，就可以对各个缝纫机的工作信息等设备数据进行

实时可视化管理，能够通过分析这些数据改善各项活动。如果使用数码缝纫

机，就可以实施系统与缝纫机之间的双向通信，在更换步骤时，可以在缝纫机

上下载缝纫控制信息。今后计划增加预期管理和可追溯性等活用了“信息“

的支持内容。

让曾经依靠人工的缝纫工厂内的

搬运操作实现自动化的装置。裁

断后的零部件（布料）和悬挂的

缝纫品以及成品等，在工序间自

动搬运。通过与生产管理系统的

联合，构筑能够在“必要的时候”

将“必要的数量”送至“必要的场

所”的机制。

19JUKI的事业：工业用缝纫机事业

JUKI建议的缝纫工厂的智能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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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用缝纫机的综合厂商，在家用缝纫机、职业用缝

纫机、小型拷边缝纫机、布艺用长臂缝纫机等全部领域，

开发并销售采用了工业用缝纫机领域积累的高精度技术的

产品。具备丰富的产品阵容和高质量缝纫功效以及使用方

便的操作性，从业余人士到专业人士，深受广大用户的好

评。我们今后将立足客户视点不断发展事业，让广大用户

都能感受到缝纫的喜悦。

20 JUKI的事业：家用缝纫机事业

依靠支持创造性的缝纫机， 
与具有较高兴趣的客户(家用缝纫者)创造全新乐趣

HOUSEHOLD
SEWING
MACHINES
BUSINESS

Products

家用缝纫机事业

电脑缝纫机

HZL-DX7

小型包缝机

MO-114D

职业缝纫机

TL-2010Q

电脑缝纫机

HZL-G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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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靠的产品与技术
执着于缝纫机的本质“缝纫接头”，提供更高品质的“缝

纫”。除了厚布料和超越段部的缝纫以外，即便是细致入

微的针基线变更或是缝纫途中，也可以简单并顺利地对缝

纫接头长度和振幅进行调节。设计了缝纫接头的“布艺”

作品也能够完美完成。

3．覆盖全世界的销售和技术支持
活用覆盖全世界的工业用缝纫机的销售和技术网络，为客

户提供支持。除了产品的用法和维护方法以外，还针对缝

纫机的结构和缝纫接头的美丽制作方法等，举办各种研讨

会，提供“安心”。

TOPICS
与缝纫作家合作的制作间

将缝纫机制作的兴趣层分为洋服裁剪、COSPLAY、玩偶衣装、

小饰物、艺术、针织和布艺等领域，与各个领域的专业作家一

道，共同举办符合各个需求的内容的制作间间。

JUKI负责提供举办会场和缝纫机，根据参加的各个人士的缝纫

机操作水平提供相应的支持。

2017年上期，在洋服、COSPLAY、玩偶衣装、小饰物、布艺等

领域，与各个作家合作举办了制作间，众多人士响应参加。

依靠缝纫机支持“andMade”
利用工业用和家用缝纫机支持株式会社古馆制作创作的“and-

Made.kitasando”。JUKI的职业用缝纫机得到了来自创作人士的

良好评价。在这样的背景下，该设施基于对培育支援在创作世界

大显身手的人才这一理念的共鸣，以职业用缝纫机为核心，依靠

在服装制作的专业现场活用的各种正式的缝纫机，开展支持活

动。

＊所谓andMade.kitasando 是指

这是于2017年4月在东京北参道开张的专注于服装创作的日本最大规模会员制构

想空间。除了JUKI的缝纫机以外，还配备了纺织品打印机、激光切割机、UV打印

机、裁断机、3D打印机等器材。

2．利用制作间展示缝纫机的乐趣和用法
为了让大家了解缝纫机的操作方法和各种功能的使

用方法、创作作品的乐趣，在全世界各地举办并支

持手提包和小饰物、制作布艺的制作间。活用JUK I特

有的便利功能，推广适合各类兴趣层人士的缝纫。 

Customer Solutions

作为艺人和设计师的筱原友惠女士也实

际展示了自己设计、并用JUKI的缝纫机

制作的连衣裙和配套的绸带的制作。

这是4月28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用了

大约不到20分钟时间，通过作为古馆

伊知郎先生的代名词的快速演讲，介绍

了“andMade”的概念和设备等。

（后边的架子上的缝纫机全部是JUKI产

品）

这是与玩偶衣装作家的MOMOLITA（小

森桃子）老师共同举办布莱丝娃娃用的

水手连衣裙制作间（2017年4月举办）

这是与Pattern Label的YU-KA老师共同举 

办的令人惊叹的缝纫课程“使用带窝边

图案纸制作口袋纸巾罩子”。（2017年5

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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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ASSEMBLY
SYSTEMS
BUSINESS

JUKI产机科技(株)

JUKI SMT ASIA CO., LTD.

东京重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JUKI AUTOMATION SYSTEMS(株)

JUKI AUTOMATION SYSTEMS GMBH.

JUKI INDIA PVT.LTD.

JUKI AUTOMATION SYSTEMS INC.

主要制造据点

主要销售据点

22 JUKI的事业：产业装置事业

产业装置的制造和销售据点

产业装置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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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综合性解决方案支持基板生产工厂

高速智能模块式贴片机

RS-1

3D基板外观检查机（AOI）

RV-2-3D

精巧.高效能.通用挿件机
JM-20

智能仓储管理系统 

ISM-3600

不仅是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和丰富的电化及电子产

品，还包括制造这些产品的产业用机器人和装置，植入所

有的产品，发挥这种产品头脑作用的就是“电子回路基

板”。

作为基板生产装置的综合厂商，JUKI进行各种先行研

究，旨在开发能够领先市场需求的产品，通过各种实验和

积极的修理服务等，对客户进行支持。

JUKI瞄准的不仅仅是产品本身，而是负责提供“综合性

解决方案”，旨在让客户制造生产线整体或是楼层整体的

生产率得到提升。依靠紧扣客户需求的基板生产装置的产

品阵容、与装置联动收纳供应电子零部件的自动仓库，以

及对这些进行统合并实施生产管理的系统等，为日新月异

不断发展的电子行业的客户提供服务。

3. 积极的售前售后服务
除了定期维护和零部件更换等维修检查之外，如果发生

了故障，365天都会在24小时以内采取措施，以此为目

标开展快速的修复作业。在产品采购之前，也会实施

符合客户生产需要的制造

生产线的提案与面向基板

的搭载试验、讲习会等，

依靠售前售后服务，向全

世 界 的 客 户 提 供 方 心 。 

1. 应对变种变量生产的封装全套阵容产品
无需根据生产品种和生产量的变化，切换至其他类型的装

置或进行贴片机头更换，就可以构筑最佳封装生产线的贴

片机，以此为核心，防止不良基板流出的高速3D检查机

等，依靠印刷机、贴片机、检查机的全套产品阵容，为多

样化生产的变化提供智能服务。

Customer Solutions

2. 支持楼层整体的管理并提高生产率
从零部件入库到成品出库，支持楼层整体的改善与提高生

产率，这就是JUKI的综合性决策方案。封装工序后的手工

操作的自动化、电子零部件的自动保

管管理产品、为生产计划的实现作

贡献的系统软件等，依靠不断发展的

解决方案提高楼层整体的生产率。 

JUKI产机科技(株)

JUKI SMT ASIA CO., LTD.

东京重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JUKI AUTOMATION SYSTEMS(株)

JUKI AUTOMATION SYSTEMS GMBH.

JUKI INDIA PVT.LTD.

JUKI AUTOMATION SYSTEMS INC.

主要制造据点

主要销售据点 Products

保管管理电子零部件的自动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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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板制造工厂

24 JUKI的事业：产业装置事业

符合生产流程的JUKI的智能工厂提案

8  吸嘴清洗机

3  X线盘带料计数器

5  输送带 6  选择性焊接

1  封装综合系统软件 
2  自动仓库

7  自动化装置

4  贴片工程装置

产品阵容强大，包括搭载了JUKI独一无二的机械的印刷机、检查

机、芯片贴片机、泛用贴片机等（回流装置除外）。根据搭载的电

子零部件的高度，让头的零部件认识感应器的高度可变，而无需头

更换的贴片机等，依靠强大的产品阵容，包括变种变量生产在内，

为提高封装生产线的生产率作贡献。

贴片工程装置 4

这是自动插入和搭载的装置，主要针对在封装生产线

上难以自动搭载，在后工序上需要以人工操作方式手

动插入的大型零部件和重量零部件以及搭载难度较高

的零部件。

自动化装置 7

元件入库

维护
生产状况
一并管理

生产计划、
程序制作

贴片工程

実装統合システムソフトウェア

产业装置事业

让基板制造工厂的设备与工厂整体结合的 
JUKI的综合性解决方案服务

零部件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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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选择性焊接

7  自动化装置

除了贴片机和自动仓库、连接其他装置的封装生产线生产

管理以外，可以依靠与客户主干系统的结合，在楼层整体

提高生产率。

封装综合系统软件

実装統合システムソフトウェア

 1

这是自动保管管理在基板制造工厂使用的多品种大批量电

子零部件（带卷轴等）的装置。在温度湿度管理方面具有

优越性，能够安全保管电子零部件，同时可以依靠封装综

合系统JaNets，根据生产状况自动出库零部件等，为零部

件的供应管理与基板生产的效率化作贡献。

自动仓库 2

这是用X线检查的方式对盘带料内

的电子零部件数量进行计数的装

置。能够高速且高精度地正确计

算，让电子零部件的库存管理变

得容易。

针对在后工序使用自动化插件或

搭载的元器件，部分的进行自动

焊接的装置。

这是针对生产线进行基板送入或

取出的装载机以及卸载机，将基

板送到下一个工序的各种基板输

送带等装置上，提高生产率的装

置。

这是贴片机吸取及搭载元件吸嘴

的清洗的装置。让吸嘴处于良好

状态，提高贴片质量和生产率。

X线盘带料计数器 3

选择性焊接 6

输送带 5

吸嘴清洗机 8

完成品 
出库

JUKI的智能解决方案相关领域

后工序 组装、包装工序

盘带料摄影示意图

选择性焊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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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集合了制造业公司产品制造能力的事业。从作为主

力产品的工业用与家用缝纫机、贴片机的设计与开发到在

零部件生产、产品组装过程中培育的开发能力以及精密加

工、冲压与板金加工、生铁铸造物、精密铸造以及模具制

造等，具备广泛且先进的产品制造实力。JUKI集团公司事

业就是将这些产品制造技术进行深化与重组，作为客户期

待的零部件与套件产品进行具体化的事业。

受托开发和制造事业

凭借“技术人员”+“开发与制造装置”+“开发与生产专业知识”+ 
“材料”这四大综合实力为制造业客户服务。

JUKI 产机科技(株)

（株)铃民精密工业所

JUKI 松江(株)

JUKI 广岛(株)

JUKI (株)大田原工厂

JUKI (VIETNAM) CO., LTD.

JUKI (株)总公司（统括管理)

JUKI 会津(株)

JUKI 金属(株)

26 JUKI的事业：集团公司事业

防止瞌睡驾驶警告装置

支持驾驶员的安全行驶
防瞌睡装置有助于防止疲劳驾驶，并有助于降低交通事故。

在驾驶座椅上装有感应器垫，垫中内置的感应器会随时捕捉并

分析驾驶员上身发出的生命信号。判断驾驶员的疲劳程度，当注

意力下降或身体状况聚变（瞌睡预兆信号等）时，会用画面和声

音警告。另外，使用名为“HUTACHO”的专用软件将这个数据输

入电脑，就可以分析驾驶期间驾驶员的紧张、集中、清醒水平的

降低和疲劳程度。

GROUP
BUSINESS

集团公司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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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够进行机械控制的开发与设计
能够以在贴片机的开发与设计

环节中培育的技术为基础，进

行机械控制的开发与设计。 

集中了机械工学、电子工学

和软件领域的众多人才，凭借

灵活的构思能力创造产品。

2.  集结JUKI与JUKI集团产品制造能力 
(开发与制造能力)

所有据点取得ISO9001。拥有超过50年的产品制造历史，

同时融入科学分析方法，实践彻底的高效化与排除浪费。

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生产、优质的产品制造和高质量产

品。

3.  全面活用“人才、设备、方法、材料”， 
提供高附加值产品 
(材料→加工→组装→成品)

取得多种国家资格的技术人员运用MC、铸造、研磨、涂装

等多样化技术，依靠符合客户需求的多选制造完成产品。

包括资材调度、制造和组装在内，一站式提供全部工序。

Customer Solutions

机械
机构、驱动、机械外壳

机电一体化
【产品】

电子回路
感应

计算机
软件

受托 交货

套件设计与生产的一贯制受托

套件生产的一贯制受托

零部件制造

数据处理装置

专门进行信息处理的JUKI独一无二的系统
输入输入系统装置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装置，能够迅速输入数值

和文字等大量数据。

人寿保险、银行等需要处理大量信息的行业的“机密信息和个

人信息保护”、“与OCR处理合作的图片输入效率提升”、“使用了

高速通信设施的免输送”等，为了适应信息处理产业的需求，正

在加快强化处理功能，开发减少人为错误的装置。

●  发挥长年培育的开发能力和制造能力， 
接受产品开发与制造的委托（JUKI产机技术）

●  融合2家公司的技术力量接受零部件制造委托

●  依靠2家公司合作，接受委托生产具有成本竞争力
的零部件

机电、电子、软件的综合开发能力

汽车领域的

零部件生产

产业用机器人

零部件制造

医疗器械的套件和零部件的

开发与生产

铸造物铸造技术

（JUKI金属）

失蜡制法

（JUKI (VIETNAM)）

加工与涂装技术

（JUKI松江）

检查技术

（JUKI会津）

取得医疗领域的ISO13485

维护机制

融合了各个据点的开发与制造技术的受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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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贴片机制造领域培育的制造能力



工业用缝纫机

修理与技术指导

（销售公司、代理店）

24小时以内的

迅速修理支持

定期装置维护

产业装置

工业用缝纫机 产业装置

缝纫咨询 搭载试验

各种讲习会

迅速的零部件供应

操作方法、保养指导

各种讲习会、训练

AFTER
售后服务

BEFORE
售前服务

客户

产业装置零部件中心
(JUKI产机科技株式会社）

产业装置零部件中心
(香港仓库）

工业用缝纫机零部件中心
(重机(宁波）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工业用缝纫机零部件中心
(大田原工厂）

28 JUKI的事业：客户支持事业

CUSTOMER
BUSINESS

依靠最强的客户支持和零部件供应， 
向全世界客户提供安心

这是准确把握作为JUKI主力事业的工业用缝纫机和产业

装置的客户需求，针对采购产品的客户，提供消耗品和补

充用零部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事业。旨在让客户在更好的环

境使用产品。

在工业用缝纫机方面，有大约10万种零部件在仓库，我

们具备合理的体制，能够及时地满足客户需要。此外，我

们积极建议客户准备预备用零部件，以此提高质量且不中

断生产。

在产业装置方面，开展与更换推荐零部件相关的提案活

动，以及返修等维护方面的提案活动，开展旨在防患于未

然的维护活动，以便使客户长久使用产品。

工业用缝纫机零部件中心（大田原工厂）

客户支持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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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迅速向全世界客户提供零部件的机制
无论是工业用缝纫机还是产业装置，为了在客户工厂使用

的生产资产，有必要让产品的不运行时间降到最小。由于

某种原因，发生机械故障，由于需要维修，即便只缺少一

个零部件，工厂生产线也会停止，并影响客户生产。

JUK I致力于完善零部件库存机制，以此让客户长期使

用本公司产品，同时，依靠全世界各家销售公司持有

的零部件库存，迅速向世界各地客户提供零部件。 

Customer Solutions

2.  安心最强的客户支持
为了能够及时修复停止的客户制造生产线，JUKI会对修理

技术人员的水平进行定期调查，在遍布全世界的据点配备

工作人员。

此外，除了技术层面的支持以外，还举办发挥了专业知识

的各种训练和研讨会，在软件层面也对客户提供支持。

更新工业用缝纫机零部件的网站

2016年7月，全面更新了工业用缝纫机的网站。

如果要阅览新网站，需要进行会员注册。能够较为容易

地从视觉角度检索产品零部件编号，因此，能够快速地查

找必要的零部件。此外，也会面向代理店的技术负责人和

缝纫工厂的维护负责人，介绍JUKI工业用缝纫机的新产品

信息和技术信息等。

JUKI AMERICA, INC.的零部件自动仓库

为了让客户长久使用产品，开展

维护活动，旨在掌握使用时间较

长的产品的状态，使其回到最佳

状态。能够延长设备寿命，提高

搭载精度的质量，确保安全性。

･工业用缝纫机零部件

零部件供应机制

零部件的接单发货窗口

中国调配零部件的发货功能

大田原零部件中心
（大田原工厂）

（据点，零部件库存点） （客户）

宁波精密
（中国浙江省）

JUKI MACHINERY 
BANGLADESH LTD.

JUKI SINGAPORE 
PTE. LTD.

JUKI MACHINERY 
VIETNAM CO.,LTD.

东南亚
非洲

JUKI AMERICA, 
INC. 美洲

JUKI CENTRAL 
EUROPE SP.ZO.O. 欧洲

JUKI ITALIA S.P.A. 意大利

JUKI 销售(株) 日本

JUKI MIDDLE EAST 重机(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中国

JUKI (HONG KONG)
 LTD.

香港

JUKI INDIA 
PVT.LTD. 印度

･产业装置零部件
零部件的接单发货窗口

仅限供应

香港仓库

产业装置零部件中心
（JUKI产机科技株式会社）

日本

韩国(销售商) 韩国

JUKI SMT ASIA 
CO., LTD.

亚洲

JAS. GMBH 欧洲

JAS. INC 美国

JUKI INDIA 
PVT.LTD. 印度

东京重机国际贸易
(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主供应路径

次供应路径

产业装置的防患于未然的维护活动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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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 株式会社总公司

JUKI (株)大田原工厂

JUKI 产机科技(株)

JUKI 松江(株)

JUKI CENTRAL EUROPE SP.ZO.O.

JUKI (VIETNAM) CO., LTD.

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JUKI AMERICA, INC.

为了应对客户要求的提高生产率、省人化、脱技能化、

劳动便利性、提高质量、省空间化等课题，不仅对产品单

体进行开发，还钻研自动机械和自动化系统，这就是JUKI

的技术开发。作为领袖企业，创生出众多的“世界首创”

的机构。

与最新的技术追求相结合，成为开发基础的是对产品的

使用便利性和节电等相关环境的考量。正是由于全天都在

运作，因此，我们希望制造出可以无疲劳使用的产品。除

了工厂的管理人员以外，JUKI的缝纫机也得到了来自现场

的使用人员的压倒性支持。

此外，为了快速应对海外客户的需求，在中国、越南、

美国和波兰都设立了开发据点，精准应对高水平要求。

30 JUKI的价值创造：技术开发实力

实践“客户至上主义”的先进的

技术开发实力

技术开发实力

TECHNOLOGY &
DEVELOPMENT
日本开发据点 海外开发据点



JUKI的技术开发
JUKI产品的大多数是生产财产，需要在世界各地的任何环境下都稳定运作。

为了在强度、安全性和耐久性等方面不发生问题，JUKI使用3次元CAD和最新的试验设备，假设发生力、热、振动、电磁放

射等各种物理现象，对此加以评估并反复实验。

31JUKI的价值创造：技术开发实力

用电子显微镜进行材料研究

使用静电试验设备的测试

贴片机的耐久试验

中间的就是JUKI的日塔隆 获奖的DDL-9000C

在EPMA进行元素分析

使用振动机实施振动试验

工业用缝纫机缝纫测试

发表会的情形

使用维氏硬度计的硬度试验

产品包装掉落试验

在半消音室进行噪音评估

获得texprocess award
DDL-9000C作为世界首创的能够保存缝纫条件等的缝纫

机，获得了texprocess Innovation award。这款缝纫机是

能够使用触摸面板或智能手机上的APP对丝张力和缝纫接

头长度进行保存的数码缝纫机。2017年5月，在德国举办

的texprocess上，德国经济能源部长向缝纫机械开发负责

人日塔隆颁奖。

举办“技术人员全年特别表彰”发表会

举办“全年特别表彰发表会”，由获奖人针对在2016年

度获奖的与开发相关的8个主题进行了发表。发表内容除了

成果以外，还有失败、如何超越付出的教训等，目的是让

技术人员能够横向发展。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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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的核心技术

JUKI的核心技术大多是直接与产品相结合的技术，让质量稳定，追求使用便利性，提高作业性，削减消费电力等。准确把
握多样化和高度化的市场需求，创生出符合全世界客户要求的充满魅力的功能。

工业用缝纫机的核心技术

数码控制

活用了缝纫接头调节的数码化和IoT的数据传送

针对以往依靠感觉和经验的输送齿轮高度、输送节距与轨迹、压脚压

力、上丝张力等五个“缝纫接头”的调节功能实施数据化，并能够使

用数据进行记忆的技术。调节后的数据可以使用放入了专用APP的平
板电脑进行记忆，可以运用近距离无线通信NFC功能，只要贴近面板
就可以将数码转送至其他缝纫机。缝纫生产线的缝纫机的设定变得容

易，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质量稳定化。

动态张力

为实现稳定的“缝制” 
对线张力进行动态控制

这是一种不断地优化上线和底线

的张力，实现漂亮稳定缝迹的技

术。细微地控制特殊的电磁阀的

电流，开闭线张力盘，产生最好

的线张力。常用于控制厚料、薄

料、伸缩性面料等、防止缝制故

障、控制图案缝制等各个方面。

在AMS中的电磁控制

防止绽线技术

防止缝制结束时 
绽线而打线结

这 是 一 种 在 缝 制 结 束 时 打

线 结 的 技 术 。 各 种 机 型 的

结构略有不同，但是在 J U K I
的众多缝纫机中均安装着。 
在扁平缝制缝纫机中，用专用的

线钩斜向拉线打线环，通过落针

打模拟性的线结。优化专用线钩

的待机位置、机针停止位置等，

以便控制时间。

MF-7900打线结的机构

DDL-9000C的数码控制

LK-1903BB的短残线结构

防止鸟巢、短残线技术

去掉抓线操作，提高面料背

面的缝制质量

这是一种为防止缝制开始时线缠

绕呈鸟巢状态，在缝制结束时极

短地切断缝线的技术。缝制开始

时用抓线装置捕捉上线，一直保

持到缝制结束。缝制结束时，在

通常的切线动作后，用短残线的

切刀机构切短缝制结束时的上线

底线和缝制开始时的上线，并且

吸取残线。

画像处理技术

使用画像处理对与程序数据之间的错位量进行修正， 
并对伸缩素材进行缝纫

针对穿孔素材这样的柔软的、且具有伸缩性的素材，从布料上作为记

号的部分开始，用相机测定因缝纫而产生的布料的伸缩量，计算并修

正与作为基本的程序数据之间的错位量，之后，准确地让下一个缝纫

接头成为目标场所，以此实现高质量稳定的缝纫接头。

AMS的画像处理技术

其他核心技术 输送的上下驱动 干式技术 节能技术 完美针脚

技术开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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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模式

认识压脚上升状态的 
独自的技术

这种技术可以让压脚在稍微浮悬

于布料的状态下缝纫。对于夹着

棉花的布料那样容易产生缝纫错

位的素材，具有很好的效果。使

用编码器随时感知压脚高度，能

够以0.1mm为单位进行设定，能
够根据素材进行细微调节。

枢轴功能

迎合缝纫机启动停止时的 
独自的技术

这是在对布料的边角和转弯处进

行缝纫时，一旦停止缝纫机，针

会在下方停止，自动让压脚上升

的技术。重新开始时会启动下

降，因此可以缩短工作时间。使

用编码器检测，能够根据缝纫的

布料厚度，变更压脚高度的设

定，也实现了到开始缝纫为止的

行业最高水准的时间。

家用缝纫机的核心技术

专业探头

根据打在零部件， 
变化认识高度

这是根据搭载的零部件的尺寸(高

度)，对认识感应器进行上下移

动的技术。实现了根据零部件尺

寸，在最佳高度进行吸附和搭载

的高速化。此外，在从吸附位置

到搭载位置的移动过程中，最多

可同时认识8个零部件。同时，依
靠零部件认识相机的高辨析化和

旋转轴机构的改良，从极小零部

件（0.25×0.125mm）到大型零
部件（角74mm）可以用一个头
应对。

图像识别技术

通过使用专用照相机和多种

的识别方法，实现稳定的 
元件识别

使用识别元件专用的照相机和多

种照明方式，能够拍摄从小型芯

片到IC元件、大型/异型元件，判
断元件的定位以及是否不良。另

外，通过连续拍摄吸附的元件，

还能够高速进行图像识别。元件

的识别方法有“反射识别”和 
“透过识别”2种。

RX-6的图像识别技术

RV-2-3D的画像认识

HZL-DX7HZL-DX7

行星探头

根据打在零部件， 
变化认识高度

行星探头是旋转型探头，这是让

探头一边旋转，一边吸附搭载零

部件的JUKI独自的技术。能够同
时决定零部件的吸附、搭载和定

位，能够高速搭载小型零部件。

探头整体旋转的同时，16个喷嘴
自转，也是独一无二的机构。

搭载于RX-7的行星探头

RS-1的专业探头

产业装置的核心技术

检查机的3D画像认识

用DLP方式投影装置 
鲜明摄像

这是依靠 3 D检查零部件是否
正确搭载于打印基板，焊接

是否吻合的技术。在进行投

影摄像的3 D探头组件上，从4
个方向配置D L P投影仪，在零
部件上投影 3 2种类型的花纹
的光，以此提高测定精度。 
依靠投影速度的高速化、读取摄

像数据、演算处理高速化，能够

高速实现鲜明的检查。

其他核心技术 激光识别技术 元件验证(CVS)

其他核心技术 箱式传送 完全自动挂线(自穿线器) 自动压脚上升 滑动针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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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的制造工厂坚守“JUKI质量”，致力于产品制造的进一

步进化。其基础是〈Q〉质量、〈C〉成本、〈D〉交货期、〈S〉

安全、〈T〉人才培养、〈N〉新产品这“生产六大要素”。 根据

六大要素启动管理循环，依靠持续性改善活动提高水平。 

关于工业用缝纫机的生产，以“在客户最近的地方生产”为

基本原则，在日本、中国和越南一共设有5家工厂进行生产。

作为母工厂的“大田原工厂”创出的制造方法和制造工法以

及专业知识，被集团公司其他工厂共享，由此诞生出“made 

by JUKI”的产品。

产业装置的生产由JUKI产机科技株式会社承担。致力于

灵活的工法开发与改良的同时，向全世界输出质量可靠的产

品。

34 JUKI的价值创造：生产力

N
BestQ

High

C
Low

D
M

S T
Short

JUKI 产机科技(株)

(株)铃民精密工业所

JUKI 松江(株)

JUKI 广岛(株)

JUKI (株)大田原工厂

JUKI 会津(株)

JUKI 金属(株)

新兴重机工业有限公司

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重机缝纫机有限公司
重机(宁波)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JUKI (VIETNAM) CO., LTD.

坚守“100%良品生产”的 
made by JUKI的产品制造。

日本生产据点 海外生产据点
工业用缝纫机的生产

产业装置的生产

家用缝纫机的生产

零部件等的生产

生产力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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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100%良品生产”的 
made by JUKI的产品制造。

JUKI的生产力

JUKI产机科技（以前的JUKI电子工业、以前的JUKI秋田精密、以前的JUKI吉野工业） 活用每人1台平板电脑实施保养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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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生产

在大田原工厂(工业用缝纫机的生产)和JUKI产机科技(产业

装置的生产)，关于安装的步骤引进了数码生产，可以用平

板电脑画面对每个模块进行指示。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作

业熟练度，防止错误安装，并能减少生产线编成的损耗，

由此确立了稳定的生产体制。

致力于成为魅力工厂

以“5S+安全+QCD”为基础，通过机器人化和数码化，

致力于成为智能工厂。除了数字生产之外，在框架加工、

切粉气泡清除、涂装等各个工序上实施机器人化，运用工

序间自动搬运系统等，努力转变成为活用了IT的高生产率工

厂。

技师培育与质量教育

制造产品的原点是培育“人”。公司鼓励取得技能资格，

实施质量管理教育和公司内部考核等，始终致力于质量、

成本和交货期的维持与改善。此外，在海外工厂定期实施

培育肩负未来的人才的活动。掌握了管理教育的人才从基

础上支持着JUKI的质量。

构建活用平板电脑进行保养作业的系统

为了提高设备保养业务的作业效率，构建使用了平板电

脑终端的修理系统。构建曾经的修理记录数据库，能够使

用平板电脑掌握各个特征的同时进行修理。关于保养业

务，在海外集团工厂也有很多共通点，在生产工业用缝纫

机的中国和越南工厂，也计划推广大田原工厂积累的专业

知识。

重组秋田县内3家公司， 
成立“JUKI产机科技株式会社”。
为了进一步强化JUKI电子工业、JUKI秋田精密、JUKI吉野

工业3家公司之间的合作，对重复的间接业务进行效率化

等，对3家公司进行重组，于2017年7月1日组建“JUKI产

机科技株式会社”。

融合开发与产品组装、冲压与板金、焊接、涂装、大型

物件构造物加工与精密加工等各个领域的技术，旨在提高

产业装置的生产线并强化集团公司事业。



组装

大田原工厂的特征

大田原工厂是JUKI集团的核心工厂，位于枥木县大田原

市。以高附加值产品为中心，实施从加工到涂装、组装、

包装和发货的一贯式生产。

同时构建旨在量产新产品的最佳的步骤和治具，开发高

效率和先进的生产系统等，还负责传播日新月异的生产专

业知识，发挥作为国内外集团据点母工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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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

不断进化的JUKI集团母工厂“大田原工厂”

活用自动搬运装置（AGV）
使用对工厂内的搬运作业实施了自动化的装

置，对零部件、完成品和成品等进行自动搬

运。以往，搬运车辆本身是运作的，新AGV
分离了动力装置与台车，改成了动力装置运

作并牵引台车的方式。以此将投资资金控制

在最小。

高质量产品制造

除了各类国家考试以外，还通过工厂

独自的考核、活用人才培育图等，有

计划地促进具有技能的员工辈出。 
国家考试合格者总数达到251人，合格率达
到71.1%（2016年度）。

生产进度可视化

使用网络对组装工序的生产进度进行共享，

在前后工序都可以使用平板电脑进行确认。

与AGV进行联动，以此构建了在“必要的时
间”向“必要的场所”提供“必要的数量”

的机制。

大田原工厂实现智能化的举措

针对作为工业用缝纫机核心的框架（臂与

头）进行的表面切削和螺丝孔加工等，使用

机械中心（数控机床）进行电脑控制，实施

高速和高精度加工。在加工方面使用了设计

成最佳形状的JUKI独创的工具，针对变种变

量生产进行细致应对。

对加工完毕的框架进行粉体涂装。为了从作

业性和安全性等角度，避免对人体的影响，

机器人依靠符合缝纫机种类的程序自动进行

涂装。关于特殊缝纫机的涂装，以前曾经是

由熟练工操作的，目前全部实现了机器人

化。在涂抹底漆之前，预先对框架加热，以

此提高了涂料的附和性与涂膜性能。

操作人员在涂装完毕的框架中安装各

种零部件、驱动电机、切丝套件等。 

组装步骤和必要的零部件机工具会根据每个

模块显示在显示屏画面上，本公司自行开发

并构建了这种“数码模块生产”方式。以此

防止组装错误、缩短操作熟练期间，并能容

易地应对变种变量生产。此外，通过独自的

考核制度等，力图提高员工的技能。

涂装

框架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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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中心

在生产线上排列大量的加工机

械（机械中心），24小时不间
断地实施加工。

框架加工

使用符合缝纫机种类的程序，

自动更换超微粒子工具等多种

切削工具，同时进行加工。

使用物料搬运用机器人进
行搬运

加工完毕的框架使用托盘运

送，使用3D相机对框架位置进
行确认，物料搬运用（material 
handling）机器人进行选择搬
运。

使用空气机器人进行切粉
清除

针对加工后留在螺丝孔和表面

的切粉，两台机器人会用吹气

进行清除，由于是在密闭空间

进行的，因此可以确保安全。

组装用工具

关于组装工序，用电脑通过服

务器对需要使用的工具、组装

零部件、拧紧螺丝节距等进行

一元管理。

数码模块生产 
“单人完成方式”

这是从2004年开始的生产方
式，一边看着显示屏的显示，

一边进行组装，因此，即便是

一个人负责较长的作业工序，

也能制成成品。用于特殊缝纫

机和自动机械等的生产。

数码模块生产 
“接力方式”

这是从2005年开始的生产方
式，将同一个产品的组装分为

若干工序，使用移动式操作

台，不固定操作范围，一边相

互支援，一边向下一个工序

接力。主要是用于“量产用产

品”的组装。

数码模块生产 
“混流方式”

这是从2016年开始的生产方
式，将多个种类的缝纫机安装

分为若干工序，相互交替地在

移动式操作台上对不同种类的

缝纫机进行组装的方式。主要

用于组装“少量多品种产”。

遮蔽

在涂装工序之前，对螺丝孔等

不需要涂装的部位进行堵塞遮

蔽。

预热

在涂抹底漆前对框架预先加

热，提高涂料的附和性。

机器人涂装

根据缝纫机的种类对涂布方向

进行优化，依靠最具效率的程

序步骤进行涂装。在正式涂布

工序实现了机器人化之后，底

漆工序和手工涂装也全部实现

了机器人化。

JUKI徽标印刷

在机器人涂装之后，进行烘干

操作，印刷“JUKI”徽标。充
满“珍惜每一台”的热情，手

工进行这个工序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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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缝纫机事业

HERNO公司是具有70年历史的公司，成立于1948年，到明年

2018年将迎来创业70周年。HERNO品牌包括高级女士服装和男

士服装在内，生产众多的外套，除了意大利国内以外，还销往欧

洲、美国和日本等众多国家。

作为Made in Italy的品牌，不仅拥有可靠的质量和优美的设计，

在功能性方面也十分讲究。为了从这两个层面满足客户，公司员

工也要学习所有生产流程，加深知识，此外，将缝纫楼层设为开

放空间，每天进行意见交换，以便提高质量。正是由于公司全体

上下的努力，品牌的传统得到了保护，持续发展了10年。

与JUKI的缝纫机相遇是在1985年左右，当时也对最新最先进的

技术大为惊叹。从此至今，两家公司已合作了超过30年。对产品

的超高可靠性和质量上乘的服务非常满意。今后希望进一步推进

研究开发，努力实践能够支持世界的HERNO品牌的技术革新。

家用缝纫机事业

之所以开始布艺制作，起因是与古董蓝印花布的邂逅。在自己

出生成长的地方，看到的如蓝天般透彻的多层感面料，不由为之

感动。布艺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工艺，其中诞生了众多的作品。我

一直追求的是原创性。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我始终珍惜那些涌

现出来的设计和色彩搭配的构思，将这些不断深华为作品。

JUKI的缝纫机包括电脑、职业用、包缝机、长臂被套专用缝纫

机，近年来又推出工业用缝纫机DDL-9000C，完善的产品阵容得

到用户的好评。缝纫的稳定性和遍布细微部分的亲切设计让客户

大为赞许。正是因为这是我每天使用的伙伴，所以每周进行一次

清扫，也会注入缝纫机油等进行维护。

在Quilt Japan、Quilt Mania和Magic Patch等杂志上发表作品，

在“布艺日本展”、“布艺大奖”和“AQS”等活动上推出作品，得到了

众多奖项。不过我每天都在全力以赴地开展制作活动，希望制作出更

加令人满意的作品。希望JUKI公司进一步研究技术，制作出迄今为

止没有的划时代的布艺缝纫机。

JUKI的价值创造：与利益相关者一起

与利益相关者一起

与客户一起

中泽FELISA女士的私人展厅与布艺作品开放空间的楼层 HERNO品牌的外套

HERNO公司
CEO兼所有人Claudio Marenzi先生

布艺作家 讲师

中泽FELISA女士

“JUKI的缝纫机扩大的制作的空间”“依靠先进技术支持高级品牌HE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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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装置事业

TWOWING是2006年成立的公司，员工约有3000人。开发、制造

并销售PON“Passive Optical Network”机顶盒等通信用的产品。

除了中国国内以外，还出口欧洲和东南亚。

由于客户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多品种少量生产较多，每天都在

努力使生产准备时间（预备时间）得到效率化。此外，为了提高

生产率，对员工的教育也很专注。通过遵循教育课程的指导和工

作岗位的OJT教育等，努力提高业务知识和水平，形成团队意识。

JUKI公司的服务工程师十分勤劳。当基板制造生产线的机械发生

回路故障时，在问题得到分析并解决之前，服务团队的成员都非

常团结并顽强地开展工作。可以说迄今为止的客户服务是非常出

色的，更加增强了我们对JUKI的信赖。

今后希望一如既往地提高技术实力并提供优厚的支持，帮助我

们公司成长发展。

集团公司事业

我们公司是一家拥有大约1500种产品的电动工具综合厂商。在

国内外有9家工厂，向全世界客户提供产品。

我们调配部门的职责是“为利润作贡献”和“实现持续稳定”

的调配。每天，都会重视“质量(Q)、成本(C)和交货期(D)”之

间的平衡，并开展调配活动。“ABC作战”是公司的行动指针之

一。ABC的意思是“A不放弃，B不动摇，C认真做”。希望JUKI公

司对我们的这个指针产生共鸣，为了及时的新产品开发共同流汗

努力。

我们与JUKI会津(株)从大约30年前开始交往，与JUKI (VIETNAM) 

CO., LTD.大约15年前开始交往，都是我们在产品制造方面不可缺

少的伙伴。最近，计划将JUKI金属(株)制造的铸造物送到JUKI大田

原工厂加工，与JUKI的集团公司事业的交易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作为同样是制造业企业，我们希望今后一道切磋钻研，帮助我

们成为世界上的重要参与人。

JUKI的价值创造：与利益相关者一起

展示日立工机商品的展厅
（日本:茨城县胜田工厂内）

JUKI会津(株)受托生产的零部件

深圳市双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赖伟强 先生

日立工机株式会社
调配本部长  森田 清先生

“在遇到问题时，团结并顽强地处理，
提供优厚的服务是最大的魅力”

“JUKI是能够与我们一道致力于 
产品制造的可靠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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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合作会研修会

2016年7月，JUKI合作会研修会在越南胡志明市召开，有

53家公司56名员工参加。大家访问了JUKI越南的工厂和缝

纫行业大用户TMI(越南)的工厂，参观了自己公司的零部件

得到使用的缝纫机实际在缝纫工厂是如何被运用的情形。 

在恳谈会上，JUKI高层与会员以及会员之间的交流得到了

深化。

与交易商的沟通

JUKI公司每年举行3次交流会，力图加强与交易商的沟

通。

每年11月在质量月活动的同时，在大田原工厂举办研修

会，JUKI合作会93家公司98名会员参加。针对为JUKI特别

作出贡献的交易商（优秀奖1家，努力奖7家，共8家）进

行表彰，向55家公司颁发担保交货认定书，努力加强与交

易商之间的合作关系。

我们积极开展有意义的研修会，比如，采取具体措施让

大田原工厂成为智能工厂，针对非服装行业动向进行演讲

等，得到了与会交易商的好评。

绿色调配

JUKI集团根据1998年制定的“ECO MIND宣言”，与交易商

一道致力于对地球环境友好的环境保护活动。

自2011年起，作为物质管理手段，引进将供应链作为基

本的行业标准“JAMPAIS调查工具”，在国内外据点开展活

动，此外，在制造网点，在这些物质发货时，进行有害化

学物质分析，以此杜绝有害物质混入。

“JUKI集团绿色调配方针”与2004年8月制定第一版，

之后为反映法律等的修改也进行了修正，2016年制定了第

8版。第8版的修订修改了相关管理基准，这些基准主要是

应对在全球范围内日益扩大的影响环境的物质，此外，对

于供应商的环境管理系统的构建和执行评估基准也加以明

确。

本公司今后将继续维持并提高产品的环境适应性，以此

为客户提供对环境友好的产品。

＊ 在JUKI主页上介绍“绿色调配方针”。

http://www.juki.co.jp/eco_c/5_gre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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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相关者一起

调查 确认 改善 适合品

绿色调配适合产品

产品的构成品、

包装材料和辅材

设计与开发 制造

绿色调配

数据库

客户

在缝纫行业大用户TMI（VIETNAM）CO.,LTD.工厂前合影留念

与交易商一起

JUKI集团作为地球企业的一个成员，与交易商一道推进绿色调配。
致力于公平公正的交易，与交易商一道努力提高技术实力，实现共存共荣。

此外，通过说明会和研修会等形式，加强与交易商的沟通。



参加新泻县技能竞技大赛

在2016年度举办的新泻县（日本）技能竞技大赛上，在

一般热处理作业2级考试

中，铃民精密工业所2科的

佐藤惠子夺得第一(金牌)。

新泻县职业能力促进大

会表彰仪式在新泻市朱鹭

展览馆召开，佐藤女士得

到表彰并获奖。

举办第10届亲子手提包制作讲习会

2016年7月21和22日的两天，在总部举办了“亲子手提

包制作讲习会”，有41组91人亲子参加活动。这个讲习

会每年暑假举行，今年是第10次。孩子们制作了实用手

提包，家长们制作了人气高的钢圈金属盖手提包。通过活

动，大家体会到了缝纫的乐趣和产品制造的乐趣，今后还

会继续推进。

参加慈善合作伙伴布艺活动

将来自全国的作品连接

在一起，以“合作伙伴布

艺作品”为题，作为一个

作品完成，然后作为义卖

品销售，销售额捐赠给东

日本大地震的灾区和福利

机构。作品于1月在东京巨

蛋举办的国际布艺展览会

上展出，并销售。

股东大会

每年3月举办定期股东大会，采取避免集中日期等措施努

力让更多的股东参与。

2017年3月28日，在JUKI总部召开“第102届定期股东大

会”，众多股东前来参会。在股东大会结束后，举行了每

次都有的主力产品参观会，深化了与出席会议的广大股东

之间的交流。我们

将把广大股东提出

的意见反映到今后

的工作中去，努力

满足大家的期待和

要求。

IR说明会

为了加强与股东和投资者之间的交流，JUKI积极采取措

施，合理地公开信息，努力促进相互理解。作为这一举措

的一环，每年2次举办以机构投资者为对象的决算说明会。

2017年2月14日，在株式会社日本投资环境研究所（日

本:中央区日本桥）举行了2016年12月期决算说明会，针

对“2016年12月期业绩概况和2017年度业绩预测”以及“

中期经营计划Value Up2022（2017-2019）的举措和重点措

施”进行了说明。回答个人投资者的咨询、回答证券分析

师和基金经理等的专访等，积极地开展了对话。

41JUKI的价值创造：与利益相关者一起

与股东和投资者一起 与社会一起

面向股东和投资者及时公开信息，以此提高经营透明度。

将来自股东和投资者的意见作为参考，努力满足要求。

通过遍布全世界的销售网络，让180个国家的客户使用产品。
致力于形成与地区及社会之间的良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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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QMF2016

2016年11月25日，在JUKI总公司食堂举办了“JUKI 

GLOBAL QUALITY MANAGEMENT FORUM 2016”。主题是“

通过每个人的劳动方式改革，提高JUKI的企业价值”。从

大量的提案中精选了实践劳动方式改革的主题，并就十个

主题进行了发表。使用电视会议系统连接了12个据点，一

共有542人参加。

海外员工研修

规划并实施海外集团公司的国际员工研修。尤其是以经营

干部和管理层为核心，实施两种研修，一是集中于海外主要

据点的研修，二是集中于总部的研修。今后将进一步深化总

部与集团公司间的合作，推进加强集团内部人才培育。

劳动方式改革

JUKI将消除“业务的浪费”，积极向“提高附加值的工作”

转型，力争实现“发展的良好循环”。每个人都积极开展工

作，成为不断提供客户满意的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企业。

急救讲习

开展急救讲习。在讲习活动中，针对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的使用方法进行讲解，此外，针对员工举行定期

讲习，一边在急救时，能够活用当场在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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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利益相关者一起

与员工一起

2017年4月，由年轻员工参与的“One JUKI项目”第一期开始了。

以“劳动方式改革”为首，针对“相互关怀活动”和“JUKI的未

来”等主题开展活动，为JUKI的未来实践。

JUKI集团力求成为跨越国籍、人种、性别和年龄提供“雇佣和发展”机会的全球性企业。
无论国内国外，通过能够让多样化人才大显身手的教育制度和创建利于工作的环境，

促进事业发展，同时努力提升员工满意度。



2.录用全球性人才

推进集团人事交流，旨在让活跃于全球的员工进一步提

升水平。在环境与价值观相碰撞的背景下，各种变化会由

此诞生，并激发员工与组织更具活力。

3. 推进专业员工大显身手

JUKI内部有大约130人(截至2016年12月)的再雇佣人员、

合同制员工和钟点工在工作。为了完善环境，让具有卓越

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员工以及具有较高专业性的员工更加发

挥能力，自2017年1月起，启动了“专业员工制度”。今

后将以专业员工为对象，进一步在变更劳动方式的模式和

修改待遇制度方面进行探索。

1.推进女性大显身手

比较男女员工的比例，在管理岗位上女性占比较低，激

发女性员工能力，推进大显身手是一个课题。JUKI将2020

年以前女性管理人员占比达到10%作为目标，始终推进让

女性职业水准得到提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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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性别、年龄和国籍等，接受多样化人才和多样化劳动方式，实践发挥每个人多样性的多样化管理，以此培育具有创新

性（革新性）且具有活力的员工以及企业风尚，力求让组织效益最大化。

针对多样化的举措

实施“女性部下培养和管理研修”

2016年12月，以拥有女性部下的生产线负责人为对象

开展了研修。邀请外部讲师，以研讨会形式进行了学习，

内容包括遴选让JUKI公司的女性大显身手的课题，以及针

对因产假和育儿假期而时间受到限制的员工，如何给予工

作，如何让她们提升能力等。听讲者们普遍感到，“有必

要充分理解女性相关的生活大事，并进行事前准备”， 

“能够具体的考虑如何让部下今后提升能力”，今后将在

各个工作部门进一步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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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集团公司环境保护活动的设想

JUKI集团为可以持续发展的社会作贡献，在“实现低碳社

会”、“实现循环型社会”、“实现防止污染与自然共生的社

会”这3个领域实践环保经营。为将这些内容更具体地汇报给

所有的企业利益相关方，执行由“环保理念”和“环保行动指

针”组成的“ECO MIND宣言”。 

所谓“ECO MIND宣言”中除构成JUKI的公司口号“Mind & 

Technology”的Mind的 “质量”、“客户满意”、“尊重人性”

外还增加了“环境保护”。

根据这个宣言，JUKI集团公司策划了具体地推进环境保护的

指针“环境保护指导方针”，实践JUKI集团公司的环境保护活

动。

另外，还进行信息交换和水平展开环保活动，以提高集团公

司的整个水平。

ECO MIND宣言

环保理念

JUKI集团公司认识到企业活动与地球环境有广泛和紧密

的关系，

1. 通过环境保护的企业活动，为地区和社会作贡献。

2. 向全世界的人们提供环保的产品。

3. 通过持续的活动，为下一代实现更好的地球环境而努

力。

环境行动指针

1. 全面的推进所有事业活动的节能，努力防止地球温暖

化。另外通过3R（减少、再使用、再利用）有效地利用

资源。

2. 进行环境保护的企划、研究、开发、采购、生产，提供

环保的产品。

3. 作为国际企业，通过符合开展事业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

环保活动，为该国家和地区作贡献。

4. 为了遵守环境保护的有关法规和同意的其他规定事项，

防止环境污染。

5. 积极地进行环境信息的公开。

6. 通过教育启发活动，每一个员工都提高“环保意识”，

实践环保活动。

环境经营基础

事业活动领域和产品领域

实现低碳社会
防止污染、

实现自然共生社会
实现循环型社会

防止地球温暖化
节省能源

•减少
•再使用
•再利用

降低环境风险
保护生物多样化

3R

为实现可以持续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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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举措

环境保护远景

JUKI集团公司作为产品制造企业非常重视地球环境保护，有效利用资源，积极地推进再生利用、节省能源的活动。同时，
向客户提供安全的、对环境影响少的产品，为地区的产业发展作贡献，以获得客户和广大社会的信赖，持续成为在社会上

有存在价值的公司。

通过环保的产品制造，

为客户、

地球环境保护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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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产品将宝贵的资源使用于零部件和材料，使用大量的能源资源进行生产。
因此，JUKI集团公司调查了有关事业的环境负荷，努力改进环境特性。

INPUT OUTPUT

事业活动方面的环境保护

●  电力：工厂、办公室从电力公司购买使用的电力

● A重油：驱动涂装设施的干燥炉等设备时使用

● 柴油：卡车用燃料

● 汽油：公司用车的燃料

● 煤油：暖气（温风机）的燃料

●  液化石油气：常用发电机的燃料

●  乙炔：修理设备时，切断铁板、进行气焊的燃料

● 天然气：食堂的烹调、浴室热水等的燃料

● 金属材料、塑料材料、橡胶：零部件的材料

●  纸：运输用包装箱、产品的包装、防止货物变形用和生产工

序防止产品碰撞伤痕用

● CO2：由于使用电和燃料而发生

●  一般废弃物：家庭或企业等排放的废弃物中不属于产业废弃

物的。这里包括事业活动中排放的厨房垃圾等生活垃圾、纸

垃圾等

●  产业废弃物：工厂等事业活动中排放的废弃物中被法律规定

的20种废弃物。包括铸造时使用过的废砂、板（木屑）、切

削油、用于开发产品的试验研究的试验样机等

●  特别管理产业废弃无：产业废弃物中，有爆炸危险、毒性、

高感染性、有害于人的健康和生活环境危险的，必须特别严

格进行管理。就电容器等中含有的PCB等

●  最终处分：废弃物中不能再生利用进行的填埋处理

● 再生利用：作为资源进行再生而有效利用

此数据是根据JUKI和海内外生产集团公司2016年度数据编制的。

有关原材料，没有列入部分没有掌握数据的集团公司。

※ 原油换算：为了用通用尺度比较不同能量，使用发热量，换成原油的量

能源 
(换算为原油※) 19,711㎘

● 电力 16,673㎘
● A重油 992 ㎘
● 柴油 244 ㎘
● 汽油 132 ㎘
● 煤油 137 ㎘
● 城市煤气 107 ㎘
● 液化石油气（LPG） 1,359 ㎘
● 乙炔 0 ㎘
● 天然气（NG） 67 ㎘

水 519千㎥

原材料 15,820t
● 金属材料 12,810 t

● 塑料材料 137 t

● 橡胶 96t

● 纸（除办公用OA纸） 120 t

● 其他（零部件、原材料等） 2,656 t

主要产品的生产量 11,333 t

CO2 43,823 t-CO2

废水 303 千㎥

废弃物等的总排放量 8,297 t
● 一般废弃物排放量 1,228 t

● 产业废弃物排放量 6,689t

● 特别管理产业废弃物排放量 380t

废弃物最终处分量 2,817 t

事业活动

变成循环资源

再利用量 4,925 t
JUKI集团公司再生利用事业活动产生的废塑料、清
洗液、使用过的刀具、板（木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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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 (VIETNAM) CO., LTD.应对环境法管制

JUKI (VIETNAM) CO., LTD.的第二工厂生活废水超过了基准

值，因此，于2016年4月引进了处理系统，实现了改善。

此外，实施了分类管理，对有害废弃物附加单独的编号

并实现了可视化。

在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推进强化环境教育

为了提高工厂环境美化意识，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

司每年3月举行“植树节”活动。

此外，每月22日实施“不开车”运动，以此促进环保

意识的提高。各项措施富有成效，年均削减CO2排放量

12212kg。

此外，每月1天在员工食堂开展“清盘行动”，以此减少

水分垃圾的发生量。这一措施的效果金额为136元/天，全

体员工680人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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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环境的举措

海外

JUKI (VIETNAM) CO., LTD.第二工厂处理系统

垃圾放置场所 有害物质放置场所

改善前

磷（P）的废水量

12.22

0

4

8

12

16 磷（P）

改善后

4.82
基准值

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的植树节 参加者

上海重机缝纫机有限公司开展包装材料削减活动

作为材料和零部件调配阶段的举措，上海重机缝纫机有

限公司开展了关于基板包装方法的改良。以前是一个一个

地放入防静电袋，然后用纸箱运输，最后都变为废弃物。

为此，废止了防静电袋，制作了防静电托盘，将其作为

周转箱。这一措施使得废弃物排放量降低，每年效果金额

达到8170元。目前，重点是针对主要基板实施，今后还会

横向推广至其他基板。

 

重机（宁波）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开展的防止环境污染

活动

重机（宁波）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工业废水曾经是装在

罐子里并委托外部处理。为了削减成本，引进了处理装

置，并改为公司内部处理。在此基础上在公司内部对引进

的装置进行了改良，实现了大幅度低于废水管制值的数

值。这种处理方法是用视频员工和客户、相关机构公开，

对环保措施进行PR。

实施前：成为废弃物的防静电袋

实施后：可以带着防静电托盘进入生产线

最终废水处理设备



大田原工厂与地区的环境交流

JUKI株式会社大田原工厂积极参加临近地区组织的排水

沟清扫活动，进一步加深了沟通。

此外，每年11月举办JUKI排水说明会，邀请临近地区管

理人员到工厂参观。邀请市政府生活环境科的负责人报告

详细的排水分析结果，同时交流信息，构建信任关系。

株式会社铃民精密工业所在生产阶段削减CO2

株式会社铃民精密工业所活用节能生产率改革投资促进

业务费补助金，将工厂内的空调更换为节能型。自1991年

引进当初以来已有空调23台。

这六台新空调不仅节能，而且主机较小，能够节省工厂

空间，空调属于静音型，且过滤器便于清扫，具有复合效

果，1个月能够削减2058kWh的使用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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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 JUKI 松江株式会社
变更后

从福冈县变更为鸟取县（境港）

岛根县

福冈县

境港

冷媒氟利昂设备的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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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前 改善后

使用电量的削减程度

2,058kWh 削减

JUKI产机科技株式会社执行环境法

氟利昂排放管制法于2015年4月实施，为此JUKI产机科技

株式会社取得了第2种冷媒氟利昂处理技术人员资格。自行实

施冷媒氟利昂设备的定期检查，同时对使用情况进行管理。

JUKI松江株式会社在物流阶段采取措施削减CO2排放

量

JUKI松江株式会社通过“模态切换※1”变更进口港，削

减CO2。每年削减油量1375ℓ，CO2削减总排放量达到每

年3555kg，和以往相比削减了88%。

※1:模态切换是指，将旅客和货物的干线运输切换至能够大量运输的货车或船舶
运输，以此削减CO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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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原 晃
董事长
兼任JUKI AUTOMATION SYSTEMS株式会社董事长

内梨 晋介
董事常务执行高管

“国际合作运营中心（财务会计部）担当”
兼 “事业中心（集团公司事业公司）担当”
兼 “生产中心担当”

大竹 义博 
常勤监察委员

二瓶 胜美
常务执行官

新田 实
执行官

见浦 利正
常务执行官

松本 洁
执行官

滨 学洋
执行官

阿部 裕
常务执行官

石桥 次郎
执行官

Robert J. Black Jr.
执行官

铃木 正彦
执行官

小西 浩树
执行官

贯井 邦夫
执行官

髙橋 喜久雄
执行官

中尾 宪二
执行官

滨外 刚重
执行官

田中 昌利
公司外监察委员

矶部 康明
公司外监察委员

(独立董事)

后藤 博文
常勤监察委员

长崎 和三
公司外董事

(独立董事)

和田 稔
董事常务执行高管

“开发中心担当”兼“质量保证部担当”

堀 裕
公司外董事

(独立董事)

董事

监察委员

常务执行官 执行官

企业管理

干部介绍

宫下 尚武
董事常务执行高管

“事业中心（缝纫机器&系统単元）担当”
兼 缝纫机器&系统単元负责人
兼 缝纫机器&系统単元针织公司负责人
兼 智能解决方案服务营业部负责人
兼 “事业中心（客户支持事业公司）担当”
兼 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201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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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

基于确保经营管理健全性和效率性的观点，以及为了回应利益

相关者的信任等，我们将合理维持和运营公司治理机制作为最重

要的课题之一，不断完善与充实。

此外，通过适时且正确的信息公开，提高经营管理的透明度。

JUKI董事会针对法令决定的事项和与经营有关的重要事项进行决

定，按顺序对业务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此外，采用执行高管监督

制度，力求实现业务执行的顺利化与责任的明确化。

在6名董事中，有2名由公司外部董事担任，以此提高董事以及董

事会的经营监督功能，同时强化了积极采用公司外部意见的机制。

此外，在董事会旗下成立了经营战略会议，针对本公司以及集

团公司成员构成的企业集团，由董事、担当执行高管和担当部门

负责人出席，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审议关于经营管理的基本方针和

战略等，采用这样的机制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决策并执行业务。

作为风险管理机制，成立风险管理会议和危机应对工作组。

作为内部监查的组织，成立监查部，对本公司各个部门以及集

团公司开展业务监督。此外，关于监事监查，根据监事会决定的

监查方针和业务分担等，与监查部以及会计监查人相互配合予以

实施。作为监事的辅佐机构，成立监事室。

遵守法令

JUKI希望得到包括客户在内的社会广大人士的信任，也希望一直

是对社会具有存在价值的企业集团。为此，将合规作为重要的经

营基础。我们制定了“JUKI集团员工规范10条”，阐述了不仅是

JUKI的工作人员，包括集团公司的高管和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人都

必须遵守法令并秉承良知开展活动等。我们严格贯彻这一准则开

展活动。针对员工的咨询和疑问等，我们在JUKI以及集团公司成立

的咨询窗口，并迅速应对。此外，针对与合规有关的重要风险，

通过风险管理会议进行管理。

危机管理

作为风险管理机制，JUKI成立了风险管理会议。通过风险管理

会议，对整体性风险以及重要风险进行管理，必要时会指示采取

降低风险的改善措施。此外，针对天灾、火灾和爆炸、PL(制造物

责任)相关问题、因工厂废水引发的环境问题等危机的发生(风险的

显现)，成立危机应对工作组，研讨应对措施，构建能够执行的机

制。

另外，当重大危机发生时，成立“危机对策本部”，迅速开展

危机处理。

JUKI集团的公司治理运营机制

努力充实公司治理的机制，严格贯彻合规管理以及加强风险管理，力争实现透明度高的经营管理。

会计监察报告

会计监察报告

通过与选任
解任相关的
议案

公司管理体制图

重要案件的
提交讨论、报告

提交讨论

指示·监督 提交讨论·报告

(发生重大
危机时) 指示监督 报告

内部监察
遵守法令法规
教育普及·
管理活动

监察

任选、解任

股东大会

JUKI株式会社各部门、集团公司

会计监查人
董事
董事会

内部治理
遵守法令法规负责委员

董事长

监事
监事会

监事室

经营战略会议

风险管理会议

应对危机任务特别工作组 危机对策总部

法务担当部门监查部

任选、解任

选定、解聘、监督

任选、解任

互相协作

Ｊ
Ｕ
Ｋ
Ｉ
的
价
值
创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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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期间的主要财务数据（综合）

（单位：百万日元）

2015年度
2015年12月期

2016年度
2016年12月期

盈亏情况（会计年度）

销售额 112,865 97,724

（海外销售额比率） 85.6% 83.7%

销售额总利润 34,571 29,590

营业利润 7,110 4,651

经常利润 5,728 3,022

归属总公司股东的当期纯利润 3,853 1,883

设备投资额 1,252 1,642

折旧费 2,990 2,583

研究开发费 4,871 4,408

财政情况（事业年度末）

总资产 119,281 111,365

纯资产 28,477 27,582

自有资本 27,678 27,005

财务指标

自有资本比率 23.2% 24.3%

自有资本本期纯利润率（ROE） 14.9% 6.9%

现金流动资金情况（会计年度）

营业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动资金 8,924 9,818

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动资金 △1,218 △1,046

自由现金流动资金 7,705 8,772

财务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动资金 △9,044 △8,100

平均1股有关信息（※按2015年7月1日实施的股票合并后的标准记载）

平均1股的本期纯利润（EPS） 129.14日元 63.94日元

平均1股的股息（DPS） 35日元 20日元

平均1股的纯资产额（BPS） 927.63日元 921.78日元

非财务数据

职工人数 6,245人 6,021人

海外员工比率 59.9%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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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部
分

综合资产负债表

（单位：百万日元）

2015年度
2015年12月期

2016年度
2016年12月期

资产部分

　流动资产

　　现金和存款 7,906 8,048

　　接收的票据和应收账款 31,263 30,741

　　商品和产品 31,689 28,412

　　半成品 3,532 3,257

　　原材料和库存品 7,424 5,945

　　递延税金资产 2,595 1,680

　　其他 2,945 2,378

　　坏账准备金 △ 400 △ 399

　　流动资产合计 86,958 80,066

　固定资产

　　有形固定资产

　　　房屋及附属物（纯额） 13,844 12,890

　　　机械装置和搬运工具（纯额） 3,036 2,755

　　　工具、器具及备品（纯额） 1,047 967

　　　土地 6,656 6,523

　　　租借资产（纯额） 342 325

　　　建设暂定支付款项 97 49

　　　有形固定资产合计 25,024 23,512

　　无形固定资产 1,797 1,711

　　投资等资产

　　　投资有价证券 3,009 3,018

　　　长期贷款 432 424

　　　长期提前支付费用 353 306

　　　递延税金资产 202 1,021

　　　与退休金有关的资产 982 874

　　　其他 2,316 2,379

　　　坏账准备金 △ 1,795 △ 1,951

　　　投资等资产合计 5,501 6,074

　　固定资产合计 32,323 31,298

　资产合计 119,281 111,365

（单位：百万日元）

2015年度
2015年12月期

2016年度
2016年12月期

负债部分

　流动负债

　　支付的票据及应付帐款 10,126 9,972

　　短期借款 46,870 43,144

　　租赁债务 123 109

　　未付款 1,718 1,400

　　未支付费用 3,473 3,297

　　未支付法人税等 745 409

　　奖金准备金 60 15

　　设备相关支付的票据 111 61

　　外汇预约 — 1,811

　　其他 1,205 1,031

　　流动负债合计 64,436 61,254

　固定负债

　　长期借款 20,101 16,647

　　租赁债务 281 256

　　干部退职慰劳金准备金 171 69

　　退职金有关的负债 5,084 5,163

　　其他 728 390

　　固定负债合计 26,367 22,528

　负债合计 90,803 83,782

纯资产部分

　股东资本

　　资本金 18,044 18,044

　　资本剩余金 2,094 2,035

　　利润剩余金 7,800 8,937

　　自有股票 △ 66 △ 605

　　股东资本合计 27,873 28,412

　其他综合利润累积额

　　其他有价证券评价差额款 817 839

　　外汇换算调整计算 △ 1,148 △ 2,274

　　与退休金有关调整累积额 136 28

　　其他综合利润累积额合计 △ 194 △ 1,406

　少数股东份额 799 576

　纯资产合计 28,477 27,582

负债纯资产合计 119,281 111,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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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损益计算书 联合综合利润计算书

（单位：百万日元）

2015年度
2015年12月期

2016年度
2016年12月期

销售额 112,865 97,724

销售原价 78,293 68,134

销售额总利润 34,571 29,590

消费及一般管理费 27,461 24,938

营业利润 7,110 4,651

营业外收益

　　收取利息 127 64

　　收取股息 147 131

　  收取费 193 261

　　其他 445 397

　　非营业收益合计 914 854

营业外费用

　　支付利息 1,321 1,153

　　外汇差损 819 1,185

　　其他 155 144

　　营业外费用合计 2,296 2,483

经常利润 5,728 3,022

特别利润

　　固定资产出售利润 50 441

　  其他 0 —

　　特别利润合计 51 441

特别损失

　　固定资产出售亏损 65 125

　　投资有价证券评估损失 34 6

　　亏损损失 32 105

　　关系公司股票评估损失 — 55

　　特别退职金 — 80

　　其他 4 —

　　特别损失合计 137 373

税金等调整前本期纯利润 5,642 3,090

法人税、 居民税以及事业税 1,625 1,333

上一会计年度法人税等 — 84

法人税等调整额 364 34

法人税等合计 1,989 1,453

本期纯利润 3,652 1,637

归属非支配股东的当期纯损失(△) △ 200 △ 246

归属总公司股东的当期纯利润 3,853 1,883

（单位：百万日元）

2015年度
2015年12月期

2016年度
2016年12月期

本期纯利润 3,652 1,637

其他综合利润

　　其他有价证券评价差额金 0 21

　　迟延对冲损益 3 —

　　外汇换算调整计算 △ 471 △ 1,156

　　与退休金有关的调整金额 88 △ 105

　　其他综合利润合计 △ 379 △ 1,240

综合利润 3,273 396

（详细内容）

　　有关母公司股东的综合利润 3,495 671

　　与非支配股东相关的总体利润 △ 221 △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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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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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现金流动计算书

（单位：百万日元）

2015年度
2015年12月期

2016年度
2016年12月期

营业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动

　　税金等调整前本期纯利润 5,642 3,090

　　折旧费 2,990 2,583

　　亏损损失 32 105

　　坏帐准备金的增减额 （△为减少） 137 174

　　奖金准备金的增减额 （△为减少） △ 7 △ 40

　　与退休金有关的负债增减额 （△为减少） 163 2

　　与退休金有关的资产变动金额 （△为增加） △ 62 △ 8

　　收取利息及收取股息 △ 275 △ 195

　　支付利息 1,321 1,153

　　外汇差损益 （△为益） 259 △ 238

　　有形及无形固定资产除出售损益 （△为益） 15 △ 316

　　投资有价证券评估损益 （△为收益） 34 —

　　关系公司股票评估损失 — 55

　　销售债权的增减额 （△为增加） △ 704 △ 581

　　盘点资产的增减额 （△为增加） 6,631 3,067

　　外购债务的增减额 （△为减少） △ 3,605 128

　　贴现票据的增减额 （△为减少） 117 △ 161

　　其他 △ 871 3,570

　　小计 11,820 12,388

　　利息及股息的受取额 274 195

　　利息的支付额 △ 1,331 △ 1,154

　　法人税等的支付额或退还额 （△为支付） △ 1,838 △ 1,838

　　营业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动 8,924 9,818

有关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动

　　取得有形及无形固定资产的支出 △ 1,402 △ 1,727

　　出售有形及无形固定资产的收入 205 750

　　取得投资有价证券的支出 △ 0 △ 153

　　有关借出贷款的支出 △ 8 —

　　有关回收贷款的收入 21 8

　　其他 △ 33 75

　　有关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动 △ 1,218 △ 1,046

有关财务活动的现金流动

　　短期借款的纯增减额 （△为减少） △ 3,866 △ 1,417

　　长期借款的收入 9,924 7,195

　　长期借款还债的支出 △ 13,210 △ 11,835

　　取得自有股票的支出 △ 3 △ 539

　　股息的支付额 △ 889 △ 743

　　廉价出售和分期付款交易的收入 57 —

　　廉价出售和分期付款还债的支出 △ 638 △ 526

　　其他 △ 418 △ 234

　　有关财务活动的现金流动 △ 9,044 △ 8,100

有关现金和现金同类物的换算差额 △ 275 △ 450

现金和现金同类物的增减额 （△为减少） △ 1,613 221

现金和现金同类物的期首余额 9,285 7,671

现金和现金同类物的期末余额 7,671 7,892



1938
●1938.12
东京都约900 名机械业同行出资创立
「东京重机制造工业组合」

1940
●1943.9
改组公司，改名为「东京重机工业株式会社」

●1947.4
开始销售家用缝纫机

作为战后的JUKI重生事业，我们选择了“缝
纫机”。家用缝纫机1号机“HA-1”中约70
％的零部件是自制的，质量性能优秀，在审

查会上荣获最高奖项的通产大臣奖。

1950
●1953.3
开始销售工业用缝纫机

销售搭载了JUKI独立研发的单轴旋转天枰机
构的工业用缝纫机“DDW-Ⅱ”。

●1957.4
单轴旋转天枰的发明获得恩赐发明大奖，由

此开始了“技术JUKI”的历史。

1960
●1961.10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二部挂牌上市

●1963.7
设立JUKI 广岛株式会社

●1964.8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及大阪证券交易所

第一部挂牌上市

●1966.7
将JUKI 松江株式会社收入集团伞下

●1969.1
将株式会社铃民精密工业所收入集团伞下

●1969.2
开发世界首创、稳定的“自动切线”式缝

纫机

开发稳定“自动切线”式缝纫机。1969年开
始销售DDL-555-2型自动切线缝纫机，这款
缝纫机中装载了世界首创、质量稳定、各家

公司竞相研发的梦幻般技术的 “自动切线”
功能。JUKI以此为契机，获得了业界的认
可，在海外艰难展开的销售业务也有了好的

势头，为打造成世界市场占有率首屈一指的

企业奠定了基础。

●1969.9
设立JUKI 金属株式会社

1970
●1970.7
设立JUKI (HONG KONG) LTD.
自开创工业缝纫机事业的3年后—1 9 5 6
年开始出口，2年后派遣技术人员常驻香
港，1970年首次在香港设立销售公司。接
着，1972年设立欧洲(德国)销售公司，1974
年设立美国销售公司，籍此我们在距离客户

最近的地方完善了服务体制。

●1971.4
大田原工厂竣工

工业用缝纫机生产扩大，总公司工厂(当时)

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最大，因此建设了一元

化生产的工厂。在行政招商、附近的协力工

厂等各方面条件适合的大田原市建设了工

厂。现在，国内外有14个工厂开工运转，大
田原工厂作为母工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972.4
设立JUKI (EUROPE) GMBH

●1973.4
设立JUKI 会津株式会社

●1973.9
设立JUKI 电子工业株式会社

●1973.11
设立JUKI 吉野工业株式会社

●1973.11
设立JUKI 秋田精密株式会社

●1974.3
设立JUKI AMERICA, INC.

1980
●1981.10
工业用缝纫机本部(现为缝纫机器事业部门)

荣获戴明奖

(实施奖、事业部奖)

作为提高包括产品及服务在内的所有工作的

质量的举措，我们采用了TQC经营方式。为
确保彻底使用统计学手段开展管理，我们

反复进行指导和教育，采用5年后，取得成
果。目前经过严格的审查，我们荣获了戴明

奖。这种前该举措被应用于生产和销售等各

项活动中。

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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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7
开始销售表面贴片机

在电子计算机、电气产品等各类产品的电路

板生产迈向“表面实装”的过程中，以工业

用缝纫机和电子机器开发生产中积累起来的

机械电子技术为基础，

我们开发成功了芯片贴

片机，从而进军产业装

置事业。在以大型高速

机为主流的行业中，我

们提倡“模块概念”，

刮起了新风。

●1988.4
变更公司名称改为“JUKI 株式会社”
从重工业厂家的形象变身，与作为产品品牌

被公认的“JUKI”取得一致，为进一步迈入国
际化时代，将公司名称“东京重机工业株式会

社”改为“JUKI株式会社”。刷新“JUKI标志”,
制定了公司口号“Mind & Technology”。

1990
●1990.6
设立上海重机缝纫机有限公司

●1994.11
设立东京重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995.1
设立TAN CHUAN PRECISION CO., LTD.
(现JUKI (VIETNAM) CO., LTD.)
为降低零件的成本价格，JUKI以及JUKI集团
8家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零件生产企业。当
时，进军越南设立工厂是罕见的举措，JUKI
是第一家日资企业。现在除了生产零件外，

还肩负起工业缝纫机的开发和生产工作，成

为支持东南亚销售的重要生产企业。

●1995.3
设立JUKI SINGAPORE PTE. LTD.

●1995.9
设立新兴重机工业有限公司

在母工厂“大田原工厂”的全面合作支持

下，设立了质量上与日本产品完全相同的

JUKI品质产品的制造工厂，当年11月又设立
了专门供应零件的“重机(宁波)精密机械有

限公司”，接着2000年又在中国设立了第二
家生产工厂—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1995.11
设立重机(宁波)服装设备工业有限公司

(现重机(宁波)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997.12
世界首台工业用缝纫机“底线自动供给装

置”荣获机械振兴协会奖

●1999.10
设立JUKI 销售株式会社

2000
●2000.10
设立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2000.10
设立 JUKI MACHINERY (INDIA) PVT.LTD.
(现JUKI INDIA PVT.LTD.)

●2001.1
设立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001.10
将JUKI AUTOMATION SYSTEMS INC.
收入集团伞下

●2005.7
设立JUKI CENTRAL EUROPE SP.ZO.O

●2006.10
设立JUKI SMT ASIA CO., LTD.

●2009.12
将总公司和研究开发部门迁移到东京都多摩

市的新公司大楼

响应招揽企业的号召，总公司和研究开发功

能从创业地“调布市国领町”搬迁到建设

在“多摩市鹤牧”的新公司大楼。新公司大

楼是一幢地上8层、地下2层的建筑物，配置
了声音、振动、耐久性等的检测设备，能够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品质。

2010

●2011.7
设立JUKI MACHINERY BANGLADESH LTD.

●2012.5
设立JUKI MACHINERY VIETNAM CO.,LTD.

●2013.8
设立JUKI AUTOMATION SYSTEMS株式会社

●2014.3
JUKI AUTOMATION SYSTEMS株式会社和,SONY 
EMCS 株式会社的实装机器事业部门合并。
这样，扩大了由JUKI特色产品通用贴片机与
索尼的高速机、焊锡膏印刷机、检查机组合

而成的产品种类，使提供生产线解决方案变

成可能。

●2017.7
重组JUKI 电子工业株式会社、JUKI 秋田精密株
式会社、JUKI 吉野工业株式会社，成立JUKI 产
机技术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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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日 本

11

9

9

7

6 5

4

3

2

5

3

15

14

13

12

11

7

9

6

5

10

108 6 43

12 7 8

8

41 21 21

1 2

制造据点
日本

1  JUKI 产机科技(株) 秋田县 高速贴片机的制造

    集团公司事业相关的产品制造

2  JUKI 会津(株) 福岛县 失蜡和金属射出成型精密铸造零件的制造 

    集团公司事业相关的零部件制造

3  (株)铃民精密工业所 新泻县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零件的制造

    集团公司事业相关的零部件制造

4  JUKI (株)大田原工厂 枥木县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制造

    集团公司事业相关的零部件制造

5  JUKI 金属(株) 三重县 铸铁部件的制造

    集团公司事业相关的零部件制造

6  JUKI 广岛(株) 广岛县 模具, 冲压加工零件等的制造

    集团公司事业相关的零部件制造

7  JUKI 松江(株) 岛根县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制造

    集团公司事业相关的产品与零部件制造

※2017年7月，重组JUKI电子工业株式会社、JUKI秋田精密株式会社、JUKI吉野工业株式会社，
成立JUKI产机技术株式会社。 

全球

8  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制造

    制造贴片机的给料机

9  新兴重机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 河北省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制造

开发据点
日本

1  JUKI (株) 东京都 工业用缝纫机, 家用缝纫机,  

   高速贴片机等的产品开发,系统开发
2  JUKI 产机科技(株) 秋田县 高速贴片机等的开发,高速贴片机等的开发,

   集团公司事业有关的开发

3  JUKI (株)大田原工厂 枥木县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开发

4  JUKI AUTOMATION SYSTEMS CORPORATION 东京都 高速贴片机等的开发

5  JUKI 松江(株) 岛根县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开发

全球

6  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开发

7  JUKI (VIETNAM) CO., LTD. 越南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开发

8  JUKI CENTRAL EUROPE SP.ZO.O. 波兰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开发

9  JUKI AMERICA, INC. 美国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开发

1 4 1 2 1 2

JUKI(株)
JUKI AUTOMATION SYSTEMS CORPORATION
JUKI 销售(株)
JUKI 综合服务公司
JUKI 家庭产品客户服务中心(株)

4 3

JUKI (株)大田原工厂

1 2

JUKI 产机科技(株)

7 5

JUKI 松江(株)

8 6

重机(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9

新兴重机工业有限公司

（截止2017年7月1日）

10  上海重机缝纫机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 家用缝纫机等的制造

11  重机(宁波)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中国, 浙江省 工业用缝纫机零件等的制造
12  JUKI (VIETNAM) CO., LTD. 越南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制造

    失蜡和精密铸造零件的制造

    集团公司事业相关的零部件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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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据点
日本

1  JUKI 综合服务公司 东京都 大楼管理、修缮、

   印刷等服务

2  JUKI 家庭产品客户服务中心(株)㈱ 东京都 家庭用缝纫机的客户服务

销售据点
日本

1  JUKI AUTOMATION SYSTEMS CORPORATION 东京都 高速贴片机等的销售

2  JUKI 销售(株) 东京都 工业用缝纫机, 家用缝纫机等的销售

 ● 分店／营业所／服务中心 等

全球

3  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 工业用缝纫机, 家用缝纫机等的销售 

    控股公司, 中国各公司的统括管理
4  东京重机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 上海 高速贴片机等的销售

5  JUKI (HONG KONG) LTD. 中国, 香港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销售

6  JUKI SINGAPORE PTE. LTD. 新加坡 工业用缝纫机, 家用缝纫机等的销售

　（主要据点：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缅甸等8个国家） 
7  JUKI MACHINERY BANGLADESH LTD. 孟加拉国 工业用缝纫机等的销售 
8  JUKI MACHINERY VIETNAM CO.,LTD. 越南 工业用缝纫机, 家用缝纫机等的销售 
9  JUKI INDIA PVT.LTD. 印度 工业用缝纫机, 高速贴片机等的销售 
10  JUKI SMT ASIA CO., LTD. 泰国 高速贴片机等的销售 
11  JUKI CENTRAL EUROPE SP.ZO.O. 波兰 工业用缝纫机, 家用缝纫机等的销售

　（其他据点：土耳其、俄罗斯、白俄罗斯） 
12  JUKI ITALIA S.P.A. 意大利 工业用缝纫机, 家用缝纫机等的销售
13  JUKI AMERICA, INC. 美国 工业用缝纫机, 家用缝纫机等的销售

　（其他据点：秘鲁、墨西哥） 

10

上海重机缝纫机有限公司

12 7

JUKI (VIETNAM) CO., LTD.

3 4

重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东京重机国际贸易(上海) 
有限公司

6

JUKI SINGAPORE PTE. LTD.

8 11

JUKI CENTRAL EUROPE 
SP.ZO.O.

9 13

JUKI AMERICA, INC.

14

JUKI AUTOMATION SYSTEMS INC.

14  JUKI AUTOMATION SYSTEMS INC. 美国 高速贴片机等的销售 
15  JUKI AUTOMATION SYSTEMS GMBH. 德国 高速贴片机等的销售

 ● 分店／驻在员办事处／技术服务中心 等

主要据点数

日本 全球 合计

● 制造 7 5 12

● 开发 5 4 9

● 销售 2 13 15

● 其他 2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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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要及股票信息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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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数据

公司名称 JUKI株式会社

创立 1938 年12 月15 日

董事长 董事长 清原 晃

资本金 180 亿4 千471 万日元

主要事业所 总公司：

 邮政编码206-8551　东京都多摩市鹤牧2-11-1

 Tel 81-42-357-2211

 大田原工厂：

 邮政编码324-0011 枥木县大田原市北今丸1863

 Tel : 81-287 -23-5111

决算期 12月31日

定期股东大会 3月

职工人数 6,021 名(合并)、846名(单体)

关联公司数 30 家

由业主股票分布情况

股票情况

发行可能股票总数 80,000,000股 

已发行股票总数 29,874,179股 

股东数 13,395名

上市证券交易所 东京证券交易所 第一部(借贷交易品种)

证券代码 6440

股东名册管理人 瑞穂信托银行株式会社

个人·其他

38.1%
11,392千股

证券公司

4.2%
1,266千股

金融公司

33.3%
9,956千股

外国公司等

20.6%
6,147千股

自有股票

1.9%
577千股

其他日本公司

1.8%
536千股

编辑方针

JUKI公司报告2017是以公司介绍和环境报告书的要素为核心统编为一册的报告

书。本次发行并提交的报告进一步扩充了内容，希望以客户、股东和投资者为首

的广大利益相关者能够理解本公司集团的事业和创造价值。

有关预计数值的注意事项

本报告中记述的JUKI株式会社以及子公司的计划、目标、战略等均是编辑时的预

期值，这些均是根据获得信息进行的判断。因此，这些业绩的预计并不能当作未

来业绩的保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许会出现一些差异结果。

公司哲学

企业理念

1.  JUKI集中全力，为社会作贡献，为民众谋幸福

1.  JUKI创造技术，进化技术，创造新价值

经营基本方针

1.  推进综合质量管理

1.  通过改革，创建朝气蓬勃的人和组织

1.  拓展适应国际社会的经营

公司口号

Mind &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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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KI株式会社

邮政编码206-8551 东京都多摩市鹤牧2-11-1
TEL 81-42-357-2211
http://www.juki.co.jp/index_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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