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
MAYEK AWA 技术与 DNA

※「mayekawa」是株式会社前川制作所的登录商标。
※本目录内容随产品的改良，可能会无预告变更。

●邮

编：135-8482
址：东京都江东区牡丹3-14-15
●电
话：(81)-3-3642-8181（代表）
URL：http://www.mayekawa.com
●地

前川迈坤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前川迈坤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 邮编
：201106
●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988弄虹桥万科中心1号楼703B室
● 电话
：(86)21-5234-1988
● 传真
：(86)21-5234-1788
微信公众号
● 邮箱
：public@mayekawa.com.cn
PD217
00101703-18.04.
Printed
in Japan
● 网址
：http://www.mayekawachina.com.cn
2022年3月修订

MAYEKAWA技术与DNA 1

前川的“共创”与
技术发展

环境

脱氟技术
CO2 削减技术
化学工业技术
超导体技术

分栖共存，无竞争

在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20 世纪大量生产、大量销售、大量消费为主流的经济模式开始逐渐解体。

人类，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期望生活在一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丰富的社会中。为了实现这点，在 21 世纪我们应该

采取一些和以往不同的方法来创建我们的社会。

受 20 世纪机械技术突飞猛进的影响，我们生活中的物品种类以及数量都有所增加，发展速度迅猛。但是，人们也

注意到仅仅这些并不能达到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得到了“量”和“速度”的人，随即会想要得到“质”和“舒适”。即
使在工作现场也尽量使用机械自动化，从而让人类去做更能发挥能力的工作。

并且，以全球变暖为主的地球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以及人类对资源和粮食等问题的不安也遗留到了本世纪。

作为生产制造厂商以及促进机械技术发展的前川来说，有责任同全人类一起来面对和解决 21 世纪人类所面临的各

种问题。

以下 4 点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

1 ．应对 环 境 问 题 。
２．应对 资 源 、 能 源 问 题 。
３．应对 粮 食 、 健 康 问 题 。
４．提高 工 作 质 量 。
前川自 1924 年创业以来，不断从“赖以生存的环境”出发，规范自己的行为，设身处地的从环境角度出发，在解

决环境问题中发展成长。

我们今后将继续保持自己的立场，为 21 世纪的人类社会做贡献的同时让自己更加成长。

节能技术
热泵技术
生物环境技术

压缩技术
低温技术
换热技术
流体技术

共同体，磨合

今后的世界与 MAYEKAWA

资源
能源

产生新的需求

机器人技术
自动化技术
单纯作业减为零
出产率

保鲜技术
生物技术
食品卫生技术
机器人技术

粮食
健康

核心技术

无限扩大领域

提高工作
质量

以核心技术为基础
共创的领域

食品，产冷，空调，冷温水，休闲，
化工，科学等
新的共创领域与技术

我们从制冰冷藏开始，在发展食品冷却技术的同时，适时调整策

略来顺应市场的变化。为了与时俱进，同顾客共同进步，我们加强提

高压缩机的技术开发。并且，将此技术扩展到化工、超导体等新的领域，
顺应市场需求，着手开发新的压缩机，并以超低温用的压缩机为契机，
再次向工业冷却领域证明了前川的实力。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共同创建各种“平台”，推进机器人技术，生

物环境技术等各种技术发展。并将这些技术在新的“平台”推广，让
此核心技术更加高度化，是我们在 21 世纪的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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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共创
培养自己的专长

任何生物都不能单独生存，与其周围的事物息息相关，形成一个

循环的生存世界。

前川视企业为一个生命物体来经营。

技术、制造、销售各部门，和客户、客户的市场、时代环境等有

机结合的世界是我们活动的场所。我们所拥有的和所感觉的事物，与

其相互“磨合”共存才是至关重要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
培育自己的特有专长。这就是前川所具有的风格，不会卷入其他竞争
中的生存之道。这也是前川的分栖共存生态。

现在，前川由压缩机的生产厂商转变成集：工程设计、服务、咨询、

流通等为一体相互关联的公司。并且，我们的活动领域，从冷冻向整
个食品行业、以及化工领域扩展。通过对低温技术、节能技术、环境
技术、自动化技术等的研究，可以对应各领域各行业并能进行自由交
流。这样有风格的人文集团正在前川中茁壮成长。

在赖以生存的环境中找到自我定位，通过共创来增强解决问题的

能力。这，就是前川强大的地方。

在赖以生存的环境中自我定位，
通过共创来增强解决问题
       能力的人性化集团。

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实行“温度管理”、
“机械技术”、
“食品品质”

MAYEKAWA技术与DNA 3

食品，肉类领域①
冷冻及其他

相结合，保证食品的味道与质量，加工车间的完善与稳定，降低
总体运行成本。为了构建此类生产系统，前川不断制造并更新与

生产人员的技能、眼光、头脑（熟练技能人员的判断能力）等非
常相近的机器。

将味道、安全、放心、物美价廉、
品质稳定作为目标，与客户共创，共同进步。

原
无

及地区的要求不同而有着微妙的差别。现场固有的各种“课题”，需要我们因状况

因 此， 我 们 想 客 户 所 想， 融 合 公 司 积 累 的 智 慧 与 技 能， 反 复 进 行 磨

食品饮料制造领域分为①制造设备②原料③加工工艺④热能四部分，前川以热

能为核心与客户建立起共通关系。

超过 90 年食品领域的实绩，深知热与食品的关系，利用前川技术为客户设计创造

前川的
技术者

适合现场使用的冷却装置。

在食品以及饮料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对热能进行管理。通过对“热”的管理，我

努力为客户做更多贡献。

除了食品冷却系统，我们也根据现场需求，开发了异物检测装置，定量自动充

填器等产品。

顺应现场的想法

前川的

综合力量

开 发

们清楚地了解每个生产现场所需的操作，在此基础上引出新的课题，想出新的对策，

磨 合

系 统 的

食品的香味，品质，味道等，会因低温技术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差异。前川有着

现场的感知

· 节 能

而异找到解决办法。

工

客户

食品以及饮料的味道、安全、安心、实惠的价格、品质的稳定等，会因国家以

调理·加工·挑选
冷却·冷冻
挑选·分类
包装·装箱
搬运·保管
产品发货

● 保持食品品质的冷却技术①

速冻装置

21

世 纪 所 需 的 食 品 生 产 系 统

实力正是在这样严格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人 加

民以食为天。全社会都在关注着这个领域，不容许出现半点差池。前川的企业

合。

料

从细小的缝隙中吹出强力的冷风来冷冻产品，缩短冻结时间
的同时能保持产品新鲜的状态。节省一分一秒的时间，对产品进
行快速冻结以保证产品品质是速冻机最重要的一点。

过冷却装置

前川有大量制作 0℃冷水的技术，这种冷水用于食品冷却可
以保持蔬菜的新鲜，乌冬面的韧性，延长产品的保质期。不是用
融冰的方法取得冷水，而是水降到零度以下，使其在受刺激的瞬
间变成冰，高效制出 0℃以下的水。

异物检测装置

在展示会上有客户感慨说 ：
“这么小的异物都能检测出来
啊！”仅仅在米饭上粘上自动铅
笔前端一点点铅芯，就能准确的
检测并分离。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检测出细
小杂质的机器”前川为了回应这
些要求，最终开发出了此异物检
测装置。有助于乌冬面以及米饭
生产线上的异物检测。

● 保证食品品质的冷却技术②

扇贝的冻结

肉类冷却

在同样条件下冷冻大量猪肉时，前川通过和客户共同努力，

利用大面积冷间均衡冷却，保持肉内水分，大块肉快速冷冻等
扇贝肉因冻结方法的不同，品质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单纯进行快速冻结

的话，颜色以及形状无法满足客户的要求。尤其是冷冻贝肉时的白色体现了

商品价值的决定性要素。前川针对此类食品，进行多次的冻结试验，根据客
户对品质的需求，制作了贝类速冻专用的速冻机。

各种方法制作适合的冷库。并实现了不管是大食品还是小食品
都保持美味的个别冷却方式。

猪肉去骨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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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肉类领域②
肉类加工机器的开发

为了让用户更好地达到生产一体化，根据市场信息开发了冷冻机之外的各种机械系统。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在肉类加工领域开发的“高附加值化的机器以及一体化系统”。

肉类加工机器力求可以分别识别形状大小以及硬度、细微差别等精细机能。在低温环境下对应多样形态的商品，实

现高品质，高成品率的高效自动化系统。

背骨自动分离设备

目前，在脱骨机械化以及其周边系统的开发、商品化等领域正在和客户一起开发进步。在食用鸡肉行业，前川有自

动鸡腿脱骨机、鸡翅根脱骨机以及鸡胸脱骨机等，在食肉（猪肉）领域中，去腿骨 RX，整体分离 RX 等为核心的吊脱骨
系统也是重要组成部分。

鸡腿自动脱骨系统

棘突起自动分离设备

切换装置

● 猪肉加工机器的共创

TORIDAS

大块分割设备

有关猪肉加工机器，为了解决①熟练技术人员老龄化

严重②培养一个熟练技术人员需要数年时间③技术工作人
员体力负担重等现场的各种问题，用 6 年时间开发了猪肉
加工设备。

加载装置

全自动组合计量装置

● 鸡腿脱骨机（TORIDAS）
的共创

前川在日本最先研发加工鸡肉的自动化脱骨设

备。1994 年，前川的技术人员在接到开发邀请后，
经过对鸡肉加工的研究，历经大约 10 年的时间，实

现了生产机器化。在客户的工厂其成果明显显现出来，
一天的鸡肉加工量实现了突飞猛增，并且进一步实现
了节省人力以及节省空间。根据肉的性质来进行加工

的开发方式难度极高，但那时培养的智慧以及技能，

HAMDAS-RX

在今后的各领域中得到充分发挥和应用。

TORIDAS

猪腿部位和猪肘部位
自动脱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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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₃
氨

充分考虑到环境问题
采用天然冷媒

CO₂削减及节能的冷却装置“NewTon”

2008 年开始销售冷藏库专用半封闭式冷冻机“NewTon”。

开发了使用天然冷媒氨的高效率 IPM 电机，与高性能的压缩
机相结合，与以往相比（本公司内部）降低了能耗。

“NewTon”系统冷媒采用氨，通过氨冷却液化CO₂后，

CO₂在库内循环制冷的间接冷却方式，不用担心库房内发生氨

为了保护地球环境，21 世纪在寻求冷冻装置，冷藏装置的同时，也要求实现无氟化及节能。因此，前川从自然冷媒

泄漏事件。

着手，为了保护臭氧层并防止地球变暖提倡 Natural Five。

并且，除了冷藏库以外，食品工厂的空调、速冻机、滑

Natural Five 是在冷冻、空调、供应热水等领域采用 5 种天然冷媒技术来保护地球环境。

冰场制冰等领域也设计了符合客户要求，可高效率运转的

针对破坏臭氧层的氟气以及加剧地球温室效应气体的替换规定管理越发严格。前川作为一个制造冷冻、冷藏设备的

“NewTon”系列。

企业有很强的责任心，为保护地球环境发展使用天然冷媒的技术，并研制了能让客户更新方便的节能系统。

用在冷冻，空调，供应热水等用途的环保5种天然冷媒
天然 5 种冷媒的应用温度领域
HC
碳化氢系

炭化水素系

CO₂
二氧化碳

二酸化炭素

供热水
供热水
空   调
冷   却

二次
冷媒
冷

NH₃
氨

アンモニア

H₂O
水
水

Air
空气

CO₂
二氧化碳

空気

干燥
加热

冷却

空  调
冷  却
冷  藏
冷  冻

解决低温环境下的结露问题

热泵形式干燥式除湿机“chris”

2013 年开始销售“chris”，
“chris”采用 CO₂ 热泵作为再生热源，与以往

的干燥式除湿机（电气再生式）相比，以更少的能源实现了低温环境（-5℃～

空调 ·   冷却

5℃）下的除湿。由于是采用热泵的形式，没有温热源和排热的冷冻设施也可
利用干燥式除湿机。适合用于大型冷藏库和肉类加工厂、滑冰场等需要在低
温环境下除湿的场所。

却
冷    冻

HC
碳化氢系

环境调和型

节能空调系统

此系统使用天然冷媒碳氢化合物系列作为冷媒（碳氢化合物类的混合冷媒），

用于工业用空调、供热水热泵等系统。有“冷水”、“温水”、“热水”三种运行模
式可供选择，能高效提供 7℃～ 65℃温度范围的水。

Air
空气

   

2008 年 7 月在北海道洞爷湖召开的峰会上，此装置用于国际媒体中心的空调

辅助设备。

实现超低温世界

空气冷却系统“PascalAir”
2008 年成功使用空气作为冷媒，并将冷冻

系统“PascalAir ”商品化。

空气冷冻系统“PascalAir”是利用气体的压缩产生热源及膨胀吸热的性质，直接将库内的超低温空气作为直接冷媒

使其循环的开放性冷冻系统，可达到 -50℃～ -100℃的超低温世界。

不仅用于金枪鱼的超低温冷藏库以及冻干等方面，希望可以应用在家电冻结破碎，半导体制造工程，医疗、药品、

理化学科等新市场。
9

H₂O
水

不使用动力

节能吸附式冷冻机“AdRef-Noa”

冷媒采用水、吸附剂使用“高性能沸石”的高效率化工冷冻机。有效利用

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引擎排热以及工厂排出的 60℃～ 80℃废热制出
5℃～ 15℃的冷水。不使用电等动力下，实现 CO₂ 的排放削减，其节能设计获得
了客户的好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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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悠久的
工业用冷冻领域

● 饮料

饮料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大量的温热，冷热。

根据杀菌后的冷却或碳酸饮料的冷却工艺的不同，能源
供应方面也会随之不同。前川总括生产工厂的情况提出
适合整体及个别生产过程的能量供给系统方案，实现工
厂节能且保护环境。

前川自 1924 年从制冰行业开始，以冷却成套装置

的设计、施工及冷却系统设计为主，在国内外市场中迅

在啤酒生产工厂针对节能以及减少 CO₂ 的排放量方

面，前川有着非常显著的成绩。针对各国新出台的节能

前川的提案

速成长，工业用冷冻机在日本国内占较大市场，冷冻船
在世界范围内占较大市场。

政策没有充分做出对策的工厂，采用 CDM 工程（2003

年～ 2005 年、NEDO 国际能源消费效率化等模板事业）

在各个领域与客户共创的同时，从指导到设计、制

实现节能的效果。

造、施工、售后服务等提供综合的一系列产品服务。另
一方面，我们致力于防止地球温室效应、保护臭氧层等

前川的提案

环境问题。

考虑到安全、效率、节能以及地球环境等问题，前

川追求从细微小事做起，注重食品以及饮料适合的冷却
方法，力求将产地的品质带到消费者面前。

● 低温物流

来自国内外产地以及生产商的冷冻产品暂时放入冷

库保管，为了根据需求发货，前川设计了适合的冷却系统、
流通系统等。并可以提供通过多年现场实例研究培养的
技术支持。

●吸附式冷冻机＋冷却塔

● 水产加工

因水产品的冷却冻结方法不同，颜色以及味道都可

能发生变化。我们常年关注着世界各国的水产品低温加

●风幕机 ●LED照明 ●智能型高效率热源系统
●以往冷库老化翻新工程 ●自然冷媒制冷机 ●自然冷媒除湿机

●大温度差冷却系统

工系统。前川的业绩与经验证明了可以提供从产地到消

●水热源ECOCUTE

费地之间的不可或缺的各种冷却系统。

前川的提案

前川的提案

●捕鱼到着陆，鱼的挑选等更加效率化

●氨不冻液（冷水）
   冷却机组

● 乳业

为了向市场提供优质的乳制品，制造过程要求严格

控制原料的安全。前川针对乳制品生产工厂，在原料进

厂到产品出厂的生产过程中引进的设备，可以在“温度”
及“节能”方面给予协助，创造出更适合此类生产的适
●海水制冰系统

PascalAir

NewTon

● 啤酒

●水产加工工厂卫生管理

● 农产

为了让大家一年四季都能品尝到各种新鲜蔬菜水果，

前川的 CA 超级保鲜装置（高湿度低温保管库）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此种装置调整了空气的成分，在低温情况
下保持高湿度控制蔬菜水果的呼吸和水分蒸发，可达到

当温度和环境，并通过我们的技术与经验实现生产效率
化。

前川的提案

●冰淇淋连续冻结装置
●冷水供应系统

长时间保湿。

前川的提案

●蒸汽压缩机组

● 船舶

近年来全球的冷冻搬运船中多采用前川的设备。

生鲜品的搬运贸易中，为了保持食品的良好品质，

提供冷冻搬运船专用的冷却系统，使保管仓内的温度保

持均衡，减少货物受损等，并对运输货物所要求的不同
温度管理提供前川技术。

从此类业绩经验中孕育而成的技术，正在不断进化，

不仅在日本国内并广泛应用在海外的数十处据点网络，
支持着世界的造船行业。

前川的提案

●冷冻搬运船专用的制冷系统
●渔船用制冷系统
●PSA式氮气制造装置
●MGO冷却装置

●过冷却系统

●CA装置
●超级保鲜
●高保鲜系统（蔬菜、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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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热效率，
环保型前川热泵

3.前川的航空机用移动式空调车
“地面空调”

地面空调给停驻的飞机提供 -2℃～ +45℃的冷暖风，

进行供暖和制冷。飞机停在陆地上进行机内整理或准备保
养时引擎停止工作，高科技机能的电子装置需要确保适合

的温度。前川的地面空调带有空调机及送风管，可以迅速

前川自1971年开始，先于其他公司开始制造大型空调用热泵。1977年

就地提供稳定的冷暖风。

开始，结合日本经济产业部的月光计划“废热利用技术系统的高温压缩式热
泵”，开发了回收30℃～60℃温排水热能，并制造了100℃～160℃高温水的
热泵。

地面空调

螺杆热泵高效且不采用燃烧的方法是安全放心的设备，适合在办公室、电

子计算机中心、美术馆、公共建筑、地区暖气，温泉设备等各种需要暖气设备
以及高温水的场所。

高尔夫球场

并且，至今为止在所培养的热泵技术众多业绩的基础上，前川正在开发更

加适应环保节能时代的新型热泵。

空调行业也在普及自然冷媒。前川以丰富的空调用热

源装置销售业绩，使环保高效自然冷媒热泵商品化。

可对应各种大小负荷容量，目前主要应用于大厦空调

空气热源 Eco Cute“unimo AW”

1.采用CO₂冷媒的业务用Eco Cute系统

4.空调行业前川的应用

以及各种设施改造，公共设施、食品工厂等。

前川从环境、安全、经济、技能等角度出发，采用自然冷媒 CO₂，实现日

本国内 90kW 级业务用供热水机器商品化。灵活应用常年积累的智慧及技术，
搭载了自社研发的可高效率对应高压的 CO₂ 压缩机。自然冷媒 CO₂（地球温暖
化系数 =1）比氟利昂（地球温暖化系数超过 1300）更能保护环境。并且使用

自然冷媒热泵

电没有燃烧部分，没有氮氧化物以及二氧化碳等排放。非常适用于温泉设施、
高尔夫球场、医院、食品工厂等大规模设施。
◎ 水热源 Eco Cute

活跃在汽车行业的前川技术

实现了回收温排水热能的“水热源Eco Cute”，作为使用CO₂冷媒的水热

源型工业用供热水热泵，在行业中的成绩系数和供热水能力受到好评。一天的
供热水能力可以达到22,000L（90℃） 。可以同时供应温水和冷水，在制面工
※

柱状结晶层（ 层）

程等需要冷却、加热工艺的工厂可以实现大幅度的节能。并且因为使用不受外
界气温影响的水作为热源，在寒冷地带也能有效发挥功效。

※ 由前川日本总公司统计所得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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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场
水热源 Eco Cute
“unimo WW”

长野冬奥会冰场的冷却系统都是通
过前川导入，并且前川在会议期间担任
维持管理工作，制出了适合各种比赛用
高品质的冰。

行走面

冷却面

垂直断面/偏光

人工制冰

人工造雪

汽车以及汽车零件的开发需要在寒冷环境下进行性能评价。前川

的压缩机使用在这些实验设备中。

2.CO₂热风热泵

大约上百台的前川冷冻压缩机应用在 -50℃的低温空间 。在人

“Eco Sirocco”

工冰库设备中结合食品及滑冰场用的制冰技术，使冰的结晶形状变化，
透明冰和不透明冰状态不同，并能将其变成平滑的状态。

CO₂ 热风热泵装置。可实现工业干燥系统以

在汽车以及配件的涂装生产线上也采用了前川的热泵系统。

及加热系统要求的 120℃热风，并且与以往

的石油、天然气燃烧等方式相比，大幅度减
少了 CO₂ 的排放量且降低了成本。

※

工降雪设备中前川的技术能使人工雪的大小及形状自由的变化。在人

前川应用 Eco Cute 的 CO₂ 技术开发了

13

★用于长野冬奥会冰场的冷却系统

※ 由前川日本总公司
统计所得数据。

Eco Sirocco

长野冬奥会的滑冰赛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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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的未来环境相关联的
石油、气体、化工＆科学领域

面向未来的前川新技术

前川长年积累的技术不仅应用在制冷行业，同时也应用于各种气体压缩机中。

21 世纪人们希望从目前地球满负荷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向以协调和

氢气、氦气、碳酸气体等工业气体，聚氯乙烯单体及氯甲烷等原料气体，氯、

循环为中心，安定持续发展的社会转变。

氯化氢、硫化氢等活性气体，石油精制副产气体，石油伴随气体，焦炉气体等含
活性成分的混合气体，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气体等。在这些气体压缩领域
前川压缩机的信赖度和技术力得到了高度好评。

●活跃在环境保全，资源回收领域的压缩机

前川从“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角度出发，努力开发前川技术，并向建设以

自然为主的 21 世纪生存环境努力。
具体有以下几个主题。

运用在多种条件下的前
川单机双级螺杆压缩机
断面图

１．为改善环境做贡献。

２．为资源能源领域做贡献。

日本国内的石油储备基地在原油运输时，

３．为食品、健康领域做贡献。

以 VOC 气体异味消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为目
的的回收装置中采用了大体积的螺杆压缩机。

近年来全球环保意识提高，对于地球环境

温暖化原因之一的废气（火炬气）不做燃烧处

理，把火炬气直接用压缩机回收，从中取出有

４．面向劳动领域做贡献。
5MPa 压缩机

作为制造冷藏、冷冻装置的企业，在环境领域我们有责任采用不加

剧地球温暖化、不破坏臭氧层的自然冷媒技术为今后的环境努力。

在能源供给领域采用新的方法。例如开发利用冷热技术的甘蔗生物

效成分进行再利用的装置（FGRU:Flare Gas
Recovery Unit）引进案例逐渐增多。

火炬气容易液化组成变动，传统的压缩机

比较难对应 , 通过发挥无供油螺杆和供油螺杆

水稻成长点附近的细菌微生物
（绿色发光部分）

机器设备，在太阳发电以及风力发电过程中，可以高效传输的超导体方
案等。并且在需要能源的领域开发替代锅炉的高效率高温热泵，以及利

螺杆压缩机 FX 系列
欧洲合同基本粒子原子核
研究机构的氦气压缩机

的长处，可使轴承润滑部和压缩室内喷射的油分离。可对应多种气体的新型螺杆
压缩机系列运用在全球海上油田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精制基地。

●贡献于超低温领域的前川技术

前川的大型双级氦气压缩机活跃在超低温领域以及全球的研究所中。2008 年

用太阳能的冷热系统技术等为实现活用废热做出贡献。

在粮食、健康领域开发草莓、西红柿收获机器人，开发活用自然界

中细菌的水稻用蔬菜用微生物农药技术等。并把冷却到零下 100℃的空气冷冻系

微生物水稻栽培试验

统推广到医疗医药等领域以及开发液氮治疗针等作为目标。

关于劳动领域，在耗费人工体力较大的肉食品加工方面，开发了“高附加值

的机器人及系统”，目前在欧洲的脱骨工厂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在进行脱骨工作，而
前川开发的自动化系统可以使该加工系统真正实现无人化。

因获得诺贝尔奖而备受关注的基本粒子科学领域，欧洲合同基本粒子原子核研究
机构的 LHC 工程就采用了前川的压缩机。

并且期待作为未来能源应用于核能源的开发中。以日本原子能研究所机构的

JT60 装置及世界最大的超导型核融合试验炉即核反应科学研究所的 LHD 装置为

代表，德国、印度、韩国等多家研究设施引进采用前川设备。并且在 JR 磁悬浮列
车中高温超导送电等领域，前川的压缩以及冷却技术也十分活跃。

磁悬浮列车

前川制造冷冻机已 90 余年。在诸多领域满足了客户的要求，至今为

止面向世界各国客户销售工业用螺杆式和活塞式压缩机超过了 12 万台 。
※

并且在石油、燃气、化工等各领域采用了诸多前川压缩机。前川在世

界各国拥有营业网点，压缩机及其系统经验丰富的技术工程师，可对应客
户现场的各种要求。

15

※ 由前川日本总公司
统计所得数据。
16

前川的世界活动

日本国内有60处营业事务所，国内生产基地3处，
海外据点43个国家有102处事务所。
（含7处生产基地）
※2018年4月末为准

★ 守谷工厂
前川制作所集团的主工厂。设置
部门有压缩机、速冻机等制造部
门，售后服务部门，电机 · 工程
部门，技术研究所等。

1924
1930
1964
1967
1968
1970
1971
1973
1975
1976
1979
1980
1981
1983
1984
1985
1986
1988
1991
1993
1995
1996
1999
2003
2004
2005

2007
2008
2011
2014
2015
2016

★ 佐久工厂
进行食品加工机器人的开发，制造。

MAYEKAWA U.S.A., INC.

前川的生产据点

东京总社

前川喜作创立了前川商店
开始制冰冷藏业
建立第一个海外法人前川墨西哥公司
在美国 · 洛杉矶建立前川美国公司
在巴西 · 圣保罗建立前川巴西公司
建立守谷工厂
在比利时 · 布鲁塞尔建立前川欧洲公司（并设工厂）
在巴西建立工厂
在加拿大 · 温哥华建立前川加拿大公司
在委内瑞拉 · 加拉加斯成立前川委内瑞拉公司
在厄瓜多尔开设办事处
在阿根廷 · 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前川阿根廷公司
在智利 · 圣地亚哥开设办事处
在新加坡建立前川新加坡公司
在美国 · 洛杉矶建立工厂
在中国台湾 · 高雄建立前川实业公司
在哥伦比亚 · 波哥达建立前川哥伦比亚公司
在澳大利亚 · 悉尼建立前川澳大利亚公司
在秘鲁 · 利马建立前川秘鲁公司
在韩国 · 首尔建立前川韩国公司
在印度尼西亚 · 加尔各答建立前川印尼公司
在韩国 · 昌原建立工厂
在墨西哥 · 奎纳瓦卡建立工厂
建立佐久工厂
建立前川马来西亚公司
建立前川泰国公司
在墨西哥成立压缩机工厂
在美国 · 休斯顿建立前川分公司
在美国 · 圣安东尼奥建立工厂
在美国 · 托伦斯建立前川化工、制造工厂
守谷工厂取得 ISO14001 认证
在欧洲增设前川工厂
建立东广岛工厂
在中国 · 北京设立办事处。巴西化工工厂开始投入生产
守谷制冰工厂竣工
在中国 · 上海建立前川中国公司
在俄罗斯 · 莫斯科与瑞士设立办事处
在泰国 · 曼谷建立前川泰国公司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立化学事务所
在美国 · 芝加哥建立前川 USA 公司
在印度 · 孟买建立前川印度公司
增设东守谷工厂
在越南 · 胡志明市建立前川越南公司
巴西的组装工厂和化工工厂合并后在阿鲁雅建立新工厂
在土耳其 · 伊斯坦布尔建立办事处
美国圣安东尼奥工厂转移到纳什维尔
在南非 · 开普敦建立前川南非公司
在埃及 · 开罗建立办事处
在 UAE · 阿布扎比建立办事处
在波兰 · 波兹南建立办事处
在墨西哥 · 比亚埃尔莫萨建立办事处
在印度建立清奈工厂
在沙特阿拉伯 · 库拜尔设立办事处
在巴拿马 · 巴拿马城设立办事处
在孟加拉国 · 达卡设立办事处

★ 美国 · 托伦斯工厂

★ 东广岛工厂
主要生产 Eco Cute 等设备。
并具备铸造生产线。

前川的海外据点

★ 美国 · 纳什维尔工厂
MAYEKAWA U.S.A., INC.

London

Paris

Madrid

Hamburg
Poznań
Muenchen
Zug
Milano
Bologna

Moscow
Vancouver

Sofia

Chicago

Beijing Dailan
Seoul
Busan
Qingdao

Istanbul

Calgary

Seattle

Vladivostok

Toronto
New York
York

Covina
San Antonio Houston

Alkhobar
Cairo

AbuDhabi

Dubai

New Delhi

Dhaka

Hermosillo

Shanghai

Bangkok
Trang
KualaLumpur
Medan

Culiacan

China Taipei
Taichung
Kaohsiung

Guangzhou

Guadalajara
Mexico City

Manila
Ho Chi Minh
City

Monterrey
Irapuato

Habana

Villahermosa
Maracaibo

San José
Panama City

General Santos

Barcelona

Medellin
Guayaquil Bogota

Singapore

Caracas
Maracay

Jakarta
Lima

Surabaya

Recife
Cuiaba
Goiania
Bahia
Oeste Paulista
Chapeco

Cape Town

Santiago
Sydney

Auckland

Concepcion

Puerto Montt

★ 比利时 · 布鲁塞尔工厂
N.V.MAYEKAWA EUROPE S.A.

★ 印度 · 清奈工厂
MAYEKAWA INDIA PVT.LTD.

★ 韩国 · 昌原工厂
MYCOM KOREA CO., LTD.
CHANGWON FACTORY

★ 墨西哥 · 奎纳瓦卡工厂
MAYEKAWA DE MEXICO,
S.A.DE C.V.

Curico

Curitiba
Rio Grande do Sul

Buenos Aires

Puerto Madryn

★ 巴西 · 阿鲁雅工厂
MAYEKAWA DO BRASIL EQUIPAMENTOS
INDUSTRIAIS LTD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