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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勇敢地追求技术革新，

培养人格，提高能力，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我们是一家制造工艺企业，向汽车、半导体、

家电等各领域的制造商提供生产设备和工程技术。

自1951年创业以来，我们在各行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业绩，

并一直朝着作方案、设计、制造、运用、服务等Hirata独有的制造综合能力方向发展，

将其作为让各行业的顶级制造商信赖并使用我们的产品、向新型创造挑战的技能继承。

另外，我们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有交货业绩，

并向世界各国提供最适合各国的、生产第一线的文化和习惯、规章制度的生产系统。

而且，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在“人尽其才”的经营理念下，

发展每个人的个性，互相促进对方提高水平，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的组织体。

我们作为系统集成商，今后，也将不惜每天努力奋斗，

为应对日新月异的制造第一线的需求，向创造新型制造方式发出挑战，

满足客户的需要，继续致力成为对社会有所帮助的企业。

经营理念

纲领

1 2Hirata Profile Hirata Profile

董事总经理　平田雄一郎

一 . 人尽其才 发挥各自的个性，求得全体性的成功。

一 . 力求技术革新 每天力求技术革新，满足社会新的需求。

提高自身的人格及能力，通过创造，开拓各自的人生。

以客户利益为优先，不辜负客户的期待。

一 . 尊重人类 持有尊重人类的精神，创造有利于人类的体系。

一 . 开拓创造性的人生

一 . 贡献社会 通过事业职能贡献社会，为能得到好的社会评价而努力。

一 . 顾客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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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沿革

3月31日（每年1次）会计结算日期

1951年12月29日公司成立日

董事总经理　平田雄一郎法人代表

〒861-0198

熊本县熊本市北区植木町一木111番地

TEL. 81-96-272-0555　FAX. 81-96-272-7901

总公司所在地

平田机工株式会社公司名称 ］［

2018年3月31日现价

集团公司整体　2,185名

本公司　1,360名

员工人数

1970年10月 开始了利用新开发的链条进行的

Free Flow Conveyors的制造

1968年8月 在栃木县宇都宫市设置关东工厂

1964年7月 在熊本县鹿本郡植木

町（现在的熊本市）

设置植木工厂（现在

的熊本工厂）

1963年左右的熊本工厂

1964年5月 本公司制造的第一条电视机组装生产线

交付客户

电视机组装生产线传送机

1959年12月 开始从事带式传送机、板条输送机的制造

1958年8月 开始从事农用拖车的制造

1951年12月 以产业用车辆的制造及销售为目的，

在熊本县熊本市以资本金100万日元成立

平田车辆工业株式会社

原大江工厂 1956年左右

1988年1月 Direct Drive型机器人“AR-DD2700”

荣获日经产业新闻奖

1986年3月 在熊本县熊本市成立

Taihei Computer

（2011年5月改定商号为株式会社Trinity）

1984年4月 在熊本县熊本市设置机器人工厂

（现在的楠野工厂）

1981年3月 在滋賀县野洲郡野洲町（现在的野洲市）

设置关西工厂

总公司迁至东京都品川区

水平多关节机器人
AR-300

1980年10月 在熊本县鹿本郡

植木町岩野（现在

的熊本市）成立太平兴产株式会社（2008年

4月改定商号为Taihei Technos 株式会社）

开发水平多关节型

4轴机器人“ARM-

BASE AR-300”，

第二年，在世界上

率先开始销售

1980年2月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成立子公司 Hirata

Corporation of America 

1979年6月 接到汽车制造商的首份变速箱组装

生产线订单

1977年12月 开发直交坐标型机器人NC控制XY table

“MACHINE-BASE”

1974年8月 平田机工商事株式会社和大平传送机株式

会社合并，取商号为平田机工株式会社

2000年5月 在墨西哥成立子公司Hirata Engineering

S.A.de C.V.

1999年8月 在中国成立上海平田机械工厂

有限公司（2010年3月改定商号平田机械

设备销售（上海）有限公司）

1999年5月 在熊本县鹿本郡植木町（现在的熊本市）

成立平田工营株式会社（2007年2月改定

商号为Hirata Field Engineering株式会社）

1994年4月 开发无尘室内

搬运用机器人

“AR-K”系列

无尘机器人
AR-K400

1993年11月 在德国成立子公司Hirata Robotics

GmbH（2011年7月改定商号为Hirata

Engineering Europe GmbH）

1991年1月 在新加坡成立子公司Hirata FA

Engineering（S）PTE.Ltd.

2017年6月 进入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市场

2016年6月 总公司迁至熊本县熊本市

2012年12月 在马来西亚Hirata FA Engineering

（M）Sdn. Bhd.

2012年3月 开发新型水平多关节机器人及直交

小型机器人等

2011年9月 开发新型FOUP开启机及

晶片搬运机器人

晶片搬运机
器人

FOUP
开启机

2009年11月 开发对应450mm

晶片搬运系统EFEM

2008年11月 进入太阳能电池制造设备市场

2008年1月 为扩大FPD相关生产设备的生产空间，

在熊本县菊池市设置七城工厂

2007年5月 开发第10代玻璃基板

搬运机器人

2006年12月 在台湾成立台湾平田机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12月 在JASDAQ证券交易所（现在的东京证券

交易所JASDAQ市场）上市（证券号码6258）

2006年10月 在中国成立平田机工自动化设备

（上海）有限公司

2004年8月 在泰国成立Hirata Engineering 

（Thailand） Co., Ltd.

2003年4月 取得ISO9001 认证

2003年2月 取得ISO14001 认证

2001年12月 在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设立Hirata

Corporation of America 的底特律办公室

2001年10月 开发第5代玻璃基板

Resist涂敷机

“Head-Coater”

第8代玻璃基板Resist
涂敷机“Head-Coater”

公司报要

社团法人日本机器人工业会，SEMI JAPAN，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熊本商工会议所

所属团体

有限责任AZSA 监查法人审计法人

日本国内三家，海外九家相关公司

各种生产系统，产业用机器人和物流关联机器

等的制造及销售

业务内容

肥后银行，三井住友银行，三菱UFJ银行，

鹿儿岛银行，熊本银行，三井住友信托银行

主要交易银行

东京证券交易所市场第一部上市（证券号码6258）股份

26 亿3 千3 百万日元资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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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制造工艺不断在发展。

Hirata制造并销售汽车、半导体、家电等各产业领域的生产系统。

成立以来，我们在广泛的产业领域中制造了各种生产设备。

在这些业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各领域的制造凝缩到一起所形成的Hirata独有的知识、技术，

高水平地解决了我们的客户—各个制造商的问题。

今后，我们也将凭借我们独有的创意和专研精神，

不断向创造新的价值发出挑战。

世界上的制造技术日新月异。

支持各产业领域的制造工艺，

这就是Hirata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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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从客户的要求事项管理到构成要素、工序顺序、操作性方案、研

究、安全性确认、风险分析、生产效率等生产系统的整体状况，与客户

一起开发。代表事例——ACS概念有很多实际业绩，特别是在汽车相

关生产设备领域。

在日本国内，6处生产基地，在海外设置了9个子公司。并提供能够满足各

国的生产第一线需要的运用培训、维护、升级等广泛的领域的支持。

生产工程

支持能力

设计
机械设计

控制设计

软件设计

系统工程

工序工程

解决方案检查和最优化

运营方面的教育・培训支持

保养维护

升级

公司内组装・试车・检验

现场安装・测试

机械零部件

控制盘

线束

零部件的制造

开发・提案

维护・服务 生产系统最终完工

组装・检测

从零部件制造到生产系统最终完工为止的一体化服务能够提供稳定的

高品质产品。而且，作业均使用本公司的制造设备，成本低、交货期短。

另外，拥有多领域、多品种、全球经验的技术人员非常了解生产技术

和第一线的情况，作为联系多个系统、厂家的系统整合者非常活跃，

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制造能力

●五面加工机

●CNC复合机

●高性能加工机

●激光加工机

●平面磨床

●线切割放电加工机

●NC压力机

●拉膜铸造机

机床
●精密测定装置

●大型干燥涂装设备

●无尘室等

制造环境设备

事业特点

Hirata能在公司内对应开发・提案、设计、零部件制造、组装・检测、

生产系统最终完成、维护和服务等全部业务，

及时提供高品质、低成本、短交货期的稳定产品。

实现性能、成本、品质、安全性、生产效率等

在全球提供热情的支援

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实现低成本、短交货期等的

独有的方案

提案的具体化 自产零部件

组装公司内生产的零部件，

确保高可靠性

实现短交货期
具有丰富经验的现地对应能力

通过开发到生产系统最终完成、

维护・服务的一体化，

提供可信赖的生产系统。

对各工序使用的装置和设备的运作、单元、零部件的功能进行分

析，通过已通用化的“标准模件”组装生产线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

实现高性能、高可靠性、高性价比的目的｡

ACS概念

组合多个标准型设计，谋求独特的创新

●缩短从订货到设备投产的时间，可在短时间内引进生产线

●装置和零部件的共通化实现了生产线的简洁化，

　既节省了空间有易于维护保养

●生产线的长度缩短，工序间的库存减少

●灵活应对产品品种更换和将来的生产线变更

●更容易使根据产量，调整设备数量和布局

〈 单一功能的专用机械 〉

〈 标准模件 〉

秉承ACS概念的组装生产线示意图

配备了能进行多品种

生产和应对多种工序的

标准模件

传统组装生产线示意图

各生产工序配备了

单一功能的专用机械

高品质

灵活性

通用化

通用化

通过通用化减少故障，确保质量的稳定

一个模块具有应

对多个工序的功能

各工序中使用的装置和零部件通用化，

统一使用“标准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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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运用遍布全世界40多个

国家的业绩和精湛的生产现场专业知识。

全球应对能力 国内基地

国内相关公司

欧洲

成立：2000

Hirata Engineering S.A.De C.V（墨西哥）

底特律办公室印第安纳波利斯办公室

设置：2016年

东京办公室

东京办公室

设置：1981年

关西工厂

关西工厂

设置：1968年

关东工厂

关东工厂

设置：2008年

七城工厂
设置：1984年

楠野工厂

设置：1988年

熊本工厂（东工厂）
设置：1992年/1964年

总公司 / 熊本工厂

总公司/熊本工厂

熊本工厂（东工厂）

楠野工厂

七城工厂

成立：2006

http://www.hirata-cn.com

Hirata Automated Machinery

）国中（ .dtL ,.oC )iahgnahS(

成立：2004

Hirata Engineering (Thailand)

）国泰（.dtL ,.oC

成立：1991

http://www.hirata.com.sg

Hirata FA Engineering (S)

）坡加新（.dtL .etP

成立：2012

Hirata FA Engineering (M)

）亚西来马（.dhB .ndS

东南亚

中国・台湾
北美区域

在北美、欧洲、东南亚、中国、台湾等日本海外成立了9家公司。

海外相关公司

继承了 Hirata-ism理念的日本国内各相关公司，

正活跃在各个领域。

成立：1993

http://www.hirata.de

Hirata Engineering

Europe GmbH（德国）

Taiwan Hirata Corporation

Hirata Engineering Europe GmbH

Hirata Engineering (Thailand) Co., Ltd.

Hirata FA Engineering (S) Pte. Ltd.

Hirata FA Engineering (M) Sdn. Bhd.

Hirata Automated Machinery (Shanghai) Co., Ltd. 

Hirata Mechanical Equipment Sales (Shanghai) Co., Ltd.

Hirata Corporation of America

nosduH weN（tiorteD ）office

Indianapolice office

Hirata Engineering S.A.De C.V

成立：2006

http://www.hirata.com.tw/

Taiwan Hirata Corporation

（台湾）

成立：1999　http://hirata-fe.com

Hirata Field Engineering

Co., Ltd.成立：1980

http://www.taiheitechnos.co.jp

Taihei Technos Co., Ltd.

成立：1980　http://www.hirata.com

Hirata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国）

成立：1999

http://www.hirata-hme.com

Hirata Mechanical

Equipment Sales

）国中（.dtL ,.oC )iahgnahS( 成立：1986

http://www.3inc.jp

Trinity Inc.

Hirata的客户遍布日本及全世界40多个国家。

在北美、欧洲、东南亚、中国、台湾等日本海外成立了9家公司，除了新项目的咨询，

还可以灵活迅速地应对运用、支援、维护、升级等各种业务。

在全世界的任何地区都遵守客户的生产思想，考虑当地的劳动习惯、

安全规格等现实问题，并提供相应周全的生产系统方案。

在熊本设置总公司、并熊本工厂、关东工厂、关西工厂、

楠野工厂、七城工厂、东京办公室等

7个据点（6个工厂）所构成营业、生产据点。

灵活利用地区特点，向客户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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