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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trings（全球线）

采用绘制世界地图的摩尔魏特投影法设计而成的Global Strings。

纵横交错的精细曲线寓意岛津制作所精密细致的技术推广到世界各地，并精心汲取客户需求。

https://www.shimadz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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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发展同步
　　时值明治时代，日本提出科学立国的方针，引起第一代岛津源藏的共鸣。

通过理化学器械的国产化与普及为社会做贡献，正是这一愿望催生了岛津制作所。

自那以后，岛津一直认真倾听时代的声音，以科学技术不断支持社会的发展。

　　第一代岛津源藏开始制造理化学器械，由此开启了岛津制作所的历史。

　　当时，在岛津制作所创业的京都木屋町二条一带，建有很多引进了西方技术的产业设施。其中舍密局是引进国外技术的重

点机构，源藏经常出入于那里，此后便开始了外国制造器械的修理和维护保养工作。在舍密局，他结识了德国科学家戈特弗里德

·瓦格纳博士，并在此后的3年里，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源藏掌握了产品结构及产品中包含的理论知识之后，下决心自己制

造理化学器械，使其成为教学中可以经常使用的工具。那是1875年，从此岛津制作所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1895（明治28）年前后的岛津制作所（木屋町总部）

舍密局 戈特弗里德·瓦格纳博士

为SHIMADZU奠定基础的两位源藏

　　第一代源藏是一名佛具工匠，从江户时代末期开始，便在木屋町二条

从事手工制作。到了明治时期，在灭佛毁寺运动中，京都成了近代化的中

心。周围随处可见西方技术与先进科学的影响，第一代源藏也受到启发，

遂放弃了佛具制造业，在1875年他30多岁的时候，创立了教学用理化学器

械的制造工厂，这就是今天的岛津制作所。在创业的第三年，京都府提出

放飞气球的设想，当时，没有任何有关资料，但第一代岛津源藏为了事业

的未来与日本的近代化，挑战制作放飞氢气球，并取得了成功。

在日本首次放飞成功载人氢气球，立志实现日本科学立国梦想的第一代源藏

第一代岛津源藏

1877年

成功放飞载人氢气球

　　第二代源藏对X射线拍摄、蓄电池制造等各种新技术的开发与发明倾

注全力。1930年，入选为日本发明创造取得丰功伟业的十大发明家之一。

这是因为他发明了“易氧化铅粉制造法”，使得当时难以制造的铅粉得以大

批量生产，因此得到高度评价。这一制造法成为干电池、蓄电池制造等众多

产业实现飞跃的突破口。晚年的第二代源藏对年轻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学到了理论知识和原理后就必须思考如何应用”，这是他作为一个技

术人的信念，也是要传达给担负着未来使命的年轻人的理念。这一理念在

岛津制作所传承至今。

取得178项发明，使SHIMADZU有了飞跃性发展的第二代源藏

第二代岛津源藏

1896年

初期的X射线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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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趋势图 ※1999年度之前为单个公司销售额，2000年度起为合并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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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成为股份制公司）

创业于京都的木屋町二条

把“以科学技术为社会做贡献”作为宗旨，

为实现更加便利、安心、安全的社会做贡献。
　　通过不断满足客户需求，并解决更深层次的社会课题，岛津公司不断进步、持续发展。

引进国外的近代科学

向近代化的生活方式转变

　　1882年发行的产品目录“理化学

器械目录表”中收录了110件物理器械

等。

理化学器械的普及和发展 医疗器械的发展和普及 汽车   安全性提升降低X射线的辐射

大力发展石化工业 临床检查医学的发展

　　根据汽车 制造商的要求开发的行驶模拟

器。可以快进 方式回放行驶数据的加速试

验，有助于提

高耐久性试验

的效率。

制造疲劳试   验机1号机

向汽车制造   商交货

　　田中耕一发明的软激

光解吸电离法，可在不破

坏蛋白质等高质量生物大

分子的情况下完成电离，

是一种精密的分析质量方

法，应用于疾病的早期发

现与新药开发等。

田中耕一

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通过在另一个房间操作X射线装置，

降低了医生和放射技师所受到的辐射。

开发出遥控式

X射线透视摄影系统

　　作为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的领军公司，岛津把

这种仪器的应用扩大到了新生儿筛查和血液中的药物

动态监测等临床领域。

第一个在日本制作出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

医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

　　采用当时日本市场未有的新型泵压方式，分析精

度和操作性得以飞跃性提升。模块结构，满足了不同

市场的各种需求。在制药行业，要求确保医药品的安

全性和有效性，此仪器为

全面开展研发活动做出

了贡献。

完成模块式液相色谱仪

　　成功制造出日本最早的气相色谱仪。第二年

成功实现商品化，作为先进产品提供给日本的石

化公司使用。该装置还在日本化学会上参展，备受

瞩目，为蓬勃发展时期的日本石油化工产业做出

了贡献。

开发气相色谱仪

提供最先进的教学器械

　　于1909年成功制作出日本国产最早的医

疗X射线装置。两年后，又制造出使用交流电

源的大型医疗X射线装置，并交付大津日赤医

院使用，从此

引领日本迎来

了医疗X射线

装置的曙光。

完成医疗X射线装置

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

　　1897年，当时的电力供应依

赖于进口蓄电池，第二代岛津源

藏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委托下，开

始试制蓄电池。于1904年成功制

作出固定式蓄电池。

开始蓄电池的工业化生产

文明开化

1882

1897 1957 1978 2010

1909 1961 1967 2002

完善医疗基础，扩充数量

发展石油、化学工业

战后复兴

发展汽车工业

充实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医药产业

高度经济增长

振兴科学技术，使人们健康长寿

提高生活质量（QOL）

日本首创

日本首创 日本首创 日本首创

世界首创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从检体的预

处理到测定、分

析，通过自动化无

缝衔接，实现了快

速PCR检测流程。

开发全自动实时

PCR检测装置及

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

2020

支持

乳腺癌诊疗与认知症研究

世界首创

　　这种检查装置减轻了对乳房挤压

造成的痛感，有助于乳腺癌的诊疗。这

种新装置也可以进行脑部检查，为认

知症的研究助力。

开发了专门用于头部和

乳房检查的TOF-PET装置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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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客户一起，

以科学技术不断创新，

解决社会课题

　　岛津制作所秉承“以科学技术为社会做贡献”的

公司宗旨开展业务，并即将迎来创业 150周年。

　　岛津公司提供的分析测试仪器、产业机械和航空

相关器械在众多产业领域中得到广泛使用，并通过客

户开展的业务，在保护社会的安全、安心和进一步提

高社会便利性上发挥着作用。

　　此外，为医疗机构在疾病的诊断治疗、健康检查

和开发新药提供相关的仪器，在守护人们的健康生活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认为岛津之所以能够凭借微薄之力持续为社会

做出贡献，是因为我们始终在积极面对客户想要解决

的课题，不断迎接挑战。无论是气体还是液体、固体、

遗传基因、蛋白质等等，我们不断磨练提高针对各种

物质的性质进行“分辨、识别”的技术。同时，我们

还反复挑战元器件的开发并创造有关的新技术，而这

正是产品制造的关键。在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我们构

筑了具备多样化技术的宝库。因此，当客户提出课题

时，我们可以尽快地研究开发解决课题的方案。

　　当今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迅猛变化。在疫情、

全球气候变暖、少子老龄化等不断出现的课题面前，

我们重新下定决心，继续以积极的心态面对这些挑战，

解决这些课题。仔细聆听地球和人类社会发出的声音，

我们岛津率先行动，与全世界的客户一起，共同创新、

共同挑战。这，正是“以科学技术为社会做贡献”的

公司宗旨赋予我们的使命。

　　岛津在秉承以往培养积累的技术与智慧的同时，

将继续迈进，更上一层楼。让我们满怀期许，共创岛

津未来。

代表取缔役社长 山 本 靖 则

事 业 领 域

科学技术

人类的健康

产业的发展
安心、安全的

社会

为健康长寿，为精准医疗等方面

为保护自然环境，为食品安全，

为老旧基础设施的检查等方面

为支援新材料开发，

为解决地区特有的环境课题、

为支援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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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取缔役社长 山 本 靖 则

事 业 领 域

科学技术

人类的健康

产业的发展
安心、安全的

社会

为健康长寿，为精准医疗等方面

为保护自然环境，为食品安全，

为老旧基础设施的检查等方面

为支援新材料开发，

为解决地区特有的环境课题、

为支援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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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安全的

社会
产业的发展

人类    健康

（医疗    保健）

事业领域与展开研发的课题
　　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解决复杂化的社会问题做贡献。

基础设施

半导体

电气产品

客运·    物流

材　料

化　学

环境·能源

食　品

医　疗

●为医疗单位的疾病诊治提供支持设备

●实现疾病的超早期检查

●石油化工产品和化工

　制品的开发与品质管理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

●空气·水·土壤的分析测试

●产业废弃物的分析

●为飞机的安全飞行与搭乘人员的

　舒适环境助力

●汽车的安全性与舒适性评价试验

●产业车辆与建筑机械的动力设备

医　药

●医药品的品质管理

●医药品的生产设备管理

●食品原料的特性评价·成分分析

●残留农药的检测、食品的风味·口感测试试验

●功能性食品的开发

●社会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

　设施的疲劳耐久试验、

　劣化测试

●各种监测服务 ●半导体制造工序

●液晶板制造工序

●高性能、轻型新材料的

　开发

●电子仪器、电气零部件的开发与品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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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内容简介

4,282亿日元

各地区销售额细目

日本

41%

其他 3%

欧洲10% 美洲12%

中国

23%

其他亚洲地区

11%

各机种所占销售额比率

色谱质谱联用仪

54%
其他

46%

各地区销售额细目

日本 57%

其他 7%

美洲１5%

中国

7%

欧洲

5%

其他亚洲地区

9%

日本 83%

各机种所占销售额比率

X射线装置

73%
其他

27%

各地区销售额细目

各地区销售额细目

日本

47%

中国

24%

欧洲

5%

其他亚洲地区

10%

美洲14%

各机种所占销售额比率

液压机械

26%

涡轮分子泵

48%
其他

26%

各市场所占销售额比率

防卫事业

80%
民用航空事业

20%
美洲及其他

17%
4,282亿日元

10% 47%

日本3%
中近东、大洋洲、非洲

美洲

13%

欧洲

8%

其他亚洲地区

19%
中国

　　先进的医疗器械为准确的诊断提供帮助，

有助于改善、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

分析测试仪器

　　提供高性能的分析仪器，在医药、食品、材料等各

个领域为研究、技术开发以及品质管理助力。

　　利用高性能的关键组件，为最先

进的加工制造提供支持，为产业发展

做出贡献。

　　提供最先进的机载仪器，

有助于实现“安全·轻松·舒

适”的飞行。

65%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气相色谱仪

16%

1%

13%

产业机械

飞行控制系统

5%

航空器械

其他

医疗设备

各地区所占销售额比率

各事业所占销售额比率 分析测试仪器事业

医疗器械事业

产业机械事业

航空器械事业

血管机系列

涡轮分子泵

（注）百分比率数字为四舍五入后的整数值。

精密万能试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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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测 试 仪 器

对RoHS指令限制元素的筛查

　　对固体、粉体和液体等样品中含有的元素种类无损检测并定量分析。

对汽车、电气/电子仪器等产品使用的各种材料和物质进行筛查检测。

荧光X射线装置

透镜等产品的光学特性评估

　　能够测定化学物质的吸光度或发光强度。为FPD（平板检测器）／半

导体、光通讯、光学材料等尖端领域提供有力的研发工具。

医药品制造工序的清洁验证

　　能够测定水、气体、固体中有机碳的总量。适用于环境评价、医药品

质量管理、生产过程管理等广泛领域的不同需求。

总有机碳分析仪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在线总氮总磷监测仪

微小异物的分析

　　利用红外线分析附着于食品、医药品、电子元器件的微小异物及微

塑料。

各种材料的强度评估

　　无论是橡胶、塑料、金属等原材料，还是食

品、医药品、移动电话、汽车零部件等制品，试

验机可用于所有物质的强度试验。在产品开发、

生产现场的质量管理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

精密万能试验机

工业产品的非破坏性X射线观察

　　利用X射线能够对试验片的内部状态进行非破坏性分析和检查。可

用于各种各样的工业产品，包括电子零部件和充电电池、CFRP/CFRTP等

高性能材料等。

微焦点X射线CT装置 智能手机的内部观察例

汽车座椅的实物模拟试验

电子零部件（连接器）的分析例

海滩上收集到的微塑料

工业原材料的观察

　　最快以每秒1,000万帧超高速拍摄的视频。在材料的破坏性试验、

流体力学、燃烧状态、运动科学等广泛领域得到应用。

碳纤维增强塑料（CFRP）

高速拉伸试验的拍摄例 

拍摄速度：1,000万帧／秒

排水中的氮磷浓度管理

　　检测排放到江河湖泊中的氮磷浓度。在

云端对排水信息在线监控，可用于环境标准

中对水质总量的控制。

11 12

高速摄像机

以最尖端的分析技术，

在医药、环境、生命科学等

各个领域为科研开发、

品质管理提供支持。

　　能够对液体中极微量的成分定性定量分析。对血液、尿液中的代谢物和药效成

分进行检测，期待在癌症、认知症的筛查以及医药品效果确认等方面发挥作用。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能够高精度检测试样中含有的微量成分。广泛应用于环境、食品、化工、电子／

半导体、医药等各个领域。

　　在食品、制药等广泛领域

中，应用于从研究开发到品质

管理的各种用途。例如，迅速

测定氨基酸，有助于评价食品

风味及品质。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高速液相色谱仪

抹茶风味成分的分析例

疾病的早期检查和医药品开发

环境保护以及上下水道水质管理相关的分析

通过食品功能性成分、安全性及医药品含有成分的分析实施品质管理

傅里叶变换红外分光光度计

1．天冬氨酸

2．谷氨酸

3．天冬酰胺

4．丝氨酸

5．谷氨酰胺

6．组氨酸

7．甘氨酸

8．苏氨酸

9．精氨酸

10．丙氨酸

11．茶氨酸

12．酪氨酸

13．γ-氨基丁酸

14．蛋氨酸

15．缬氨酸

17．色氨酸

18．苯丙氨酸

19．异亮氨酸

20．亮氨酸

21．脯氨酸

22．蓖麻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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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尖端的图像处理技术，

提供可减轻患者负担、

操作便捷的医疗系统。

在全世界的医疗第一线，

为癌症等疾病的

早期发现和治疗做出贡献。

医 疗 设 备 产 业 机 械

航 空 器 械

为了安全平稳的飞行和乘客舒适的环境

　　飞行控制系统是控制飞行升力、飞行姿态的重要系统。系

统中的襟翼舵面控制则关系着起落时的安全。岛津用高品质的

机加工技术以及高可靠性的电子控制技术保证着飞行的安全。

为了实现安全且高效的海洋开发

　　岛津还研究开发应用半导体激光（LD）技术的水下光无线通信装置等海洋

仪器。以往，水下无线通信，只能应用少量的声响数据，而应用LD的这种装置，

能够在水下实现相当于4G的高速通信。

　　对于备受关注的海上风力发电和海底资源开发领域，岛津公司通过水下作

业的远程控制装置，为提高安全性，通过提高效率，为减少CO₂排放量做贡献。

伞齿轮箱
襟翼·促动器

动力系统·

驱动组合齿轮箱

多路控制阀

安定面配平促动器

　　该设备不必挤压乳房，在不

产生痛感的情况下提供高精度

的乳腺PET图像，有助于乳腺癌

的诊断。除此之外，还能进行头

部检查，为认知症研究提供助

力。

头部·乳房用TOF-PET装置BresTome

支持乳腺癌诊断与认知症研究

移动式X线摄影系统

　　能够在病床旁及急诊室，手术

室进行X射线拍摄，并且迅速提供

摄影图像。也用于传染病及救灾现

场的图像诊断。

可在病房内使用的移动式X线摄影系统

提升导管的可视性，减少

放射剂量

在低剂量的条件下清晰地

显示需要观察的图像，而不

受患者及C臂移动的影响。

腹部血管造影图像

BresTome拍摄的乳腺图像

数据提供：近畿大学高度先进综合医疗中心PET分析成像部

编辑部提示：产品发售情况以各分公司或地区代理商信息为准。

心血管造影图像

　　在介入治疗手术中，通过岛津独创的

图像处理技术，减少放射剂量的同时确保

图像质量。操作流程设计允许用户定制自

己的体验，实现个性化微创体验。

支持心脏、头部，腹部和下肢等血管的微创介入治疗

血管造影系统

X射线图像诊断标准设备

应用了双能DXA技术的

骨密度测量功能

　　仅一台设备即可完成因人口老龄化而逐

年增加的内脏疾病、骨质疾病的图像诊断。

不仅可做胃肠、腹部等消化系统的检查，还

用于诊断骨质疏松和变形性关节等病症。

为了健康长寿

液压控制阀

产业车辆与建筑机械的液压动力设备

　　液压齿轮泵作为液压源广泛

应用于叉车及带有升降功能的产

业车辆、施工机械、特种车辆、农

业机械。

作为产业车辆的动力系统

　　液压控制阀是对液压齿轮泵

送出的液压油的方向、压力、流量

进行控制的阀门。本公司的产品可

用于叉车、施工机械等。

用于半导体和液晶板的制造

　 　 涡轮分 子 泵抽出的真空环

境，是半导体、平板显示器等制造

工艺中所必不可少的。

用于汽车和半导体行业陶瓷制品的制造上

　　该装置可在真空、高压环境下进行热处

理，使金属和陶瓷等材料烧结后获得应有的强

度和一定的形状。将此技术应用到食品加工

上，还能提高食品的风味并保持营养成分。

真空压力烧结炉涡轮分子泵

13 14

液压齿轮泵

X线透视摄影系统

　　用于骨折、肺炎等全身性的X射

线图像诊断。近年来图像处理技术不

断发展，应用范围不断扩大。

常规X线摄影系统

　　该设备通过应用近红外线成像技术，

清晰地显示组织表面下的淋巴液或者血

流，来支持包括整形外科，血管外科以及

乳房外科的手术。

支持外科手术

近红外线成像系统

水下光无线通信装置 MC100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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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应对传染病项目

针对预防传染病扩散展开研发

【实现更加迅速与便捷的检测】

　　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是以本公司独创的基因扩增

技术“Ampdirect™技术”为基础开发的，省去了PCR检测

中RNA萃取、提纯工序。有助于减少人力、防止人为失

误，使PCR检测的全部工序缩短至约1小时。并且，岛津

还开发了从检体的预处理到测定、分析完全自动化的全

自动实时PCR检测装置，实现了快速检测流程。

【公共卫生方面的风险评估】

　　岛津公司与盐野义制药株式会社合资成立了株式会社AdvanSentinel､
以便共同开展下水监测等，对公共卫生的风险进行评估。

　　通过下水监测，可以尽早预测管控设施内的COVID-19聚集性感染。

今后，我们将对包括其他传染病在内的公共卫生方面的风险进行评估，

构建“可视化”的新基础设施，为解决各种社会课题继续研究开发。

【传染病相关的产学合作】

　　岛津通过与东北大学共同研究，成功开发出以自然呼出的气息（呼

气）为样本的“呼气组学”新冠病毒检测法。今后，将把这种检测法的应

用扩展到健康医疗领域，促进未来呼气医疗的发展。

15 16

　　岛津制作所把应对传染病作为重要课题，

通过新检测法的开发、检测数据管理系统等，针对预防感染扩散，促进国内外合作。

开发新冠病毒的呼气检测法

＊应用本公司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汇集按特定用途分析某种样品时所需信息的工具。

注意：所记载的Alsachim公司的产品是试剂产品，仅限用于试验和研究目的，不得用于体外诊断、医药品、食品、化妆品等目的以及用于人体。

　　基于与熊本大学、（株）AiSTI SCIENCE的共同研究成果，岛津开发出

测定与新冠肺炎重症化具有相关性的生物标志物候选组的方法包＊产品与

分析系统。

研究“利用尿液与血液预测新冠肺炎重症化技术”

全自动实时检测

PCR检测装置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检测试剂盒

病毒检测 应对移动式图像诊断装置紧急增产的需求

【增产移动式X线摄影系统】

　　X线摄影装置也用于肺炎诊断。当发生传染病时，检

查室的装置难以共用或消毒，就需要传染病患者专用的移

动式装置。本公司的装置可移动至患者病床前，拍摄后约

2秒就能在主显示屏上显示图像，便于迅速诊断治疗。由

于新冠肺炎在全球爆发，导致装置需求急增，本公司集团

的国内外工厂启动了增产体制。

介绍本公司助力医疗第一线的产品、支持治疗药物

开发的解决方案和研究人员的感言等。

【稳定同位素试剂的开发】

　　岛津法国集团公司AlsachimSAS

针对现有的6种新冠肺炎候选治疗

药，开发了稳定同位素试剂。用于调

查医药品候选化合物效果与副作用、

血药浓度关系等。通过该试剂和本

公司的分析装置，为全力开发治疗药

的制药企业与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肺炎诊断

新冠肺炎候选治疗药的研究与开发支援

SHIMADZU针对COVID-19的举措

医药品

分析与研究

https://www.shimadzu.com/covid-19/

SHIMADZU

针对COVID-19的举措

DMG森精机株式会社的PCR检查室

（伊贺事业所）

【为教育机构、企业等单位设立PCR检查中心提供支持】

　　作为防止COVID-19感染扩大的措施，我们与京都产业大学签订了

全面合作协议。

　　此外，我们还为DMG森精机株式会社和冈山县特别养护老人中心

“Gurande paru”等十多个单位设立PCR检查中心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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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中都存在各种课题与需求，并日趋多样化。本公司集团致力于挖掘这些课

题与需求，分类分析，确定研究课题，为解决客户的课题，提供广泛的支持。

　　要研发新技术、进行创新创造，就必须与产生这些课题和需求的各地区的合作伙伴携手合作，共

同努力。为此，岛津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开发，不断创造、创新。而创造创新的基础就是世

界各地的“技术创新中心”。岛津在美洲、欧洲、中国、亚洲和日本各分支机构都与先进客户推进共同研

究，得以迅速链接成果。

美洲

美国技术创新中心

日本

Solutions COE(京都总部)

Shimadzu Tokyo Innovation Plaza

（2022年10月落成）

亚洲

中国

欧洲

德国技术创新中心

中国质谱分析中心

新加坡的技术创新中心

促进技术创新的研发体制以及共同创新的进程

开发具有创新价值的、先进且独特性高的技术

　　基于“以科学技术为社会做贡献”的公司宗旨，针对社会课题开展基础技术研究和产品、应用方法的开发。

　　此外，我们还将积极推进与公司外部合作伙伴的共同创新，开发具有革新性、先进性的技术、产品，以及新的服务，

并努力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强化培育措施，以便加快事业化的速度。

　　岛津将努力在离子（MS）、X射线、光学、量子等领域开发领先全球的技术、为解决

客户和社会的课题做贡献。此外，通过将尖端分析技术推广至现有事业，并积极向新

领域推广、融合，提供其他公司所没有的新产品和服务。

　　生物技术领域迅猛发展，技术革新显著。我们要掌握和开发高超技术，为解决客

户和社会的课题助力。同时，还将通过利用革新性生物技术在预防医疗和早期诊断、

再生医疗、生物产品等领域创造出新的客户价值。

　　作为大脑与五种感官的测试技术，我们将开发结合大脑与五种感官的复合测试

技术，即：低约束性地检查脑功能；与五种感官刺激相结合，利用生物反馈的介入技

术；提高人体功能的技术以及增强心理健康的支援技术等。

　　我们将通过AI技术和机器人技术的融合，为提高分析、测试、诊断、检查的先进化

程度和自动化程度提供支持，研究开发充分应用AI进行信号处理与图像处理，创新出

高度先进的产品、服务和新事业，提供针对客户课题和社会课题的解决方案。

尖端

分析技术

革新性

生物技术

大脑与

五种感官

AI

欧洲

　　与法国道达尔公司及欧洲的两所大学合

作，促进清洁能源领域的共同研究

中国

　　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开展环

境分析，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开展中药

研究等

　　与大阪大学等机构合作，签订了有关共同

研究开发养殖肉自动生产装置的合同

日本

　　与新加坡科学技术厅、当地大学及客户推

进临床领域、食品安全与环境相关的共同研究

亚洲

　　与美国制药团体展开共同研发，开发出反

映科研现场需求的半制备型超临界流体色谱

系统

　　与美国普罗维登斯癌症研究中心一起利用

质谱分析技术共同研究全新的癌症免疫疗法

美洲 美洲

研发体制

企业合作伙伴

创新公司
（启动）

学术界

应用技术

应用技术开发

基础技术研究

作为事业性的

培育价值验证

产品开发
（装置、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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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人类的健康长寿，针对“食品与健康”不断研发创新

产品 开发

开展对认知症的研究，以期预防与改善

构筑机器人和AI的独立完成科学发现平台

【与农研机构共同开展的高科技共同研究】

　　岛津公司集团与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农业·食品产业技术

综合研究机构（农研机构）于2019年8月签订了有关共同开展

以分析食品的功能性成分为目的的研究协议，在岛津公司的大

健康R&D中心内设置了食品功能性分析共同研究实验室

（NARO岛津实验室）。

此实验室将岛津公司的最新技术运用到农研机构在各地区培

育的茶和蔬菜、水果等所含有的功能性成分的分析中，努力开

发简便、快速且准确的新分析方法。此外，还将通过针对多达

400个品目的农产品中所含有的功能性成分构建成分信息数

据库来探索新的功能性成分。通过将在此实验室获得的成果

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处理并在日本国内外推广，岛津为开发

附加值高的农作物和实现健康长寿社会不断贡献力量。

【与神户大学共同验证独立完成型实验系统的实用性】

　　与神户大学合作，开始对世界第一个应用数字技术、AI（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机器人独立完成型实验系统（Autonomous Lab）样机进行实

用性验证。

　　岛津公司力争在生物技术、制药、新材料开发等领域，尽早实现包

括液相色谱仪（LC）和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LCMS）在内的自我完成型

实验系统的社会实践转化。

　　新研究大楼“Shimadzu未来共创实验室”已在岛津公司的基础技术研究所内落成。我们将推

进尖端分析、大脑与五种感官、革新性生物技术、AI（人工智能）等的研发工作，通过开放创新，创

造新价值，解决社会课题。

促进技术创新的研 发体制以及共同创新的进程

20

　　岛津将血液分析这一分析测试技术与PET图像诊断这一医疗技术相结合，为各种认知症预

防方法的确立、临床诊断研究、药物研发等领域的研究贡献力量。

【医疗器械：头部·乳房用TOF-PET装置】

　　提供头部、乳房功能图像的新型TOF-PET装置，分辨率是已经普及的全身用PET装置的2倍。为阿

尔茨海默氏症等各种神经变异性疾病的诊疗应用提供支持。同时，也为旨在早期发现疾病征兆，延缓

发病和恶化的脑研究贡献力量。

【分析仪器：质谱仪】

　　岛津与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共同开发确立了应用质谱分析系统，从微量血液中高精确度地

检测阿尔茨海默病变（脑部β-淀粉样蛋白异常沉积）的方法。这是在2002年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

我公司高级研究员田中耕一开发的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所获得的成果。通过在认知症发

病前的早期阶段发现罹患风险，便可通过各种介入手段（例如运动、脑部训练、适当饮食）控制症

状发展。

〈血液采集〉 〈质谱分析〉

因具有微创、低成本的特点 故而可轻松检查，对临床试验也十分有用

β淀粉样蛋白沉积图像（PET检查）

淀粉样蛋白阴性 淀粉样蛋白阳性

β淀粉样蛋白大量沉积

少 多

头部拍摄模式 胸部拍摄模式

发现与β淀粉样蛋白在脑内异常沉积具有关联性的

生物标志物

努力创造新价值、解决社会课题

【新研究大楼“Shimadzu未来共创实验室”落成】

基 础 技术

研 究

Autonomous Lab的示意图

食品功能性分析共同研究实验室————NARO岛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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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栖息地评估认证（JHEP认证）

总公司三条工厂内“岛津森林”

　　栖息地评估认证是日

本生态系统协会对有利于

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

活动进行客观评估并给予

的认证。总公司三条工厂

的“岛津森林”获得了京

都府首个“AAA”最高等级

评估。

通过事业活动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环境经营SDGs

　　我们以通过解决环境问题扩大事业活动和提高企业价值为目标，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

　　致力于在包括价值链在内的事业活动中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资源循环，提供有助

于环境和新能源领域的创新性产品和解决方案。通过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造林活动等的

措施，为社会做出广泛贡献。

　　岛津公司集团在“岛津集团可持续发展宪章”的指导下，推进可持续发展经营。

　　同时，还努力通过事业活动为实现2030年的联合国SDGs（可持续发展目标）做贡献。

力争实现碳中和

　　岛津响应TCFD＊倡议，公开了与

气候变动相关的信息，并设定了与

《巴黎协定》温控目标一致的CO2减

排目标（SBT）。还响应RE100倡议，

争取所用电力100%来自可再生能

源，努力实现碳中和。
＊要求企业公开与气候变动相关信息的

  国际专责小组

21 22

全部通用

事业领域

通过事业活动解决社会课题（CSV）

人类健康

健康长寿，

精准医疗的提供等

提供价值

产业的发展

支援新原材料开发，

为解决地区特有的环境课题以及

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提供支援等

安心·

安全的社会

自然环境的保护，

食品安全，

老旧基础设施的检查等

作为社会公民，履行企业社会责任（CSR）

岛津公司通过开展事业活动，努力实现SDGs的三个目标。

　　在临床领域的贡献（癌症、认知症、生活习惯病
等）；在传染病预防方面的贡献；对功能性食品开发的
贡献；推进健康经营（维持、增进员工的健康）等

　　对普及可再生能源的贡献（生物质发电、太阳能发
电等）；对下一代电池开发的贡献；扩大事业所的可再
生能源引进量等

　　对新材料和新产品开发的贡献；革新性装置与应
用技术的开发；与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等的共同研究；
面向多样化世代的科学技术振兴支援等

提供价值

提供价值

岛津集团有关环境经营的5个大方向

①气候变动应对措施
　　通过积极引进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设置智能电表实现耗电量可视化来强化节

能措施，同时努力降低整个供应链的环境负荷。

②循环型社会建设措施
　　切实推进3R（Reduce（减少）、Reuse（再利用）、Recycle（循环）），将日本国内生产基地和研究

所等的废弃物的循环率维持在99%。此外，还将深化通过与供应商合作开展的运用了IoT技术的

高效废塑料回收，加强排水等的环境监测体制。

③开发、提供可保护地球环境的产品和服务
　　在环境与新能源领域，提供旨在解决碳中和开发课题的产品和技术。努力实现所

有产品的常态节能和小型化，力争降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负荷。

④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
　　岛津与地区社会和教育机构以及团体联合，开展广泛的环境保护活动，例如开

展植树造林活动，以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在学校举办环境教育讲座等。

⑤每位员工都积极参加的环境保护活动
　　所有员工都作为“环境贡献企业 岛津”的一员，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环境活动。

耗电量的可视化

血管造影系统

使用可再生能源

在学校开展的环境教育活动“岛津森林”的双叶细辛

参加地区清扫活动志愿者员工参加的森林活动

排水管理废弃物管理

电力

体积 安装面积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岛津Eco Products Plus
岛津公司独有的环保认证产品

43％　

43％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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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设有专职保健师和心理咨询师，通过面谈和

心理咨询，为员工的健康管理助一臂之力。为了将公司的技

术和产品也能为员工服务，公司为利用乳腺专用PET装置进

行乳癌检查的员工提供费用补助。

　　为了实现2020年4月就业时间内禁烟的目标，公司将随

时扩大禁烟时间，为了让员工主动养成健康习惯，还导入了可

以查看健康信息和药物记录的健康网络服务“KenCoM”。

　　岛津入选经济产业省与东京证券交易所推出

的“健康经营品牌”。并且从2017年开始，连续6年

被认定为经济产业省与日本健康会议评选的“健康经营优

良法人～White 500～”。

多样性管理讲习会

（2018年2月举办）

来自公司外部的评价
　　本公司作为促进女性活跃的企业，从2017年度

起连续6年被认定为女性活跃先进企业。并且，在

2019年，作为让各种人才充分发挥能力、提高企业中长期

价值的企业，入选新100家多样性经营企业。

23 24

入选健康经营品牌健康经营

　　为奖励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在科学测试及其相关领域的

基础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设立了“岛津奖”，并且

为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设立了“研发补助金”。岛津科学技术振

兴财团通过多种

形式的支援活动

为振兴日本的科

学技术而不断贡

献力量。

　　岛津公司作为X射线领域的先驱企业，早在1927

年便创办了日本最早的X射线技师（现诊疗放射线技师）正

式培训机构“岛津X射线技术讲习所”，其后于2007年正式开

办京都医疗科学大

学 。自 创 建 以 来 ，

已培养出4,000多

名毕业生，他们活

跃在日本全国的医

疗机构。

激发对科学的兴趣，

开展“岛津分析体验课堂”

　　为了给中小学生“提供对理科和科学产生兴趣的‘契

机’”，岛津开展了科学课堂活动。自2007年启动以来，有超过

7,000名学生参加，通过感受分析装置的科学原理和机制，加

深了孩子 们对科学

技术的兴趣。

CSR

通过网球开展社会公益活动

　　本公司还致力于通过网球开展社会公益活动。通过为日

本网球协会主办的3大锦标赛之一的“岛津全日本室内网球锦

标赛”提供特别赞助以及开办青少年网球教室等，为日本网球

界 的 发 展和 地区

振兴提供支持。

为奖励日本优秀科研人员，

设立“岛津奖”“研发补助金”

岛津科学技术振兴财团

培养医务工作者

学校法人岛津学园京都医疗科学大学

推进多样化人才发挥能力
　　为了让管理层人员更好地掌握促进多样性的

概要，公司举办了“多样性管理讲习会”。此外，还

在内部网站公布了有关推进多样性的员工意识调查结果、

课题以及开展的情况。岛津还积极雇佣外籍员工。

多样性经营

　　每周设有3天的“放松日（无加班日）”，为员工

的自我提升和健康管理提供支持。导入了所有员工

都可享受的以小时为单位的带薪休假制度，以及有育儿

和看护需要的员工可利用的在家办公制度。此外，还将弹性工

作制度原则上扩大至全体员

工，推进了灵活的工作方式。

＊ RPA：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的简称，

　利用机器人实现业务自动化

在放松日用英语在公司内交流

Shimadzu English Cafe

推进多样化的工作方法 提高工作的生产效率

　　改善过去的工作方法，利用AI、IoT、RPA＊

提高业务效率，积极导入电子批准系统，开展无纸

化办公。

　　尤其是RPA，通过举办公司内部讲习会，在全公司内推广，

不仅实现了法令调查业务、订单数据处理业务、表单数据的

自动输入业务等常规业务的简化，还提高了业务品质。在员

工的计算机咨询窗口业务中，启用AI，运用了数字助手。

工作方式改革

组织形态 公司设有审计监事会

公司治理的强化

　　公司以岛津集团的持续发展和企业价值的中

长期提高为目标，为具体深入开展公司的治理，于

2015年12月制定了“公司治理方针”。具体措施包括每

年实施1次董事会的执行性评估，以使体系和运营能有效发挥作用，

而达到持续性的改善。该实效性评估概要公布于“公司治理报告

书”中。

　　作为董事会的任意咨询机构，于2018年设置了指派和薪酬委

员会。

　　该委员会将在指派、选拔候补役员和决定董事等的薪酬时，在

董事会之前进行审议和答复，通过提高役员薪酬和指派相关的客

观性、透明性，实现公司治理的强化。

治理与改革

董事人数

（外部董事）

指派和薪酬委员会

执行董事制度的采用

会计审计员

8名 ＊含2名女性

（4名 ＊其中独立董事4名）

人数6名（外部董事4名）

＊主席由外部董事担任

监事人数

（外部监事）

4名

（2名 ＊其中独立审计师2名）

代表取缔役会长（内部董事）

1年

有 ＊在董事会上选拔

有限责任审计法人 Tohmatsu 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治理体系

董事会主席

董事的任期

为使每个员工都能达

到身心健康

通过公司的各项事业为 S D G s 做 出 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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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改革

董事人数

（外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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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董事制度的采用

会计审计员

8名 ＊含2名女性

（4名 ＊其中独立董事4名）

人数6名（外部董事4名）

＊主席由外部董事担任

监事人数

（外部监事）

4名

（2名 ＊其中独立审计师2名）

代表取缔役会长（内部董事）

1年

有 ＊在董事会上选拔

有限责任审计法人 Tohmatsu 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治理体系

董事会主席

董事的任期

为使每个员工都能达

到身心健康

通过公司的各项事业为 S D G s 做 出 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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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和服务体系

◎ 地区综合管理

● 销售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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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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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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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dzu Middle East & Africa Fze
UAE Head Office

Shimadzu Middle East ＆ Africa
FZE Turkey Branch Office 

Shimadzu Moscow 
Representative Office 

Shimadzu Industrial 
Equipment USA 

Shimadzu Aircraft 
Equipment USA 

Shimadzu (Asia Pacific) Pte Ltd.Shimadzu South Africa (Pty) Ltd.

Shimadzu Scientific Instruments (Oceania) Pty. Ltd.
Shimadzu Medical Systems (Oceania) Pty. Ltd.

Shimadzu do Brasil Comercio Lt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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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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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dzu Medical Systems USA

Shimadzu Scientific Instruments, Inc.

Shimadzu Europa GmbH

美洲

Shimadzu U.S.A. Manufacturing, Inc.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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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tos Analytical Ltd.（英国）

●质谱仪

●X线光电子分光分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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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ACHIM SAS

●稳定同位素试剂

分析测试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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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

Beijing Shimadzu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X线透视摄影系统

●常规X线摄影系统

●移动式X线摄影系统

医疗设备

●液压齿轮泵

产业机械

Shimadzu Manufacturing Asia Sdn.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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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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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madzu Philippines Manufacturing Inc.

●电子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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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以下网址，浏览海外据点介绍

https://www.shimadzu.com.cn/
aboutus/group/global.html

【员工构成比率】

13,499人

8%

58%

日本

2%
其他

中国

15%

其他
亚洲地区

9%

美洲

8%

欧洲

分析测试仪器

岛津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天津岛津液压有限公司

●高效液相色谱仪

●总有机碳分析仪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 应用技术开发

● 研发

制造和研发体系

● 制造

★ 技术创新中心

在海外的主要分支机构

医疗设备
产业机械

分析测试仪器

【各地区所占销售额比率】

4,282
亿日元

10%

47%

日本

3%
中近东、大洋洲、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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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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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亚洲地区

19%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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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6月28日）

销售额／海外销售额比率

4,282亿日元 53.0％

销售额 海外销售额比率

营业利润／营业利润率

638亿日元 14.9％

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率

总资产/净资产

3,812亿日元5,605亿日元

净资产比率

68.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本年度净利润／
本年度净利润率

473亿日元 1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本年度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本年度净利润率

本年度净资产收益率（ROE）

13.2％

公 司 有 关 数 据 信 息

公 司 概 况

公 司 名 称

创 业 年 代

建立为股份制公司

总 公 司 地 址

注 册 资 本

员 工 人 数

合并结算子公司

株式会社岛津制作所

SHIMADZU CORPORATION

1875年3月

1917年9月

邮编604-8511

京都府京都市中京区西之京桑原町1番地

电话号码：075-823-1111（总机）

约266亿日元

总公司3,491名 集团公司13,499名

日本23家 国外53家

（截至2022年3月31日）

高 级 管 理 层

董事

代表取缔役会长

代表取缔役社长

董 事

董 事

外 部 董 事

外 部 董 事

外 部 董 事

外 部 董 事

上田辉久

山本靖则

三浦泰夫　　

渡边　明　

和田浩子

花井陈雄

中西义之

滨田奈巳

监事

常 任 监 事

监 事

外 部 监 事

外 部 监 事

藤井浩之

小谷崎真

西尾方宏

西本　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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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照亮下一代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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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照亮下一代的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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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Strings（全球线）

采用绘制世界地图的摩尔魏特投影法设计而成的Global Strings。

纵横交错的精细曲线寓意岛津制作所精密细致的技术推广到世界各地，并精心汲取客户需求。

https://www.shimadzu.com

C OR P OR AT E PROF I L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