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蓓亚集团的超精密机械加工技术
核心竞争力

轴承生产基地 国内营销网点

美蓓亚集团轴承事业

轴承生产基地

集团概要

日本

所有构件均在集团内部自制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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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BB公司

滚珠轴承由外圈、内圈、滚动体、保持架、密封件(防尘盖)和弹簧圈等构成。美蓓亚集团不仅自行生产以
上所有构件，而且质量保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润滑油也是我公司自行开发。由此能够确保质量稳定、供货
充足、交货迅速，同时能降低生产成本，形成强有力的竞争能力。

积累了60年以上的超精密机械加工技术

新加坡

决定滚珠轴承精度的关键在于「滚珠滚动的外圈与内圈之间沟槽的圆度」和「滚珠的圆球度」以及「构件
的材质」。美蓓亚集团在超精密机械加工技术方面积蓄了60年的生产经验，不仅严格要求各种构件的品质，并
且自主研发所有机床和设备，并自行维护保养，以高效率的生产线配置并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

Chai Chee 工厂

中国
Jurong 工厂

英国

上海工厂

宁波新美培林轴承

NMB UK工厂

轴承事业介绍

全球所有工厂拥有同等技术水平
美蓓亚集团在全球拥有11个轴承工厂，日本总厂负责研发新产品，改良生产技术及配置生产线，海外工
厂则负责量产。所有轴承工厂都建立了从构件的机械加工到成品组装的一贯性生产体系，拥有同等的技术工
艺水平，产品质量稳定、等同。

德国

CEROBEAR 公司

中文官网:
www.minebea.com.cn

美蓓亚在日本总厂、泰国、新加坡和上海等工厂设有可进行化学分析、清洁度解析等各种相关试验的材料
美蓓亚的产品质量深得客户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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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阵营
微型和小型滚珠轴承
月产能在2亿套以上，在22毫米以下外径
轴承领域的市场达60%份额。

主要用于工业机械，具有优越的耐久性
及耐热性。

杆端轴承和球面轴承

飞机用精密机械组件

用于飞机机翼、引擎与机翼的连接部分、

由自产轴承与机械加工件组装成的多
种形状及材质的组件，大量应用于飞
机连接部位。

机舱门的开闭部分以及直升飞机、火车及
汽车的可动部位。

大中型滚珠轴承(飞机相关部位)

用于飞机机翼的可动部分、飞行控制系统

专供飞机使用。为增强耐久性，美蓓亚
对滚珠材质进行了严密的设计和规划。

1

香港总部

枢轴组件

在内圈和外圈之间装配有圆柱形滚子的轴

用于安装硬盘驱动器(HDD)磁头驱动的

承，主要用于飞机的引擎部分。

支点部分。

精密机械组件

飞机的可动部分，与聚四氟乙烯衬里一同
使用，可实现非传统方式润滑运转。

使用高精度美蓓亚滚珠轴承制成的各种轴
承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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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
+86-28-6606-7105

为中心不断扩大生产基地。现在，已发展成为在全球13个国家拥有33

的最大特点为：一、使用寿命长，耐摩擦性能优异；二、所有产品都

个生产工厂其中12个轴承工厂、42个销售公司、17个研发机构，52个

在工程废水100%回收再利用的环保型工厂里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危

子公司、54768名员工(截至2014年3月)，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害极低。

的精密零部件跨国集团公司。

我们生产的飞机用杆端轴承和球面轴承，以其优异的耐久性和可

美蓓亚集团在外径为22毫米以下的微型滚珠轴承、飞机用杆端轴

靠性取得了国际标准认证，产品供应全球多家飞机制造商。有轨电车

承及关节轴承等领域，均拥有世界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业绩，是这些

联结器轴承还应用于中国的多款铁路车辆上，这些都是经过严格耐久

行业的领军企业。此外，美蓓亚集团所生产的硬盘驱动器主轴电机、

测试的高可靠性产品。

轴流风扇电机、步进电机等小型和微型电机、计量产品、LED背光板

今后，美蓓亚集团仍将以高品质、高性能产品为确保中国消费者

等高精度、高品质的精密零部件产品畅销世界各地。

安全、放心、舒适的生活提供支持。

发展历程

上海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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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
+86-139-0297-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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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目录：http://ecatalog.minebea.com.cn/

进企业。上海美蓓亚实现了废水零排放，是当地的环境保护模范、先
进企业。

1980年

收购光洋精工的新加坡工厂，成立美蓓亚新加坡
Pelmec工厂，后更名为Jurong工厂。

1980年

1980年开始在泰国相继设立七个生产工厂。

2008年

2008年将以上七个生产工厂合并为美蓓亚泰国公司。

1988年

全资收购英国杆端轴承和球面轴承公司Rose
Bearings Ltd.，设立美蓓亚英国工厂。

热线咨询邮箱：chcontactus@minebea.com.cn

Sep./2014.5K Printed in China

在中国设立生产工厂上海美蓓亚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后发展为集团内最大轴承生产基地。

合肥办事处

型和小口径滚珠轴承，风扇电机、计量产品、背光模组等主力产品，
年销售额约20亿元，是青浦区的纳税重点企业，当地劳动力雇佣先

在新加坡设立生产工厂 NMB Singapore Ltd.。

1994年

总额约6.39亿美元，员工人数约5,000名，下属两个工厂主要生产微

久郡御代田町。

1972年

北京事务所

一家中国现地法人“上海美蓓亚精密机电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投资

日本轻井泽工厂建设完成。总公司迁址到长野县北佐

从SKF公司收购轴承公司美国NHBB。

电话号码
+86-189-0051－3975

电话号码
+86-20-2885-8212 / 2885-8213

1965年

1971年

电话号码
+86-10-5923-3950
12

微型轴承的专业制造商。

大连事务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
万达广场7号楼901室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1号
中泰国际广场A座23层A05室

在东京成立“日本美蓓亚轴承株式会社”,是日本首家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18号
招商局大厦18楼远雄国际
商务中心1828室

2

1951年

1970年

电话号码
+86-411-8369-9920
12

美蓓亚集团于1994年在上海西郊风光秀丽的淀山湖畔设立了第

电话号码
+86-186-8641-9935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7号
森茂大厦20楼2005B室

5

广州事务所

长春办事处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建
设街与慈光路交汇万宝
街1号楼

成都办事处

中文官网：www.minebea.com.cn

下外径轴承领域，美蓓亚在全球拥有约60%的市场份额。本公司产品

电话号码
+86-21-5405-0707

西安办事处

武汉办事处

上海事务所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
嘉华中心303室

电话号码
+886-2-2718-2363

四川省成都市总府路2号
时代广场A座2647—2648

8

轴承衬套

台北事务所

台湾台北市庆城街28号
通泰商业大楼8F

电话号码
+852-3423-2300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
保利广场A座18楼1832

滚柱轴承(飞机的引擎部分)

2

香港九龙尖沙咀弥敦道132号
美丽华大廈7/F 712室

电话号码
+86-189-0928-6990

7

调)、金融终端以及工业机械等各种领域。据本公司调查，在22mm以

美蓓亚集团于1973年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海外据点以来，以亚洲

产品目录:
http://ecatalog.minebea.com.cn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1号
旺座国际城B座31层2区03室

6

加工领域。

~

滚柱轴承(飞机的飞行控制部分)
以及机舱门的开闭部分。

深圳事务所

电话号码
+86-755-8266-8846
5

美蓓亚集团是外径22mm以下的高精度微型和小型轴承的顶级生
产商，产品广泛应用于中国消费者熟悉的汽车、家电(吸尘器、空

全国统一免费电话：800-988-0608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6号
京基100大厦B座23楼

机床轴承

美蓓亚集团，作为日本第一家精密微型和小口径滚珠轴承专业生
产厂家创立于1951年，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展至机械加工、电子设备

myonic 公司

研发资源配置合理
科学实验室。同时，在美国设有针对机动车用产品进行质量评估及检测、开展有关试验的技术中心。因此，

美蓓亚集团

总裁致辞

2009年

全资收购德国微型和小型轴承公司myonic及其子公司。

2013年

全资收购德国陶瓷轴承公司CEROBEAR。

2014年

在中国宁波设立合资公司新美培林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美蓓亚下属两个工厂，其中集团内部称之为“上海工厂”的
厂区是集团内规模第二大的微型滚珠轴承工厂，在当今零部件依赖采
购的贴牌生产时代，上海美蓓亚坚持从钢圈到成品轴承的一条龙生
产，确保了轴承质量，确保了在业界的地位。

美蓓亚集团的海外轴承公司介绍

美蓓亚

美国NHBB公司

德国CEROBEAR公司
打造独特的陶瓷轴承和陶钢混合轴承

航空轴承，医疗轴承，高科技工业设备用轴承
美国NHBB公司于1946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彼得伯勒创建，1985年经收购成为美蓓亚集团一

CEROBEAR创立于1989年，是德国陶瓷滚珠轴承的领先制造商和陶钢混合轴承的技术

员，是一家精密轴承和复杂轴承组件的领先制造商。

先驱。2013年6月30日，经全资收购，CEROBEAR成为美蓓亚集团NHBB/MYONIC事业部的一
员，在NHBB的监管下以独立子公司方式进行运营。

NHBB在美国有三个生产基地，员工超过1500名。产品阵营包括精密微型滚珠轴承、装载
机槽轴承、套筒轴承(衬套)、机架控制轴承、飞机发动机用大型滚珠和滚柱轴承以及Oscimax ®

CEROBEAR生产的陶瓷轴承采用氮化硅和氧化锆陶瓷，具备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出色的抗溶

系列和INVINSYS®系列等各种飞机应用场合专用杆端轴承和球面轴承。

蚀性和干运行能力，同时比钢质轴承减轻了60%的重量，并绝无磁性。而混合轴承则由抗腐蚀耐

转动世界 成就精彩

行

享

现代便捷交通，
世界咫尺可达。
自由之翼，
我们伴你翱翔。

惬意高科生活，

transport

enrich

高热轴承钢和氮化硅（陶瓷）滚珠构成，相比于传统的不锈钢轴承，混合轴承可以达到更高转

NHBB的轴承产品主要应用于①航空飞行器材，包括引擎支架、起落架、直升飞机螺旋

速，产生更少的摩擦，需要更少润滑。

桨；②医疗产品，包括牙科用手持牙钻、激光仪器、血液分析设备、外科手术设备；③以及各
种高科技设备领域。

以上各项优秀性能可满足航空器材、半导体及真空设备、F1赛车、流体灌装设备等产品对技
术和工艺的严苛要求，受到这些行业用户的好评。

除各种标准产品外，NHBB还为客户提供订制服务。

商

世界精彩不断。
乐享人生，
我们领先创意。
意。
。

environment

business

NHBB Chatsworth工厂

外科微创手术机械臂用轴承

直升飞机螺旋浆用轴承

飞机用大型滚柱轴承

CEROBEAR Herzogenrath工厂

半导体和真空设备用陶瓷轴承

食品灌装机械用陶瓷轴承

F1赛车用陶钢混合轴承

飞机 / 汽车 / 有轨电车等交通工具用轴承

高效低耗商务，
世界智能运转。
未来之路，
我们与你同行。

美蓓亚英国工厂

德国myonic公司

NMB UK

引领高精密微型轴承的前沿技术
myonic是一家全球化的工业公司，旗下拥有捷克、奥地利和英国三个分公司。2009年，通

做起落架轴承、减震器轴承和有轨电车联结器轴承的市场引领者

绿

生活电器/娱乐设备/高端产品用轴承

舒适环保世界，
世界万物共生。
美丽家园，
我们不懈努力。

美蓓亚英国工厂是美蓓亚株式会社的全资子公司，是美蓓亚全球杆端紧固件事业部的一员。

过并购成为美蓓亚株式会社的子公司。

英国工厂与日本国内工厂及泰国工厂紧密合作，为客户订制良好的工程解决方案。

myonic主要从事高精度微型滚珠轴承、微精密系统和旋转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产品

英国工厂在起落架轴承、模断和分切结构轴承、航空航天轴承、有轨电车联结器和减震器轴

主要应用于医疗设备、航空航天设备、光学设备和各种工业设备。其中眼科用冷激光手术刀和

承的研发生产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长期稳定地为空中客车A380、A350和波音787等

乳腺癌检测造影设备使用了myonic生产的超静音滚珠轴承以后，不仅增强了设备本身的性能，

客机供应产品。2014年，有轨电车联结器轴承成功进驻南京河西新城线和苏州高新区1号线。

同时也减轻了患者受诊时的痛苦。另外，牙科手持牙钻用轴承更是实现了每分钟40万转的高转

美蓓亚集团在工厂内部建有污水净化设施，不向厂外排放一
滴工程废水，致力于保护中国优美的自然环境。

办公自动化设备和工业产品用轴承
承

NMB利用分布在全球的生产服务设施，秉承“在亚洲生产零部件 + 在英国进行最终装配”

速，大大提升了牙科医疗技术和患者舒适度。

的运营方式，致力于扩大产品范围，以针对更为轻巧的金属或复合材料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并

凭借长达75年之久的技术经验积淀，myonic可为医疗技术和精密机械及航空航天领域提供
具备尖端技术的多元化产品和服务。

不断改进生产工艺。采用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代替镀铬、涂层、密封排列和长寿命衬垫等方式，

世界最小滚珠轴承

世界最高转速滚珠轴承

以出色的制造水平和精湛的技术引领市场发展。

型号: DDL-004W60

型号: DDRI-418

产地: 日本

产地: 日本、德国、中国

规格: 外径1.5mm，内径0.5mm，滚珠6个

转速: 42万转/分
0mm
m 0.5mm 1mm 1.5mm

应用: 高级机械表、医疗用内视镜

myonic Leutkirch 工厂

牙科手持牙钻用轴承

医疗器械用轴承组件

高精工业设备用轴承

NMB UK Lincoln工厂

飞机用滚柱轴承

飞机用杆端轴承和球面轴承

有轨电车联结器轴承

应用: 牙科用手持牙钻

在油脂、防尘盖、保持架和内部特殊设计方面有未解决的课题吗？请咨 询美蓓亚集团，我们有您想要的解决方案。免费电话：800-988-0608

美蓓亚集团的海外轴承公司介绍

美蓓亚

美国NHBB公司

德国CEROBEAR公司
打造独特的陶瓷轴承和陶钢混合轴承

航空轴承，医疗轴承，高科技工业设备用轴承
美国NHBB公司于1946年在新罕布什尔州彼得伯勒创建，1985年经收购成为美蓓亚集团一

CEROBEAR创立于1989年，是德国陶瓷滚珠轴承的领先制造商和陶钢混合轴承的技术

员，是一家精密轴承和复杂轴承组件的领先制造商。

先驱。2013年6月30日，经全资收购，CEROBEAR成为美蓓亚集团NHBB/MYONIC事业部的一
员，在NHBB的监管下以独立子公司方式进行运营。

NHBB在美国有三个生产基地，员工超过1500名。产品阵营包括精密微型滚珠轴承、装载
机槽轴承、套筒轴承(衬套)、机架控制轴承、飞机发动机用大型滚珠和滚柱轴承以及Oscimax ®

CEROBEAR生产的陶瓷轴承采用氮化硅和氧化锆陶瓷，具备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出色的抗溶

系列和INVINSYS®系列等各种飞机应用场合专用杆端轴承和球面轴承。

蚀性和干运行能力，同时比钢质轴承减轻了60%的重量，并绝无磁性。而混合轴承则由抗腐蚀耐

转动世界 成就精彩

行

享

现代便捷交通，
世界咫尺可达。
自由之翼，
我们伴你翱翔。

惬意高科生活，

transport

enrich

高热轴承钢和氮化硅（陶瓷）滚珠构成，相比于传统的不锈钢轴承，混合轴承可以达到更高转

NHBB的轴承产品主要应用于①航空飞行器材，包括引擎支架、起落架、直升飞机螺旋

速，产生更少的摩擦，需要更少润滑。

桨；②医疗产品，包括牙科用手持牙钻、激光仪器、血液分析设备、外科手术设备；③以及各
种高科技设备领域。

以上各项优秀性能可满足航空器材、半导体及真空设备、F1赛车、流体灌装设备等产品对技
术和工艺的严苛要求，受到这些行业用户的好评。

除各种标准产品外，NHBB还为客户提供订制服务。

商

世界精彩不断。
乐享人生，
我们领先创意。
意。
。

environment

business

NHBB Chatsworth工厂

外科微创手术机械臂用轴承

直升飞机螺旋浆用轴承

飞机用大型滚柱轴承

CEROBEAR Herzogenrath工厂

半导体和真空设备用陶瓷轴承

食品灌装机械用陶瓷轴承

F1赛车用陶钢混合轴承

飞机 / 汽车 / 有轨电车等交通工具用轴承

高效低耗商务，
世界智能运转。
未来之路，
我们与你同行。

美蓓亚英国工厂

德国myonic公司

NMB UK

引领高精密微型轴承的前沿技术
myonic是一家全球化的工业公司，旗下拥有捷克、奥地利和英国三个分公司。2009年，通

做起落架轴承、减震器轴承和有轨电车联结器轴承的市场引领者

绿

生活电器/娱乐设备/高端产品用轴承

舒适环保世界，
世界万物共生。
美丽家园，
我们不懈努力。

美蓓亚英国工厂是美蓓亚株式会社的全资子公司，是美蓓亚全球杆端紧固件事业部的一员。

过并购成为美蓓亚株式会社的子公司。

英国工厂与日本国内工厂及泰国工厂紧密合作，为客户订制良好的工程解决方案。

myonic主要从事高精度微型滚珠轴承、微精密系统和旋转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产品

英国工厂在起落架轴承、模断和分切结构轴承、航空航天轴承、有轨电车联结器和减震器轴

主要应用于医疗设备、航空航天设备、光学设备和各种工业设备。其中眼科用冷激光手术刀和

承的研发生产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优势，长期稳定地为空中客车A380、A350和波音787等

乳腺癌检测造影设备使用了myonic生产的超静音滚珠轴承以后，不仅增强了设备本身的性能，

客机供应产品。2014年，有轨电车联结器轴承成功进驻南京河西新城线和苏州高新区1号线。

同时也减轻了患者受诊时的痛苦。另外，牙科手持牙钻用轴承更是实现了每分钟40万转的高转

美蓓亚集团在工厂内部建有污水净化设施，不向厂外排放一
滴工程废水，致力于保护中国优美的自然环境。

办公自动化设备和工业产品用轴承
承

NMB利用分布在全球的生产服务设施，秉承“在亚洲生产零部件 + 在英国进行最终装配”

速，大大提升了牙科医疗技术和患者舒适度。

的运营方式，致力于扩大产品范围，以针对更为轻巧的金属或复合材料提供合适的解决方案。并

凭借长达75年之久的技术经验积淀，myonic可为医疗技术和精密机械及航空航天领域提供
具备尖端技术的多元化产品和服务。

不断改进生产工艺。采用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代替镀铬、涂层、密封排列和长寿命衬垫等方式，

世界最小滚珠轴承

世界最高转速滚珠轴承

以出色的制造水平和精湛的技术引领市场发展。

型号: DDL-004W60

型号: DDRI-418

产地: 日本

产地: 日本、德国、中国

规格: 外径1.5mm，内径0.5mm，滚珠6个

转速: 42万转/分
0mm
m 0.5mm 1mm 1.5mm

应用: 高级机械表、医疗用内视镜

myonic Leutkirch 工厂

牙科手持牙钻用轴承

医疗器械用轴承组件

高精工业设备用轴承

NMB UK Lincoln工厂

飞机用滚柱轴承

飞机用杆端轴承和球面轴承

有轨电车联结器轴承

应用: 牙科用手持牙钻

在油脂、防尘盖、保持架和内部特殊设计方面有未解决的课题吗？请咨 询美蓓亚集团，我们有您想要的解决方案。免费电话：800-988-0608

美蓓亚集团的超精密机械加工技术
核心竞争力

轴承生产基地 国内营销网点

美蓓亚集团轴承事业

轴承生产基地

集团概要

日本

所有构件均在集团内部自制

泰国

Ayutthaya 工厂

轻井泽工厂

Bang Pa-in 工厂

美国

Lop Buri 工厂

NHBB公司

滚珠轴承由外圈、内圈、滚动体、保持架、密封件(防尘盖)和弹簧圈等构成。美蓓亚集团不仅自行生产以
上所有构件，而且质量保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润滑油也是我公司自行开发。由此能够确保质量稳定、供货
充足、交货迅速，同时能降低生产成本，形成强有力的竞争能力。

积累了60年以上的超精密机械加工技术

新加坡

决定滚珠轴承精度的关键在于「滚珠滚动的外圈与内圈之间沟槽的圆度」和「滚珠的圆球度」以及「构件
的材质」。美蓓亚集团在超精密机械加工技术方面积蓄了60年的生产经验，不仅严格要求各种构件的品质，并
且自主研发所有机床和设备，并自行维护保养，以高效率的生产线配置并不断追求更高的精度。

Chai Chee 工厂

中国
Jurong 工厂

英国

上海工厂

宁波新美培林轴承

NMB UK工厂

轴承事业介绍

全球所有工厂拥有同等技术水平
美蓓亚集团在全球拥有11个轴承工厂，日本总厂负责研发新产品，改良生产技术及配置生产线，海外工
厂则负责量产。所有轴承工厂都建立了从构件的机械加工到成品组装的一贯性生产体系，拥有同等的技术工
艺水平，产品质量稳定、等同。

德国

CEROBEAR 公司

中文官网:
www.minebea.com.cn

美蓓亚在日本总厂、泰国、新加坡和上海等工厂设有可进行化学分析、清洁度解析等各种相关试验的材料
美蓓亚的产品质量深得客户信赖。

国内营销网点
3

产品阵营
微型和小型滚珠轴承
月产能在2亿套以上，在22毫米以下外径
轴承领域的市场达60%份额。

主要用于工业机械，具有优越的耐久性
及耐热性。

杆端轴承和球面轴承

飞机用精密机械组件

用于飞机机翼、引擎与机翼的连接部分、

由自产轴承与机械加工件组装成的多
种形状及材质的组件，大量应用于飞
机连接部位。

机舱门的开闭部分以及直升飞机、火车及
汽车的可动部位。

大中型滚珠轴承(飞机相关部位)

用于飞机机翼的可动部分、飞行控制系统

专供飞机使用。为增强耐久性，美蓓亚
对滚珠材质进行了严密的设计和规划。

1

香港总部

枢轴组件

在内圈和外圈之间装配有圆柱形滚子的轴

用于安装硬盘驱动器(HDD)磁头驱动的

承，主要用于飞机的引擎部分。

支点部分。

精密机械组件

飞机的可动部分，与聚四氟乙烯衬里一同
使用，可实现非传统方式润滑运转。

使用高精度美蓓亚滚珠轴承制成的各种轴
承组件。

4

9

9
10

10

11

电话号码
+86-28-6606-7105

为中心不断扩大生产基地。现在，已发展成为在全球13个国家拥有33

的最大特点为：一、使用寿命长，耐摩擦性能优异；二、所有产品都

个生产工厂其中11个轴承工厂、42个销售公司、17个研发机构，52个

在工程废水100%回收再利用的环保型工厂里生产，对环境造成的危

子公司、54768名员工(截至2014年3月)，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

害极低。

的精密零部件跨国集团公司。

我们生产的飞机用杆端轴承和球面轴承，以其优异的耐久性和可

美蓓亚集团在外径为22毫米以下的微型滚珠轴承、飞机用杆端轴

靠性取得了国际标准认证，产品供应全球多家飞机制造商。有轨电车

承及关节轴承等领域，均拥有世界市场份额排名第一的业绩，是这些

联结器轴承还应用于中国的多款铁路车辆上，这些都是经过严格耐久

行业的领军企业。此外，美蓓亚集团所生产的硬盘驱动器主轴电机、

测试的高可靠性产品。

轴流风扇电机、步进电机等小型和微型电机、计量产品、LED背光板

今后，美蓓亚集团仍将以高品质、高性能产品为确保中国消费者

等高精度、高品质的精密零部件产品畅销世界各地。

安全、放心、舒适的生活提供支持。

发展历程

上海工厂

6

7

电话号码
+86-139-0297-6251

4

11

8
3 1

产品目录：http://ecatalog.minebea.com.cn/

进企业。上海美蓓亚实现了废水零排放，是当地的环境保护模范、先
进企业。

1980年

收购光洋精工的新加坡工厂，成立美蓓亚新加坡
Pelmec工厂，后更名为Jurong工厂。

1980年

1980年开始在泰国相继设立七个生产工厂。

2008年

2008年将以上七个生产工厂合并为美蓓亚泰国公司。

1988年

全资收购英国杆端轴承和球面轴承公司Rose
Bearings Ltd.，设立美蓓亚英国工厂。

热线咨询邮箱：chcontactus@minebea.com.cn

Sep./2014.5K Printed in China

在中国设立生产工厂上海美蓓亚精密机电有限公司，
后发展为集团内最大轴承生产基地。

合肥办事处

型和小口径滚珠轴承，风扇电机、计量产品、背光模组等主力产品，
年销售额约20亿元，是青浦区的纳税重点企业，当地劳动力雇佣先

在新加坡设立生产工厂 NMB Singapore Ltd.。

1994年

总额约6.39亿美元，员工人数约5,000名，下属两个工厂主要生产微

久郡御代田町。

1972年

北京事务所

一家中国现地法人“上海美蓓亚精密机电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投资

日本轻井泽工厂建设完成。总公司迁址到长野县北佐

从SKF公司收购轴承公司美国NHBB。

电话号码
+86-189-0051－3975

电话号码
+86-20-2885-8212 / 2885-8213

1965年

1971年

电话号码
+86-10-5923-3950
12

微型轴承的专业制造商。

大连事务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
万达广场7号楼901室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1号
中泰国际广场A座23层A05室

在东京成立“日本美蓓亚轴承株式会社”,是日本首家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一部上市。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118号
招商局大厦18楼远雄国际
商务中心1828室

2

1951年

1970年

电话号码
+86-411-8369-9920
12

美蓓亚集团于1994年在上海西郊风光秀丽的淀山湖畔设立了第

电话号码
+86-186-8641-9935
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147号
森茂大厦20楼2005B室

5

广州事务所

长春办事处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建
设街与慈光路交汇万宝
街1号楼

成都办事处

中文官网：www.minebea.com.cn

下外径轴承领域，美蓓亚在全球拥有约60%的市场份额。本公司产品

电话号码
+86-21-5405-0707

西安办事处

武汉办事处

上海事务所

上海市徐汇区淮海中路1010号
嘉华中心303室

电话号码
+886-2-2718-2363

四川省成都市总府路2号
时代广场A座2647—2648

8

轴承衬套

台北事务所

台湾台北市庆城街28号
通泰商业大楼8F

电话号码
+852-3423-2300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
保利广场A座18楼1832

滚柱轴承(飞机的引擎部分)

2

香港九龙尖沙咀弥敦道132号
美丽华大廈7/F 712室

电话号码
+86-189-0928-6990

7

调)、金融终端以及工业机械等各种领域。据本公司调查，在22mm以

美蓓亚集团于1973年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海外据点以来，以亚洲

产品目录:
http://ecatalog.minebea.com.cn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唐延路1号
旺座国际城B座31层2区03室

6

加工领域。

~

滚柱轴承(飞机的飞行控制部分)
以及机舱门的开闭部分。

深圳事务所

电话号码
+86-755-8266-8846
5

美蓓亚集团是外径22mm以下的高精度微型和小型轴承的顶级生
产商，产品广泛应用于中国消费者熟悉的汽车、家电(吸尘器、空

全国统一免费电话：800-988-0608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6号
京基100大厦B座23楼

机床轴承

美蓓亚集团，作为日本第一家精密微型和小口径滚珠轴承专业生
产厂家创立于1951年，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展至机械加工、电子设备

myonic 公司

研发资源配置合理
科学实验室。同时，在美国设有针对机动车用产品进行质量评估及检测、开展有关试验的技术中心。因此，

美蓓亚集团

总裁致辞

2009年

全资收购德国微型和小型轴承公司myonic及其子公司。

2013年

全资收购德国陶瓷轴承公司CEROBEAR。

2014年

在中国宁波设立合资公司新美培林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上海美蓓亚下属两个工厂，其中集团内部称之为“上海工厂”的
厂区是集团内规模第二大的微型滚珠轴承工厂，在当今零部件依赖采
购的贴牌生产时代，上海美蓓亚坚持从钢圈到成品轴承的一条龙生
产，确保了轴承质量，确保了在业界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