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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领域的解决方案
支撑制造产业的关键技术 ---------------------------

神户制钢所   焊接事业部门坚决保持在日本国内及东南亚（中国除外）的

龙头地位，同时还在全世界各地拥有13个生产及销售中心，是一家提供包

括焊接材料、焊接电源、装置的独自焊接系统等“焊接”相关的全套商品与

服务的跨国综合焊接生产商。

我们继续坚持“全世界最值得信赖的焊接解决方案企业”的目标，与社会

共生共存，作为客户的最好伙伴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

请向神户制钢咨询。为贵方解决难题的焊接解决方案企业

经营理念

焊接事业部门

研究·开发

客户服务 焊接系统

焊接材料

社会



全球化网络

面向全球任何角落，我们提供的均是“可信赖品牌KOBELCO”优质，稳定的焊接材料。与此同时，我们也致力于技术服务体系的

充实，让顾客即使置身海外也能放心进行焊接作业。另外，我们还努力进行新焊接材料和施工技术的开发，继续为产业和社会

的发展做出贡献。

我们的目标是从日本一流企业发展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开展全球化事业

中国 青岛神钢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经营内容
碳钢药芯焊丝的销售和生产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富源工业园6号路以南，
35号路以西 邮编:266555

美国 KOBELCO WELDING OF AMERICA INC.

经营内容
药芯焊丝及实芯焊丝的销售

泰国 THAI-KOBE WELDING CO., LTD.

经营内容
电焊条的销售和生产

泰国 KOBE MIG WIRE(THAILAND)CO., LTD.

经营内容
实芯焊丝氩弧焊丝的销售和生产

韩国 KOBE WELDING OF KOREA CO., LTD.

经营内容
碳钢药芯焊丝(FCW)的销售和生产

韩国 KOBELCO WELDING MARKETING OF KOREA CO., LTD.

经营内容
焊接材料的销售

荷兰 KOBELCO WELDING OF EUROPE B.V.

经营内容
药芯焊丝的销售和生产

唐山神钢焊接材料有限公司

经营内容
碳钢用实芯焊丝销售和生产

河北省唐山市开发区火炬路196号 邮编:063020

马来西亚 KOBE WELDING(MALAYSIA)SDN.BHD.

经营内容
低碳钢用电焊条的生产

新加坡 KOBELCO WELDING ASIA PACIFIC PTE. LTD.

经营内容
低碳钢用电焊条的生产和销售

印度尼西亚

经营内容
通过技术合作，生产销售各种手工焊条

上海神钢焊接器材有限公司

经营内容
焊接材料的销售 / 焊接系统和零部件的销售，维护服务

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1010号7幢B区8F 邮编:200052

印度 KOBELCO WELDING INDIA PVT. LTD.

经营内容
焊接材料的销售

生产·销售

销售

技术合作伙伴



茨木工厂

日本最大的焊接材料生产工厂

经营内容
药芯焊丝，电焊条，药粉

　567-0879 大阪府茨木市东宇野边町2-19

福知山工厂

实芯焊丝专用工厂

经营内容
实芯焊丝

〒620-0853 京都府福知山市长田野町3-36

西条工厂

高质量的电焊条专用工厂

经营内容
电焊条

〒739-0024 广岛县东广岛市西条町御园宇6400-1　

藤泽工厂

焊接材料生产及焊接技术开发基地

经营内容
药芯焊丝，不锈钢用实芯焊

技术中心

神钢自动装置服务㈱
神钢阿克泰克㈱
神钢焊接服务㈱　251-8551 神奈川县藤泽市宫前100-1

阪神焊接机材株式会社

经营内容
埋弧焊用焊剂的制造

〒709-2105 冈山市北区御津伊田1208

神钢阿克泰克株式会社

经营内容
垫板材料的生产
除臭·去湿·臭氧分解等高性能过滤器
除臭设备等的开发和销售

日高工厂
〒669-5302 兵库县丰冈市日高町岩中682

〒541-8557 大阪市中央区北浜2-6-18  淀屋桥广场13F　

〒251-8551 神奈川县藤泽市宫前100-1　

神钢自动装置服务株式会社

经营内容
产业机器人·焊接电源及机器等的维修和保养，机器的定期检修，
修理及改造施工，零配件的销售

〒251-8551 神奈川县藤泽市宫前100-1

神钢焊接服务株式会社

经营内容
焊接相关技术咨询、材料选定、施工指导
与焊接有关的试验·分析·检查和受托研究
与焊接有关技术的教育培训·咨询业务
接合工程

日本国内生产基地 日本国内相关公司



研究·开发

探究电弧的本质，满足新时代的需求为了创造出技术含量卓越，可信度高的产品，满足顾客的

需求，需要立足于〈将物体连接在一起〉这一焊接技术的

原点，不断进行探索。为此，我们在焊接材料、焊接施工

法、焊接系统等广阔的焊接技术领域中，综合性地运用电

弧现象和熔融现象，原材料，系统控制等的研究成果，孜

孜不倦地进行商品开发。 多晶硅材料的各种特性因晶体取向的分布和关系而改变，所以

可以通过使用EBSD（电子背散射衍射）方法测量单个晶体取向，

研究单个晶体和相邻晶体的取向以及晶界结构。下图表示双相

不锈钢焊缝金属所测量的典型结构和晶体取向。

进行气体保护电弧焊时，焊丝（消耗焊条）连续稳定地熔化并转

移至熔池十分重要。对于电弧现象的精确观察可以获得许多焊

接材料开发的有用信息。近年来已经可以对熔融金属和熔渣的

特性进行高精度观察，即使在横向角缝焊接及向上立焊时也可

以进行观察。

双相不锈钢焊缝金属的微结构和晶体取向

电弧现象及凝固特性的观察和分析

● 实心焊丝MAG焊中的熔滴过渡
    

● 横向角缝焊接时熔池特性的观察
    

● 向上立焊时熔池特性的观察
   

● 实芯焊丝MAG焊中飞溅的发生情况
    

焊接方向

技术研发中心

SEM照片 结晶方位图



焊接材料

神钢的焊接材料使用高水准的生产技术制造而成，以高质

量和卓越的稳定性而享誉世界。神钢拥有的产品约有800

余种，囊括了从电焊条到自动和半自动焊接用焊丝及焊剂

等各个种类，在各个产业领域因质量优，服务佳而受到了

其他同类公司所无法媲美的好评和信赖。

在各种环境下均具有良好的耐腐蚀性能和耐热性能，用途广泛。电

弧稳定性和增弧焊性能优良的电焊条有“NC系列”产品;高效，作业

性能良好的药芯焊丝有“DW不锈钢系列”产品。

不锈钢系列焊接材料

本焊接材料大量应用于石油精炼反应器，原子炉压力容器及高温高

压锅炉等与能源相关的设备。

由于其具有良好的抗裂性，因此亦可用于超厚板的焊接。另外，我们

的产品在长时间的热处理之后仍然具有良好的机械特性，还能够应

用于各种钢以及施工方法中。

低合金耐热钢用焊接材料

这是利用最新开发的焊丝表面优化技术制造的焊丝。它具有“划时

代的送丝性能”和“出类拔萃的电弧稳定性”。因为在制造工艺中去

掉了镀铜处理，所以减轻了对地球环境的负荷。

无镀铜实心焊丝和SE系列焊丝

神钢药芯焊丝“Z系列”，除了继续保持原有药芯焊丝产品所具有的

高熔敷速度，漂亮的焊道外观，飞溅少等特点外，还降低了约30～

40%的烟尘发生量和飞溅量。

通过这些改良，使焊接现场变得更干净，作业更加方便。

药芯焊丝（Z系列）



弧焊机器人系统·焊接电源

“ARCMANTM机器人”是专门用于焊接的机器人，它融合了

人类最高的焊接技术和智慧，可以获得高速，稳定的焊接

质量。

“ARCMANTM机器人”实现了用于钢架，桥梁及建筑机械等

无人化焊接的焊接机器人系统以及输入了焊接技术的脱

机示教系统，获得了产业界的高度评价。

“捕捉电弧的鼓动”就是焊接电源SENSARCTM的特点。本焊

接电源（SENSARCTM），可以对万分之几秒快速变化的电弧

现象，以更细微的十万分之几秒进行观察,并进行预知和控

制。该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具有一些新的特点，如:

低飞溅，高速焊接，熔化等的自由控制等。

工程机械部件机器人焊接系统

悬吊式多种作业机器人焊接系统

车辆零部件机器人焊接系统

桥梁门型双面板焊接系统



在造船和桥梁建设领域，横向角缝焊接被

广泛使用。TRIFARCTM工艺综合使用专用

药芯焊丝FAMILIARCTM(MX-200HS) 和专

门控制熔池状态的充填焊丝，可以实现高

速度和高品质的横向角缝焊接。　　

造船·桥梁 

高效率和高品质焊接
MX-MIG工艺兼用专用焊丝(MM-XXX)和

纯氩屏蔽进行金属片的焊接。由于使用

了纯氩气，发生飞溅的情况只有传统工

艺的约十分之一，而且几乎没有熔渣产

生。因此适用于焊接后需要电沉积的汽

车等用途。FAMILIARCTM MM-1S是一种

适合普通碳钢的专用焊丝。 

汽车

MX-MIG工艺

■MX-MIG工艺

■熔渣产生和电沉积涂漆的比较 

焊趾产生的熔渣

电沉积涂漆后的腐蚀测试

传统工艺

焊接领域的解决方案

传统实芯焊丝

传统实芯焊丝飞
溅
量（
g/
m
in
）

适用于高速焊接 电压

・焊接电流约250A

充填焊丝

氩气

无焊渣

MM-1S纯氩气脉冲MIG



进行传统焊丝的二氧化碳电弧焊时，使用高电流因以下原因

会引起飞溅大颗粒的产生。

1) 熔滴在熔池上引起短路后立即重新电弧时，熔滴和熔池会

一部分被吹掉。

2) 当熔滴成为大颗粒并被电弧反应力往上挤压时，熔滴与焊

丝头分离后到处分散。

The REGARCTM工艺使用最新

开发的电流波形控制来优化

焊接时的熔滴过渡，以很大程

度地降低飞溅数量。专用焊

丝"FAMILIARCTM MG-50REG"

和"FAMILIARCTM MG-56R(N)"

具有使该工艺优点最大化的

优化性能。

建筑结构和施工机械 施工机械

飞溅少，冒烟少，成本低

焊接领域的解决方案

传统工艺

钢结构焊接系统

药芯焊丝即使在使用实芯焊丝会引

起旋转金属转移的大电流范围，也实

现了稳定的金属喷涂转移。与传统工

艺相比较，飞溅的产生得到了很大程

度的降低。

与传统高效工艺串联MAG焊接工艺

相比较，高电流MAG工艺可以实现更

深的穿透。

高电流MAG工艺是由数字控制

的SENSARCTM AB500焊接电源

的2个单元构成，焊接电源并联成一

个大容量整体焊接电源。

超高电流ＭＡＧ
喷射电弧且飞溅少

深穿透

超高电流MAG焊接工艺

焊接机器人 焊丝

电源

超高电流MAG焊接工艺的构成

焊接工艺

超高电流MAG焊接工艺 传统工艺

工程机械部件机器人焊接系统



生态和社会活动

防止公害

与地区社会共存共荣

为能使大家理解公司的经营活动内容，环境保护情况，以及

节能与循环再利用的重要性，我们让附近的学校等前来参

观，努力增进与地区之间的交流。

（掌握特定化学物质向环境的排放量，促进管理改善的法律）

PRTR是Pollutant Release and Transfer Register的缩写，译为“环境污染物

排放与转移登记”。

本事业部门的各家工厂将各种有害化学物质对环境(大气，水域，土壤)的

排放量以及作为废弃物的转移量加以记录，并自2001年4月起，每年向政

府部门报告一次。

荷兰KOBELCO WELDING OF EUROPE B.V在厂区内饲养绵羊，代替机器或除草剂
进行除草。

藤泽工厂

茨木工厂 福知山工厂 西条工厂

化管法

环境友好型产品

我们神钢焊接事业部门，在使每位员工都意识到生态环境重

要性的同时，还开发了无镀铜实芯焊丝——SE焊丝等地球环

境友好型优质材料，对产品不断进行积极更新。

环境管理系统

本事业部门以前就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积极致力于环境保

护活动。为了能更有效并能持续开展这一工作，我们正在努

力推行环境管理国际标准“ISO14001”等认证活动。

环保型生产活动

改进工作环境

生产SE系列焊丝中的无镀铜处理技术对于地

球的环境保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与传统焊丝相比，Z系列焊丝减少焊接烟

尘达30-40%，使得焊接工作环境能够保

持清洁和安全。

XR系列是独具特色的不锈钢药芯焊丝，达到了美国劳动安全卫生管理局
OSH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规定的标准，可减
少工作环境的烟尘。

安全数据表

按照GHS（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要求，提供SDS。

茨木工厂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通过认证

福知山工厂

神钢焊接解决方案株式会社

藤泽事业所

西条工厂

阪神焊接机材株式会社

神钢阿克泰克株式会社

认证获得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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