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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原点是创业之初的理念，即公司的根本方针。我认为，继承并践行根本方针理念中所蕴含
的前辈思想，让其延续到下一代，正是公司可持续经营的基础。公司的根本方针中有一条是“以最
好的品质和服务奉献于社会”。为了社会和客户，我们致力于在“环境”和“安心”两个领域作出贡献，
这种大义，也体现在这个根本方针的理念中。
在“环境”方面，面向碳中和社会，世界正在从低碳转向脱碳，我们公司也从以往的“削减50％”
更进一步，不仅在工厂的生产活动中，还深入到交付客户的产品，力争通过“碳中和”，即CO₂排放
和吸收的正负相抵，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另外，在“安心”领域，我们将一如既往，为实现“零
交通事故死亡者”的世界而坚持不懈，认真挑战。

在环境、安心两个领域实施终极“零排放”，为实现更美好的社会作贡献…
最终能成为赢得社会“共鸣”的企业，那没有比这个更令人高兴的了。

取缔役社长　有马 浩二ZERO 电装通过环境和安心举措，赢得社会共鸣，为人类
创造笑容绽放的未来。

追求终极零排放，推进可持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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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在环境、安心两个
领域实施终极
“零排放”

PresentPast
历史变迁 数字看电装 对未来的期望

17万人

员工总数

5.5 兆日元

合并销售额

69個

技能奥运会
获得奖牌总数

 35 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据点

57%

海外销售额占比

130 个以上

世界首个产品

41,500
拥有专利数

建成额田测试中心
作为零部件制造商，我们在较早阶段就开始了测
试过程。我们拥有与汽车制造商的设备相当的评
估设备，以帮助我们确保产品的性能和品质超越
客户的预期。

创立了技术培训中心
如今，我们仍然在践行“造物就是
培养人才（我们的绩效与员工息息
相关）”和“工程-技术，携手并进”
的原则。

1954

在美国的芝加哥设立了销售办事处，
在洛杉矶设立了分支机构
为应对贸易自由化等全球趋势，设立了日本境
外的首个销售办事处。

1966

创立了集成电路研发中心
为应对汽车部件的电子控制趋势，在早期阶段启
动了集成电路 （IC） 的自主研发。如今，电子部件
已成为我们销售的主要产品之一。

1968

创立了 NIPPONDENSO (AUSTRALIA) PTY. LTD.
（日本电装（澳大利亚）有限公司）和 NIPPONDENSO 

THAILAND CO., LTD.（日本电装（泰国）有限公司），
这些是我们最先在日本境外创立的制造公司
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决定在接近客户的地点就近
生产产品。

1972

1984

建成电装研发实验室
我们对未来5到20年可能出现的新技术进行
研发。我们的研究涉及广泛的主题，从半导
体材料到能够产油的微藻无所不包。

1991

2004
电装精神
自����年创业培育起来的价值观和信
念形成文字，在全世界的电装员
工中共享。为汽车社会和人类作出贡
献的原动力、竞争力，即由先进、信赖、
群策群力三点构成的行动方针。

2016
全球通用人事制度
包括总部及海外集团公司在内，以管理层约
����人 为 对 象，引 入 全 球 通 用 人 事 制 度。
引入着眼于个人发挥能力的世界通用级别，
使全世界的人才在包括总部在内的全球范围
内描绘职业生涯成为可能。

构建全球研发体制
电装以遍布全球（日本、美国、德国、
中国、泰国、印度、巴西）的技术中
心为据点，突破公司内外隔阂，与汽
车制造商、研究机构、大学等合作，
推进最先端的技术、产品开发。

2015

始终着眼于未来，不断努力开
发技术，并持续打磨制造能力，
使不可能成为可能

技术开发/产品制造

为满足客户需求积极进入世界
各国市场，不仅拥有生产据点，
还在多个国家设立R&D据点

全球展开

自1949年创业以来，作为注
重品质的电装，不断巩固经营
基础，同时，以长期方针作为
风向标指导经营

经营基础/经营方针

荣获戴明奖，这是质量管理方
面的最高奖项之一
所有员工誓志获奖所做的努力为我们
以“品质第一”为理念的文化奠定了
基础。

NIPPONDENSO CO., LTD.
（日本电装有限公司）从 
Toyota Motor Co., Ltd.（丰
田汽车有限公司）分离出来，
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1949

开始与德国的 Robert Bosch 
GmbH 进行技术合作
该协议允许我们利用公司外部的知
识拓展我们的专业技术，以实现世
界级的设计和制造。

1953

制定了构成电装发展基石的使命宣言
创立的目的是为了秉承和进一步发扬公司创
立之初的精神。

1956

1961

采纳了新的公司名称 DENSO CORPORATION（电装公司）
公司名称从 NIPPONDENSO（日本电装）更改为 DENSO（电装）。删除
了意指“日本”的日语单词“Nippon”，反映了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全球
性公司的目标。

1996

制定了电装集团2030年长期方针
此计划的口号是“为我们的星球、社会以及我们
所有人的未来带来希望”。

2017

电装速览

CO₂±零排放

DENSO at a Glance

零交通事故
死亡者

2022年3月31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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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2035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电装在事业活动的所有领域一直致力于通过减轻环境负担，开展环境保护活动来创造经济价值，推进
“环境经营”。另一方面，全球正在加速推进从低碳走向脱碳的碳中和举措。
基于这样的现状，电装将进一步推进各种环境举措，力争在不远的将来，即2035年实现生产活动的
碳中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将在“产品制造”、“移动出行产品”和“能源利用”三个领域推进举措。

实现工厂的碳中和
使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提高制造工序的效率，从而减少CO2排放量。
此外，回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CO2并将其作为能源进行再利用，从而实现
工厂的碳中和。

CO₂循环成套设备的开发
2020年，电装宣布“力争2035年实现生产活动的碳中和”。为实现
这一目标，在移动出行产品、产品制造和能源利用领域，积极推进
各种举措。其中，正在着力开发“CO2循环成套设备”项目。
为了在产品制造领域力争实现碳中和，首先“推进生产设备节能和
电动化”，“逐步将使用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极为重要。但是，那
些不能电动化、也难以使用可再生能源的设备，比如“炉子”等，
一定会产生CO2。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用到CO2循环成套设备。 　
CO2循环成套设备从工厂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中回收CO2，使之与
氢气（H2）结合，制成甲烷气体（CH4）。生产的甲烷气体可在工厂
用作燃料。
在一般制造业的生产设备中，还没有能够有效地回收CO2的紧凑型

实现碳中和工厂

不排放CO2的产品制造

通过回收再利用CO2，为整个社会的碳中和作出贡献
通过回收大气中的CO2作为能源进行再利用，为整个社会CO2减排作贡献。

为汽车的电动化作贡献，尽可能减少CO2排放
为混合动力汽车、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电动车的普及作贡献。将在
汽车行业培育的电动化技术也应用于空中交通，全方位大幅减少CO2的排
放量。

解决方案。电装在“不依赖他人，不坐等技术提高，而是向着2035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积极采取行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力推
进开发项目。2020年7月，成功开发出可实现CO2循环的成套设备。

环�
Green

案 例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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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交通事故
死亡者

舒适空间

支援劳动者

力争成为为社会提供安心的领跑企业
对于以“为人类幸福做贡献”为目标的电装来说，通过事业活动解决社会课题，为社会提供“安心”
是必不可少的责任。为了解决交通事故、少子老龄化、空气污染、传染病、自然灾害等社会课题，
成为真正为社会提供“安心”的领跑企业，电装定义了在安心领域贡献的三大支柱，如下所示。

通过“深度”和“广度”举措，
普及安全产品，实现无交通事故的自由移动。
以“零交通事故死亡者”为目标，在两个方向上推进举措，一个是走在技
术最前沿的“深度”，一个是将ADAS产品普及应用于更多车辆的“广度”。
在“深度”方面，进一步推进安全产品的进化，在更多的尖端移动出行产
品中实现搭载。在“广度”方面，致力于实现同时具有价格吸引力的安全
产品，并推进后装产品的扩大。

为实现“零交通事故死亡者”的社会

一直以来电装为了实现“安心”价值最大化，提供碰撞安全产品及
预防性安全产品，为减轻乘客及行人在发生碰撞时受到的损害、减
少交通事故作出了贡献。如今，面向实现“零交通事故死亡者”社
会的目标，电装致力于先进安全/自动驾驶相关各种产品的开发。
LEXUS新车型“LS”及TOYOTA新车型“MIRAI”中搭载的高级驾
驶辅助技术“Advanced Drive”中就有很多电装产品被采用。
在高速公路等汽车专用道路上，在驾驶员的监视下，根据交通状况，
辅助车载系统进行正确的认知、判断、操作，并执行车道保持、车
距保持、岔路选择、变道和超车等，这些高级驾驶辅助技术的实现，

为实现安心、安全的移动出行社会

零交通事故死亡者举措与Advanced Drive中搭载的电装产品

充分利用在车载领域培育的技术，
构建助人、扩大人的可能性的社会
各行各业劳动人口减少已成为重大社会课题之一。电装充分利用自动化、
ICT等车载领域培育的技术，助力劳动者，实现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心挑战
的社会。

提升空间科技，打造舒适自由的空间
随着自动驾驶的进步，汽车不再仅仅是交通工具，作为“可移动的私人空间”
的需求正在增长。电装从温度、声音、空气和视野四个方面推进空间环境
进化，创造舒适的空间。

需要提高车辆周边检测性能，进行高精度的自车位置确定，以及传
感器信息的高速处理。电装产品已经实现这些功能。

ADX ECU

LiDAR

定位器望远摄像头

Peace of mind
安心

案 例 分 析

SIS ECU *1
ADS ECU *2

*1. SIS ECU: Spatial Information Service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2. ADS ECU: Advanced Drive System Electronic Control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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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概要

电装以汽车相关领域为中心，在广泛领域开展七项事业。面向移动出行社会，为了创造满足未来需求的新价值，
电装构建事业投资组合，努力使创新价值最大化，以扩大七项事业为移动出行社会带来的可能性。
今后我们仍要推进事业投资组合更替，确保在飞速变化的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增长。

级别

电气化系统
1兆1,000亿日元
（20.6%）

1兆2,000亿日元*2

（22.6%）

1兆3,000亿日元
（23.2%）

1兆4,000亿日元
（24.6%）

2,000亿日元*3

（3.2%）

2,000亿日元
（3.4%）

动力传动系统

热能系统

智能移动电子

先进设备*1

工业解决方案

食品价值链

车
载
事
业

非
车
载
事
业

贡献领域 销售收入（比率）

安心

安心

安心

安心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环境

*1. 2022年1月1日成立（统合了动力总成系统的机电一体化组件事业和传感器 & 半导体事业）
*2. 2021年度原动力总成系统事业合并销售收入（比率）　*3. 2021年度原传感系统 & 半导体事业合并销售收入（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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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化系统 动力传动系统

事业内容 事业内容

特点 特点

■ 开发和制造混合动力车、电动汽车的驱动电源系统及相关产品、交流发电机、启动装置等的供电和起动系统
产品等

■ 开发和制造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制动系统专用电机及ECU
■ 开发和制造小型电机系统产品，如挡风玻璃雨刮系统、电动车窗电机、发动机控制电机、鼓风机风扇等

■ 从燃烧到进气、排气系统一系列的汽油、柴油发动机管理系统的开发、制造
■ 开发和制造VCT* 、排气传感器、火花塞等发动机相关产品等
■ 利用在混合动力汽车领域培育的电力驱动、热管理以及燃料电池状态控制技术，进行助力燃料电池高效发电
的产品和系统的企划和开发

■ 从内燃机车辆的启动和充电产品，到混合动力车、电动汽车、 燃料电池汽车等电动化产品，运用广泛的事业领
域和技术诀窍，可从系统视角进行综合开发与生产

■ 拥有汽油柴油汽车、电动汽车等所有动力总成相关的广泛的事业领域和技术，能够从系统的角度进行综合开发。
此外，还拥有高超的生产技术，确保上述产品的生产

* VCT：Variable Cam Timing（可变凸轮定时）

实现美好环境，提升驾驶乐趣，
为所有智能移动电动化提供支持。

在实现自由移动的同时，
实现支持生活的全移动环境性能。
提供与之相背课题的解决方案。为了提供对地球友好、行驶更舒适的电动汽车系统，我们开发电动

化技术，积累实绩，在混合动力汽车不可或缺的主要产品方面，实
现了高性能、小型化和低油耗。今后，我们充分利用电装广泛的事
业领域，通过连接汽车的所有系统和产品，高效率地管理能源，为
进一步提高燃油效率和节电作贡献。

我们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全球环境的影响，支持对碳中和燃料的响
应和对逐年加强的法规的响应，提供高质量的系统和组件，同时努
力创造和提供新的价值，为社会做出贡献。

环境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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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能系统 智能移动电子

事业内容 事业内容

特点 特点

■ 热管理系统、旨在打造舒适空间的汽车和巴士用空调系统的开发和制造
■ 散热器、冷凝器等冷却用产品的开发和制造

■ 全面智能移动电子系统、服务、平台的开发和提供
■ HMI*1 控制单元、仪表、HUD*2 、中央信息显示器等驾驶室产品的开发和制造
■ TCU*3 、ETC*4 车载设备、路车间/车车间通信器等车联网相关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和制造
■ 图像传感器、毫米波雷达、声纳传感器、驾驶辅助ECU*5 、安全气囊传感器和ECU、DSM*6 等AD*7 ＆ADAS*8 
产品的开发和制造

■ 动力传动控制ECU、车身控制ECU等电子产品的开发和制造
■ 误踩油门加速控制装置等加装型产品的策划和开发

■ 可运用系统进行车载空调开发与生产的综合实力
■ 能够开发面向电动汽车的热管理产品，例如：在汽车空调、散热器等热管理领域培育的“热管理技术”、基于
这些技术的热泵系统、PCU* 用冷却系统等

■ “行驶环境识别”、“HMI”、“车联网”、“动力传动控制”等技术范围广泛，可进行协调开发
■ 将车载产品所特有的品质与性能融合在IT产品中，能够开发出可靠性和安全性卓越的产品和服务

*1. HMI：Human Machine Interface　*2. HUD：Head-Up Display　*3. TCU：Telematics Control Unit     
*4. ETC：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System　*5. ECU：Electronic Control Unit　*6. DSM：Driver Status Monitor　*7. AD：Autonomous Driving 
*8. ADAS：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      

* PCU：Power Control Unit

凭借对环境友好的热管理技术，
打造舒适的车内空间，
实现地球与人更加舒适的社会。

实现“让全世界人们感到安心、
自由舒适的移动社会（Quality of Mobility）”

汽车行业迎来了脱碳社会和CASE时代这一重大的变革时期。在这
种背景下，热管理事业部最大限度发挥作为全球第一空调系统供应
商的优势，通过可解决电动汽车课题的热管理系统，和打造舒适车
内空间的空气质量产品，为创造未来社会作贡献。

基于包含传感器、半导体、ECU、平台等在内的综合系统视角、车
辆视角以及终端用户视角采取措施，通过融合上述措施，在存在多
种移动工具的背景下，连接汽车与社会，构建最佳控制的移动性系
统，为实现对环境友好、让全世界人都感到安心、舒适自由移动的
社会作贡献。 

安心安心环境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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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设备 工业解决方案

事业内容 事业内容

特点 特点

■ 液压控制阀等驱动系统产品、ELCM*1 等燃油蒸发泄漏检测产品、MCV*2 等能源管理产品的开发和制造
■ 车载用功率半导体、IC等微电子设备的开发和制造
■ 车载/非车载传感系统的开发和制造

■ 自动化设备和模块、以工业用机器人为代表的工业机器的开发和制造
■ 手持终端、QR、RFID*、结算支付、识别解决方案等面向社会的设备的开发、制造及提供（进出管理系统、
食堂自动结算系统、面部认证系统等）

■ 利用广泛的传感技术以及将传感技术与解决方案相结合的致动技术，灵活开发能够解决课题的产品
■ 能够开发定制集成电路，以满足车载电子产品发展对高功能化和小型化的需求
■ 硅/碳化硅功率半导体和功率模块的开发和制造，以及通过合作伙伴建立的强大的供应基础

■ 创业以来70多年，提升电装核心竞争力的制造技术与技巧，以及在全球130家工厂反复验证和千锤百炼的设备、
机器人等高质量、高耐久性生产物资

不仅在移动出行领域，为应对广泛的社会课题，
电装发挥半导体领域的优势，
积极开发系统和设备，
并借此实现更加美好的社会。

为提高制造产业的生产率、
提升社会生活的质量作贡献。

在半导体（脑）和传感器（眼），融合驱动（手、足）的核心技术，
以灵活的构想创造新设备和新系统。通过开发电动化产品，为实现
碳中和、实现可确保安全、安心、舒适移动的移动出行系统，以及
解决劳动力短缺和粮食问题等社会课题作贡献。

在环境方面“实现碳中和制造”，在安心方面“构建扩大人的可能
性的社会”⸺将这两点作为事业大义，认真对待制造业客户的困
惑，通过提供对客户最优的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包”，为产业和社
会发展作出广泛贡献。

*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使用无线电波以非接触方式一块儿扫描多个标签的系统*1. ELCM：Evaporative Leak Check Module　*2. MCV：Multi-flow Control Valve

安心安心环境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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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价值的基础

�品�值链

事业内�

�点

■ 设�园艺�钥匙�决��* （大棚材料、�械、栽��询、�服务）的制�、销����服务
■ 车载用冷冻机、小型�动冷冻机的制�、销����服务

■ ��农业发�地�和�洲的��技术，针对农业生产者的�有需�和�惑，提�设�园艺相�产品的�佳组
���

■ 提供�品质冷链产品，满足�样�的�品配�需�

�过技术和�想提供�的�值，
助力实现让�有���、��生活的��。
对于生活中不可��的�物，��于�品�值链�体，��作�伴
�作，��在车载事业中��的工业�技术，为��界各地�提供
��的�决��。

* 为了让�有�事农业的�都�稳�地生产农作物，进行�佳组�的产品和服务群

安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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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发 电装的研发积累支撑着世界最顶端的汽车制造。凭借这一雄厚基础，运用化学、物理学、电
子工学、软件等广泛领域的技术，电装有能力制造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创造出130个以上的世界首个产品
电装以“创造全新的价值，为人类的幸福作贡献”作为企业的基本理念，
敏锐洞察社会变化，自创业以来不断开发出“世界首个”产品。气体喷射
式热泵、共轨、毫米波雷达、喷射器等，至今已开发出130多个世界首个产品，
成为企业成长的原动力。

全球7个技术中心与革新震源地的实验室
电装在世界7极（日本、美国、德国、中国、泰国、印度、巴西）设有技术
中心。另外，在加拿大、以色列、硅谷等革新的震源地也设有实验室。电
装针对多样化的地区需求抢先投入开发，构建了生产有竞争力的产品并提
供给客户的体制。

对未来的移动出行社会进行予测，先行一步的尖端研究
自1991年设立基础研究所（2017年更名为先端技术研究所）以来，30年来
一直致力于发展和普及能够解决社会课题的技术，着眼于5年到20年后的
未来开展研发活动。
将创造新功能材料等的“材料技术”、支撑电装新价值创造的“尖端技术”，
以及自动驾驶的关键“AI技术”定位为核心技术，在广泛领域开展尖端技
术研究，并推进实用化。

电装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奠定了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源自创业以
来代代传承、已渗透到全世界员工行动中的DNA（电装精神），相互配合，
牵引着电装的成长。即使在严峻的事业环境中，它也成为强大的原动力，
催生只有电装才能创造的价值。这种优势今后将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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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造 育  人
通过融合了技术与技能的产品制造能力，将具有创新性的世界首创构想一个一个加以实现。
通过自有的高水平的生产技术，创造出高效率、高品质的附加价值。精度要求极高的半导体
也实现了自产。

基于“最好的产品出自最优秀的员工”的思想，我们将企业的DNA⸺电装精神渗透到每
个员工的心里，培养不惧变化、直面课题、能够创造新的技术和产品的人才。

实现世界首款、世界第一产品的量产
精度达千分之一毫米的世界顶级微加工、生产效率和品质均得到提升的组
装线。电装自主设计、制造设备及生产线，从产品制造这一侧面，为世界
首款产品及世界最高等级的产品性能和品质提供支持。

无论处于什么情况都能果敢挑战新课题
先进、信赖、群策群力的精神。电装精神是自1949年创业培育起来的价值
观和信念形成文字，与全体员工共享的。电装精神成为电装为移动出行社
会及人们作贡献的原动力和竞争力，已渗透到全球约17万电装员工的行动
当中。每个员工以十足的动力和热情投入每一天的工作，在这个急剧变化
的时代，不断加快变革的速度。

通过信息连接全球伙伴
将来自人、物、设备的大量数据转换为“设备故障的前兆”、“熟练工的诀窍”
等有用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在合适的时间、以方便的方式提供给需要的人，
以此加速改善活动，助力员工的成长。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连接全球130家
工厂，提升整个集团的生产率。

促进多元化人才活跃的全球通用人事制度
包括总部及海外集团旗下公司在内，以管理层为对象，从2016年引入全球
通用人事制度。该制度引入了着眼于每个人能力发挥的全球通用等级（全
球职能资格），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评价和培养，使全世界的人才能够在全球
范围内描绘职业生涯。我们希望通过这一制度，提拔具备多元化价值观和
能力的员工，进一步促进电装全球事业的发展。

认真对待每一个不良、每一秒损失
“EF活动”由厂长牵头、全员参与开展。通过推进“俯视性改善”、“打造完
美的生产线”，打造问题点一目了然的工厂。针对凸显的问题，由全员共同
持续改善，从而培养改善能力强的人才，实现世界顶级的竞争力。

高水平技能人员的培养是企业成长的生命线
为了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员，电装承袭了1954年开设的“技能养成所”
的传统，运营“电装工业学园”（技术高中、高等专业课程）。除了在日本
的集团旗下公司之外，还以部分供应商、海外据点为对象，支援人才培养。
这里培养出来的年轻技能人员，有多人在角逐全球最高水平技能的技能奥
运会上获得了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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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据

可持续经营
对电装而言，可持续经营*1 是指将SDGs*2 等视角纳入经营战略，目的是通过践行可持续经
营来提升企业价值。
通过践行可持续经营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来提升电装的企业价值。
*1. 为建设可持续社会作贡献的经营　*2. SD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在变化迅猛的经营环境中，为了实现健康稳定的经营和持续成长，需要有稳固的企业基础。
电装开展人尽其用、健康经营等提高员工积极性和最大限度发挥能力的活动，以及强化
信息安全、合规等避免企业价值受损的活动。

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推进
珍惜源自拥有多样化价值观的员工们的“新点子”，尊重每一位员
工的个性，培养关爱他人的“热心肠”，这是在电装的持续成长中
必不可少的要素。在电装，无论性别、年龄、国籍、有无残疾，以
及经验、价值观等肉眼无法分辨的差异，为了构建能够让多样化人
才尽情施展才华的环境和企业文化，充分运用全球各类员工的能力
与视角，即在全球推进多样性和包容性。

工作方式大改革

电装通过3项改革，提高每位员工的工作激情，从而提升速度和职场活力，强化全公司的竞争力。

职场环境改革
打造让员工容易专注于工作、发挥个
人能力的环境。

管理改革
构建有助于促进管理层教育、上司与
部下沟通对话的机制，强化多元人才
协同创造成果的管理。

交流改革
通过办公室改革提高工作激情，增强
员工之间的交流，营造充满活力的职
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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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1 日截止日本主要基地公司概要

公司名称 株式会社电装

创立 1949年12月16日

总公司地址 日本爱知县刈谷市昭和町1-1 邮编448-8661

联营结算的子公司数

适用权益法的关联公司数

会计年度起止日 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

198家公司 
（日本 63，北美洲 21，欧洲 27，亚洲 80，其他 7）

84家公司
（日本 23，北美洲 1 1，欧洲 1 7，亚洲 29，其他 4）

注册资金 1,875亿日元

销售额*1 联营结算：5兆5,155亿日元

营业利润 联营结算：3,412亿日元

本期利润*2 联营结算：2,639亿日元

员工人数*3 联营结算：
单独结算：

167,950人
45,152人

*1. 销售额是针对外部客户的金额
*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
*3. 员工人数的统计对象为就业人员（不包括借调至合并报表公司的人员，包括从合并报表公司借调的人员），不包括临时雇用人员

2022年 3月 31日截止

总�司 ·工厂 ·研�� 员工�� *1 主�经营项目

总�司 12,636 -

�城制作� 4,844 起动机、�流发电机、�变�、电动发电机、电动助力转向电机的生产

⻄尾制作� 6,768 汽车�调、散热�、柴油喷���、汽油喷���的生产

�棚制作� 3,143 仪�、显示�、�米波雷�、图�传��、功率模块、各种传��的制�

湖⻄制作� 3,550 雨刮�统、电动车�电机等小型电机的制�

大�制作� 4,566 点��产品、驾驶��相�产品、电�阀相�产品、驱动�产品、�气�产品的生产

�田制作� 3,394 �成电路、电��制产品的生产

丰桥制作� 1,019 汽车�调、�料电池车用�泵、伺服电动机模块、自�冷� CO2��用热泵热��的制�

�瀬制作� 1,057 �变�、ECU、动力模块的制�

阿久�制作� 826 生产设备的制�

丰桥东制作� 758 �风机电机、散热�风�电机等小型电机的制�

�明制作� 1,135 电��制柴油 ·汽油�料喷���的制�

��技术研�� 216 ��功�材料、AI、�体工�等的研�

Global R&D Tokyo 140 高度驾驶支援、车联网领域、车载电子系统领域的研发

Global R&D Tokyo, Haneda 112 自动驾驶领域的研发和实证

额田试车中� 28 实车行驶性�的测试

大�技术研�� 23 技术�员��措�的�划、�筑和�进

�横滨�革实验� 22 MaaS领域的技术开发

*1. 2022年３月３１日�止                     

��司、��、事业�   

东���司 大��� 岩手事业� ��事业� D-Square事业�
东��� �岛�� �戸事业� ��事业�

东��� �都宫办事处 �古�办事处 �古�南营业� �北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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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产品销售额 * 销售额 营业利润

资产总计

各老客户的销售额

 财务�据 

本期利润

*使用截至 2021年 7月 1日的事业名称记载

（年度）20212020201920182017 （年度）20212020201920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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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0

200

400

600

404

607
12,000

0

4,000

8,000

（年度）20212019 2020 （年度）20212019 2020

11,602
10,262

11,763 766
6,000

0

2,000

4,000

15,000

0

5,000

10,000

16,379

12,785 13,038
5,6145,833

5,197

20,000

3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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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51

欧洲

亚洲

日本  包含株式会社电装

27家公司

80家公司

64家公司
公司数

14,496人

47,421人

79,605人
员工人数

5,614亿日元

1兆6,379亿日元

3兆5,151亿日元
销售额

公司数

员工人数

销售额

公司数

员工人数

销售额

其他北美洲

欧洲
（亿日元）

亚洲
（亿日元）

其他
（亿日元）

日本
（亿日元）

北美洲
（亿日元）

21家公司

23,604人
1兆1,602亿日元

公司数

员工人数

销售额

7家公司
公司数

2,824人
员工人数

766亿日元
销售额

各地区令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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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爱知县刈谷市昭和町1-1 邮编 : 448-8661
Tel +81-566-25-5511 (总机）
https://www.denso.com/jp/ja/ 
https://www.denso.com/global/en/ 

全球 中国

电装努力致力于世界共通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达成。

地区总部

北美洲 

24777 Denso Drive, P.O. Box 5047, South�eld Michigan 
48086-5047, U.S.A.
Tel +1-248-350-7500
https://www.denso.com/us-ca/en/

World Trade Center, Tower I, 4th Floor, Strawinskylaan 1865, 
1077 XX,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Tel +31-202-261789
https://www.denso.com/nl/en/

欧洲

亚洲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号北京发展大厦518室
邮编 : 100004
Tel +86-10-6590-8337　Fax +86-10-5758-2781
https://www.denso.com/cn/zh/

中国

888 Moo 1, Bangna-Trad Rd. KM.27.5, T.Bangbo, 
A Bangbo, Samutprakarn 10560, Thailand
Tel +66-2-315-9500　Fax +66-2-315-9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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