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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祝辞：
　

入江株式会社到2019年将迎来创业100周年，作为

日本国内技术型商社，我们会格守「诚信・品质・

快速・贴心」的服务宗旨，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入江株式会社主营电子半导体制造与检测设备以及

多种高端耗材,在东京、大阪等日本各大城市都设有

分公司和物流中心，为东芝，拓普康（TOPCON）、

易威奇(IWAKI)，折原，NIKKATO等著名品牌的一级

代理商。为日本索尼、欧姆龙、京瓷、尼康及松下

电工等半导体业内领先企业长期提供各种精密制造

设备、检测仪器和基础材料,还为东京大学，东京
   总经理： 入江 一光 理工大学等知名大专院校提供高端实验设备及器材。

中国虽然在LED、太阳能电池以及液晶显示板等

产业方面发展较快，但在高端技术的研发和实用

上与美日欧相比仍略逊一筹。入江株式会社通过

向中国及亚洲其它地区输出各种世界级产业制造

设备、精密检测仪器以及各种高端耗材，相信

一定能为电子产业的技术创新和蓬勃发展做出积

极的贡献。

百年入江百年入江百年入江百年入江 我们将一如既往提供最先端的科学技术 我们将一如既往提供最先端的科学技术 我们将一如既往提供最先端的科学技术 我们将一如既往提供最先端的科学技术

百年入江

百年入江百年入江

百年入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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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炉芯管，坩埚，绝缘管，保护管，游星式磨罐，细小管，乳钵，氧化铝球，锆球等。
粉体：大明高纯度氧化铝粉（TM-DAR）、宇部新材料碳酸钙，三井金属氧化钇，住友化学易
　　　烧结铝粉。

测光仪器：光谱照射计，照度计，辉度计，紫外线强度计。
照明/光源仪器：各种灯泡，电源起动装置，人工太阳灯，检查用特殊照明仪器。

环境试验机器/加热处理机器：真空干燥机，电器炉，送风机，PM2.5关联产品，黏度计。
真空/压力测定仪器：流量计，压力计，各种传感器。
计量/测定机器：二氧化炭浓度计，Gas探知器，应力检查机，玻璃表面应力测定仪，电子
               显微镜。

纯水及超纯水制造设备，恒温槽，电子除湿器。

YTZ系列锆球，大明铝球（0.1mm-0.5mm），小型球磨机架台，粉碎用玻璃球。

溶射洗净，O型圈，垫圈，各种贴纸材料，真空管等各种科学器械。

日本科学分析机器协会会员厂家，正在开发中，请随时咨询。

主要主要主要主要产品产品产品产品

入江株式会社是支持生入江株式会社是支持生入江株式会社是支持生入江株式会社是支持生产尖端设备与企业环境改善的技术型商社产尖端设备与企业环境改善的技术型商社产尖端设备与企业环境改善的技术型商社产尖端设备与企业环境改善的技术型商社

测光测光测光测光 ・・・・光源仪器光源仪器光源仪器光源仪器

材料加工材料加工材料加工材料加工

研究

研究研究

研究 ・

・・

・试验室仪器

试验室仪器试验室仪器

试验室仪器

半半半半导体关联设备导体关联设备导体关联设备导体关联设备

研磨研磨研磨研磨关联产品关联产品关联产品关联产品

配管及各种零部件

配管及各种零部件配管及各种零部件

配管及各种零部件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产品产品产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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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MEI制 高纯氧化铝球        SUMITOMO制 氧化铝粉体产品 

NIKKATO制 绝缘管类产品 　　   NIKKATO制 精密陶瓷类产品

材料加工

陶瓷/金属/粉体
根据客户的需要，快速，正确提供加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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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CON制 色彩辉度计BM-7A 　　 TOPCON制 亮度色度均匀性测定器UA-10

TOPCON制 分光辐射计SR-3AR TOPCON制 显色照度机 IM-1000

TOPCON制 紫外线强度计UVR-T1   SERIC制 人工太阳灯

测光・光源仪器

照度计/辉度计/紫外线强度计/紫外线灯管
作为拓普康照度计类日本国内总代理，照度计，辉度计以外的

电源，露光装置等仪器也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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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MATO制　清洁干燥箱 KODAIRA制　Baker Applicator

ORIHARA制 表面应力计FSM-6000LE OKANO制 APG型真空计

JIKCO制 低浓度氧气检测仪 MALCOM制 黏度计 PCU-200

小型实验室用分析/测量/环境分析/黏度计
提供企业，大学等研发开发部门使用的试验仪器

研究・实验室用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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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K制 超纯水加热设备         KELK制 纯水加热器 控制器

SIBATA制 PM2.5数码粉尘仪 SIBATA制 PM2.5采样仪

半导体设备关联产品

PM2.5 PM2.5 PM2.5 PM2.5 关联产品关联产品关联产品关联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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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分析仪器展 JASIS2015 上海国际工业陶瓷展出展 2015

INTERPHEX 2015 中国分析仪器展 BCEIA2015

入江株式会社积极参加各种国内外展会入江株式会社积极参加各种国内外展会入江株式会社积极参加各种国内外展会入江株式会社积极参加各种国内外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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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硝子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NIKUNI 有限公司折原制作所

株式会社IWAKI 株式会社NIKKATO 界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英弘精机株式会社 UNITIKA株式会社 宇部新材料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冈野制作所 株式会社KELK 株式会社ORC

KOFLOC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JIKCO 大明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佐藤真空株式会社 山田电机株式会社 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昭和电机株式会社 雅马拓科学株式会社 信越石英株式会社

东亚DKK株式会社 柴田科学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MALCOM

株式会社东芝 株式会社TOPCON TECHNOHOUSE 三井金属商事株式会社

有限公司折原制作所 有限公司小平制作所

旭化成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尼康 株式会社SCREEN

京瓷株式会社 日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Tokyo Electron 

株式会社岛津制作所 日本电子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理化

夏普株式会社 松下株式会社 TDK株式会社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HIROSE电机株式会社 东京工业大学

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三菱化学株式会社 东京大学

住友金属矿山株式会社 村田制作所株式会社 索尼株式会社

SII株式会社 雅马哈株式会社 HOYA株式会社

大台北尖端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师范大学

爱锐精密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苏州兮然工业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首立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青岛联瑞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深圳京都玉崎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宇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雷生强式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大伟兴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纳米港有限公司 汕头鸿志电子有限公司

Jongro Measuring Instruments Co.,Ltd.

供供供供货商及签约商品货商及签约商品货商及签约商品货商及签约商品

主要客主要客主要客主要客户户户户（（（（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主要客户主要客户主要客户主要客户（（（（海外海外海外海外））））

台湾台裕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宇庆企业股份有限公司JM Instruments Corp.

8



●总部

东京总部大厦

●四国营业所

邮编793-0003  

爱媛县西条市比内3-61

TEL：81-897-56-0322

FAX：81-897-56-0310

●広島营业所

邮编739-0011 

広島県東広島市西条本町14-7

TEL：81-82-493-8820

FAX：81-82-424-3310

●南九州营业所

邮编899-5121 

鹿児島県霧島市準人町神宮1-1-37

●山形营业所 TEL：81-995-43-8011

邮编997-0019 FAX：81-995-43-8013

TEL：81-235-64-1639 ●滋贺营业所

FAX：81-235-64-1773 邮编522-0084  

滋賀県彦根市橋向町37-1-2

TEL：81-749-27-3226

FAX：81-749-27-3220

●东京分公司

日本国内分公司介日本国内分公司介日本国内分公司介日本国内分公司介绍绍绍绍

邮编103-0023

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本町4-5-14

TEL：81-3-3241-7100

FAX：81-3-3241-7659

邮编103-0023

东京都中央区日本桥本町4-5-14

TEL：81-3-3241-7101

FAX：81-3-3241-7659

●大阪分公司

邮编530-0043 

大阪府大阪市北区天满`2-14-14

TEL：81-6-6352-6673

FAX：81-6-6353-2392

●九州分公司

邮编862-0913 

熊本县熊本市东区尾上2-29-10

TEL：81-96-369-5821

FAX：81-96-369-6981

山形県鶴岡市茅原字西茅原111-21

※海外合作伙伴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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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入江株式会社

■英文名称：IRIE CORPORATION

■法人代表：入江　一光

■創立：1919年

■资本金：4,500万日元（约300万人民币）

■营业额：100亿日元（约5,000万人民币）

■公司员工：72人

■开户银行：

■所属团体：日本科学机器协会（名誉会長：入江　照四）
　　　  　　东京科学机器协会（理事：入江　一光）

大阪科学机器协会
九州科学机器协会

■经营理念: 作为技术型商社，我们为实现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
           帮助，通过员工的努力，公司在发展的同时，也将
           实现员工的成长与生活水平的向上。

■就业规则：设立就业规则委员会，公司所有员工必须遵守法律，
           以及其它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ISO14001国际环境规格认证取得

三井住友银行

入江入江入江入江简介简介简介简介

三菱东京UFJ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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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rie.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