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作品是设置在流体解决方案中心的入口的纪念物，

以象征无限的“莫比乌斯环”为主题。

表达了不受过去的常识、见解的束缚，对研究怀着梦想和希望，

挑战未知的无限可能性的志向。

另外，纪念物的影子形成心形，

表达了技术人员们对制造的匠心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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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您解决
勉为其难的问题。
当您遇到“这太勉为其难了”的难题时。

当您遇到“这太难对付了”的难题时。

顾客面对的难题造就了TACMINA的泵技术。

正是在面对难题时，

我们才更加以帮助顾客解决问题的心态，

紧紧贴近顾客。

TACMINA是一家欢迎所有课题的

“流体解决方案”公司。

在朝上下左右延伸的 宽敞 空间 ，可

再现与顾客实际的过程接近的配管

条件，使用实际液体做试验。应对溶

剂的地板材料、排气系统、紫外线对

策等，做 好了接受各种各样的 液体

的准备。

实际液体实验室

流体解决方案中心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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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解决方案”是

TACMINA全部力量的结晶。
TACMINA希望实现的愿望：

这不是将泵当作“物品”出售，而是根本解决流体输送的问题。

现在，随着产业的高度化，要求所有产品具有新价值。

材料、加工的过程自不必说，就连顾客的烦恼也呈现多样化、复杂化。

TACMINA凝聚创业60多年的智慧，找到最佳的输送方法，将其变成现实，

持续创造超越顾客期待的“流体解决方案”。

TACMINA解决流体的烦恼，

发挥3方面的作用。

在解决课题的过程中，每次都连同详细的数据一起，向顾客报告实验

和分析的结果，在获得顾客认同之上，进入下一步。流体分析装置、计测

设备、模拟系统等，我们备齐最新的设备，凭借高级的分析技术，响应顾

客需求。

凭借科学而客观地分析数据，

提供“认同”。

在流体解决方案中心内准备了相应的环境，可在实验室内再现配管的

粗细和长度、高低差和注入点的压力等因顾客的每个过程而不同的使

用条件，使用实际的液体做泵的性能试验。即使是没有先例的生产流

程，也能让顾客消除担忧，带着自信推动引进工作。

在接近实际工艺的环境下，通过实际液体实验，

提供“自信”。

为了满足顾客的要求，进而提高生产性，降低成本等，提供更高的价值，从

1台泵到整套机械，我们灵活地提供建议。另外，从零部件加工到装配、品

质管理、检查，作为厂家建立了周全的体制，将可靠性高的产品送到顾客

手上。

凭借高于期待的提案和高质量的产品，

提供“满意”。

43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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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把握
制造的基本是彻底站在顾客的立场上。接

到咨询后，营业人员首先拜访顾客，详细听

取顾客遇到什么难题。

理解课题是提供最佳建议的第一步。

1

解决方案建议
依据分析和试验的结果，结合引进的目

的、使用环境进行最佳的产品、系统的设

计，并提供方案。为了与各个行业的顾客一

起着手解决问题，我们努力广泛掌握各种

制造过程的知识。

4
实际液体试验
在试验室内再现实际的使用条件，使液体流

过，进行验证。还可确认连续运行时的稳定

性、液性的变化等。反复试验直到课题解决，

将结果汇总到报告书中，进行说明。也可承

接顾客现场的试验。

3

产品提供
将产品送到顾客手上，进行设置、运行、

保养，是TACMINA的解决方案的一环。

我们始终凭借高质量和细致的服务，回

报顾客的信任。

5

流体分析
流体解决方案中心利用最新的分析装置，

仔细分析顾客托付的流体的粘度、浆料的

粒子直径等。不是依赖直觉和经验，而是依

据客观的数据探讨最佳的输送方法。

2

解决课题的流程

65

贴近顾客，

找出流体输送的“答案”。
我们的工作是理解各种各样的要求，并最终付诸实现。

怀揣这种想法的TACMINA每天都在努力理解液体的特性和生产流程中的各种条件，

并最终向客户提供最佳的输送提案。

Frequency (%) Accumulation (%)

Particle Size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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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剪切应力”。朝物体内部某个面的平行方向滑动施加的应力。

根据流体、用途进行定制、

专门设计，

提供不妥协的“最佳答案”。

解决的流程

解 决

听取说明/
提出假设

流体分析/
机型选定

送液试验

03

再次设定目标

04

分析/
提出假设

设计/制作

07

02

05

06

建议的是不具有滑动部的Smoothflow pump。

进而改良阀座，将剪切（※）抑制到极限，

不使液体变质就能进行稳定的输送。

开发不施加剪切(Shear)的
专门设计的泵。

在阻隔紫外线的试验室，使用Smoothflow pump实施

送液试验。采集吐出后的液体进行分析，可见大幅抑制

了固体物的生成量。

尽管顾客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但是为我们留下了“希望进一

步抑制固体物的发生，使其接近零”的命题。

使用流体模拟软件，分析泵头内的液体的运动、流速和

压力的分布。提出了“如果改良位于吸入口和吐出口的

逆止阀的形状，就能降低液体承受的剪切”的假设。

着手改良阀座。反复进行设计、试制、送液试验，完成了

紫外线固化树脂专用的阀座。

听取顾客对现有设备的说明，提出了“在现有泵的滑动部发生的

剪切是液体变质的原因”的假设。

分析以粘度特性为代表的流体的性质，从不具有滑动

部的Smoothflow pump中选定了符合条件的机型。

一律不发生固体物，能够连续运行，提高了生产性。

87

个案研究

01

咨询内容

输送紫外光固化树脂时，

要是采用其他方式的泵，液体凝固而无法输送，

或者成品率降低，生产性成了瓶颈。

紫外光固化树脂
在输送中凝固。

化工厂家A案例1

TACMINA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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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提供泵，

而且提供包括配管设计、

周边机器在内的综合解决方案。

解决的流程

分析/
送液试验

听取说明/
提出假设/
送液试验

分析/
送液试验

分析/
流体分析

送液试验

设计/制作

解 决

02

03

05

06

07

01

04

提出了“原因在于混合液体的顺序”的假设，用烧杯做实验。结果

表明生成的液体的组成因投入3种添加剂的顺序而变。

为了不拆解配管就能清洗，也追加了在线自动清洗装置

的建议，设计和制作了混合装置。

提出“要是在密闭的管内进行混合，就不会有气泡的混

入”的假设，选定泵和静止型混合器。安装装置实施了送

液试验。

再次实施试验。经判明，虽然混合均匀了，但是组成与

通过批量方式混合的液体不同。

按照添加剂的投入顺序重新安装混合装置，再次做实

验，结果顺利生成了与批量方式相同组成的的液体。

确认混合后的液体，发现混合不完全，于是为了进行弥补,

缩小配管直径加快流速，增加静止型混合器的叶片数量。

做到了不发生气泡就能连续混合液体，也通过自

动化削减了人手。

109

个案研究

虽然探讨了将主剂和3种添加剂投入罐中，

用搅拌机混合的方式，但是会卷入空气，

于是苦苦思索如何去除产生的气泡。

咨询内容

要是没有空气卷入，也不需要脱泡。

使用泵和静止型混合器在密闭配管内做混合试验，

设计和制作了“在线混合系统”。

提出“在线混合系统”
的方案。

希望抑制气泡的发生。

电子材料厂家B案例2

TACMINA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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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池、浴场的杀菌

上下水道的杀菌上下水道的杀菌

药品的混合和稀释

釉料的输送釉料的输送

陶瓷的造粒和分散陶瓷的造粒和分散

铝的表面处理

铁的酸洗处理

脱模剂的涂布脱模剂的涂布

光学薄膜的制造 电容器材料的制造

LiB电极材料的涂工

药品的长距离输送

锭剂的涂层

原料的过滤

流体微型反应器合成

工厂排水的中和 锅炉药品的注入

啤酒、饮料的原料输送食品制造线的杀菌

绝缘材料的涂布绝缘材料的涂布喷涂

压载水处理

从最尖端的过程到身边的基础设施，

需求。连同放心与信任一起，为各个行业的

TACM INA在广泛的领域响应高度的

顾客献上有效的解决方案。

电池 电子材料

光学薄膜 陶瓷

精细化工 塑料

铁、金属 制纸

涂料、染料 纤维

食品、饮料 电力、气体

汽车 医药

水处理 灭菌、杀菌

以历练的技术

为顾客带来好处。

电极材料的分散

医药品的造粒 色谱法

树脂添加剂的注入硅晶圆的研磨

抗蚀剂的涂布

墨水的制造和充填墨水的制造和充填 香料、着色料等的添加

紫外光固化树脂的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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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脉动 耐浆料能力强 液体不会泄漏 杰出的流量精度

对流体无损伤 应对广泛的流体 控制性好 长寿命 无异物混入

可长距离输送 易于维护

超高精密型号

大流量型号

卫生型号

高粘度型号

高压型号

大范围型号

微小流量型号

特殊材质

高温液体

防爆  

异种电压

沉降性浆料

研磨性浆料

海外规格

种类繁多的产品系列 定制、专门设计课题解决型泵凭借更高的性能，

应对所有的需求

以精度和质量等基本性能为代表，凝缩了使用方便性、

安全性、维护性等泵要求的所有要素。

Smoothflow pump Q系列

为了顺利解决所有的流体、所有的过程的课题，依

据顾客的心声反复研究和开发，扩充了产品系列。

凭借专业厂家才有的灵活创意，实现迎合顾客需

求的理想的1台。

在实验室规模中也实现了Smoothflow pump的高的送液性能。

1413

瞩目产品

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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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泵、罐、计测设备、控制设备等，

同时考虑安全性和维护性，提供可靠的系统。

量身定制的系统产品将顾客

“想做的事情”变成现实

放心、安全设计 简单、低成本 易于维护

易于操作 节省空间 节能 支持防爆 支持加热、冷却

支持CIP 支持卫生规格

15

产 品

电机驱动计量泵

液压计量泵

柱塞计量泵等

防尘和防水

适合次氯酸钠

品种多样的流体端部组件等

电机驱动计量泵 电磁驱动计量泵

搅拌机

静态混合器等

搅拌机注药系统

满足所有液体输送的产品

带内置式周定时器的注药系统

罐品种（30L、50L、120L）

16



组合泵、罐、计测设备、控制设备等，

同时考虑安全性和维护性，提供可靠的系统。

量身定制的系统产品将顾客

“想做的事情”变成现实

放心、安全设计 简单、低成本 易于维护

易于操作 节省空间 节能 支持防爆 支持加热、冷却

支持CIP 支持卫生规格

15

产 品

电机驱动计量泵

液压计量泵

柱塞计量泵等

防尘和防水

适合次氯酸钠

品种多样的流体端部组件等

电机驱动计量泵 电磁驱动计量泵

搅拌机

静态混合器等

搅拌机注药系统

满足所有液体输送的产品

带内置式周定时器的注药系统

罐品种（30L、50L、120L）

16



单元生产方式实现

一件一个样的产品

严格而一贯的

品质管理体制

在顾客购买的产品

出厂前进行严格检查

取得ISO9001和ISO14001的认证

JQA-1274 生产本部 JQA-EM0637生产本部

融合工匠的技艺与最新机器，

由本企业进行零部件加工

创业60多年来，深深刻在TACMINA制造历史上的，

是始终为顾客献上赢得信任的产品。

零部件的制造、装配、调整、出厂，

全体人员饱含真心，认真对待每一个作业。

由本企业制造泵的主要零部件，实现了高质量，并灵

活应对定制。利用最新的机床实现的自动化与实现

细腻的精加工的匠人技艺共存。也熟悉金属、树脂

材料的性质的专业人员支撑着精密的制造。

采用适合多品种少量生产的“单元生产方式”。一个

人进行从零部件的取拿到装配、检查的一贯作业，实

现了质量和生产性的提高。为了防止差错实现效率

化，现场级别也在不断进行整理整顿、手册的完善

等改善。

为了向顾客提供一贯的产品和服务，依据ISO9001

实施品质管理。在开发、制造、检查、售后服务等各

部门设定质量目标，有组织地着手。另外，还取得

ISO14001的认证，注重降低环境负荷。

获得认定的检查人员通过搭载了高精度的计量仪

器类、传感器的精密泵专用检查装置，严格检查流

量、吐出压力、脉动率等泵的性能。只要顾客提出

要求，我们还进行追加项目的检查，向顾客报告。

TACMINA的徽标是“高的技术实力”与“可靠性”

的证明。

1817

品质管理 

为了献上放心和满意，

我们实施了一贯的品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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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提供高质量的

全球支持

为了在所有国家强化当地批发商的支持，我们每隔几

年就举行一次国际批发商会议，让全世界的批发商的

代表在日本聚会。

除了通过研讨会和培训分享信息，我们还努力增强作

为TACMINA团队的团结意识。

即使在进行修理或完整的大修时，

如果它们是新品牌，

我们也将其当做新品牌检查。

我们专业的维护团队将访问你们的现场进行修理，并

帮助你们大修经过长期使用的泵。一旦修理完毕，泵

将接受与新泵相同的严格检查，然后返还给顾客。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根据需要提供支持。

无 论 购 买 前 还 是 购 买 后 ，一 直 让 顾 客 放 心 。

可在展厅参观产品，

触摸产品，感受产品

不仅有泵的演示机，还可在TACMINA的展厅参观

产品，触摸产品，感受产品，进行咨询。还准备了学

习泵的基础的装置，举办研讨会等。

将演示机装载在“Pump Dojo”上，

前往顾客身边 *仅限日本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移动的展厅”。搭载演示机的

货车全年造访大约150家顾客。与顾客面对面，让

顾客尝试。所以我们能够贴近各种各样的难题，加

以应对。

2019

从购买前起，就为顾客服务。

服务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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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络

2221

美国
韩国

新加坡

日本

本公司地点

联系人[总部]

邮编541-0047  日本大阪市中央区淡路町2-2-14 

[TACMINA KOREA Co., Ltd.]

616-617 Graduate Schools, 

Dankook University,152 Jukjeon-ro,Suji-gu, 

Yongin,Gyeonggi,Korea (448-701)  

[TACMINA USA CORPORATION]

105 West Central Road Schaumburg,

IL 60195 USA

电话∶+81-6-6208-3974 / 传真∶+81-6-6208-3978

电子邮件∶trade@tacmina.com

自从1956年创业以来，我们得到众多顾客的支持，提高了技术和质

量。今后，TACMINA为了响应顾客的期待和信任，作为厂家将继续

提高专业性，追求顾客认同的制造。

我们始终站在顾客的立场上思考，
凭借独创性的技术和真心“帮助顾客”。

代表取缔役社长 山田 信彦

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资本

股票

员工人数（合并）

TACMINA CORPORATION

1956年11月

$892,990,000

东京证券交易所

第二部

证券代码∶6322

340（包括兼职员工和临时员工）

*截至2020年3月。
 最新信息请浏览我们的主页。

发展历程

1956

1966

1993

1996

1997

1999

2011

2012

2013

2014

2017

山彦产业在兵库县朝来郡生野町成立

日本Feeder工业株式会社成立

名称改为株式会社TACMINA

制造总部取得ISO9002认证

研发中心（现在被称作开发中心）成立，

在大阪证券交易所第二部上市

制造总部取得ISO14001和ISO9001认证

制造总部新工厂建成

TACMINA KOREA CO., LTD. 成立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第二部上市

TACMINA USA CORPORATION成立

流体解决方案中心成立

TACMINA USA CORPORATION（美国）

TACMINA KOREA Co.,Ltd.（韩国）

北美

美国

亚洲

中东

沙特阿拉伯

柬埔寨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印度尼西亚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台湾
泰国
越南

大洋洲

澳大利亚

非洲

南非

Munsch Chemie-Pumpen GmbH（德国）

Josef Emmerich Pumpenfabrik GmbH（德国）

Crane Process Flow Technologies GmbH（德国）

● 销售网点

▲ 销售合作伙伴

■ 海外办事处

★ 子公司

TACMINA SINGAPORE OFFICE(新加坡)

□ 总部 TACMINA CORPORATION（日本）

意大利
荷兰
波兰
西班牙
瑞典

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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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作品是设置在流体解决方案中心的入口的纪念物，

以象征无限的“莫比乌斯环”为主题。

表达了不受过去的常识、见解的束缚，对研究怀着梦想和希望，

挑战未知的无限可能性的志向。

另外，纪念物的影子形成心形，

表达了技术人员们对制造的匠心和热情。

关于封面设计

公司介绍

www.tacmina.co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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