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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INDUSTRY 企业

发那科的数控系统在全球具有统治性的地位，使用在自己的机器人和数控机床上，客户无需太多培训即可使用；三大

产品线使用了统一的控制平台，降低了生产和使用成本；得益于数控技术的深厚积累，主要关键零部件都自己制造，且机

器人和机床产品可以共享；耗费巨资建成了高度自动化的工厂，使用自家一流的机器人和机床进行加工，生产基地集中在

日本，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的同时，产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三大产品线的下游客户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硬件领

先外软件也毫不落后，发那科是唯一在机器人控制器内集成视觉的厂商，只需要购买普通的工业相机即可完成各种复杂的

视觉应用。

日本技术领先的企业普遍姿态较高，服务能力不足，而发那科从成立之初就深耕服务，在全球 46 个国家建立了 252

个分支机构，雇本地技术人员形成本地供应服务网络。在本部建立了规模庞大的维修工厂和备品仓库作为支持，计有 460

台各种测试设备，17000 多种超过 2000 万个备品，已修理了超过 150 万件各种部件，甚至 30 年前的产品也能修理。这

种强大的服务能力使很多不同国家竞争对手的“本土化优势”难以发挥作用。

可以说，发那科是个没有明显短板的企业，因此业界传说发那科最大的风险就是“富士山爆发”。

同时，工具机行业相对较为稳定封闭，使用周期较长，不像消费电子，每年都有较大的变化。作为较大的固定资产投入，

只要设备稳定运行，用户会尽量挖掘它的使用价值，不会轻易更换。“稳定性”比“新技术”更能吸引用户。

发那科快速发展的 60-80 年代，恰逢日本以汽车为主的大制造业起飞，在全球市场展开竞争；日元对美元汇率处于历

史低点，日本的薪资水平远低于美国带来的工程师红利，使日本的工具机产品价格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到一半等。

这些成为推动发那科高速发展的有利外部因素。

发那科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对手众多，不乏西门子、ABB、三菱这样的巨型企业。发那科能胜过这些巨人，原因无它，

就像日本的传统职人一样，保持初心，专注打磨技术，一点一点构筑起竞争门槛。这是我们最大的感触。







传真：0757-86401009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罗穆旧路穆院工业园1号

佛山市根号科技有限公司
FOSHAN SQUARE ROOT TECHNOLOGY CO., LTD

全国服务热线：

0757-86401007 网站：http：//www.fsghkj.com

一直以创新技术、出众品质，贴心服务享誉全国，产品在电力、通讯、电子、厨卫、电梯等

十几个领域拥有广泛的忠实客户。
根号用心
塑造未来

拥有专业独立的数控折弯机核心技术研发、设计团队，融合了先进成熟的折弯机一体化控制

技术，与全进口数控系统及配件之间的契合，不断在折弯机的研发与制造上突破与创新。
根号用心
铸就品质

始终以客户需求为中心，为客户提供更佳、更全面、更贴心的智能折弯机解决方案，以高质

量的售前售后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
根号用心
服务客户

好折弯机 根号造
我们一直在努力  用心做好折弯机
根号科技是一家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数控折弯机设备配套解决方案的现代化企

业，集数控折弯机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为一体，始终专注于数

控折弯机设备的研发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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