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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要公司概要

1944年 6月 在东京都文京区森川町成立公司，开始生产、销售一般医科机器及兽医畜产机器。
1948年 8月 在东京都练马区贯井设立了富士见台工厂。
1948年10月 取得医疗用具制造业许可（现在东京都的许可）、

取得动物用医疗用具制造业许可（农林水产省的许可）。
1953年 4月 在富士见台工厂内设置研究所，开始开发、制造・销售农产用各种检查机器。
1961年 5月 开始制造、销售厚生劳动省食品检查用机器・环境卫生检查用机器。
1964年 7月 取得农林水产省动物用医疗用具进口销售许可，开始销售。
1972年 4月 总公司新楼竣工（东京都文京区本乡6丁目）
1977年 5月 增资到1亿日元，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加股。
1978年 5月 在北海道地区设立札幌营业所。
1979年 3月 将研究所移到茨城县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开始研究开发活动。
1981年11月 坪井政雄会长（当时）因有振兴畜产的功绩而获得5等功勋，被授予了瑞保章。
1986年 4月 以札幌营业所为基础设立了「北海道富士平工业株式会社」，强化了北海道地区的销售。
1989年10月 因对丹麦国的出口作出了突出贡献，被授予了奖章。
1990年 6月 在东京都葛饰区成立了「株式会社SUN FUJIHIRA」，开始生产人工授精用细管等。
1990年12月 在东京都文京区成立「株式会社FUJIHIRA SAVICS」，将宠物部门专业化。
2000年10月 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成立了「沈阳富士平工业有限公司」，开始生产销售动物用医疗机器。
2000年12月 坪井正规董事长因有人工授精机器开发的功绩被授予农林水产技术情报协会理事长赏。
2003年 6月 公司成立60周年。
2004年12月 为了提高营业效率，吸收合并了「株式会社FUJIHIRA SAVICS 」。
2007年 9月 工厂转移，成立了狭山工厂。

字 号 富士平工业株式会社

商 标 FHK 
所在地 日本 东京都文京区本乡6丁目11番6号

设 立 1944年6月16日

代表者 董事长 坪井哲明

资本金 100,000千日元
交易银行 MIZUHO银行 本乡分店

三菱东京UFJ银行 春日町分店

销售规模 2,200,000千日元

公司沿革公司沿革

从创业开始，弊公司一直在努力研发、制造・销售兽医疗用机器和畜产用・农产用机器，及与其
相关的机器类。为了改良・增殖家畜而研发了人工授精・受精卵移植机器；为了保护各种动物的健
康与卫生而研发了兽医疗机器，畜产物・农产物的检查处理机器，与土壤、水相关的各种检查机
器；另外，还开发了许多保护环境的相关仪器。与此同时，还销售优秀的进口产品。

进入21世纪，畜产・农产的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作为与环境密切相关的产业，其重要度越发增
加。通过农、畜产物，为了保护人们丰富的生活与地球的环境，今后弊公司会更加努力地研发、
生产・销售各种先端的机器。

宠物（小动物）作为家族的一员，当不幸患病时除了需要值得信赖的兽医外，还需要高度值得

信赖的医疗器械。为了让宠物的主人与兽医安心，本公司会继续研究、开发各种宠物用兽医疗机
器，并进口优秀的外国产品，以报答各位用户的支持与厚爱。



产品概产品概要要

(1) AI SYSTEM

— 兽医畜产机器 —
网络了从家畜的改良增殖到饲养卫生管理、其生产物的检查
加工为止的畜产机器及与畜产动物兽医疗相关的所有制品。

・家畜人工授精／受精卵移植用机器
AI SYSTEM (1) ・精子密度仪（2）・细管
冷冻保存机器 ・细胞培养运送器 ・细胞融合装置

・家畜诊断／治疗、保健卫生、饲养管理机器
各种外科用机器 ・产科器械 ・乳房治疗用器械
各种注射机器（3） ・标志 ・其他

・乳肉检查／加工机器
数码式蛋壳强度计（4）

— 小动物医疗机器 —
宠物早已成为家庭的一员。不幸患病时需要兽医和值得
信赖的医疗器械。本公司有各种诊疗、手术、入院的以
安全为第一的各种器材。 (4)数码蛋壳强度计

(9)堆肥熟度判定器
「Compotester」

(6)土壤・作物体综合
分析装置「SFP-3」

(5)狗用Jet Bus

(8)Dr.Soil

・诊察／治疗用机器
Pet Color ・副木 ・Jet Bus(5) 

・治疗处置／手术用机器
开口器 ・各种导尿管 ・气管Tube ・钳子／持针器
狗用固定栏 ・手术台

・手术／住院设施
Shor-Line宠物用栏・诊察台

・管理用机器
Microtip ・各种读取器

— 农产园艺机器 —

・土壤／肥料、堆肥机器
土壤作物体综合分析装置SFP-3(6) ・土壤分析器ZA-Ⅱ
通用抽出过滤装置CEC10 Ver, 2(7)
土壤养分检定器Dr.Soil（8） ・堆肥腐熟度判定器

Compotester（9）土壤粉碎筛选识别装置

・园艺／作物、果实检查机器
日本园艺植物标准色票 ・果实硬度计・标准土色帖(10)

・分析测定检查机器／通用理化学机器
PH计 ・纯水制造装置 ・实验台

— 环境用机器 —

研发、销售从做适合作物的土壤开始到判断作物状况为
止的各种仪器。

・堆肥化实验、计测装置
KAGUYAHIME ・TAIONKUN

・堆肥熟度判定
Compotester(6) ・判定用发芽试验纸TANEPITA
幼植物栽培试验装置SAIBAIKUN

(2)精子密度仪

(3)连续注射器

(7)通用提取过滤装
置「CEC-10」

(10)标准土色帖



富士平工业株式会社 URL：http：//www.fujihira.co.jp
★总公司 地址：日本东京都文京区本乡6-11-6 Tel:81-3-3812-2270   Fax:81-3-3812-3663

★狭山工厂 地址：日本埼玉县狭山市广濑台2-12-13 Tel:81-4-2969-5551  Fax:81-4-2969-5550

★筑波研究所 地址：日本茨城县筑波市大角豆2012-127 Tel／Fax：81-29-851-1885

FHK

公司组织公司组织

主要用户主要用户

Group Group 构成构成

日本国内日本国内
★政府机关

农林水产省 ・ 厚生劳动省 ・ 环境省 ・宫内厅・ 国士交通省

★独立行政法人
家畜改良中心 ・ 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

★事业团 ・其他
家畜改良事业团 ・ JICA・日本中央、 地方赛马全国协会 ・ 农业改良普及中心 ・ 农业产业振兴事业团

★地方自治体
都道府县畜、农产课、农业改良课、环境卫生课・家畜保健卫生所 ・ 生奶检查所 ・ 肥饲料检查所・
畜产试验场 ・ 食肉卫生检查所

★学校
各大学农学部、兽医畜产学部、生物资源科学部 ・ 农业高校 ・ 动物专门学校等

★民间团体等
JA（全国农业协会・各县经济连等）・乳业、食品、医药品、畜产机器厂家 ・动物医院 ・民间牧场

★国内各销售代理店

海外海外
★中国、韩国、台湾、印度、印度尼西亚、叙利亚等亚洲诸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诸国；

巴西、阿根廷、美国、阿富汗等海外数十国家。

董事会 董事长 常务会

研发中心
营业总部 工厂

总务课 药事室

总务部

农产机器部 动物医疗机器部 商品部

顾客服务中心

筑波研究所
营业业务课 海外营销室

营业策划室

营业技术课

购买课

商品课

综合开发策划室调整策划室生产策划室业务推进课

财务课

董事会

北海道富士平工业株式会社
★总公司 地址：日本札幌市北区北27条西9-5-22   Tel:81-11-726-6576   Fax:81-11-717-4406

★带广分公司 地址：日本带广市大通南3-15-1         Tel:81-155-22-5322   Fax:81-155-22-5339

株式会社SUN FUJIHIRA      
★总公司 地址：日本东京都葛饰区白鸟4-16-17   Tel/Fax：81-3-3838-1163

FUJIHIRA INDUSTRY CO., LTD.
11,HONGO 6-CHOME, BUNKYO-KU, TOKYO JAPAN.113-003

TEL：0081-3-3812-2270 FAX：0081-3-3812-3663 
联系人：刘波 E-mail:liu.ha＠fujihira.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