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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OBI 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为

人们提供着舒适和便利。

RYOBI 于 1943 年 12 月以一家压铸件生产企业起步，

在注重培养自己独有技术的同时，逐渐开始生产与汽车产业相关的各种组合零部件。

另外，利用这些技术和经验，还把事业拓展到了建筑用品、印刷设备等成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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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辞

＜企业理念＞

　　现在，企业所面临的环境瞬息万变，以至于谁都无法对未来的前景进行准确的预测。在社会

经济形势、价值观以及各类规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企业必须通过变革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RYOBI 集团将“以技术、信赖和挑战，建设一个健康而充满活力的企业”作为企业理念，顺

应顾客和社会的需求，通过制造、提供具有独创性的优质产品和服务，立志成为有益于社会的独

一无二的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将进一步定位为能够同时提供压铸件和成品的企业，尽最大的努

力让顾客以及股东、客户、员工等所有与 RYOBI 相关的人们都能对与 RYOBI 的交往感到满意。

　　今后 RYOBI 集团将继续通过为人们创造舒适与丰富多彩的生活而“制作创新”，从而加深

与社会之间的信赖关系。此外，我们将以“健康而充满活力的企业”为目标，致力于开发具有前

瞻性的技术、产品及服务，开拓未来。衷心希望能够获得人们更进一步的理解与支持。

代表取缔役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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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扎实的技术

　　致力于提高生活质量的 RYOBI、其核心就在于“技术”。创业以来，RYOBI 长期积累了材料

开发和高超的铸造·加工技术，并从中实现了综合力和应对能力的提高。这些都是 RYOBI 不可

多得的财产，以此为基础孕育出了压铸件产品和各种成品。

不断顺应需求，开发新技术

　　RYOBI 始终将“技术”作为开发产品和服务的最重要的要素。重视市场，时刻把让用户真

正满足作为头等大事。以科学的观点作为行动指针，深入钻研，从不轻言放弃，不断创新。

RYOBI 通过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管理等所有企业活动，来不断提升着眼于未来的技术水平。

RYOBI 的技术来自压铸件

　　RYOBI 的压铸件形成了从模具的设计、制作到铸造、加工、组装的独立一揽子体制，为全世

界用户提供全球性服务，具备了世界一流的实力。RYOBI 运用独有的技术不断顺应时代的变化，

不断实现压铸件产品的轻量化和优质化。

以丰富的技术为基础进入成品领域

　　以压铸件生产中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为基础，在建筑用品、印刷设备等领域，聚集了

切实精尖的技术。通过独创的构造，生产出高性能、耐久性佳的闭门器等建筑用品，另外，

在印刷设备领域，融合了I oT（物联网）和自动化、省力化等技术，提供高精度、多功能的

印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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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赖

重视信赖的经营姿态是 RYOBI 的特色

　　“信赖”是 RYOBI 经营的基础。RYOBI 高度重视与社会之间的信赖关系。我们希望通过企

业活动，让顾客、股东、客户等所有与 RYOBI 相关的人们都能对与 RYOBI 的交往感到满意。

尊重员工个性和创意，充满活力的企业

　　RYOBI 在健康、诚实经营的同时，也很强调构筑尊重个人的充满活力的企业，并进一步强化

与社会之间的信赖关系。每一个员工都在努力加深与社会和顾客之间的沟通，让他们更多地了解

RYOBI 的理念和奋斗。

通过各种活动来加深信赖关系

　　在压铸件领域中，我们向客户派遣技术人员，从产品开发阶段开始便提出各种技术方案，与

客户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合作关系。在成品领域中，我们正在通过服务网络的完善、产品研修会和

展览会等方式，积极地为加深相互信赖关系而不断努力。

值得信赖的品牌“RYOBI”

　　为人们创造舒适与丰富多彩的生活是RYOBI的使命。为了让“RYOBI”

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而广受欢迎，我们衷心希望能创造出远远优于顾

客所求的商品与服务，为人们的生活做贡献。这一愿望与行动已深刻体现

在我们的企业宣言“尽最大可能 , 创新与挑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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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　战

进一步磨练知性和感性 — 向未来挑战

　　每一位员工都在努力使自己具有全球性的视野，不断扩大、加深自己的知识层面，同时也勇

于突破专业局限，积极向未知的领域挑战，不断开创未来。同时不忘磨练知性和感性，来提高向

新目标挑战的精神和行动力。RYOBI 的行动指针就是不断向未来和全世界“挑战”。

着眼于更美好的明天、挑战“创新”

　　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都活跃着 RYOBI 丰富多彩的产品。这些都是着眼于未来的先进技术

的结晶。要开创新的时代，只有依靠技术。RYOBI 为了打开通向未来之门，不断在研究开发领

域向新的目标发起冲击。

创造出更高的品质

　　领先运用三维模拟和解析技术、CAD/CAM 系统等，迅速而及时地进行着优质产品的开发·

设计。同时在生产中从全球性覌点出发，积极推进在最佳地点进行生产、调度，从而实现整个生

产体系的最优化和效率化。

以实现丰富舒适的生活为目标

　　我们在节能、节源等环保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压铸件领域的用途正在逐渐扩大。同时在成品

领域也相继推出了各种具有独创性的建筑用品、印刷设备等。在各个领域中致力于新技术·新材

料等的研究开发。我们希望在生活中发挥 RYOBI 技术的作用，并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不断扩大相

互信赖关系。RYOBI 正在为开创新时代，创造更加舒适丰富的生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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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介绍

DIE CASTINGS PRINTING EQUIPMENT

BUILDERS’ HARDWARE

压铸件　作为世界一流的压铸件生产企业，我们在生产汽缸体和变速箱、车身与底盘等汽车零部件

的同时，提供各种压铸件产品。

印刷设备　提供能高效印刷产品手册、海报、杂志、包装等精美印刷品的高精度、多功能胶印机。

为全世界客户提供独创的高品质印刷机以及相关服务。

建筑用品　提供可无声响且严实关闭的闭门器，调节宾馆等场所室温的空调控制系统，以及各种能

实现安全舒适的居家、办公环境的建筑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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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CASTINGS
压铸件 轻量且富有耐久性，又便于循环再利用的铝铸件，为汽车的轻量化做出贡献的同时，

亦作为一项有利于节能、省资源的环保技术，为循环型社会做出了贡献。RYOBI

以长年积累的技术和经验为基础，凭借灵活应对能力及综合实力，以汽车产业为

中心，为客户供应高质量的压铸件产品。今后，RYOBI 仍将继续应对多样化需求，

不断在压铸件领域挑战创新。

世界一流的压铸件厂家

　　RYOBI 的压铸件为汽车的轻量化做出了贡献。我们为全

球的汽车厂商提供汽缸体、变速箱及副车架等车身与底盘零

部件、电动汽车用零部件以及其他多种零部件，技术和质量

广受好评。作为世界一流的压铸件厂商、RYOBI 将通过自己

的努力不断满足全球轻量化需求。

一揽子体制的迅速对应
基于国际标准（ISO）的质量保证体制

　　RYOBI 将独特的一揽子体制和长年积累的高技术水平以

及在此基础上凝聚的综合力和应对能力相结合，能够迅速而

及时地对顾客的要求做出反应。

　　另外，通过获得品质管理和品质保证体系的国际标准

ISO9001，以及针对汽车产业的品质管理体系标准 IATF 

16949，使品质体制得以强化和充实。

进一步实现轻量化·优质化，迎接汽车的电气化

　　利用铝合金和镁合金的优良特性，有望进一步扩大压铸

件的用途。为了顺应轻量化和优质化以及汽车的电气化等时

代需求，我们正在致力推行新技术·新制作工艺的开发等，

以期全方位地满足顾客的各种需求。

与客户密切配合
积极地提出技术方案

　　作为“并行工程”的一环，派遣技术人员走访客户，从

开发阶段便开始提供各种技术方案，以协助客户的产品开发。

同时，采用 CAE 结构解析和流溶液流动状况的分析、凝固解

析等解析技术，来实现最佳的产品外观。

　　CAD/CAM 系统积极地推进了 3D（三维）化，缩短了

模具的生产时间。

悬挂梁

马达壳

变速箱

差速器

汽缸体

副车架

电池壳

车载充电器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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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性发展

  铝铸件助力汽车轻量化

利佑比（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英国
RYOBI ALUMINIUM CASTING (UK), LIMITED

中国
利优比压铸（大连）有限公司

利优比压铸（常州）
有限公司

泰国

RYOBI DIE CASTING
(THAILAND) CO., LTD.

日本

RYOBI LIMITED
RYOBI MIRASAKA CO.
RYOBI MITSUGI CO.
TOKYO LIGHT ALLOY CO., LTD.
HOEI INDUSTRIES CO., LTD.

美国

RYOBI DIE CASTING (USA), INC.

墨西哥

RDCM, S. DE R.L. DE C.V.

　　　　　　　独特的一揽子体制

　　压铸件就是在精密模具中高速高压注入熔化的铝合金等原料，瞬间成型的一种技术和产品。RYOBI 独有一套从模具的

设计·制作到铸造、加工、组装的一揽子体制，具备世界一流的实力。

压铸件产品的生产是从模具设计开始的。

设计者、模具技术人员、铸造技术人员

等共同对模具进行讨论研究后，再由计

算机快速地进行设计。

根据模具的设计图纸，利用最先进的加

工设备和独有的技术生产出高精度模具。

向安装在铸造机上的模具内高速·高压

注入熔化的合金，瞬间成型。

铸造出来的产品根据顾客的要求进行机

械加工、表面处理以及组装。

通过三维测定器进行产品尺寸的测定、

X 线检查、强度测试等，在各道工序中

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

　　向全世界客户提供全球服务的 RYOBI 压铸件。1985 年，

RYOBI 作为日本压铸件制造商第一次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

拥有 30 多台 2,500 ～ 3,500 吨级的大型铸造机等优良设备，

以汽车产业为中心扩大了业务交易。此外，通过在英国、中国、

墨西哥、泰国也设立生产据点推进生产能力的增强，向全世

界的汽车厂商提供高品质的压铸件。日本的生产据点目前也

正在努力通过推进自动化和物联网（IoT）等的应用来进一步

提高生产效率。RYOBI 正深化和拓展以世界各国汽车厂商为

中心的所有客户的关系。

　　在全球“脱碳”潮流的背景下，在汽车电动化发展的进

程中，汽车零部件需要进一步轻量化。为满足上述电动汽车

的轻量化需求，RYOBI 展开了对铝铸件相关新技术和新工艺

的研发工作。

　　与传统汽车相比，由于电池及电气设备等原因，电动汽

车的重量会有所增加，为了延长续航距离，需要对能耗和电

耗（电力消费效率）予以改善。RYOBI 主要供应电池壳、马

达外壳等壳体产品，同时也供应副车架、减震塔等车身与底

盘零部件。今后，本公司还将通过将材料替换为铝材、扩大

铝材适用零部件，满足电动汽车轻量化需求，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社会做出贡献。

后端支柱

铰链柱

减震塔

侧梁

车顶中央支柱

轴隧顶

力矩箱

车顶中央支柱

后副车架

前副车架

电池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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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居住空间舒适性的产品开发

　　用来自生活的灵感和可靠的技术，为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RYOBI 正在努力创造舒适的家居和办公环境，致力于注重功

能性、安全性、无障碍性等的商品开发，为实现和谐社会做

出贡献。尤其是电动门开关装置“RUCAD”，作为即使是轮

椅使用者或是双手都提着行李等时也能轻松开门关门的商品，

正在备受瞩目。

BUILDERS’ HARDWARE

闭门器

“doorman”闭门器

铰链

横拉式闭门器

各种建筑五金 空调控制系统“ENESAVER”

建筑用品 RYOBI 利用压铸件生产中积累起来的高超的铸造、加工技术，以美观和功能性在

闭门器行业中引发了一场革命，雄居市场的领导地位。为住宅和办公室提供各类

闭门器等建筑五金，为您创造安全而舒适的生活。

书写闭门器的新历史

　　出色的耐久性和美观的外形。1963 年，RYOBI 开发生

产的铝铸闭门器在一片赞誉声中崭露头角。此后，RYOBI 的

独创构造实现了高性能化，并采用铝合金提高了耐久性，不

断开发出广受好评的热门产品。其中的“doorman”品牌安

装简单、造型美观，赋予闭门器一个崭新的形象。

活跃于各种设施中的 RYOBI 建筑用品

　　RYOBI 空调控制系统“ENESAVER”能够保持办公楼

和医院、宾馆等的适宜室温，为您创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空间。

为方便病人以及老年人居住环境的横拉式闭门器足以保证您

日常生活的安全。还有门栓和铰链等，在建筑物的各个角落

都活跃着 RYOBI 建筑用品的身影。

GEOPRO 隐藏式闭门器

门开关装置“RU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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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运行功能  智能辅助打印

　　利用自动运行功能“智能辅助打印”解决印刷行业的课题，

例如印刷操作员的技能传承及劳动力短缺等。伴随印刷物的

多品种化和小批量化趋势，利用丰富的功能减轻操作员日益

增加的负担。通过画面的单触式操作就能从印刷准备阶段开

始自动进行印刷测试、色彩等的品质管理及正式印刷等工序，

因此除了提高生产效率外，还有助于印刷现场的去技能化。

助力客户发展智慧工厂

　　从印刷的前道工序到印刷、再到后道工序，本公司构建

了将生产印刷品所需的各设备、各工艺相连接的网络化作业

流程体系，实现了生产的可视化和最优化，全面助力印刷企

业发展智慧工厂。我们还有效利用自动搬运机器人（AGV），

积极发展纸张搬运作业的省人工化技术。

推进印刷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 2022 年成立了“RMGT 联合财团”。打破企业之间

的壁垒，以友好合作关系向印刷行业提供新的价值，为印刷

公司达成 SDGs 做出了贡献。

以高速化、自动化、省力化、高品质、
使用方便为目标的产品开发

　　由大大小小数万个

精密零件组成的印刷机

具有复杂的机械结构。

在压铸件生产中获得的

精密加工技术及生产技

术的基础上，我们融合

电子技术和数字技术，

实现了印刷机的高速化、自动化、省力化。在严格的质量管

理体系下，开发优质且使用方便的产品。

用可靠的技术来回报社会的信赖

　　我们不仅注重印刷设备质量，产品开发过程中也非常强

调环保。开发出能消减印刷工序中所使用的油墨、清洗剂、

润版液、试印纸使用量的各种装置以及能够实现节能、省时

的自动化、省力化装置。

PRINTING EQUIPMENT

印刷机的工作过程

大对开胶印机

B1 尺寸型胶印机

印刷设备 在单张纸胶印机领域，利优比新菱印刷机株式会社追求高精度的多色化和高效的印

刷功能。从小型产品到大型产品，我们拥有完善丰富的单张纸胶印机产品线，并开

发制造数码化配套产品和环保产品。RMGT 品牌已推广至日本国内及海外 170 多

个国家和地区，为建设多姿多彩的社会做出了贡献。

物联网

可视化

自动
导引车

去技能化
自动化

省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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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社会

企
业
理
念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YOBI 集团的 CSR（企业社会责任）经营

　　基于“以技术、信赖和挑战，建设一个健康而充满活力的企业”的企业理念，RYOBI 集团以创造可持续性发展和实现美好的

社会为己任，把承担社会责任作为经营的基本。不仅仅通过公平竞争获取利润，作为对社会有用的实体，RYOBI 致力于成为受社

会广泛认可和广泛信赖的企业。

爱护地球环境 ..................................................对于环保的努力

与地域社会共存 ..............................................推进社会贡献活动

遵守法律和社会伦理 .....................................推进遵纪守法

提升客户满意度 ..............................................站在客户角度提供商品服务

与供应商共存共荣 .........................................推进公平公正的交易

提升员工满意度、推进安全卫生 ..............创造人性化的良好职场环境

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 .....................................积极披露企业信息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

　　根据 RYOBI 集团环境方针设定了环境目标，以环境保全委员会为中心，致力于节省能

源和资源以及削减废弃物和 CO2 排放量。同时，推进多方面的举措，如引进环保性能强的

设备、利用可再生能源等。以在 2050 年前达成碳中和为目标，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做

出贡献。

进一步推进社会公益活动

　　公司通过开展回收易拉罐、清扫公司周围环境、支持献血等公益活动，积极推动员工为

社会做贡献。此外，利用特定非盈利活动法人（NPO 法人）RYOBI 社会贡献基金平台，为

社会福利法人及 NPO 法人、志愿者组织等，提供物品捐赠、活动资金赞助及志愿者派遣等

方面的支持。

注重与社会的信赖关系

　　为了获取社会的广泛信赖，确立一种遵从法律和社会伦理，按规则正确行动的常规体制，

对企业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因此，RYOBI 集团把遵纪守法作为一个重要课题，确立以

RYOBI COMPLIANCE 委员会为中心的推进体制，并贯彻基于 RYOBI 企业行动宪章的企

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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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地址

■ RYOBI LIMITED
 公司总部

 东京支社

 虎之门事务所

 大阪支店

 营业所（全国 7 家）

  札幌

  仙台

  浜松

  名古屋

  富山

  广岛

  福冈

 广岛工厂

 广岛东工厂

 静冈工厂

 菊川工厂

■ 日本国内集团公司

 RYOBI MIRASAKA CO.
 压铸件产品的生产

 RYOBI MITSUGI CO.

 压铸件产品的生产

 TOKYO LIGHT ALLOY CO., LTD.

 铝铸件、压铸件产品的生产销售

 IKUNO CO.

 铝二次合金块的生产销售

 HOEI INDUSTRIES CO., LTD.

 铝合金锻造产品的生产销售

 RYOBI MHI GRAPHIC TECHNOLOGY LTD.

 利优比新菱印刷机株式会社

 印刷设备、印刷相关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ASAHI SANGYO CO.

 保险代理业务

 RYOBI LAND DEVELOPMENT LTD.

 高尔夫球场的经营

 RYOBI LIFE SERVICES LTD.

 保育院的经营

■ 日本国外集团公司
 RYOBI DIE CASTING （USA）, INC.

 压铸件产品的生产销售

 RDCM, S. DE R.L. DE C.V.
 压铸件产品的生产

 RYOBI ALUMINIUM CASTING （UK）, LIMITED
 压铸件产品的生产销售

 利优比压铸（大连）有限公司
 RYOBI DIE CASTING DALIAN CO., LTD.

 压铸件产品、压铸件用模具的生产销售

 利优比压铸（常州）有限公司
 RYOBI DIE CASTING CHANGZHOU CO., LTD.

 压铸件产品的生产销售

 RYOBI DIE CASTING （THAILAND） CO., LTD.
 压铸件产品的生产销售

 利佑比（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RYOBI （SHANGHAI） SALES, LTD.

 压铸件产品、压铸件用模具的代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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