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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喷枪

开始制造，
销售往复式空压机

LS-400

阿耐思特岩田集团网络

History
S-2号喷枪 W-61喷枪

ALS-3 
小型无气组合

进入了回转式空压机的领域
W-77中型喷枪

无油往复式空压机

无油螺杆式空压机

低真空涡旋
真空泵(DVSL)

发售世界最
先进的无油
涡旋空压机

LPH-90系列

复合树脂制活塞的
无油空压机

高真空涡轮
分子泵真空机组

制氮机

无油增压空压机

通过了ISO14001

WS-400

无油旋齿式
空压机(变频)

取得
CLASSO认证

世界首发搭载
5.5/7.5kW本体的
无油涡旋式空压机

阿耐思特岩田
的全球远景
Anest Iwata's Global Vision
阿耐思特岩田的事业战略目标涵盖整个世界。

这并非简单的向国外发展，而是通过技术支援、技术交

流、以及国际分工等全球性活动，谋求技术的标准化，

努力提高质量，增强销售能力。目前，已与众多海外一

流厂商及经销商形成了技术、销售方面的协作关系，并

在北美、欧洲、亚洲各地设立了销售和生产基地，组建

了业务和技术网络。

在中国，已经拥有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上海)有限公

司、阿耐思特岩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上海阿耐思特

岩田涂装机械有限公司、嘉兴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有

限公司、东莞阿耐思特岩田机械有限公司、杭州阿耐思

特岩田友佳空压机有限公司共6家公司。阿耐思特岩田

的先进技术和品质卓越的服务已超越国境，活跃在全世

界的各个角落。

ANEST IWATA DO BRASIL COMERCIAL LTDA.
Airzap ANEST IWATA INDÚSTRIA E COMÉRCIO LTDA.

ANEST IWATA USA, Inc.
ANEST IWATA AIR ENGINEERING INC.
ANEST IWATA-MEDEA, Inc.
Powerex Iwata Air Technology, Inc.

巴西

ANEST IWATA RUS LLC

韩国
ANEST IWATA KOREA Corporation

俄罗斯

美国

ANEST IWATA Europe S.R.L.
ANEST IWATA Italia S.R.L.
AIR GUNSA S.R.L.
ANEST IWATA AIR TECH S.R.L.
ANEST IWATA Deutschland GmbH
ANEST IWATA Babatz GmbH

欧洲

ANEST IWATA SERVICE Corporation
ANEST IWATA COATING SERVICE Corporation
ANEST IWATA CAMPBELL kk
ANEST IWATA Vaccum Engieering & Service Corp

日本国内集团公司

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ANEST IWATA (SHANGHAI) Corporation
阿耐思特岩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ANEST IWATA (SHANGHAI) Trading Corporation
上海阿耐思特岩田涂装机械有限公司
SHANGHAI ANEST IWATA COATING MACHINERY Corporation
嘉兴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有限公司
ANEST IWATA INDUSTRIAL MACHINERY (JIAXING)CO.,LTD.
东莞阿耐思特岩田机械有限公司
ANEST IWATA (DONGGUAN) Corporation
杭州阿耐思特岩田友佳空压机有限公司
ANEST IWATA FEELER Corporation

中国

台湾
ANEST IWATA TAIWAN Corporation

南非
ANEST IWATA SOUTH AFRICA (Pty) Ltd.

泰国
ANEST IWATA SOUTHEAST ASIA CO., Ltd.

越南
ANEST IWATA VIETNAM Co., Ltd.

印度
ANEST IWATA MOTHERSON Ltd.
ANEST IWATA MOTHERSON COATING EQUIPMENT Ltd.
AIR FACTORY ENERGY Ltd.

缅甸
ANEST IWATA Corporation (Myanmar Branch)

澳大利亚
ANEST IWATA Australia Pty Ltd.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ANEST IWATA Middle East FZE

ANEST IWATA Corporation
日本总公司

ANEST IWATA France S.A.
ANEST IWATA (U.K.) Ltd.
ANEST IWATA Scandinavia AB.
ANEST IWATA IBERICA, S. L.
ANEST IWATA Polska Sp.Z o.o.

印度尼西亚
PT. ANEST IWATA Indonesia

中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澳大利亚

欧洲美国

台湾印度

泰国
印度尼西亚

南非

越南
缅甸

韩国
日本

巴西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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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耐思特岩田是专业以喷涂机器、喷涂设备为主的生产厂家。自1926年成立

以来，以独特、先进的产品生产模式一直满足全球客户的最先端需求。为了给

中国国内客户提供更稳定的产品及更安心的服务，以及提供各种咨询和方案，

2003年成立了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为了今后更加扩大中国

市场，一切以“客户第一”为基本方针，争取成为最优良的团队。

本公司于2015年6月在上海市宛平南路200号2楼设立了产品展示厅。

以供客户可以更直观的了解本公司产品，欢迎前来参观。

公   司  名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业 务 内 容

成 立 日 期

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200号2楼

021-6407-9713

021-6407-9723

喷涂机械、喷涂设备、液压装置的销售业务

2003年8月8日

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大泽 健一       董事·总经理

致辞
Compliment

喷涂机器事业 喷涂设备事业

液压设备事业

以世界著名的喷枪为主，向各喷涂工程提供含涂料泵在内的

周边机器方案。

[提高喷涂品质]  世界顶级的喷枪

[喷涂环境处理] 世界首创的外部带电式水性静电枪

[喷涂环境的改善方案] 世界顶级的各种产品系列

80年历史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业绩为基础的喷涂及涂抹的综合

事业，根据客户的需求提供喷涂设备。

除电除尘

(除电器、除电用排气设备)

喷涂设备 

(喷涂机器人、干燥设备、各种搬载设备)

环境设备 

(喷涂房、带空调功能的给气设备)

针对“涂装(涂料)”以外的全部液体市场，为实现输送

①从低压到高压

②从低粘度到高粘度

③从液体到液体/固体混合流体

的泵类、以及液体的最终使用目的

(涂刷/雾化/粘结等)而进行[综合磋商]

事业，向顾客提供最适合的商品。

天津分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南京路20号金皇大厦3516室

电话：022-2302-9035/9036 传真：022-2302-9037

长春分公司

地址：长春市景阳大路2288号 华天大酒店1702室

电话：0431-8766-3376 传真：0431-8766-3370

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22号羊城国际贸易大厦西塔1706室

电话：020-3826-4057 传真：020-3826-4983

东莞事务所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霄边大街208号中惠阳光国际商城2栋22楼222C

电话：020-3826-4057 传真：020-3826-4983

长沙事务所

地址：长沙雨花韶山中路495号万博会3栋2003室(新建路与韶山路交叉口)

电话：0731-8960-4303 传真：0731-8960-4313

郑州事务所

地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路59号裕鸿国际B座2320室

电话：0371-8601-9709 传真：0371-8601-9731

大连事务所

地址：大连开发区城润万家1号凯旋国际大厦A607

电话：0411-39264701 传真：0411-39264702

重庆事务所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38号3幢17-2室(世纪英皇南塔)

电话：023-6704-3844 传真：023-6710-5549

武汉事务所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菱角湖万达广场A3写字楼1612室

电话：027-8542-9126 传真：027-8585-0358

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朱雀大街132号阳阳国际广场B座2509室

电话：029-6222-1498 传真：029-6222-1489

宁波事务所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东方商务中心3幢20号(6-15)

中国国内据点

展示厅

相关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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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系列的压缩机产品给客户提供

节能、改善环境、提高品质的需求

以成为压缩空气的“综合系统专家”为目标而努力

拥有全球首创的无油增压压缩机系列

全球首创的合成树脂活塞式无油往复式空压机系列

1991年全球率先投入市场的无油涡旋式空压机系列

技术先进、高效率的无油旋齿式空压机系列

高性能、稳定性强的螺杆式空压机系列

阿耐思特岩田的空气压缩机事业、真空机器事业于2004年正式进入全球最大、竞争最为

激烈的中国市场。本公司聚集了朝气蓬勃、团结一致的工作人员，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环

境中引领技术创新，响应用户需求。

本公司的主力产品具有无油(干式)特征，是环保节能、无需进行润滑油管理等工作的高附

加值产品。在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精湛的产品·良好的服务将变得至关重要。

我们秉承“客户第一”的方针，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安心的服务。

贯彻3C(Continue继续·Challenge挑战·Change变化)宗旨，为公司成长、社会发展贡

献力量。

公   司  名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业 务 内 容

成 立 日 期

阿耐思特岩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200号2楼

021-6448-1059/1159

021-6448-1184

空气压缩机、真空装置的销售业务

2011年11月

1993年涡旋式真空泵全球首发登场

 作为精小干练的真空泵中的先峰为客户的高品质需求提供服务

[提高生产] 尖端产业一如既往支持的ISP系列

[改善作业环境] 改变传统噪音型真空泵形象的静音式 

 DVSL系列

[安心服务] 在中国享有与日本相同的高品质售后 

 服务。

阿耐思特岩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木皿 勉       董事·总经理

致辞
Compliment

压缩机事业

展示厅

相关目录

真空泵事业

天津分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南京路20号金皇大厦3516室

电话：022-2302-9035/9036 传真：022-2302-9037

长春分公司

地址：长春市景阳大路2288号 华天大酒店1702室

电话：0431-8766-3376 传真：0431-8766-3370

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22号羊城国际贸易大厦西塔1706室

电话：020-3826-4057 传真：020-3826-4983

东莞事务所

地址：东莞市长安镇霄边大街208号中惠阳光国际商城2栋22楼222C

电话：020-3826-4057 传真：020-3826-4983

长沙事务所

地址：长沙雨花韶山中路495号万博会3栋2003室(新建路与韶山路交叉口)

电话：0731-8960-4303 传真：0731-8960-4313

郑州事务所

地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路59号裕鸿国际B座2320室

电话：0371-8601-9709 传真：0371-8601-9731

大连事务所

地址：大连开发区城润万家1号凯旋国际大厦A607

电话：0411-39264701 传真：0411-39264702

重庆事务所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38号3幢17-2室(世纪英皇南塔)

电话：023-6704-3844 传真：023-6710-5549

武汉事务所

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菱角湖万达广场A3写字楼1612室

电话：027-8542-9126 传真：027-8585-0358

西安分公司

地址：西安市朱雀大街132号阳阳国际广场B座2509室

电话：029-6222-1498 传真：029-6222-1489

宁波事务所

地址：宁波市江东区东方商务中心3幢20号(6-15)

中国国内据点

阿耐思特岩田(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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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耐思特岩田涂装机械有限公司自1992年10月成立以来，今年迎来了第24

年。2013年起公司将销售转让给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上海）有限公司，现

在专门生产以喷枪为主的涂装机械。希望在加快公司内部的设备自动化及新产品

开发的工作当中，能够有所超越客户的期望。

从嘉兴走向世界。

我们公司2002年作为涂装设备制作公司，开始生产运营。在精密钣金加工领域有着13

年的历史。

第二年2003年，我们充分发挥精密钣金加工技术，开始了无油压缩机的生产和销售。

调整组装订货的体制，一步一步着实的提高了业绩，铸就了今天的成就。

由无数零部件构造出了产品。随着时代的变迁，旧的零部件开始被淘汰。取而代之的

是新开发和利用的新产品。为了适应这个迅速变化的时代，我们公司使用最先进的3D

模型设备，来实现精密钣金加工，满足客人各种各样的细致需求。而作为公司一员，

我们也在为了日益提高自己的技术而努力。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同时，为了避免在最终

工序即检验工序中对检

验方法及检验结果出现

判断偏差，正在努力彻

底改善检验方法，并对

检验员进行教育培训。

本公司除了推进公司内

部加工设备的自动化之

外，还在力求对加工精

度方面的质量进行彻底

管理。

公   司  名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业 务 内 容
成 立 日 期

公   司  名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业 务 内 容

成 立 日 期

公   司  名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上海阿耐思特岩田涂装机械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宛平南路200号2楼
021-6438-0190
021-6438-0193
生产喷枪、涂装机械及相关备品备件销售自产产品
1992年10月

嘉兴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新篁工业园区(乍嘉苏
高速海盐新丰出口)

0573-8314-5111

0573-8314-4122

喷涂房、送风机、无油往复式空压机、涡旋式空压
机的制造

2002年2月

嘉兴工厂
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花园村槽坊自然村2号
0573-8310-1938
0573-8310-0058

上海阿耐思特岩田涂装机械有限公司

中村 宽           董事·总经理

嘉兴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有限公司

峯岸 辰也 董事·总经理

加工设备

主要产品主要产品

加工设备

SLPJ系列
无油涡旋式空压机

NEW-100/200系列
小型、大型喷枪

塔楼冲压机加工机 激光加工机 NC折弯加工机 涂装生产线

EFBSJ系列
无油式增压压缩机

PT系列
涂料加压罐

CFPJ系列
无油往复式空压机

NEW-71/77系列
小型、中型喷枪

GVSC-500B
无油涡旋式真空泵

MG系列
建筑涂装用喷枪

上海阿耐思特岩田涂装机械有限公司 嘉兴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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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阿耐思特岩田机械有限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为广大客户生产了大量喷涂房，

并提供喷涂系统的方案设计、供货及完善的售后服务。面对今后规模更大的中国市

场，我们将与阿耐思特岩田产业机械(上海)有限公司一起，提供符合客户需求的各种

涂装咨询和解决方案。

公司全体员工都重视公司的理念

『对公司的热爱』 『对产品的忠爱』 『对家人的敬爱』

『对客人的关爱』 『对同事的友爱』

是一支致力于公司业务发展的最敬业的团队。

杭州阿耐思特岩田友佳空压机有限公司是阿耐思特岩田集团领先于世界的三大工厂

之一。

本工厂主要业务内容是螺杆式空压机和旋齿轮式空压机的销售、开发、制造、质

检。阿耐思特岩田始终致力于追求空压机的完美品质，真诚的向全世界的客户倾

注五种关爱。

我们东莞工厂，依托日本总部技术有着高度收

集效率的涂装喷房在2006年设立并开始进行生

产作业。

并且现有的VBW型号的涂装喷房和新开发的隔

板喷房将预定2016年开始进行生产作业。且为

了提高产品的质量，我们2015年引进了激光加

工机。

今后我们公司在改善涂装设备的设计和生产的

同时，也将引进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尽心

尽力的使得我们的产品满足广大客户需求。

我们工厂，倾听客户的心声，致力于完美品质产品的开发和生产。

欢迎各位客户预约前来参观我们工厂和展示厅，感受我们工厂的高端科技。

预约电话：0571-82980703

世界上只有两个公司拥有

的高科技——空压机的主

体骨架模型。

公   司  名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业 务 内 容

成 日 日 期

公   司  名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业 务 内 容

成 日 日 期

杭州阿耐思特岩田友佳空压机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江东开发区江东三路6688号

0571-8298-0703

0571-8298-0753

喷油螺杆空压机、全无油旋齿式空压机及其零部件的
开发·制造

2009年11月

东莞阿耐思特岩田机械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泉塘管理区金松路6号

0769-8110-0632

0769-8110-0523

喷涂房、喷涂系统的制作及销售／售后服务／工程技术

2006年10月

东 莞 阿 耐 思 特 岩 田 机 械 有 限 公 司

冨田 秀之     董事·总经理

杭州阿耐思特岩田友佳空压机有限公司

大丸 正徳        董事·总经理

相关产品介绍 相关产品介绍

公司介绍 公司介绍

喷油螺杆式空压机
LR系列

无油旋齿式空压机
FR系列

喷油螺杆式空压机
C-AIR系列

东莞阿耐思特岩田机械有限公司 杭州阿耐思特岩田友佳空压机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