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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辞 

 

风雨艰辛二十余载，台邦秉承“高质量、高标准、精细化、零缺陷”为准绳， 坚持“创造价

值，成就未来”为理念，引人才，学先进，严要求，保质量，把好每道关，满足广大客户需求，

成为减速电机行业的佼佼者，为工业自动化提供核心动力支撑。

值此全球一体化的大变革时代，国内外市场给我们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我们着力为

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让客户享受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是我们企业的宗旨。

在营销策略上，我们始终坚持“以诚为本、信誉立业”的合作精神，提供“主动、快捷、周到、

满意”的服务。在人力资源战略上，我们始终坚持“公平竞争、任人唯贤、职适其位、人尽其才”

的战略方针，尊重科技、尊重人才，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平台。在文化建设上，以先进的企业文

化引导企业发展，培养员工的归属感、责任感、向心力、凝聚力，提高员工的敬业、创新和团队

合作精神。

我们深知，未来企业的竞争是技术创新的竞争，是企业内外兼修和持续发展能力的竞争。我

们将励精图治，禅精竭虑，迎难而上，因为企业的发展目标清晰可见，所以我们的梦想坚定而有力，

每一位台邦人都是企业创新的动力源泉。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台邦人始终要学会自我革新，自我完善，不断审视企业现状，洞悉行

业未来。企业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一时的所谓成功，而在于持续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能够创造更

多的社会价值。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坚信在社会各界人士、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在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下，台邦一定能够再创辉煌，开创电机及精密传动行业的美好明天！ 

 

  

   

                                                                       台邦电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远见未来

我们致力于将台邦

打造成为

电机及精密传动行业

领军企业

陈春良



台邦集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先进的文化理念为引领，着力推进科学发展新模式的构建，坚持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方向和

以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的创新理念，以提高生产效率、构建生产利用循环链、加大技术改进力度为动力，积极探索消耗最小化、污

染最低化、效益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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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Introduction
公司简介

台邦电机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

创新，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图一



台邦电机工业集团于 1995 年始创于北京，专注于智能制造传动行业，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

是自动化及智能装备领域的减速电机解决方案专家，并向工业机器人领域延伸，公司产品群丰富，满足客户个性化、

定制化需求，多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标准，多年来逐步替代同类进口产品，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台邦集团总部坐落于浙江省乐清市经济开发区，拥有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四川、

辽宁等分公司，在职员工 1500 多人，总占地面积 200 亩。集团拥有国内领先高精密减速器、滚筒电机、无刷及

各类交直流减速电机等 30 多个产品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各种自动化传动、智能装备、机械设备、输变电设备、

道闸门机、医疗设备、新能源以及工业机器人等行业，约 60% 产品随客户设备配套出口。

公司严格按照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运作，并先后通过了 CCC、CE、UL、RoHS 等认证，集团秉承“精

益、精技、精品、精诚”的质量方针，被评定为“浙江制造精品”，通过高效和健全的销售网络及售后服务体系，

为新老客户提供满意的产品、服务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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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一期智能装备产业园效果图

图二  一期智能装备生产基地

图三  台邦集团办公楼

图四  员工活动综合楼

图五  二期智能装备产业园效果图

图五

图三

图二

图四



从北京中关村起步，到成为“乐商”回归的典范。二十六年时光磨砺，一颗初心，一路坚守，台邦一直践行“工匠”精神，

深耕减速电机领域，以用户满意度为标准，逐鹿高精尖产业，不忘责任与担当，基于对核心零部件全产业链的掌控能力，挑战品

质高线，赢得了合作伙伴和用户的信任！

1995 年

• 在北京创建北京微特微电机制

造有限公司

2005 年

• 在广东东莞成立东莞台邦实业

有限公司

• 在乐清成立浙江台邦电机工业

有限公司

2013 年

• 台邦荣获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 浙江台邦升格为台邦电机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

• 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2000 年

• 在乐清成立北京微特微电机制

造有限公司乐清分公司

2012 年

• 在上海成立上海台邦电机有限

公司

2014 年

• 在乐清开发区“智能装备产业

园”获批 60 亩

Development History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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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2000

2005

2012

2013

2014



2015 年

• 获批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2017 年

• 台邦 6 轴工业机械手试制成功

• 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研制成功

2019 年

• 承接工业机器人用高精密行星齿轮减速

电机“卡脖子”项目

• 多组织财务业务一体化的数字化信息协

同平台上线

• 迁入台邦集团机器人核心部件产业园

2020 年

• 智能装备产业园动工建设

• 数字化仓储协同管理平台启动

2016 年

• 机器人核心部件产业园动工建设

• 高端装备及机器人精密行星减速

器研制成功并量产

2018 年

•“台邦集团机器人核心部件项目”

成功列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

• 获批省级“精密传动技术研究院”

向未来 •再出发

台邦集团始终以产业报国、服务社会为己任。在坚守主业中改革创新，以扩大生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促

进产品结构合理化为重点，提高科技开发、市场营销、资本运营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积极开拓国内、国

际市场，使公司成为产品系列化、经营规模化、管理现代化的高新制造企业。

新起点、新征程。站在新的起点 , 惟不忘初心者进 , 惟从容自信者胜 , 惟改革创新者强。台邦人积蓄能量，再

次点燃初心，让锋芒无尽绽放，向未来，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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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对于企业而言是肯定，亦是鼓励，更是激励、鞭策和责任。每一项荣誉称号后面都凝聚着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智慧和汗水，

是企业发展的内在灵魂。 面对荣誉，台邦人不敢松懈，我们明白，荣誉不仅仅是对我们昨天成绩的肯定，更是我们发展的强劲动力，

将激励我们继续开拓创新，在未来的发展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Enterprise Honor
企业荣誉

笃行致远，砥砺前行，业绩印证辉煌，我们努力的动力来

自您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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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邦集团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高新研发中心”、“省级精密传动技术研究院（行业唯一）”等资质，

承接多项国家火炬计划和星火计划项目，获得 80 多项专利。与航空部下属研究所有多年合作关系，并与多家院校

及科研机构开展联合研发。2018 年 3 月台邦“机器人核心部件项目”成功列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

做专做强是我们自始至终的追求，台邦不断完善和提升公司的产品标准建设、研发水平、质控水平和产品专

利建设。公司以国内外先进工艺为基础，在新项目研发过程中创新性地对全套流程进行了优化，对制造过程进行了

全面系统化、自动化的改进。凭借新技术的应用及领域内的长期积累，公司在生产成本控制和工序覆盖上形成了自

己的核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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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邦集团实施 PLM+CAPP、MES、ERP、CRM 等流程数据集成式管控系统，通过先进智能装备、物联网、工业大数据分

析技术在关键领域的应用，台邦正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实现制造全生命周期的透明化及数字化，助推“中国制造”

向“中国智造”的转型。

Intelligent Plant
智能工厂

台邦利用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打通企业从设计、生产到

销售、维护的各个环节，实现数字化智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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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管理

生产精细化排产，生产过程的全程跟踪实现透明化，设备全面联网，并实现人员、设备、物料以及管理方法

全面监控与实时分析。

数字化车间

通过MES互动式制造执行系统，对每个生产环节进行实时监控管理。

制造数据

管理

计划排产

管理

项目看板

管理

检测工具

管理

生产设备

管理

测量数据

管理

生产调度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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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是品质的重要保证，在大规模、集约化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的稳定性与一致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公司引进目前国

际国内先进的生产加工设备，从而确保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巩固台邦在行业中的优势，

实现客户对台邦的持续满意。

Production Equipment
生产装备

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成果，加快技术改造步伐，从而使产

品质量得到保证，并降低综合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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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设备

为满足客户对高品质产品的需求，台邦集团引进各类设备 1500 多台，其中包括美国HAAS加工中心、日本

卡希富基、日本三菱、雅思达加工中心、日本冈本磨床、HAMAI、MAZAK、TSUGAMI 等生产设备，以及德国

克林贝格、德国卓勒、日本 TTi、海克斯康等检测设备。一流的设备和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为产品的质量提供了可

靠保障。

台邦集团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强化生产过程管理，确保生产过程中的每道工序都能满足产

品质量的要求，保证产品零缺陷，使我们的产品在制造过程中亦体现出卓越的品质和潜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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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深信“质量系统是预防的，而不是检验的”，台邦集团根据自身生产特点建立了规范、高效的生产流程，通过建立制造

过程的“事前预防”机制，避免浪费和返工，贯彻了零缺陷管理“预防为主”，确保生产制造过程处于受控状态，减少、消除和

预防不合格的产生，不断保持和改进产品质量。

Quality Assurance
质量保障

台邦坚持持续改善、追求尽善尽美，全员共同营造精益氛

围，打造精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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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体系

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国际标准），能够按照 GB（国家）、ASTM（美国标准）、DIN（德

国标准）、JIS（日本标准）、BS（英国标准）、EN（欧洲标准）等标准或用户的特殊需求，提供优良的产品。

质量方针

坚持科技创新，强化企业管理，保证产品质量，满足顾客需求。 

1） 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持续改进质量，实现产品创新； 

2） 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实现过程优化； 

3） 全员参与质量管理，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 

4） 对顾客的任何不满意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提高顾客满意度； 

5） 满足顾客和法律法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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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邦集团拥有一批专家、精英组成的高素质专业研发团队，建有省级精密传动技术研究院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台邦为您提供的不仅仅是高性能的产品，更为各行业用户量身定制全套应用解决方案，根据企业个性化需求，为用户提供最适用

的产品，最佳的解决方案。通过产品和服务引领客户创新，帮助客户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solution
解决方案

我们孜孜不倦地优化流程，为您提供全价值链服务——从

设计到选择，从启动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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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必须有明确的对象，或者施行的范围和领域。对于问题的实际分析，决定了解决方案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如果解决方案本身有欠缺，那么可能在执行中导致更多的问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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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关心的问题

·产品性能

·售后服务

·交货时间

了解顾客的期待

·分析需求

·提出改进意见

分析调查 解决 革新

专业的解决方案

·针对顾客需求

制定计划

·提出解决方案

解决顾客的问题

·提高附加价值

·开发新的潜力
相互交流



台邦 20 多年专注于电机传动领域，为行业提供配套产品、技术支撑、行业应用及解决方案。目前拥有 30 多个大系列、

10000 多个型号的产品集群。台邦电机产品应用范围广、配置形式多样，每台产品都是为满足特定条件专门设计生产，产品的多

样性和相容性使我们可以为各种应用提供最佳选择。

Main Products
主要产品

悉查客户需求、超越客户期待。为客户量身打造最具价值

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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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产品

精密行星减速器、传动行星减速电机、伺服电机及控制器、谐波减速器、无刷直流减速电机、电动滚筒、微

型 / 中小型减速电机、有刷直流减速电机、直角减速电机、蜗轮蜗杆减速器及减速电机、电力设备专用电动机、准

双曲面 /TKM减速器及减速电机、2~6 轴工业机器人、特殊定制智能减速电机等。

产品特点

台邦减速电机结合国际技术要求制造 , 具有高精密、高效率、低能耗、长寿命等特点。产品采用了系列化、模

块化的设计 , 有广泛的适应性 , 产品有多种电机组合、安装位置和结构方案 , 可按实际需要选择任意转速和各种结

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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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邦产品应用实现多领域全面覆盖，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领先的电机传动解决方案。公司针对客户的现有产品、发展方向、存

在问题，通过技术创新，不断优化和改进产品功能，将自身产品在性能、品质、技术应用、可操作性、使用寿命、售后服务等方

面的价值日益强化，用技术、实力来保证行业客户的利益。

Application Area
应用领域

我们向您提供适用于所在行业的完美驱动和解决方案，让您的预

期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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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减速电机的应用非常广泛，属于自动化机械设备不可或缺的动力传动设备。台邦集团公司产品广泛应用

于各种工业流水线、智能装备、精密传动、印刷机械、纺织机械、仪器仪表、食品机械、输变电设备、道闸门机、

医疗设备、物流设备、安检设施、金融设备、新能源以及工业机器人等行业，是自动化设备首选的配套产品。

随着减速电机行业的不断发展，电机产品的外延和内涵也不断拓展，减速电机的通用性逐渐向专用性方向发

展，打破了过去同样的电机分别用于不同负载类型、不同使用场合的局面。减速电机正向智能化、自动化、专用性、

特殊性、个性化方向发展，如物流行业、新能源行业、医疗行业、机械手、畜牧行业等，而企业是否具有非标准化

定制的适应能力，是衡量一个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方面。



台邦始终坚守技术与设计完美融合，以强大的动态控制科技成就稳定强悍的精准操控。不同行业对其机器、系统和设备提出

了非常具体、非常高的要求。无论是旋转、输送、还是升降，我们的应用解决方案都能达到您的预期。大功率、高扭矩、长寿命

的驱动技术构成高效系统规划的基础，我们的高效传动设备和解决方案帮您大大降低能耗和运营成本。

case application
行业案例

台邦为各行业用户提供领先的电机精密传动与控制产品及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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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力发电

ETC栏杆机

六轴机器人

机械设备

通用行业

工业自动化

电力能源

智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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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用实现多领域全面覆盖

通用行业

机械设备

医疗设备

办公设备

制药设备

食品设备

印刷设备

…

工业自动化

六轴机器人

机械手

物流自动化

…

电力能源

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输配电设备

…

太阳能发电

行人道闸

机械手

医疗设备 办公设备

输配电设备

广告道闸

物流自动化

智能交通

ETC栏杆机

行人道闸

广告道闸

…

印刷设备



用我们的专业价值为客户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科学稳定的营销网络，必须充分尊重价值规律，最大限度地保证客户的利益，

这是高效的营销网络的基础。销售和服务是一体的，我们在保证为客户提供高品质产品的同时，致力为客户提供尽心尽力、尽善

尽美的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 / 定制化需求。

Service Network
营销网络

顾客价值导向、全员服务意识，为台邦电机建立良好的市

场平台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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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理念

公司秉承“社会、企业、员工”和“企业、经销商、用户”互利共赢的经营理念，不断创新营销理念，实现

由传统销售方式向现代营销方式的“五大转变”：即从关注盈利性交易到关注顾客终身价值的转变；从以企业价值

最大化为目标到以顾客满意为目标的转变；从传统的依靠单一营销到整合营销的转变；从提供标准化服务到提供定

制化服务的转变；从营销人员从事营销到公司里人人关注营销的转变，以适应新经济条件下对营销工作提出的更高

要求，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

服务网络

公司以市场为导向，始终把市场营销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抓营销队伍建设和市场销售

网络建设，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销售网络体系，遍布全球的 A 级代理商为您提供优质安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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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邦销售渠道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市、县，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四川、辽

宁等地设有分公司。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台邦正在营造以创新、诚信、和谐、共赢为核心价值的企业文化。通

过企业文化的建设，提高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增强员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进而促进企业的科学化、系统化的有效管理，提升

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最终使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台邦电机以开放型企业文化为基础，营造健康、幸福的工

作环境

Organizational Culture
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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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使命：让传动更高效、更精准、更智能。

企业愿景：致力成为电机及精密传动行业领军企业。

企业核心价值观

• 诚信共赢——秉持信任、诚实和富有责任感，关注客户体验，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以及增值方案。

• 持续卓越——通过持续进步以及安全、完善的执行，在产品、流程以及服务方面实现卓越经营。

• 求实创新——脚踏实地的创新。创新是为解决目前及将来的问题，为企业创造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产业报国——实业兴邦，把深沉的家国情怀倾注在实实在在报效国家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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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邦致力成为电机及精密传动行业领军企业。制造是手段，质造是保障，智造是目标。制造力 + 质造力 + 智造力为台邦发展

潜能续航，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台邦打造出国内领先、国际上有竞争力的智能制造体系，将加快面向未来的产品与业务布局，

以持续的创新转型和升级发展，从容应对未来的产业格局和市场竞争。

台邦从不断革新的技术领域探索未来发展的方向，以未来

的眼光审视现在的科技，谋求走在行业的前沿

corporate vision
企业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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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应《中国制造 2025》和工业 4.0 的大趋势，集团投巨资布局研制智能控制电机和高精密机器人减速器，

已建成 25 万平方米的节能环保智慧工厂。台邦正在将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坚持务实创新、产业报国的理念，

不断改革企业管理模式，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致力于将台邦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工业自动化核心部件、智能装备

核心部件、机器人核心部件的民族品牌。

面对未来发展，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推动工业智造建设，期待和更多的企业一起

抓住机遇，走上世界的核心舞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开创新局。

未来已来，唯新而立。台邦集团将依托核心战略，坚定不移地推进产品革新和品牌焕新，以面向未来的新姿态，

开启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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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邦把自己定位为一家协助客户赢得成功的企业。我们与客户不仅是服务关系，我们更愿意把自己看做是客户的忠实伙伴，

始终从客户的角度着想，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并与合作伙伴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全力以赴地协助客户获得最佳技术、成本优势、

优质产品以及更好的服务。

cooperate Partner
合作伙伴

以上排列不分先后顺序。

部分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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