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1-251-4566 011-251-4689

①多孔混凝土・・・
具有连续空隙的多孔混凝土，具有透水性是其特征。活用其透水性，多用
于基础设施的辅助位置以抑制雨水流出等。

雨水地下渗透工法・・・雨水地下渗透工法是将渗滤管、渗滤槽、透水性铺
装等雨水渗透设施组合起来，使雨降水分散渗透到地下或地表附近的土
壤中，最低限度使雨水流出到地区外的环保手法。对地下水的保养也很有
效。

雨水集水工法・・・与渗透工法相反，是从土中除去渗入的水，与流末等相
连来处理雨水的工法。在地基较弱的地方较为有效。

②联锁块
可以生产透水和不透水两种。建设注重景观的街道，实现没有积水的铺
路。有狭缝的ラインレンジ®　是无障碍型产品，轮椅可以非常顺畅的通
行。

③混凝土制品清洗服务
去除混凝土的污垢，恢复产品的外观和性能，延长混凝土使用寿命。采用
高压水清洗和真空结合清洗。

参考
価格

E-mail y_nakajima@poracon.jp

企业名称 北海道Poracon株式会社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4条西6丁目8 Harebare大厦7层

TEL/FAX

成立时间 1973年

职员人数 25名

URL http://www.poracon.jp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社长 　中岛　康成

行业 制造业（混凝土深加工产品）

国内外主要
业绩

【国内】北海道内的抑制雨水流出相关产品市场占有率70%左右，特别是渗滤槽和渗滤管产品尤为畅销。
【国外】作为国际协力机构（JICA）的中小企业海外拓展支援事业，该项目于2019年在印度尼西亚正式启动。以此
为开端，正在多个国家寻找当地的制造和销售商。

製品・
技術

名称

①多孔混凝土

②联锁块

③混凝土制品清洗服务

特徴

①多孔混凝土：※在日本制造、使用的话・渗滤槽I（A）型・・・约5万日元。1个单元约12万日元。

・渗滤管（300mm×长1m）・・・约1万日元。・透水U字槽（450MM×长度1m）・・约8500日元

②联锁块：不透水联锁块（1㎡）・・・3800日元

・透水联锁块（同）・・・4200日元※在日本制造时，施工费需要另外支付。

③混凝土产品清洗服务：每平方米1200日元。根据情况有可能增加成本。



0166-34-9673 0166-34-9770

参考
价格

E-mail masanet.m@gmail.com

企业名称 株式会社TOWA建设

地址 北海道旭川市东光19条7丁目4-12

TEL/FAX

成立时间 1991年

员工人数 10名

URL http://www.towa-kensetu.co.jp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荒濑　幸太郎

行业 建筑业

国内外主要
业绩

-

产
品、

技
术

名称
①植物中有害重金属六价铬土壤污染的环境修复材料
②天然矿物中有害重金属六价铬土壤污染的环境修复材料

特点

①植物中有害重金属六价铬土壤污染的环境修复材料
是一种可以完全恢复被有害重金属六价铬污染的土
壤，在处理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化学残留物的环境修
复材料，主要用于农田和表土的处理。

②天然矿物中有害重金属六价铬土壤污染的环境修复
材料   是天然矿物原料中提取的，用于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铬渣和铬渣填埋土地的环境修复材料， 相比起之
前的化学药品，有了飞跃性的效果。
在之前用化学药品修复处理的过程中，铬渣和土壤中
的六价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六价铬溢出的缺
点。 （请参阅左图。）
该环境修复材料可以解决此问题。（在日本已取得专
利，在国外申请专利中）
材料①和材料②有液体和粉末2种状态，可以根据土壤
性质和污染程度等因素，配合使用。因为可以在原地
现场处理，成本低于之前的材料，施工方法。

根据污染浓度、土壤特性而异

http://www.towa-kensetu.co.jp/
http://www.towa-kensetu.co.jp/


011-211-1626 011-211-1628

①碳酸泡沫钙板　Rockcell Board

将石灰进行高压发泡处理制成的隔热材料，与混
凝土的粘合性好，不易燃。
因与混凝土的粘合性好，适合于RC结构施工。
可用于浇筑工法以及后浇式工法。
表面处理可使用瓷砖、喷涂、板金等材料。

②天然绿化材料　e土壤

采用杉树、丝柏的树皮加工而成的轻质土，份量
很轻可使用于屋顶。
因纤维和土壤不同，通气透水性好，亦可作为土
壤改良材料使用。
杉树和丝柏有抗菌作用，农作物不会轻易受到土
壤中杂菌的危害，因此可减少农药使用量。

参考
价格

产

品、
技

术

  ②天然绿化材料　e土壤

代表董事　木材俊一

-

特点

  ①碳酸泡沫钙板　Rockcell Board
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名称

地址

TEL/FAX

E-mail

e.cot株式会社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4条西12丁目1番28号日宝北4条大厦302号

yunon@me.com

1995年成立时间

销售批发

国内外主要
业绩

6名

-

-

行业

员工人数

URL

岩石细胞板
外装完成

工程实例

壁面绿化（e.cot办公楼）

室内绿化（e.cot办公楼） 札幌市大通公园草坪修整



0166-66-2101 0166-66-2677

msl@stein--soil-hardening.com

参考
价格

株式会社松村综合科学研究所

北海道旭川市神乐冈14条6丁目2番9号 

1975年

①STEIN-R(滚动式)、STEIN-M(砂浆式)：产品价格 R=55,000日元/ｔ　M＝75,000日元/ｔ
参考施工单价 约2～3,000日元/㎡(材料费用+直接工程费用)

①STEIN-R(滚动式)
　STEIN-M(砂浆式)

不使用骨材，通过STEIN（特殊硬化
剂）加固土壤。将施工现场的土壤与
STEIN、水进行混合、压实、养护，
可形成高强度的土木工程结构（道
路、灌溉、软地面等）。与以往的土
木工程一样，我们废弃施工现场的土
壤，将其置换为昂贵的路基材料或不
使用混凝土材料。能够实现施工简
易、低价、长久耐用的土木工程结
构。

代表董事兼总经理　松村孝雄

国内：路基、堆肥板、河流改善、航道制备、养殖场等施工
海外：路基、航道制备施工

①STEIN-R(滚动式)
　STEIN-M(砂浆式)

制造业

  http://www.stein--soil-hardening.com/

3名

企业名称

地址

TEL/FAX

E-mail

成立时间

员工人数

特点

名称

产
品、
技
术

URL

国内外主要
业绩

法定代表人

行业



011-613-2333/090-7654-3152 011-613-2770

名称

植物原料垫片产品的状态        安装在网面上

参考
价格

E-mail kanken-nyappa@nifty.com

企业名称  有限会社 环境资源应用技术开发研究所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西区山之手2条9丁目1号1号

TEL/FAX

设立时间 1998年

员工人数 3名

URL http://www.eco-nekokusa.com/

法人代表 高島　晃

行业 制造业

国内・海外
的主要业绩

【国内】

2019年开始承接政府机关国土交通省北海道开发局、地方自治体北海道厅的公共土木工程，实际成果有国立泷野公园灾害修复工

程、国道452号改良工程、北海道治山严重灾害对策特别紧急事业等，创造了众多施工业绩。

【海外】

2019年12月19日在北海道札幌市举办的交流活动中，对植物材料垫片的开发和产业化进行了推介。当天，中国黑龙江省提出能不

能使用玉米茎叶作为原料进行生产的建议，于是立即在札幌市进行了试制实验，证明可以使用。希望通过2020年与中方企业开展

制造技术合作，尽早为中国的农林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待疫情结束后，进行具体的技术交流。

产
品
・
技
术

以中国植物玉米茎叶副产品为原料的垫片制造技术

特点

植物原料垫片是面向实现脱碳社会而开发的新产品，以植物农业
副产品为原料代替以往的塑料材质的公共事业土木工程专用材
料。

植物原料材质，最大的特点是抑制野草等自然资源的消耗、保护
生态系统、遵守创建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等相关法令、活用可
持续稳定供给农业副产品。

在日本，可以使用全国各地种植大米所产生的稻壳副产品。

中国的主要农作物为玉米，可以充分利用玉米的茎叶副产品作为
垫片原料，希望能够通过双方开展技术交流，早日实现产业化。
在实现产业话之前，可以使用日本制造垫片的工程施工实际成
果，展示无环境负荷的新材料。

另外，玉米茎叶还可以提供多种加工产品的制造技术，期待能为
环保农林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价格  30mm型号1个：100日元（北海道交货）

陡坡灾害恢复施工现场安装垫片

M7地震造成表土崩塌修复工程

使用大型堆肥盆栽树苗在受灾地植树造林

mailto:kanken-nyappa@nifty.com
http://www.eco-nekokusa.com/
mailto:kanken-nyappa@nifty.com
http://www.eco-nekokusa.com/


0166-61-4741　　 0166-61-8357　

①“稚内硅藻页岩”吸湿、放湿、除臭功能材料

稚内硅藻页岩是一种多孔矿物，当湿度超过60％时它会吸收
多余的水分，而当湿度下降时它又会释放出水分，通过这种
自然呼吸的功能，来调节、稳定室内的湿度，起到软化室内
空气的效果。
是一种通过湿度调节作用获得有效抑制墙壁表面结露，以及
由于结露产生的霉菌、螨虫的有效材料。 同时，由于其具
有吸附氨等碱性气体除臭的功能，因此能够消除室内的厕
所、宠物、香烟等造成的气味，并且还具有降低甲醛的功
能。

②“稚内硅藻壁”室内装饰墙壁涂装材料
　　　　　　　　　　（抹涂、辊涂、喷涂）

本产品是混合型粉末袋装品，在施工现场加水混合后，即可
作为室内装饰材料使用。
是一种在日本的灰泥墙壁材料中，融合了呼吸功能性高的稚
内硅藻页岩的功能性装饰材料。灰泥特有的强碱性带来的抗
菌性、降低甲醛的功能，加上稚内硅藻页岩，通过赋予其呼
吸功能，使成为一种其具有防止结露、除臭效果，改善室内
空气质量的装饰材料。稚内硅藻页岩加入的比例，可根据您
的预算在10～40％之间进行调整。
施工方法，可以在抹涂、辊涂、喷涂的方法中进行选择。

③“Toyo Health”呼吸式（调湿、除臭）室内装饰墙壁瓷
砖

本产品为融入了80％的稚内硅藻页岩制成的室内装饰墙壁瓷
砖。贴在墙上的话，稚内硅藻页岩所持有的呼吸功能，能够
软化室内的空气。
该功能性瓷砖，通过调节湿度，能够预防结露、抑制霉菌、
螨虫的发生，并且通过消除香烟、厕所、宠物等产生的生活
异味，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
施工仅使用非福尔马林的环保型弹性粘合剂，将其贴到墙上
即可。

参考
价格

邮箱地址    suzuki-sangyou-t@pop21.odn.ne.jp

企业名称  铃木产业株式会社

地址 北海道旭川市神乐5条3丁目2-4

电话/传真

创建年份 1949年

员工人数 1名

网页     http://www.wakkanai-diatom-shale.co.jp

法人代表 代表取缔役 　铃木　和德

业务种类 制造业（主要为建筑材料）

于日本国
内、国外的
主要业绩

日本国内：自1995年起，我们一直制造销售以稚内硅藻页岩为主要原料的调湿、除臭功能材料及产品。
日本国外：目前，我们正在向中国江苏省的公司销售提供着加入稚内硅藻页岩制成的室内装饰墙壁涂装材料。

产
品
、

技
术

名称

①“稚内硅藻页岩”吸湿、放湿、除臭功能材料

②“稚内硅藻壁”室内装饰墙壁涂装材料（抹涂、辊涂、喷涂）

③“Toyo Health”呼吸式（调湿、除臭）室内装饰墙壁瓷砖

特征

②“稚内硅藻壁”室内装饰墙壁涂装材料（抹涂、辊涂、喷涂）：650日元/1㎡～（出口价格）仅为材料费
　　　　　　　　　　　　　　　　　　　　　　　　　　　　　　　　　　墙底费用、运费、施工费、税金另算
③“Toyo Health”呼吸式（调湿、消臭）室内装饰墙壁瓷砖：6,500日元/１㎡～（出口价格）仅为材料费
　　　　　　　　　　　　　　　　　　　　　　　　　　　　　墙底费用、运费、施工费、粘合剂费、税金另算

“稚内硅藻壁”用

“Toyo Health”用



080-1844-2339　（担当：澤田健人）

①我们销售北海道野生冷杉精油。它是在DGs未来城市，国际度假
圣地二世古町，用持续开发林业的手法生长出独特北海道野生冷
杉中提取出来的。
可以清除二氧化氮（待命污染物），具有强力的空气净化效果，
有森林浴的镇静作用，有舒缓全身的功能。

参考
价格

E-mail info@hikobayu.com

企业名称 合同会社　Hikobayu

地址 北海道虻田郡二世古町有岛18-96-101

TEL/FAX

设立时间 2017年

员工人数 2名

URL http://www.hikobayu.com/

法人代表 澤田　佳代子（代表社員）

行业 制造业，林业

国内・海外
的主要业绩

在北海道二世古町，札幌市等地从事环境共生型林业（建设费用低廉且不破坏森林的森林砍伐作业道，
以保持森林资源长期利用），利用未利用木材制造精油，供货给Westin hotel,hilton hotel 等酒店

产
品
・
技
术

名称

二世古产冷杉香精的销售

特点

②施工铺设森林砍伐作业道，有利于森林资源的长期利用和管
理。
不用全部砍伐，也不会产生再造林木的成本。是一种使治山效果
和森林材积量，即森林的碳固定量最大化，即保持丰富的森林，
也可以有效地使用森林资源的『低成本且不破坏森林的作业道』
的敷设和森林管理技术的有效方法。目前和自伐型林业推进协会
联合有合作。

①末端价格5g/￥1,800日元

②m/￥2000日元程度，进修另外

mailto:info@hikobayu.com
http://www.hikobayu.com/
mailto:info@hikobayu.com
http://www.hikobayu.com/


0166-39-7611 0166-39-7612

①Bio-Lux　生态厕所主体（S型、W型、SW型、Wm2型）

Bio-Lux的特点是无需使用水，利用普通的锯木屑来分解和处理屎
尿。锯木屑中无需加入特别菌种。屎尿被分解后只剩少量的氮、
磷、钾等肥料成分附着在锯木屑上。锯木屑一年只需更换2～3次，
换下来的锯木屑可作为有机肥料和土壤改良剂使用。根据家用和商
用等不同用途，有多种不同处理能力的机型可供选择。生物厕所装
置和厨余垃圾（湿垃圾）处理机的原理是一样的。

②Bio-Lux Water　新净化装置

新净化装置Bio-Lux Water是用于厨房、盥洗室、浴室等专门处理
生活排水的装置。经新净化装置处理过的水能达到近似雨水的清洁
度，可进行再利用。在使用生态厕所Bio-Lux的同时，使用新净化
装置来处理厨房、盥洗室、浴室等产生的生活排水，将能实现无需
下水道管道的居住环境。处理后的水像雨水一样干净，可以再利
用。安装了生物厕所和新净化装置，即使没有下水道，也能使我们
有舒适的居住环境。
该设备環境省ETV実証号：020-1201。专利号：第5762134号

③简易临时生态厕所

生态厕所是内置Bio-Lux的临时厕所，分为施工现场使用、壁板
式、女性专用等几种类型。根据临时厕所的类型、处理能力的差
异，生态厕所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其能够根据使用场所、使用次数
进行安装。木屋型厕所因不会破坏自然景观，较多用于森林、公园
等地；女性专用厕所主要以从事施工、农业方面工作的女性为使用
对象，相较于当前市场其他临时厕所，这类女性专用厕所还预留了
更衣空间（一张榻榻米大小），以及报警等专为女性设置的功能。
生物厕所根据处理能力的不同，机型分很多种。根据使用的场景，
使用频率来决定机型和数量。处理芯材一年只要更换两到三次就可
以了。
临时搭建型生物厕所不破坏自然的景观，方便设置在森林，山地和
公园。
女性专用的临时型厕所是为了从事建筑工地和农业的女性员工，以
女性视角开发的厕所。这是个一个榻榻米的大小，可以换衣服的空
间，还安装了警铃报警，是女性可以放心使用的专用的临时厕所。

参考
价格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时间

企业名称

地址

TEL/FAX

E-mail

员工人数

URL

正和电工株式会社

北海道旭川市工业园区1条1丁目3番2号

seiwa@seiwa-denko.co.jp

1974年

代表董事总经理　橘井敏弘

11名

http://www/seiwa-denko.co.jp

名称

  ③简易临时生态厕所

在日本国内，曾负责旭山动物园、富士山、奈良公园、现场活动会场及发生自然灾害时的厕所搭建业务。在海外，Bio-Lux销
往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西亚、中国、越南等国家。
本装置安装在旭山动物园，富士山等景点和大型活动现场，以及用于缺水，断水，以及自然灾害等场面。我公司的生物厕所和
厨余垃圾处理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马来西亚，中国，越南等海外，也被广泛使用。本产品是日本外务省和日本海外协力机构
认可采用的产品。

行业 生态厕所的制造和销售

  ②Bio-Lux Water　新净化装置

国内外主要
业绩

产

品、

技
术

机型较多，请按需求确认价格。价格请参考官方网站。

特点

  ①Bio-Lux　生态厕所主体（S型、W型、SW型、Wm2型）

SW型 WM2型 S型

木屋型 女性专用

壁板式 施工现场使用



011-790-6525 011-790-6524

①净水剂JCSS系列和净水设备JCCW系列

净水剂安全，设备无振动无噪音。反应速度快，处理
效果超强，应用范围广。添加量少成本低，处理能力
大。体积小，本设备的体积是以往设备的1/8～1/4。
能快速彻底去除油墨、石油废水及垃圾渗滤液等处理
难度高的污水中所含有的SS、COD、BOD、铅、水银、
锌、砷等重金属。设备本身以及每吨水所需成本仅为
以往的几分之一。

②黑臭水域的原位修复

让黑臭水体拥有自我净化力，是一种超速、超简单、
低成本的修复方法。将安全的水净化剂撒向水面，用
汽艇搅拌后，只需几十分钟河水就能清澈见底。污泥
无需疏浚即能原位修复，可将污泥进行无害化和资源
化。

③禽畜养殖公害零排放、堆肥零汚染

采用特殊生物酵素将其添加到畜禽的饲料和垫料中让
粪污分解发酵，达到养殖无臭无污物排放，然后将垫
料和粪污用仿生生物法生产成不随雨水流失没有2次
污染且具有土壤修复功能的有机肥。此方法能彻底解
决畜禽养殖的环保问题和土壤修复问题，且方法简
单，成本低。不仅适用于大规模养殖，也能解决小型
养殖的污染问题。

株式会社J&C

北海道札幌市西区八轩8条东3丁目1-25

kyo.h@ｊ-and-c.com

2006年

4名

www.j-and-c.com

员工人数

URL

法定代表人 代表董事　共放鸣

成立时间

企业名称

地址

TEL/FAX

E-mail

特点

  ①净水剂JCSS系列和净水设备JCCW系列

名称

  ③禽畜养殖公害零排放、堆肥零汚染

行业 环境技术研发、制造、销售

  ②黑臭水域的原位修复

国内外主要
业绩

产
品、
技
术

参考
价格

③使用新技术不增加用户负担，改善养殖环境，同时能产生利润。

②几分钟即可修复黑臭水体，成本仅为以往的几分之一。

①净水设备： JCCW-120型:3.5L×2.0W×2.0H  处理能力：120ｍ3/H

JCCW-30型：2.7L×0.9W×1.8H  处理能力：30ｍ3/H

水处理和土壤改良技术的应用在日本有数百件的业绩，在中国、EU、韩国和台湾亦有数十件的业绩。

処理前 処理処理处理前 处理中 处理后



TEL/FAX 0155-47-1093 -

①种用马铃薯储存空调机

1.作业体系的提升：从收获、风干、储存等高
强度劳动中解放，在收获、风干、消毒、储存
一体化的流程中，实现真正的储存。
2.品质的稳定：保温储藏室内均匀地自动送风
（空调）可防止霜冻、异常发芽和腐烂，并保
证各方面的质量保证。
3.消毒后的管理：如果使用本公司开发的消毒
机（Potato ace），能够在作业期间就完成消
毒。此外，可以借助自动送风操作（空调），
保证药液的附着。
4.萌芽调整（马铃薯、山药、种子等）：由空
调器的加热装置根据播种时间进行发芽处理，
根据现场的最佳状况可实现均匀发芽。
5.有计划的农业经营：由于通过专业设施进行
储存，可以确保种子的稳定性，消除种子异常
现象，实现更有计划的农场管理。

②循环式生物活性水  天然生物 消臭液

借助有微生物的作用，保持环境中微生物的平
衡。它对腐烂臭味和粪尿臭味等有机恶臭有反
应，对无机气味（如化学合成香剂）没有反
应。
〇使用场所：家畜棚内/堆肥场的恶臭、厕所/
食物垃圾/霉菌的臭味、厨房/食品工厂等的废
水、废液的除臭、宠物/护理等生活产生的臭
味。
〇效果：由有益细菌·生物酶的帮助降低臭
味。同时苍蝇和有害细菌减少。

参考
价格

ADC服务株式会社

北海道带广市西13条南28丁目3－8

  Adc.ser.co@f1.octv.ne.jp

  ①种用马铃薯储存空调机

  农产品仓储设施维护管理、空调设备销售/维修/维护管理、循环式生物活性水总经销商

董事长　清水敬贵

4名

企业名称

E-mail

员工人数

URL

成立时间

地址

产
品、
技
术

1981年

-

①种用马铃薯储存空调机：价格(参考)：300万日元

特点

行业 机器销售、修理、维护管理

法定代表人

名称
  ②循环式生物活性水  天然生物 消臭液

国内外主要
业绩

酵素、有益微生物群

投入生物活性水后细菌数的推移 1克粪便中

金黄色葡萄球菌 产气荚膜梭菌大肠杆菌

投入生物活性水

未投入（对照组）

菌
数
/
克

菌
数
/
克

菌
数
/
克

投入开 投入开 投入开投入中止
（第7天）

投入中止
（第7天）

投入中止
（第7天）



011-581-3050 011-581-3060

参考
価格

製品・
技術

名称 循环型抽水马桶“森水”

特徴

可以在没有下水道及供水设备处，确保设置抽水马桶
设施的循环型净化槽系统。水经过净化后，再次循环
使用，而堆积的多余污泥等，利用天然的生物材料进
行分解。是一种几乎不需要同以前的净化槽般清除污
物的系统。

根据设计进行商讨（按实际要求个别定制）

代表者 代表取缔役 　福冈　忠博

業種 环保设备销售（循环型抽水马桶制造商）

国内・海外で
の主な実績

日本国内：开发局、札幌建设管理部、札幌市、地方自治体  日本国外：中国  大连

設立年 2000年

従業員数 2名

URL http://acemaintec.com

E-mail t-fukuoka@acemaintec.com

企業名 有限会社　Acemaintec

住所 北海道札幌市丰平区西冈2条14丁目6番10号

TEL/FAX

mailto:t-fukuoka@acemaintec.com
http://acemaintec.com/
http://acemaintec.com/
mailto:t-fukuoka@acemaintec.com


0125-23-6660 -

参考
价格

 株式会社REBIO

TEL/FAX

E-mail

企业名称

地址 北海道泷川市泉町1丁目1－21

takase@rebio.co.jp

1999年4月7日

高濑胜

http://rebio.co.jp/

员工人数

URL

3名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行业

北海道内：在以下地方运转本公司的肥料化设施：民营公寓16台、自治团体实验事业7台、其他公共设施6
台。
海外：与吉林省的企业签订技术转让相关的协议，当前正推动产品化（包含当地生产）

肥料生产销售

国内外主要
业绩

①REBIO 系统

产
品、
技
术

①REBIO 系统

•REBIO 系统是通过专用再生桶回收家庭
产生的厨房垃圾，利用细菌将垃圾减量
约10分之一后作为原料生成肥料 。
•用我们独自的技术制造出的肥料，可以
提升因大量使用化学肥料而地力下降的
农田，生产健康又美味的农作物并进行
市场销售，实现食物的循环。
•REBIO无须大规模的使用机制，能将用
于再资源化的能源控制在最低限度，可
大幅降低成本，而不给地球带来负荷。
•本系统的厨房垃圾回收桶为了防止臭味
的发生通过独自开发的使用非金属触媒
的除味装置来发挥除味效果。该触媒不
仅仅除去厨房垃圾的味道，对许多的味
道成分也有除味效果，应用在各个方
面。

①REBIO 系统：5,000万日元～

特点

名称

食品相关行业

超市

便利店、酒店

食堂

其他食品加工业

通过使用由REBIO系统生

产的肥料、土壤改良剂，

生产优质农产品

REBIO工厂

第二次处理

REBIO有机
农场

REBIO CAR
（回收车）

REBIO商用食物
垃圾处理机

第一次处理

REBIO垃圾邮筒

第一次处理

居民



0123-72-4899 0123-73-2906

①产品原料回收、处理

本公司承接来自公司、建筑物拆除、自治体
排出的合成树脂（PVC管、连接管件）等，较
大且重，难以搬运的大型物品的回收业务。
将由各公司回收来的合成树脂（PVC管、连接
管件、树脂窗框），所含的金属等杂质清除
干净，并使用本公司的粉碎机，进行细致的
粉碎之后，提供给PVC管制造厂家。

②PVC管的回收利用

根据PVC管的种类，进行粉碎制成产品。

参考
価格

製品・
技術

名称
①产品原料回收、处理

②PVC管的回收利用

特徴

-

代表者 代表取缔役　菊地昭好

業種 工业垃圾处理业

国内・海外で
の主な実績 PVC管、连接管件协会会员  向韩国、越南出口

設立年 1970年创建  1990年4月法人化

従業員数 5名

URL http://www.musashino-pvc.com

E-mail info@musashino-pvc.com

企業名 株式会社Musashino化学

住所 北海道夕张郡栗山町鸠山11-43

TEL/FAX



03-5643-5861 03-5643-5866

名称

特征

①日生纳米薄膜口罩

日生纳米薄膜口罩为使用纳米纤维过滤
膜制造的3层立体构造口罩。由于空气中
的微粒子不能透过纳米纤维的间隙，因
此能使吸入体内的空气变成干净状态。
为了保护自身免受大气污染的影响，对
外出时使用的高性能口罩的需求与日俱
增。
日生纳米薄膜口罩的特征：
１．采用阻挡比PM2.5更小的0.1μm微粒
子、病毒飞沫及细菌飞沫效率为99％以
上的纳米纤维过滤膜。
２．易于呼吸。
３．高度密封性立体构造。
４．减轻对耳朵负担，佩戴舒适。

参考
价格

邮箱地址 wqjz＠nisseibio.co.jp

企业名称 日生生物（Bio）株式会社

地址 北海道惠庭市惠野北3-1-13

电话/传真

创建年份 1994年

员工人数 32名

网页 　  http://www.nisseibio.co.jp/

产
品、
技术

①日生纳米薄膜口罩

①日生纳米薄膜口罩：25元人民币／内装5个口罩／袋

法人代表 代表取缔役　松永政司

业务种类 制造销售健康食品、化妆品、对应PM2.5的口罩等

于日本国
内、国外的
主要业绩

向中国销售了70万个日生纳米薄膜口罩



日本甜菜制糖有限公司 三晃化学有限公司

东京都港区三田3丁目12番14号
日田三田大厦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1条东5丁目1-17

03-6414-5536　／　03-6414-3985 011-221-5221　／　011-241-6830

teras@nitten.co.jp takei@sankou1.com

1919年 1956年

700名 45名

www.nitten.co.jp www.sankou1.com/

取缔役社长　惠本　司 代表取缔役社长　渡边　民嗣

生产与销售农业原料的生产与销售 制造和批发贸易

名称

[纸花盆]

[纸盆育苗实例①]

[纸盆育苗实例②]

参考
价格

北海道的农业和土木工程材料的生产和销售。将苗木材料出口到欧洲，美洲，澳大利亚，台湾等

企业名称
日本甜菜制糖有限公司

三晃化学有限公司

地址

TEL/FAX

E-mail

设立时间

员工人数

URL

法人代表

行业

国
内
・

海
外
的

主
要
业

绩

产
品
・
技
术

①种植茶苗的纸盆

特点

①种植茶苗的纸花盆
・与传统方法相比，通过使用纸盆种植幼苗，可以缩
短幼苗期（14到16个月变成5到6个月）
・因为可以在垂直方向上延伸根部的情况下在田间种
植根部，所以根部已经很好地建立并且可以改善初期
生长。
・田间种植后的存活率更高（传统方法将损失10-
20％）
*由于以上三个优势，农民的收入将增加。
・移植时需要去除传统的塑料花盆，但是可以直接种
植纸质花盆，从而减少了工作时间。
・不会产生废物（塑料花盆变成工业废物）

－



011-826-5197 011-826-5198

拥有制造专利的尿素水

〇以日本、美国、欧洲为中心，对汽车尾气问题设有严格的法律限
制，并对柴油发动机设定有明确的规定数值。
○目前汽车尾气主要是通过在排气管内的“后处理装置”对排放的有
害物质进行无害化处理。自2004年起，这种后处理装置开始安装在大
型车辆上，现在不论大小，在大部分柴油发动机车辆上已成为了标准
设备。
〇其中“尿素SCR系统”的结构是对从发动机流入排气管内的废气喷射
“尿素水”，在尿素SCR系统内产生还原反应，使其达到无害化目的。
〇但是，由于“尿素水”中所含的“三缩脲”，在尿素SCR系统周围被
加热后，转变成“三聚氰酸”并蓄积起来，堵塞排气管或尿素喷射单
元等设备，从而发生了许多导致发动机无法启动等故障的事例。
〇本公司的“Eco2Light”是唯一一种拥有能够在尿素水制造阶段去除
“三缩脲”“制造专利”的“尿素水”。通过使用本产品，可以大幅
度减少因排气管堵塞而引起的车辆故障。

通过去除造成故障的物质以减少修理费
用

〇日本国内的运输公司与巴士公司，经常会发生因排气管堵塞而造成
的故障，如果发生故障的话，便需要负担数十万日元～170万日元左右
的修理费用。
〇通过使用本公司的“Eco2Light”，来抑制排气管内“三缩脲”的产
生，预先防止因排气管或尿素喷射单元等设备堵塞而导致的故障，以
便大幅度减少运输公司与巴士公司的修理费用。

环保型产品

○本产品在实现全球废气排放标准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〇长期使用本产品，能够减少因排气管堵塞而造成的故障。由此可延
长车辆的使用寿命，减少车辆更换频度，从而减少排放产业垃圾、二
氧化碳等，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〇产品名称“Eco2Light”源于“减轻（Light）”“生态”、“经
济”两方面的“Eco”。

製品・
技術

名称

柴油发动机尿素SCR系统用NOx还原剂“Eco2Light”（高品质尿素水AdBlueⓇ）

特徴

代表者 内山贵朗

業種 运输机械设备制造业（尿素水制造销售）

国内・海外で
の主な実績

本公司创建于2012年，是一家制造柴油发动机尿素SCR系统用NOx还原剂（尿素水）的厂家。
本公司产品主要销售给公司所在地札幌市及周边地区的运输公司与巴士公司。
从今年起，开始面向北日本澳徳巴克斯公司伞下的北海道内24家店铺提供小包装的商品（4ℓ）。
至今还没有面向日本国外的销售业绩。

設立年 2012年

従業員数 4名

URL https://juiceupnext-inc.amebaownd.com/

E-mail ide@juiceupnext.com

企業名 JUICE UP NEXT株式会社

住所 札幌市白石区东米里2040-70

TEL/FAX

mailto:ide@juiceupnext.com
https://juiceupnext-inc.amebaownd.com/
https://juiceupnext-inc.amebaownd.com/
mailto:ide@juiceupnext.com


0157-67-6788 0157-67-6718

除臭液“Kieru”系列
土壤改良材料“液态堆肥 土壤复活”

＜制造相关的特征＞
以产生公害的牛尿（未利用生物质）为原料，使用特有技术，通过环
境微生物群进行发酵、培养，制造着对地球环境有益的液体。我们制
造的产品，以被废弃的资源、放置的无用资源为“原料”，加以附加
价值进行升级改造、使用，创造出一个通过回归地球而形成的良好循
环。
通过制造减少公害的根源，消费该产品，使土壤、水、空气恢复到原
有状态，创造这种良好循环的产品，便是制作的特征。

土壤改良材料“液态堆肥 土壤复活”

＜产品相关的特征＞
通过喷洒将土壤中的有机物分解成植物早期容易吸收的形状。与肥料
结合使用，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植物会良好的成长。本产品几乎不
含氮、磷酸、钾（NPK）等肥料成分。
此外，根据近年的研究发现，本产品含有富啡酸。

参考
価格

製品・
技術

名称

除臭液“Kieru”系列

土壤改良材料“液态堆肥  土壤复活”

特徴

Kieru透明液（280毫升  喷雾瓶） 980日元（未含税）
液态堆肥 土壤复活（18升  业务用） 13000日元（未含税）

代表者 洼之内　诚

業種 制造业

国内・海外で
の主な実績

日本国内：DCM集团等生活用品店、东急手创馆、LOFT等生活杂货店、杂货店
日本国外：柬埔寨、中国、韩国、缅甸、越南、新加坡等

設立年 2006年2月

従業員数 16名

URL https://kankyo-daizen.jp/

E-mail k.kudo@kankyo-daizen.jp

企業名 环境大善株式会社

住所 北海道北见市端野町三区438-7

TEL/FAX

mailto:k.kudo@kankyo-daizen.jp
mailto:k.kudo@kankyo-daizen.jp


0157-33-5900 0157-33-5899

①小规模多功能的护理服务                派出技术人员3人，含旅费和工资，50万日元/人/月左右

②护理级别认定服务                               派出技术人员2人，含旅费和工资，50万日元/人/月左右

③护理认知症技术培训                                                                              派出技术人员2人，含旅费和工资，50万日元/人/月左右

E-mail   motomi@e-mlink.co.jp

企业名称 株式会社M-LINK控股

地址 北海道北見市美芳町5丁目2-13 M-LINK大厦2层

TEL/FAX

成立时间 2002年

员工人数 405名(集团全体)

URL http://www.e-mlink.co.jp/

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　本见研介

行业 养老服务业

国内外主要
业绩

在北海道开展对老人（高龄），残废人，儿童的小规模，多功能的护理机构。在蒙古开展JICA（国际协力机构）
的项目

产
品、
技
术

名称

①小规模多功能的护理服务

②护理级别认定服务

③护理认知症技术培训

特点

①小规模多功能的护理服务

小规模多功能的护理服务，非常适合在人少地广的北海道提供护理服务。我们可以提供针对从儿童，老人，残疾人
等各方面的，护理人员的软件教育程序和硬件设备技术。

②护理级别认定服务

给老人（高龄），残疾人提供护理服务时，需要认定护理程度，制定合适的护理计划。我们能提供护理认定的系统
和技术。

③护理认知症技术培训

认知症在不仅日本，而且在全世界愈来愈多，这表明高龄化在加快。日本有世界第一的护理认知症的技术。我们从
2002年开始从事护理认知症，有非常多可以提供的经验。

参考
价格



0143-25-6600 0143-24-3313

参考
价格

E-mail g.h.q@hokuto-bunka.ac.jp

企业名称 学校法人 北斗文化学园 

地址 北海道室兰市中央町1丁目2番17号

TEL/FAX

法定代表人 理事长 泽田丰

成立时间 1941年4月

员工人数 50人(全职员工)

URL http://www.hokuto-bunka.ac.jp/

成立于1941年，是北海道胆振、日高地区唯一一所独有形态的学园。
开设了培养护理福祉师、社会福祉专员、保育师、幼教以及烹饪师的专业学校，并运营兼作实习
设施的两所幼儿园。

-

产

品、

技

术

名称

特点

①护理人才培养教育

①护理人才培养教育

从需要护理的用户角度出发，针对提供护理“服
务”人员实施人才培训教育。为将科学的护理技术
以最佳状态提供给用户，系统地教授教育课程。
（针对用户身体护理、对家人的支持、与医疗机构
合作，实施培训培养人才。）学习年限为2年。（包
括入学前的日语教育课程在内，毕业共需3年时
间。）
除此之外，可根据协商，短期（几周至2、3个月）
实践性地学习“护理技术”、“护理服务提供理
论”等专业技术与知识。（根据日本在留资格的申
请情况，有的学生可能存在无法到校学习的情
况。）
上述“短期培训课程”一般在日本本校开设，也可
将教师派遣到中国，开设各类教学课程。

国内外主要
业绩

国内：本学园设立的“北海道福祉教育专门学校  职业实践专业课程  护理福祉学科”接受台湾
护理类大学在校生作为短期留学进修生前来学习。
国外：与台湾高雄市护理类大学“辅英科技大学”开展业务合作。为将日本的“介護”以
“KAIGO”形式在国外普及，实施人才培训。从日本派遣教师和学生（短期留学进修生）。

行业



011-211-0996 011-200-4734

①强效除菌除臭水 ALPHA ZERO

弱酸性次氯酸水通过使次氯酸钠水呈弱酸性而获取。
“ALPHA ZERO”则是借助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次氯酸
消毒能力的“缓冲法”而生成。
本产品也能用于食品的消毒和清洁，其安全性被厚生
劳动省所认可。
•弱酸性次氯酸水具有与戊二醛、次氯酸钠相似的广
泛的消毒范围，对于耐药菌、病毒、由真菌导致的毒
素（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的分解，以及诺如病毒、
O157、沙门氏菌也是有效的。
•“ALPHA ZERO”通过缓冲法，能够更大程度地利用
次氯酸的效果。通过去除杂质的方法，同时兼备了次
氯酸原有的消毒能力和除臭力。

参考
价格

邮箱地址 ichimiya@octet-sapporo.com

企业名称  株式会社Octet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北5条西11丁目16-1RAIZU北5条大厦605号

电话/传真

创建年份 2010年4月

员工人数 4名

网页 http://octet-sapporo.com

法人代表 一宫德明

业务种类 医疗器械销售业

于日本国
内、国外的
主要业绩

-

产
品
、

技
术

名称

①强效除菌除臭水　ALPHA ZERO

②臭氧发生器（O3 PREMIUM）

特征
②臭氧发生器（O3　PREMIUM）

等离子臭氧能够杀死空气中的细菌，以及分解病毒、
霉菌。
在日本，除了已被500多辆救护车采用之外，还广泛
用于酒店、车站、幼儿园、保育园、各学校设施、医
院、老年保健设施、宠物店、美容院、美发店、铁路
车辆、巴士等，由各种商业设施到一般家庭。
根据奈良县立医科大学的实证实验，证明了臭氧对新
型病毒能够起到去活性化的作用。

-



011‐868‐5188 011‐868‐5187

①小腿用α（不紧绷、不闷热）
腿部浮肿、腿部抽筋、寒症、下肢静脉瘤、夜间尿频
②小腿用清爽型（即使在炎热的夏季也可无任何负担地使
用清爽型）　　　　　　　　　　　　　　　　　　　　　　　　　　　　　使
用感受与小腿用α型相同
③手足指间用（手和脚都可以使用的类型）
戴在手上时
弹响指、手腕腱鞘炎
穿在脚上时
浮趾病、结茧和鸡眼、脚臭

④脚踝用（质地很薄穿鞋子也没有违和感）
脚后跟落地能蹲下去吗？
脚踝硬的话，腰痛的概率会变高。护理脚踝能够改善腰痛。
⑤袜子（伸缩材质、无压力）
无任何紧绷感的袜子，改善脚尖凉症状。
⑥手腕用α（适用于使用智能手机、电脑的人）
肩膀酸痛的根源是手腕。长时间使用手机或电脑的人，通
过护理手腕可以缓解肩膀酸痛。

⑦身体用橙色（薄薄质地的宽幅束腰）
穿着后第四天顺畅排出宿便，进一步改善便秘和软便。对
腰痛和提高胸围也有效果。
⑧身体用黑色（倍受欢迎的黑色）　　　　　　　　　　　　　　　体
感与橙色相同
⑨循流乳霜（石墨硅石+促进血液循环成分）请涂抹在疲劳
堆积的地方、酸痛处。对站立工作后腿部疲劳等有明显效
果。
⑩循流乳霜C（配合薄荷成分）
效果与循流乳霜相同，配合清凉薄荷，携带方便的软管型
⑪石墨硅石（辐射优质远红外线）
通过给予身体远红外线的振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和促进
代谢。

参考
价格

E-mail info@gs-science.co.jp

企业名称  GS-SCIENCE 株式会社

地址 北海道札幌市白石区本通13丁目南6‐17

TEL/FAX

成立时间 2012年

职员人数 7名

URL https://www.gs-science.co.jp/

法人代表 代表董事　野川博崇

行业 健康用品的开发厂家

国内外主要
业绩

在日本国内有2500家药店销售。海外在台湾有100家药店销售。
线上有5家，跨境电商也有几家在销售。

产品・
技术

名称

PeaceEight系列

以不紧绷的舒适感佩戴24小时无压力，带给您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全新感受

本品使用只有在北海道上之国町才能开采到的石墨硅石，利用强大的远红外线力量促进改善身体血液循环。

特点

⑦ ⑧ ⑩

④ ⑤ ⑥

① ② ③

⑪

⑨

mailto:info@gs-science.co.jp
https://www.gs-science.co.jp/
mailto:info@gs-science.co.jp
https://www.gs-science.co.jp/


TEL.011-211-5525　FAX.011-211-5534

参考
价格

E-mail info@esi-c.com

企业名称 ESI 株式会社

地址 〒005-0022　北海道札幌市南区真驹内柏丘11丁目1番103号

TEL/FAX

成立时间 平成18年5月17日

职员人数 8名

URL https://www.esi-c.com/

法人代表 菊地　匡彦

行业 环境卫生事业/环境咨询业务/次氯酸水溶液相关材料

国内外主要业
绩

・引入日本国内医院养老设施（手指消毒・清扫时的除菌・利用喷雾进行空间除菌）・活动设施（来客时手指和全身消毒・对活动场所
利用喷雾进行空间除菌）・畜牧业（奶牛乳头除菌・为防止幼牛感染进行空间除菌）・清扫业（特殊清扫·紧急消毒时的除菌用品）·店面
销售（药妆店・百货店·运动俱乐部·整骨院·美容院·运动用品商店·居家用品购物中心·地方政府的除菌消臭、预防灾害的储备品

产品/技
术

名称

①高純度次亜塩素酸水溶液簡単生成パウダー「清透α」　50g

②高纯度次氯酸水溶液简单生成粉“清透αPremium”（0.6g/1包60包）

　③专用超声波雾化器“Clearance AT-45”

特点

①清透α 50ｇ装 ・在作为主要原料的二氯氰酸钠中配合了pH调整剂，以特殊

技术混合搅拌的除菌・消臭剂。

・溶水后的水溶液基于本公司规定的利用基准范围内，无论

以怎样的浓度生成，都能够自动达到非分离次亚氯酸的存在

比例最高位置（pH值5～6.5），是划时代的“高纯度次亚氯酸

水生成粉”。

・清透α是从粉末中还原出来的，其品质在干燥状态下可以保

证6年以上的稳定性。

◎节省保管空间，可以长期储备。

（制造商质保期6年）

◎50ppm稀释后330升。

◎500ml喷雾瓶660瓶。

◎1瓶不到30日元的低成本。

②「清透α Premium」

③专用超声波雾化器 ・强力除菌 预防各种感染风险

・瞬间除臭 强力消除令人不适的异味

・降低感染含有芽孢杆菌的细菌、病毒、感冒等传染病风险

・分解宠物异味（动物异味）

・既可直接接触皮肤又可喷雾的安全除菌・除臭水。

・空间喷射，以及直接喷雾到被子、枕头、窗帘等气味源，浸

泡食材、厨房器具、抹布等也能发挥效果。

・清透αPremium    0.6g/包 60包/盒

・用1升的水溶解1包0.6g，就能生成200ppm的次氯酸水溶液。

・易操作、非常简单方便的次氯酸水溶液生成粉。

mailto:info@esi-c.com
https://www.esi-c.com/
mailto:info@esi-c.com
https://www.esi-c.com/


011-736-2345 011-736-2347

名称

特徴

参考
価格

製品・
技術

玄米酵素　HI・GENKI螺旋藻

１．何谓玄米酵素　HI・GENKI？

虽然知道玄米食品对健康非常有益，但现状是很难让人们能够持续食
用。因此，作为“便于食用的玄米食品”创出了玄米酵素HI・GENKI。
HI・GENKI是将玄米、胚芽、表皮，通过曲霉菌发酵制成的食品。含有40
多种对健康必需的营养素，即使是食用白米，如果能够补充玄米酵素的
话，便会取得比玄米食品更高的价值。无需烹制，加水后即可食用。

２．建议这样的人食用。

①注重肠道健康者
所含食物纤维是牛蒡的4倍。60%的人感受到了食物纤维的益处（调查
250名实验者的结果）。这是一款食后数日之内便可感受到其益处的商
品。我们还发表了证明玄米酵素能够增加对健康有益的短链脂肪酸的论
文。
　https://shop.genmaikoso.co.jp/mimiyori/detail.aspx?id=100

②营养失衡者、蔬菜食用不足者：含有维生素与矿物质等40种以上的营
养素。即使因在外就餐或旅行等，造成营养失衡，也可以通过玄米酵素
简单的补充维生素与矿物质。
　https://shop.genmaikoso.co.jp/about/guide.aspx

③消化不良者
如果饭后食用的话，发酵产生的消化酶，会帮助消化食用的食物。该视
频介绍了能够直接观察到消化酶作用的实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2pHH3YIfIQ

④糖与脂质较高者
有很多论文认为玄米食品对提高糖与脂肪较高者的健康比较有效。玄米
中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与γ谷维素的功能备受注明。如果在饭前食用玄
米酵素的话，食用后腹部膨胀，也可以防止进食过度的现象。

⑤注重美容者、想要防止老化者
含有大量抑制老化原因“氧化”的成分。还含有目前成为话题，化妆品
中也使用的成分麦角硫因。

⑥断食与禁食兴趣者
即使仅依靠玄米酵素与水分代替饮食，也不会感到饥饿，而且可以在摄
取维生素与矿物质的同时，减少摄取热量。 由于可依此简便的进行禁
食，因此受到广泛的好评。 有关详情请参阅此处
　https://shop.genmaikoso.co.jp/mimiyori/fasting.aspx

３．我们发表了30多篇有关其功能的论文。研究数据通过“Fbrabo”网
页进行了解说。　　https://fbra.jp/

４．在北海道的自营工厂进行生产。还获得了ISO9001与北海道HACCP的
认证。实行着彻底的生产与卫生管理。此外，还对残留农药与放射性物
质进行着检查，不使用任何不符合基准的原料。

日本国内：本公司直营商店网站的销售价格  4800日元（未含税）

代表者 鹿内正孝

業種 食品制造销售

国内・海外で
の主な実績

日本国内：创建50周年。除了销售商品之外，我们还致力于饮食与健康的教育活动，每年举办1.5万次的研讨
会及料理教室（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前2019年）。商品的销售店数量为7000家。在医疗机关的销售量不断增
加，现已有160家。 30多篇学术论文证明其功能性（肠道细菌、抗炎症作用、抑制致癌性作用等）
日本国外：30年前开始向国外出口。出口给美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的当地代理店。

設立年 1972年

従業員数 80名

URL https://www.genmaikoso.co.jp/

E-mail mizuno@genmaikoso.co.jp 　　（日本国外担当　水野）

企業名 株式会社　玄米酵素

住所 邮政编号001-0012 札幌市北区北12条西1丁目1-1  第1酵素大厦

TEL/FAX

mailto:mizuno@genmaikoso.co.jp%20　　（日本国外担当　水野）
https://www.genmaikoso.co.jp/
https://www.genmaikoso.co.jp/
mailto:mizuno@genmaikoso.co.jp%20　　（日本国外担当　水野）


011-206-1462 011-206-1463

智能套装®Lite
根据人体工程学设计，不使用机械动力，维持吃力的弯腰姿势，以及
弯腰搬抬重物等时，通过设于背部的弹性体所起的作用，帮助直腰，
同时通过收紧腹部，稳定躯干，取得拥有预防腰痛与防止摔倒效果的
内骨骼型辅助套装（已取得专利）
其效果为：①【辅助效果】通过减轻身体方面的负担与疲劳，使人工
作业能够持续、安全、舒适地进行，预防腰痛等疾病。②【训练效
果】通过持续作业获得的适度训练效果，有助于维持、增强体力（肌
肉力量、持久力、毅力），提高作业者的工作积极性，这便是轻劳化®
的概念。

智能套装®Plus  裤子
智能套装®Plus  外套

智能套装®Lite设于制服（裤子/外套）内，便于穿脱，而且表面几乎
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因此便于提供给需要者使用。
除了Lite的基本功能之外，它还可以通过支撑膝盖，帮助减轻由蹲姿
站起时的负担。
除了现有产品之外，还可以设于已有的制服当中使用。

关于轻劳化概念之一的“训练”，我们提供了通过简单的体力测定，
使体力可视化，并提示劳动可持续性指数的系统。根据体力测定的结
果，通过人工智能提议的个性化训练计划，以维持、增强综合性的体
力。
随着高龄劳动者积极就业的推进，由于劳动者年龄增加导致的体力下
降，而造成工伤事故的风险增加，但是，通过让劳动者自身认识到自
我体力的同时，进行与其体力相匹配的工作，便可以为预防工伤事故
与保障劳动安全做出贡献。

参考
価格

製品・
技術

名称

智能套装®Lite

智能套装®Plus  裤子/外套

提供体力测定+体力增强计划（名称未定）

特徴

智能套装®Lite　　 　　 28000日元　（含税　30800日元）
智能套装®Plus  裤子　　36000日元　（含税　39600日元）
智能套装®Plus  外套　　38000日元　（含税　41800日元）

代表者 代表取缔役　铃木　善人

業種 辅助套装的开发、制造

国内・海外で
の主な実績

本公司是一家与北海道大学研究生院信息科学研究科的田中孝之教授合作而创建，并取得该大学认定的新兴
企业。主要产品智能套装®是筹集了NEDO（国立研究开发法人新能源、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竞争性资金而
开发的产品。其功能与效果已被第三方机关在厚生劳动省进行的项目中得以验证。本产品通过在有业务资本
合作的DCM的店铺与网络商店进行销售。此外，在包括大成建设株式会社在内的很多企业，制服中都采用了智
能套装Plus。

設立年 2008年

従業員数 3名

URL https://smartsupport.co.jp/

E-mail info@smartsupport.co.jp

企業名 株式会社  Smart Support

住所 札幌市中央区南1条西5丁目7番地　　爱生馆大厦4楼

TEL/FAX

mailto:info@smartsupport.co.jp
https://smartsupport.co.jp/
https://smartsupport.co.jp/
mailto:info@smartsupport.co.jp


011-563-5522 011-563-5522

3个医疗设施的信息共享会议
最多可同时连接3个据点进行信息共享会议。
比如，通过连接患者经常就诊的诊所与二次医疗圈的核心医院，以及
大学医院等三次医疗圈的医院，可以在同一画面上共享同一影像等信
息进行会议。
同时，由于可以将患者的数据、静止图像与视频一起归档，因此可以
长期将症状的静止图像与视频进行保存。
还可以根据经过信息，与专家医生进行信息共享会议。（视频、静止
图像归档功能）

实时视频的影像流畅精确

通过每秒30帧（与电视播放相同）流畅的视频与音频，进行双向信息
共享会议。
除了可以收发手术影像等影像、血管造影透视影像以及超声波（US）
影像等，还可以将传输的数据作为静止图像与视频进行记录。

Java注解（直接加入文字与线条的Java
注解功能）功能与Finger Point

配备了能够在画面上显示的静止图像、视频上直接加入文字与线条的
Java注解功能。可对应红、蓝、黄、黑4种颜色。
Finger Point可以使用鼠标或手写鼠标笔在画面上自由移动，标示目
标。

参考
価格

製品・
技術

名称

双向通信系统“Kizuna Web”云版服务（SaaS）

F2f KizunaVision远程医疗系统

特徴

代表者 佐佐木春光

業種 软件开发、销售

国内・海外で
の主な実績

日本国内  ・双向通信系统“Kizuna Web”的SaaS展开（主要面向医疗相关设施）
          ・影像记录系统“OperaVision”的销售（主要面向国立与公立大学医院的手术室）
日本国外   双向通信系统“Kizuna Web”的演示实施（中国、越南等）

設立年 2015年10月15日

従業員数 3名

URL https://blv.co.jp

E-mail haru32@blv.co.jp

企業名 Borderless Vision株式会社

住所 邮政编号064-0914 北海道札幌市中央区南14条西6丁目4番18号

TEL/FAX

mailto:haru32@blv.co.jp
https://blv.co.jp/
https://blv.co.jp/
mailto:haru32@blv.co.j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