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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正雄在东京市品川区西大崎创建了金子电线制作所

浜松工厂迁移至静冈县浜松市上岛町，

同时增设了连续加流式电话机用的电线生产制造设备

成为日本电信电话公司指定的连续加流式电话机用线的供应商

通过日本电信电话公司对600型电话机用线的技术认定

为了增加生产设备，浜松工厂迁移至静冈县引佐郡细江町（现工厂所在地）

在大阪市东玉造设立大阪营业所

为纪念创业50周年建设了新工厂楼

公司更名为 Kaneko Cord 株式会社

在新加坡成立KANEKO(ASIA)PTELTD

在中国苏州市成立KANEKO TELECOMMUNICATION(SUZHOU)CO.，LTD.

Kaneko Cord 株式会社通过了ISO-9002的认证

在中国苏州市设立中国营业所

KANEKO TELECOMMUNICATION(SUZHOU)CO.，LTD.

更名为KANEKO WIRE&TELECOMMUNICATION(SUZHOU)CO.，LTD.

Kaneko Cord 株式会社通过了ISO-14001的认证，注册号码为JQA-EM1221

金子电线电讯（苏州）有限公司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的认证

金子电线电讯（苏州）有限公司通过了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的认证

上海营业所在中国上海市设立

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展示（以后每年展示）

中国数控机床展览会展示

金子电线电讯（苏州）有限公司成立15周年

获得NEC优秀表现表彰信

成立北京事务所

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开幕

苏州第二工场设立

成立医疗部

日本金子电线创业80周年

金子电线电讯（苏州）有限公司成立20周年

加盟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

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证书

获得多摩川精密（苏州）有限公司贡献奖

江苏省企业信用管理贯标证书

公司创立85年以来，金子电线一直在为曰本一流的机械及机器制造商提供电缆，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实践的积累而制造出的产品具

有极优越的高柔性、耐久性、抗干扰性等，符合环保标准，对应各国认证。（例：CCC、<PS>E、CE、UL...）目前，我公司已有超过

3000种不同规格的产品，赢得了各领域用户的好评。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产品范围和提高服务质量，让金子电线成为客户最可以信

赖的合作伙伴。

金子电线开发了“SPIDER”CABLE！

现在证实蜘蛛丝是“世界上最坚韧的纤维”。例如：它能折弯同等粗细的钢丝，同时具有超越尼龙的伸缩性和超强的弹性。金子电线

已经开发了具有蜘蛛丝特性的“SPIDER” CABLE。

正品选择选择金子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发展历程 Development History 产品介绍 Product Introduction

Since company found 85 years, Kaneko Cord are always supplying cables to the excellent machinery and machines manufacturers and we 

manufactured the products with super higher flexibility, durability, anti-interference performance and so on by the rich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ur products accord with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meet national authentication (eg.CCC, <PS>E, CE, UL...). Currently, our 

company have more than 100,000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of products, and win the favourable comments from the areas of consumers. Also 

we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scop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o let Kaneko Cord be a faithworthy partner for the customers.

Kaneko Wire have developed "SPIDER" CABLE.

Spider silk is now confirmed as “the toughest fiber in the world".For example: it can not only bend steel wire of the same thickness, but also 

has flexibility beyond the nylon and it is super elastic. Kaneko Wire have developed the "SPIDER" CABLE of SPIDER silk's characteristic.

机
器
人
专
用
电
缆

◆ 对应UL20375 ( 105℃ • 300V )、c-UL的AWM标准。
◆ 绝缘体使用ETFE树脂。
◆ 采用富有弹力的TPU外被，推荐用于机器人等弯折苛刻的场合。
◆ 采用耐磨损的TPU外被，推荐用于移动拖链中电缆经常磨损的场合。
◆ 采用特殊氟素绝缘芯线，推荐用于弯折苛刻的场合。

◆ 对应UL2586 (105℃ • 600V)、c-UL的AWM标准。
◆ 绝缘体使用ETFE氟素树脂。
◆ 最适合用于机器人、机床等机器设备高速移动部配线
◆ 外被材料使用高耐油性特制PVC树脂。

信
号
电
缆
系
列

◆ 对绞抗串音特性优秀，最适合高速信号回线的配线。
◆ 对应UL2464 (8℃ • 300V) VW-1 (阻燃规格） 
◆ 带编织屏蔽，具有优越的抗千扰性
◆ 使用极细锏导体，具有高柔软性
◆ 外被使用耐热、耐油PVC。

◆ 采用合金特殊导体，有效防止在高速移动部的断线。
◆ 使用导电性PVG和特殊编织屏蔽所形成的双重屏蔽，提高了

抗电磁能力
◆ 采用特殊编织屏蔽，可以防止由于屏蔽断线而发生的短路。
◆ 外被使用耐热、耐油PVG。

扁
平
电
缆
系
列

◆ 高柔软特性，适合机器间布线用。
◆ 对应UL2651 (105℃ • 300V)。
◆ 可以与1.27节距的连接器（U型连

接器) 进行一体压着加工。

◆ 横卷后的KNF，外覆软质PVC柔软性能优良，适应于机器间配线。
◆ 对应UL2464（80℃ • 300V）VW-1（阻燃规格）。
◆ 可以与节距1.27的连接器（U型接合）进行一体压着加工。
◆ 使用耐油PVC材质，适合油沫飞散的作业场所使用。
◆ 可使用于-30℃至80℃的环境中。 

沿承金子85年来所积淀的丰富技术经验，

运用金子独特的生产工艺并结合自行研发

的柔性绝缘材料而生产的KFX系列产品。

具有占用空间小、极佳的柔软性、便利加工

性等特点，适用各类机械的内部配线及机

器间的连接。凭借雄厚的技术力呈和对品

质 严 苛 的 管 理，为 您 提 供 金 子 独 特 的

“KANEKO FLAT”CABLE。

历史悠久
始创于1932年，近一个世纪技术经验积
淀的结晶

技术雄厚
金子独创的生产工艺，性能优于其他同类
产品。

品质卓绝
秉承85年所坚持的品质理念，确保产品的
品质如一。

金子电线特色

剩余用量指
示窗口

中心部分采
用 金属材
料，更加牢固

底部采用直
边 设计，更
便于放置

*以上仅公司部份产品，更多产品详情请垂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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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company found 85 years, Kaneko Cord are always supplying cables to the excellent machinery and machines manufacturers and we 

manufactured the products with super higher flexibility, durability, anti-interference performance and so on by the rich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Our products accord with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and meet national authentication (eg.CCC, <PS>E, CE, UL...). Currently, our 

company have more than 100,000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of products, and win the favourable comments from the areas of consumers. Also 

we are constantly expanding the scop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ervice to let Kaneko Cord be a faithworthy partner for the customers.

Kaneko Wire have developed "SPIDER" CABLE.

Spider silk is now confirmed as “the toughest fiber in the world".For example: it can not only bend steel wire of the same thickness, but also 

has flexibility beyond the nylon and it is super elastic. Kaneko Wire have developed the "SPIDER" CABLE of SPIDER silk's characteristic.

机
器
人
专
用
电
缆

◆ 对应UL20375 ( 105℃ • 300V )、c-UL的AWM标准。
◆ 绝缘体使用ETFE树脂。
◆ 采用富有弹力的TPU外被，推荐用于机器人等弯折苛刻的场合。
◆ 采用耐磨损的TPU外被，推荐用于移动拖链中电缆经常磨损的场合。
◆ 采用特殊氟素绝缘芯线，推荐用于弯折苛刻的场合。

◆ 对应UL2586 (105℃ • 600V)、c-UL的AWM标准。
◆ 绝缘体使用ETFE氟素树脂。
◆ 最适合用于机器人、机床等机器设备高速移动部配线
◆ 外被材料使用高耐油性特制PVC树脂。

信
号
电
缆
系
列

◆ 对绞抗串音特性优秀，最适合高速信号回线的配线。
◆ 对应UL2464 (8℃ • 300V) VW-1 (阻燃规格） 
◆ 带编织屏蔽，具有优越的抗千扰性
◆ 使用极细锏导体，具有高柔软性
◆ 外被使用耐热、耐油PVC。

◆ 采用合金特殊导体，有效防止在高速移动部的断线。
◆ 使用导电性PVG和特殊编织屏蔽所形成的双重屏蔽，提高了

抗电磁能力
◆ 采用特殊编织屏蔽，可以防止由于屏蔽断线而发生的短路。
◆ 外被使用耐热、耐油PVG。

扁
平
电
缆
系
列

◆ 高柔软特性，适合机器间布线用。
◆ 对应UL2651 (105℃ • 300V)。
◆ 可以与1.27节距的连接器（U型连

接器) 进行一体压着加工。

◆ 横卷后的KNF，外覆软质PVC柔软性能优良，适应于机器间配线。
◆ 对应UL2464（80℃ • 300V）VW-1（阻燃规格）。
◆ 可以与节距1.27的连接器（U型接合）进行一体压着加工。
◆ 使用耐油PVC材质，适合油沫飞散的作业场所使用。
◆ 可使用于-30℃至80℃的环境中。 

沿承金子85年来所积淀的丰富技术经验，

运用金子独特的生产工艺并结合自行研发

的柔性绝缘材料而生产的KFX系列产品。

具有占用空间小、极佳的柔软性、便利加工

性等特点，适用各类机械的内部配线及机

器间的连接。凭借雄厚的技术力呈和对品

质 严 苛 的 管 理，为 您 提 供 金 子 独 特 的

“KANEKO FLAT”CABLE。

历史悠久
始创于1932年，近一个世纪技术经验积
淀的结晶

技术雄厚
金子独创的生产工艺，性能优于其他同类
产品。

品质卓绝
秉承85年所坚持的品质理念，确保产品的
品质如一。

金子电线特色

剩余用量指
示窗口

中心部分采
用 金属材
料，更加牢固

底部采用直
边 设计，更
便于放置

*以上仅公司部份产品，更多产品详情请垂询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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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X  81-53-542-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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