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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8 35年的历程
础、以结构物设计为首、提供支援土木、建筑设计的软件、技术服务。
近年来通过进行虚拟现实开发，被应用于广泛的项目整体及交通·汽车研
究以及信息系统整体等领域。对关于安全的技术，来自社会的需求也不断
提高，本公司致力于通过软件开发以及服务技术，作为能够回应大家期待
的企业向着为社会带来安全安心的使命迈进。

FORUM8 致力于
通过软件开发的力量
实现构建安全 · 安心的
国家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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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8将在2022迎来创立35周年。创业以来以软件包开发技术为基

FORUM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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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TRATEGY

FORUM8创业以来以软件包开发技术为基础、以结构物设计为首、提供支援土木、建筑设计的软件、技
术服务。近年来随着虚拟现实的开发、应用范围延伸到包括交通、汽车研发等更广泛的项目领域。作为今
后牵引DX时代的解决方案获得了很大的期待。

问候

本公司的成长基础在于独创性通用软件的开发。迄今为止、作为先进的软件开发了虚拟现实软件
UC-win/Road、动力非线形解析UC-win/FRAME(3D)。2009年发布了Engineer's

Studio®、

VR-Cloud®、支撑着本公司的战略性展开。
在云开发领域也作为行业先驱在2013年发布了UC-1 for Saas，作为日本经济产业省的云研究而被采用的
VR-Cloud®也获得了众多特别许可。此外，通过M&A收购了FEMLEEG、Shade3D等优秀的产品，进一步
在3D·VRCG领域拓展壮大，作为构建数字孪生及元宇宙的支援软件不断成长。同时，通过提供F8VPS提供
平台，加入了构建虚拟环境解决方案的产品线。作为经济产业省的次世代软件平台验证项目被采用。
2021年向国土交通省 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交付了“大型4KVR立体视觉驾驶模拟器” 和“VR国综
研”。开始作为推进基建DX的平台被使用。2019年发布了Suite系列，发布了Suite会计、Suite数据删除、
Suite千鸟引擎®等产品。此外，也首次开始了自产品牌PC“游戏编程PC”的销售。
另一方面，作为改善公司内系统，强化组织能力的行动，导入了品质管理系统QMS、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ISMS、事业持续管理系统BCMS以及隐私认证标志等众多国际标准。2016年取得了环境管理系统EMS认

Global Engineering Software Company

证，在通过提高品质和普及云技术改善环境、SDGs活动中投入精力采取对策。
本公司通过上述的各种措施努力开发基干系统并支援营业方面，于2015年被经济产业省选为积极进行IT
管理的百家中小企业之一。同时还获得了CRM最佳实践奖等多个企业相关奖项。此外，在2019年12月，我
公司凭借在通过“VR Design Studio UC-win/Road”开源数据连动的VR平台获得了第八届“日本制造大
奖”

经济产业大臣奖。在劳动方式改革上我公司也在积极参与，获得了女性员工晋升的“Eruboshi”和

2018年健康经营优良企业（500名白名单，针对大型企业）称号。
我公司在产品服务、产品帮助上也备受好评，参加我公司的技术培训会的客人也络绎不绝。在宣传杂志
（Up＆Coming）方面，今年我公司已发行到了第136刊。在2021年11月“第15届FORUM8设计节
3Days＋Eve”的第6届“自动驾驶峰会”中邀请到了日本政府4省厅代表的登台演讲。在Day3邀请到了台
湾数字部门负责人Audrey Tang演讲，同时面向基建强韧化、防灾的提案也博得了好评。此外还进行了第8
届National·Resilience·Design·Award的颁奖仪式。包括通过线上参加的众多用户以及观众都收看了相关的
内容。
我公司在2017年5月举办了创办3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召开了盛大的宴会，举办了30周年纪念演讲，编
辑了《VR的冲击～不得不惊叹的VR世界》（钻石出版社）和《FORUM8的过去三十年回顾与将来展
望》，并提供了自家内部的电视频道。这也是为了向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客户们，帮助我们的相关人员表
示感谢。
今后，我公司也将把先进性、社会性、协调性的经营理念灌输到每一个社员心中，团结一心成为众望所归
的优良公司。敬请期待。

202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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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TRATEGY
FORUM8 Topics
助力产业·社会的创造
获得“Connected Industries-优秀联动”类别奖项
作为在协调领域中通过数据共享实现机械、技术和人的连接，推
进创造新附加价值和解决课题的个人·团体，本公司于2019年12
月27日获得了第8届日本制造大奖 经济产业大臣奖（主题：“通
过VR Design Studio UC-win/Road 的开源数据连动加快各种技
术·领域间的联系 ”。） 作为与开源数据连动的VR平台作为在指定基建计划时达成共
识的社交工具使用，以及在防灾·环境·教育等多个领域推进产业互联的技术获得了高
度评价。

日本
制造大奖
经济产业
大臣奖

2018年4月本公司“UC-win/Road地震模拟器”获得了第30届 中小企业优秀新技
术·新产品奖
软件类别优秀奖（主办：理想型中小企业振兴财团、日刊工业新闻
社）。这是继2011年的“结构分析软件 Engineer's Studio®”之后的第二次获
奖。

中小企业
优秀新技术
・新产品奖

以VR平台为基础实现的综合型强韧化强化对策收到好评，于2021年3月18日获得
了一般财团法人Resilience
Japan促进协会举办的“Japan·Resilience·Award
（强韧化大奖）”准优秀奖的“特别顾问奖
古屋圭司（首任国土强韧化大臣）
奖”。
本次以“通过FEM/CAD/Cloud等连动各种软件的VR平台和基建数字化数据库进
行韧性强化”为主题，得到了首任国土强韧化大臣土屋圭司“国土强韧化在平时
的应用、发生特殊情况是发挥功能以及与发展战略相联系是非常重要的。期待从
软件和硬件两方面为地方建设做出贡献”的评价。

第7届
Japan・
Resilience・
Award
准优秀奖

在3DVR空间中
实时反映

次世代
软件平台
验证项目
采用

講師

Internet
生徒

生徒

生徒

“UC-win/Road 地震模拟器”
通过VR呈现摇晃、对建筑物内部的物品及家具受到的影响进行模拟

标准
浏览器
线上教室
WEB
服务器

在经济产业省的令和第3年度“产业技术实用化项目费用
补助金（次世代软件平台验证项目）”采用了“使用XR
技术的次世代社交平台开发项目”。
本公司提供能够在云端交互使用3DVR的“FORUM8
Virtual Platform System（F8虚拟平台）”，在该项目
中作为基本系统，今后将进行支持使用MR设备的低延迟
·多地点实时系统的开发。

应用3DVR技术的社交平台方案

2021年10月获得了一般社团法人 CRM协会主办的“2021 CRM
Best Practice奖”。总计为第七次，连续第四年的获奖。本奖项
是以实现日本的“顾客中心主义经营（CRM）”为目的，表彰在
CRM上取得成果进展的企业和组织。2021年，通过积极进行线
上演讲和展示会实现参加者·销售额的提升，获得了远距离及面向
海外销售机会的增加的“用户拓展·远距离销售模式”获得了好
评。

CRM Best
Practice奖
连续获奖

2015年 销售部门
2016年 讲解·销售事务部门
2017年 开发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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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既往的土木·建筑设计支援软件之外
向新的领域拓展，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现已
有多达175种各类展品。特别是通过在VR
（虚拟现实）及3D领域软件的重点开发，
强化竞争力实践全球化，与同领域其他公司相比达到了顶级企业
以上的水准。

商用
VR/CG软件日本
国内市场占有
NO.1
by Fuji Chimera Research Institute(20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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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厚劳省
教育训练
程序开发
项目采用

2018年 人事·总务部门
2019年 海外销售部门
2020年 销售部门（地方营业据点）

获奖原因（评审委员会评价）

积极的IT经营
中小企业百选

被2019~2020年度的后生劳动省委托项目“教育训练程
序开发项目”（2年开发类别/区分名：建设A（设计·施
工））采用，开展了“建设ICT Master养成讲座”。本
讲座的目的是培养活用最新的ICT、导入CIM・i-Cons
truction的竞争战略立案、创造新的商业模式等具备广
泛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在本公司各种研讨会之外还可以
参加土木·建筑及城市建设领域专家进行的特别演讲和演
习。

根据株式会社富士Kimera综研的“产业用VR/CG软件国内市场占有
调查”（2020年8月31日发表）本公司的产品为市占率第一位。
Shade3D为“国产3DCG软件
企业占有率”及“10万日元以下
3DCG软件 国内市场 企业占有率”第一位，此外UC-win/Road在
“面向产业的CG-VR国内市场 企业占有率”“VR制作软件国内市
场企业占有率”也拔得头筹。特别是Shade3D在10万日元以下的入
门价格区间3DCG软件中占有42.45%，拥有近一半的国内企业市场
占有率。

入选经济产业省 · 中小企业厅的“振翼而飞中小企业 · 小规模从
业者 300 家 · 商店街 30 选”2021。
““振翼而飞中小企业 · 小规模从业者 300 家 · 商店街 30 选”是
以“提高生产力”、“需求获得”、“确保担当”的领域为主旨，以
在事业继承、工作方式改革、IT 应用上着力，被期待今后有大发
展的企业为对象。FORUM8 在“提高生产力 / 制造业”的分类中，
因应用 VR 平台促进社会的数字化的对策而获得好评入选。

振翼而飞
中小企业・
小规模从业者
300家・商店街
30选

本公司的“UC-win/Road安全驾驶模拟器”与2020年8月25日获得了国家公安委员会
的驾驶模拟器型号认证。可用于教习所、驾校、警察署的驾驶员培训、安全驾驶讲
习。支持适用于认定标准的4种教材，系统可进行驾驶记录与教材对照的驾驶分析及学
习。此外，通过作为基础的UC-win/Road的丰富3DVR表现功能，也可以体验教材内
容之外的各种情况下的驾驶模拟。

UC-win/Road
安全驾驶
模拟器获得
型号认证编号

符合日本警察厅 型号认证标准

安全驾驶模拟器

警察署 型号认证编号

交L20-1

交L20-2

交L20-3

交L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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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STRATEGY
FORUM8 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贡献活动）
公益
国际

自创业以来，通过尖端的软件开发，以建筑物设计为首的社会基础设施的构建、维护管理的支援，
利用VR的各种项目的模拟等，提供给社会带来安全安心的技术。
也想致力于国际活动，为地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SAJ(一般社团法人软件协会)相关活动
该协会旨在通过参与软件行业发展的项目，为日本工业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做出贡献，公司总裁伊藤裕二担任SAJ副总裁、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和数字社会促进
政治联盟副主席。我们开展广泛的活动，包括支持U-22编程竞赛，支持初创公司，并
获得PSQ认证。

社会
贡献

(一财)最先端表现技术利用促进协会

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本公司的使命是通过工程软件开发及其服务技术为社会带来安全保障。 我们在这一使

仅培养人才，还通过活用最新表现技术，推进以对社会做出贡献为目标的活动。

命下的工作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我们将积极传达计算机软件行业是一
个可以为 SDGs 做出贡献的行业。

表现技术检定(表技协主办)

本公司全力协助以支援最先端表现技术的调查研究和应用为目的而设立的该协会。不

(一财)VR推进协会

通过软件开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任务

这是一个官民共同推进VR数据开放和共同基础建设体制的协议会。其目标是通过构建

获得Resilience Japan促进委员会的“Resilience 认证”

和整备VR平台，共享3D数据和VR数据，将其应用于自动驾驶、无人机、建筑相关的

获得Resilience Japan促进委员会的“Resilience认证”。 作为促进委员会的正式成员

i-Construction、防灾、旅游等各个领域。

参加活动，将继续致力于实现产、学、官、民、各种领域的统一发展的“强韧的国

国际VR研讨会

家”。

该会议旨在促进建筑和土木工程领域的研究人员使用和开发最先进的3D和VR技术，并
邀请国际研究人员（World16成员）参加。

表技协会会长谷川章先生制作、FORUM8赞助
数码挂轴×FORUM8合作企划系列

与慈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合作
自 2011 年 1 月起，“FPB 积分捐赠”旨在通过捐赠为社会做出贡献，我们公司每年也

区域
文化

电视广告的播放

都会对各个组织实施捐赠。

从2022年2月开始，Patrick Harlan出演的电视广告的新系列正在各电视台播放中。他

【捐赠机构】日本红十字会/日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联合会/无国界医生/NPO社区

出演的电视广告是从2020年7月开始播放的“甜蜜系列篇”开始，这次的“连接可以

发展工作室/NPO市民城镇建设站/认证NPO法人日本・云南协会/日本红羽公益金/认

自由描绘”篇、“道路”篇是第4个系列。

地区活动赞助与地区交流

证NPO法人佛罗伦萨/交通孤儿教育协会
Patrick Harlan出演的电视广告

●“DKFORUM”数码挂轴× FORUM8合作企划系列
(一财)最先端表现技术利用推进协会会长谷川章先生策划，在全国各地举办
FORUM8合作的数码挂轴活动
●数码挂轴(D-K) in yu ~木崎湖游泳池栋/长谷川章D-K私塾
第14届国际VR研讨会

●参加NPO山梨ICT联络中心主办的农业体验和健康活动
赞助该中心主办的U-16山梨程序设计竞赛

赞助U-16山梨县编程大赛

为公司组织的活动和各种学生竞赛提供支持

●我们访问了舞鹤市当地的中学，协助我们进行了交流，本公司的工程师进行了出差

教育

授课，提供了使用UC-win/Road接触最新VR技术的机会

作为首席合作伙伴为职业女子足球WE联赛的大宫 Ardija Ventus队应援

界杯 "的唯一赞助商。
包括“全国高等专门学校程序设计竞赛”“U-22程序设计竞赛”等其他合作竞赛在

作为首席合作伙伴，我们支持大宫Ardija Ventus参加2021年秋季开幕的日本首个职业

内，为报名学生免费提供本公司产品软件授权及培训会(参见:P.16)。此外，还赞助了

女子足球联赛--WE联赛。

第三届全国高中e体育锦标赛。

FORUM8 Rally Japan 冠名合作伙伴

●Cloud Programming World Cup

作为2021年~2022年国际汽联世界拉力锦标赛(WRC)日本回合的独家官方冠名合作伙
伴，双方全面合作，为赛事加油助威。

我们是国际学生竞赛 "VDWC学生云端BIM和VR设计竞赛 "和 "CPWC学生云端编程世

●Virtual Design World Cup

世界拉力锦标赛的官方赞助商

学生云编程世界杯

学生云端BIM和VR设计竞赛

●U-22编程竞赛

作为FIA国际汽车联盟的WRC官方赞助商签约

●全国高等专门学校程序设计竞赛

从2021年11月起签约成为FIA国际汽车联合会 WRC世界拉力锦标赛的官方赞助商。从

●儿童工程师

将在意大利举行的有观众参与的ACI Monza拉力赛开始，该公司将作为WRC的官方赞

面向学生的国际竞赛CPWC·VDWC

●学都“仙台·宫城”科学日

助商支持该赛事，直到2022年。

●U-16山梨程序设计大赛
●JIA全国学生毕业设计大赛
总教练佐佐木则夫(左)
伊藤裕二社长
(中央)、鲛岛彩选手(右)

健康
管理

完成全国健康保险协会“健康企业宣言”的STEP1
获得全国健康保险协会颁发的“健康企业宣言”第1STEP1“健康优秀公司（银）”的认证，该认证颁发
给符合“为了进行健康经营，营造职场健康，整顿环境”内容的公司。

根据女性活跃推进法获得厚生劳动大臣认定的“Eruboshi”
根据促进女性在职业生活中活跃的相关法律(女性活跃推进法)第9条，于2017年8月23日取得了Eruboshi

鲛岛选手体验模拟器

初级软件研讨会/初级编程研讨会/游戏编程电脑使用“电脑补习班”

我们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提供体验信息技术的机会，如体验VR和使用FORUM8的先进软
件进行编程。迄今为止，许多儿童已经使用该网站探索免费的研究和学习课题。我们
还推出了带有Sweet Chidori引擎的游戏编程PC，使学习编程变得非常有趣。

与大学、教育和文化机构的合作
向在WCOMD和地面有限元分析等产品开发上有合作关系的东京大学、群马大学等捐

儿童工程师(左)
2021年U-22编程大赛(SAJ主办)(右)

赠，向大学实验室、学术团体、研究所、媒体等捐赠出版发刊的工程书籍。为大学教
育和研究做出贡献。 同时，作为法人特别赞助会员进行能乐振兴的支援。

企业的“认定阶段2”。评价项目(1)录用，(2)连续就业，(3)工作时间等的工作方式，(4)管理职位的比
率，(5)多样的职业路线中，弊公司在(2)以外的4个项目上满足基准。

被经济产业省认定为“2021年健康经营优秀企业（大规模法人部门）”
本认定制度，是为了表彰实践优良健康经营，从经营的视点战略性地致力于员工健康管理的法人的制
度。继去年获得“健康经营优良法人2020(中小规模法人部门)”后，今年又获得了大规模法人部门的认
定。并根据“工作作风改革宣言”继续在全公司范围内进行工作作风改革，使软件业务中的各类人力资

電子版

FORUM8出版的书籍

源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继续以社会性和合作性的精神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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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汇集了先进的技术和最高水平的解决方案
从四个方面提出综合性系统。

FORUM8 Solution

我们正在构建解决方案，旨在使工程师的工作

UC系列名字的由来“Up and Coming(进取和前瞻性)”

VR数据服务

●云基础设施开发服务

Studio等地基分析软件，还提供分析支持服务。

●订阅基础设施开发服务
WebAP的多平台使用。

®

高度的可靠性和成熟的业绩记录
最高标准的可靠技术
设计和CAD系统!

3DVR工程服务
®

业界最先进且可靠性高的技术库“将您的产品云端化”。实现了

®

定制开发

综合型3DCG软件

CG / VR

除了三维板单元动力非线性分析Engineer's Studio®、Geo Engineer's



超微型数据中心®

ES/F3D/地基

云服务

更具创造性和更丰富。

实现DX时代的IM&VR～VR数字平台～

系统集成商

FEM系列

岩土FEM系列

3D・VR云解决方案
我们还提供利用超级计算机的服务！

动态非线性分析
先进的三维设计解决方案!

能够在云端上使用3D·VR的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无论何种设备，都
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操作VR。支持Android®客户端。

自动设计

超级计算机云®

从最小限度的输入开始进行自
动设计和计算的网络应用程序。

Simulation

BIM・CIM・CAD

Analysis

Suite系列

施工顾问

Suite数据清除®／Suite会计・ERP

分析支持服务

三维实时虚拟现实软件

嵌入式开发服务

跨平台的游戏引擎

Cloud
FORUM8 虚拟现实平台系统

“中小企业优秀新技术·新
产品奖软件部门”优秀奖获
奖第23届（2011年）
Engineer’s Studio®东大
・前川宏一教授同时获得产
学官联合特别奖

支持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多

2010年 "使用
E-Defence（使用
Engineer's Studio®）
对桥梁抗震性进行实验
研究的 "断裂分析竞赛 "

种设备。可以通过多个工作人
员的共同编辑和云服务器管理
数据文件。

支持云、强化CIM功能的UC-1系列Suite版

土木建筑设计CAD UC-１系列
VR/AR/MR解决方案

自1987年成立以来，FORUM8一直致力于开发

●VR/CG

三维实时虚拟现实
软件包
2000年发布后，迅速开拓VR市场，现在不仅限于建筑、土木，还被用于高度
的交通、汽车研究等各种各样的项目。VR平台的开发获得第8届制作日本大

支持BIM/CIM的综合型
3DCG软件

销售用于土木工程和建筑的结构计算和设计CAD
软件，还提供符合修复规范和道路桥梁规范的土
木工程设计计算软件。基于这一业绩，UC-1系列

综合型3DCG软件，支持从建模、渲染、动画到3D CAD・3D打印的所

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设计和CAD系统阵容，以及造

有内容。凭借其直观的UI和先进的表现力，它被广泛用于建筑效果图

价、电子交付和维护管理，而且还逐步兼容各种

和室内产品设计等应用。

BIM/CIM标准。

●国产3D游戏引擎

奖经济产业大臣奖。

®

2020年，国产跨平台3D游戏引擎“Suite Chidori Engine”发布。
非商用个人使用免费，可以用于编程教育等。

by Fuji Chimera Research Institute(2020/08/31)

系统开发

Suite ERP
提供一系列的ERP解决方案，从客户管理、销售管理和会计管理方案

根据用户的要求定制软件，并通过硬件合作构建系统。

●FORUM8 虚拟现实平台系统

到网络浏览器上的输入/输出访问。各种API可以用来与现有系统连

可以构建任意空间的虚拟系统

●土木工程设计 UC-1的定制开发
●各种3D、VR、FEM定制开发

接。
安全驾驶模拟器

●硬件集成系统开发

在云上使用3DVR构筑的空间和通过虚拟形象的交流工具，支持远程办公、

●支持AUTOSARTM的车载ECU嵌入式开发

虚拟展厅和工厂参观、作业训练和业务管理。
在VR上再现展示会、办公室、校园等所有空间。它还适用于ERP系统，例如

Suite建筑会计

●受托Web、云系统开发

人事和业务管理、Suite会计和智能设备。

●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开发
●嵌入式系统服务
应用案例

国土交通省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VR国综研”
向国土交通省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
（国综研）交付了完全再现了旭办公大楼
的“VR国综研”。

●AI开发

Suite法人会计

●Robot开发

●DS解决方案
机械臂
Suite工资计算-收支管理自主飞行UAV

VR360度模拟器

东京工业大学“虚拟校园”
可以在虚拟空间阅览、评价展示项目的社
交工具。
株式会社AKAMATSU“线上展厅”
四国首次举办现实与虚拟的混合展示会。

自行车模拟器

轮椅模拟器
VR运动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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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托车模拟器

●Suite人事管理
●Suite销售管理
●Suite生产管理
●BCP支援工具
●ISO管理系统

●Suite建设会计
●Suite法人会计
●Suite工资计算
●Suite工资计算-收支管理●Suite固定资产

●Suite会计输入支援服务
Suite法人会计/ Suite建设会计的会计票据输入服务。
9

ENGINEERING

SUPPORT

除了解析、VR等软件包之外，
还提供各种支援服务。

为您提供集先进的技术、最高水准的
解决方案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和服务。

3D・VR/CG工程服务

FEM・解析支援服务

提供优质信息/ HP·宣传杂志Up&Coming

高评价的软件质量和支持

点云VR建模/3D建模、3D配筋CAD兼容VR数据

支持模型制作和解析・模拟业务。

主页发布各种信息，包括产品信息和技术支持信息，并在业界率先提供了软件自

FORUM8有一个专门的小组负责测试，这是质量的基石，

支持3D打印到3DS输出

从数据制作到解析结果的处理、可视化，一系列的流程都能顺畅进行，

动更新功能，可以通过下载更新产品。公关杂志Up&coming为10，000多用户

还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咨询。 产品维护信息也使用信息管

可以轻松进行三维FEM分析等的技术服务。

提供了各种主题和信息，截至2022年1月，该杂志已出版136期。

理群件进行管理，而数据库则用于问题识别、用户需求和其

●CG输入支持服务

●UC-win/Road支援系统

受托制作UC-win/Road相关数据的
技术服务。

使用Shade3D制作CG数据。可用于

他营销目的。在软件开发中，BTS（错误跟踪系统）和VSS

●FEM解析【Engineer’s Studio® 解析支援服务】

制作VR数据模型。

（源码控制系统）的运行是为了保持一个高效和高质量的开

它是一种分析结构非线性行为的工具，通过对土木工程/建筑结构

发环境。 此外，公司正在努力获得软件质量认证体系PSQ。

的部分进行建模，其中梁单元看起来像单个杆或平面中连续的平
板单元。 这是使用本产品的分析支持服务。

●3D激光扫描/建模服务
支持3D激光扫描仪点云测量和
建模,并可导出到LandXML。

水管桥的耐震诊断模型
UC-win/Road点云建模

●3D绘图服务/
3D模型服务

Allplan

品川InterCity模型

●洪水泛滥和海啸分析
通过支持BIM/IFC的
Allplan制作3D、2D
图纸、设计计算书
等。还支持3D配置
CAD的干涉检查。

●火灾疏散分析

五径连续梁桥模型

主页
https://www.forum8.co.jp

●地基分析

HTML电子邮件
新产品发布、活动
和其他最新的信息

宣传杂志Up&Coming
用户介绍/产品支持信息等
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

维护管理组件 FORUM8 Groupweb

支持地基FEM分析的初始模
型制作。

海外拓展及用户支持

Geo Engineer's Studio

●热传导分析

●建筑能源分析

日英法中韩意6国语言对应。以UC-win/Road为首，
面向中国和英语国家的产品也在增加。此外，还在扩

UC-win/Road xpswmm 插件

张、构建世界各地的经销商(销售店网)。2016年在越

●交通分析

南、2017年在缅甸新设事务所。今后也计划更加充
实在国外的支援。
FEMLEEG

●EXODUS／SMARTFIRE
解析支援服务

交通模拟

EXODUS

参加CES、CeBIT、SIGGRAPH等世界规模的展览会

DesignBuilder

GLOBAL DEALER NETWORK

支持在buildingEXODUS和

●Shade3D实用数据集

中央警察大学(台湾)驾驶模拟器

maritimeEXODUS节点/弧形模型

Shade3D形状数据集包含可以马上
使用的各种形状、映射和质感设定。

以及SMARTFIRE的3D CFD-FEM模
型中创建初始模型。

●各种技术服务

●VR城市建设系统
●三维内容服务
●BCP 开发・BCMS 构建支持 ●出版服务
●ISMS构建支持服务
●3DVR危险地图服务
●Suite会计输入支援服务

inquiries to : road@forum8.co.jp

As of January, 2022

实现数字农村城市国家的方法

各种单据、票据的起票，Suite会计
的输入，到翻译一站式对应。
会计票据的
输入、数据化

Suite会计中
的反映

完成和查看
试算表

～7 种类型～

MaaS发展型

超级城市/智能城市类型

防灾·抗压力先行型

台湾富朗巴軟體科技有限公司
Taiwan FORUM8 Software
Technology Co., Ltd.

■FORUM8
Vietnam LLC

支持数字田园城市和智慧城市

智能住宅先行型

地区活性化和观光振兴型

区域经济循环模式
智慧医疗保健先行型

超级计算机分析・数据中心

■FORUM8
Ireland

Ireland oﬃce

通过提供支持数字城市、数字田园城市构建的数字孪生技术、VRCG
软件工具、开发环境、系统服务和技术服务，在短时间内支持实现平
提供利用HPC（High‐Performance

风・热流体分析

台的建设。

Dublin
Czech

基础设施数字数据库

Computing）的大规模分析、模拟、CG

Ireland
Taipei office

通过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的数字DB系统提供服务。

渲染等解决方案。

Hanoi office

●海洋海啸分析
●风・热流体分析
●CG渲染动画服务
●噪声・声学分析
●云・数据中心服务
10

MC&MG

海洋海啸分析服务

AI /大数据
TS

卫星
GNSS

大量的数据
收集 / 分析
地理空间信息的利用

LuxRender渲染

Cloud Computing 信息收集和传播

GNSS Rover
实地调查

建筑工地和
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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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在世界各国的机构、公司、事业等
各个领域上实现了合作

参加了 MIT 的产学连接项目 MIT ILP

Suite
数据消除®

×

Collaborated internship
2018年6月 我司代表就任SAJ（社）软件协会副会长
2019年4月 就任数字社会推进政治联盟 副会长
就任SAJ[人材委员会]副委员长

2020年2月 发布了“Suite数据消除®"
Suite数据消除是一种用于硬盘的数据擦除工具，得到
了ADEC机构颁发的证书（该机构对第三方是否正确
擦除数据进行认证）

2021年4月
UPDATA Co.开始运用“Suite数据消除®"

2017年7月 与MIT联合开展
第8届 夏季研讨会 in 波士顿

名誉教授ドットコム株式会社と開発提携しました

2017年10月 赞助了
MIT的[ACADIA 2017]

2021年3月MIT特别演讲
以土木建设・建筑・环境工程的最前线
为主题进行了演讲

Design Everywhere

Professor Emeritus.com

×

VR＆Assessment

作为Resilience Japan 协助了先进道路摩擦数据库研究协会、 2015年4月 发布了NPO区域发展 2015年4月 与日本技术公司结成业务联盟
2020年 与名誉教授.com有限公司
得到秋田县支持的产学研合作
的正式会员
日本大学工学部汽车工程系研究中心
代表工作室委托的
（公司代表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川添良幸）
为区域振兴、公司发展、人力资源开发
开展活动
在道路相关业务
简化评估支援网站
利用基础设施数字数据库
作出了贡献
开发基础设施数字DB方面的业务
联合开发了维护管理系统（用于桥梁）

参加了各种研讨会和新兴企业展示等
[Startup Showcase]

2016年3月 与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新创公司
Arcbazar进行商业合作
与建筑设计竞赛网站进行VR合作

2021年9月MIT特别研讨会
由John Leonard先生以自动驾驶、AI、Cloud研究的最前线为主题进行了演讲

スイートシリーズ

2016年10月
投资了元簿互联网服务
合作开发了云会计系列

2020年 ROBON有限公司
（Mamezou Holdings出资）
的自动报税工具[计算Robot]
2019年11月 转让得到Game Engine
和Suite会计系列
[Chidori]的著作版权
联合进行功能开发

2014年2月 整合Hoct Systems 2014年7月 CYBERNET签字仪式
所有业务，签字仪式

2011年10月 德国PTV公司
签字仪式

参加了一般社团法人软件
协会（SAJ）/NPO法人山梨ICT
contact支援中心共同开展的
[创造身心健康]体验活动

赞助了第2届全国高中
电子竞技选手赛

赞助了Sports Network Japan
[Sports Godzilla]

获得了Resilience Japan推进协会的
[Resilience认证]

获得了[第7届Japan Resilience
Award]的Grand Prix奖

2019年12月 Monodzukuri Nippon Grand Awards
[Connected Industries -优秀连接]部门经济产业大臣奖 得奖（P.4）

「FORUM8×Patrick Harlan」
TVCM
2022年2月～
开始放送
UC-win/Road / Shade3D / F8VPS

2021年6月～
F8VPS / Suite法人会计
mobile PC 开始放送

2021年6月 国土交通部国土
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国总研）
大型4KVR立体视感驾驶模拟器

2015年6月 名古屋大学导入了世界首发※的
驾驶模拟器

2014年2月 中国交通部
8DOF交通安全模拟器

2012年3月 与九州大学大学院共同开发
信息利用型人-车-交通流相互作用模拟系统

～在VR空间中感受现实沉浸感～

F8VPS[社长和秘书]
UC-win/Road、Shade3D、F8VPS
[描绘羁绊]篇

2020年10月～
游戏编程PC /
Suite会计系列/
安全驾驶模拟器 /
UC-win/Road 开始放送

FORUM8 Rally Japan2021、2022
冠名赞助商签约仪式

2021年10月
签约WRC官方赞助商

2020年7月～
Patrick Harlan出演
TVCM放送
Suite系列产品

FORUM8[道]篇

TVCM
新系列
信息▶

2021年9月 成为Central Rally的
冠名赞助商

2021年6月 作为OMIYA ARDIJA VENTUS
的首席合作伙伴进行应援

2015年3月
清水建设有限公司 设置大振幅震动台

2020年12月 NEXCO中日本Group
驾驶教育用除雪车辆的
[车辆操作模拟器]

2019年11月 NICHIJO有限公司
[除雪车驾驶模拟器]

2021年11月 川崎汽船有限公司、日本无线
有限公司、YDK 技术有限公司将UC-win/Road
作为統合船舶运营商支援系统的
数字孪生·UI进行采用
※截至2015年6月向公众开放的世界上第一个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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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EMINAR

以FORUM8主办的活动为首
作为技术/产品/用户的交流场所召开了各项研讨会

由此产生联系，一切都是为了安心安全的未来

活动/展会

产生共鸣

共

VR・CG Simulation
基于UC-win/Road・Shade3D的CG・VR提供
多样性可视化解决方案、Cloud的应用
提供如可用于各类分析的UC-win/Road、道路CAD、
地形、点云的使用、VR和硬件整合进行的驾驶模拟等

Vir tual reality design studio

符合客户业务目标和技能的内容。
UC-win/Road・Expert Training Seminar

参展和参加各项活动使得用户能亲身体验
FORUM8最新产品和技术。

地方创生/国土基建强化研讨会
从201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目的是促进各市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举措，通过将国
Shade3D体验Seminar

FEMLEEG

土木/建筑领域的高度解析和BIM/CIM综合解决方案
提供了结构的3D动态非线性分析、层压板模型分析等，支持土木
各领域功能设计的强有力工具的体验。近年来，将BIM/CIM纳入
视野，进一步完善了综合性研讨会的阵容，及时对应业界动向。

土木设计CAD的统合产品UC-1系列

座上出席发言。2021年，由Association for Resilience Japan（独家），作为新时
代国土基建强化政策的新DX战略和利用模式，介绍了如"Win-Win企业版故乡税"等
最新讯息。

青少年/软件培训会
青少年/编程培训会

Engineer’s Studio®

F8VPS体验Seminar

园城市概念的产品和解决方案。2020年，内阁办公室和国土交通省的代表在特别讲

试

传

FEM Analysis/BIM/CIM

CAD Design/Cloud

体验所想

表达所想

Suite Chidori Engine®体验Seminar

土基建强化措施和区域振兴举措联系起来，实现协同效应。提出了支持实现数字田

游戏编程PC运用 电脑培训机构

NEW!

为中小学生提供了三种类型的培训会。

作为一个构筑支持Remoteization社会问题解决的共同基盘、数字孪

通过使用UC-win/Road制作VR数据和使用

生可视化和促进DX的工具，培训会将会讲解F8VPS的功能和使用案

Shade3D进行编程，培养了当今时代必不可少的

例，并提供实际进行数字空间构筑的体验服务。

"IT应对能力"、自主思考和学习的 "创造性思维能
力"、以及从基础开始扎实理解机制的 "逻辑思维

UC-1设计系列支持3D加固/3DCAD。 近年来，该系列有做CIM方面的

能力 "等。

功能扩展，如3D注释（3DA）对应产品和面向建筑业的会计软件等。

2022年 地方创生・国土基建強化研讨会

建设ICT大师养成讲座
提供使用VR的研讨会・练习、写报
告和用软件建模作业等的课题（自
学）。学员可以借用CG/VR、土木
工程设计、结构分析等软件进行课程
和作业，并练习实践技能。

该软件的结构是为了提高如设计和施工管理等CIM过程中的生产力，并
考虑结合到了i-Construction。

キミの
好奇心が

2019年，我们还发布了BOX・Culvert的网络应用版本，作为

力に変わる！

UC-1Cloud自动化设计系列的一部分。 此软件系列阵容正逐渐扩大。

未来にはばたく
集！
生大募
学
中
小・

UC-win/Road DS体验Seminar

UC-1系列
BOX涵洞的设计・3D加固

表现技术认证

参观者可接触到UC-win/Road和实

术及其他技术的创新领导者，以实现"人

体驾驶模拟器结合的设备，并在展

力资源开发和对社会的前沿表达技术的

厅中进行实际驾驶体验。培训会中

贡献"。另外，已新开设 "Cloud-AI证书

还会进行车辆运动模型的说明和各

"

・建设ICT
・信息处理／数据基础
・Cloud-AI

対話・连接

CIM
車両運行

計測技術 管理システム

TS出来形
管理技術
制御技術

NEW!

地理空間情報
の活用

VR城市规划
効率化 高度化
s效率ulation
Facilitation

情報管理
技術

MC/MG技術

IT、Cloud技技术
运用

データ転送
・情報処理

・建设（入门篇／应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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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ICT

提供动力，使其成为基于信息和通信技

项设置等实践内容的解说。

Suite系列
Suite建设会计／Suite ERP

城市规划

该认证测试的目的是为公司和技术人员

大数据
収集・分析

AI
Cloud Computing
物理学 科学 数学

環境・安全
assessment

是

アプリケーション
サービス

21世纪型Work skills

x信息处理

数据
収集・分析
视觉化 AI
统计学

机械工学 电子工学 环境学
计划学

presentation
Tation

維持管理
データ

数据库

3D・VR
データ

検索
システム
ID
DRM

知識創造

画像
データ

基礎データ
解析
マネジメント
解析

data
Mining

DBMS
SQL

大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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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8 DESIGN FESTIVAL

以FORUM8主办的活动为首
作为技术/产品/用户的交流场所召开着各种研讨会

由此产生联系 一切都是为了安心安全的未来
关于震灾、泥石流的思考
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各个领域都有许多专家发表演讲，包括交通安全、泥石流、洪水、海啸、
地震、火灾等灾害对策的主题。今后，我们将结合前沿的技术开发能力和最先进的研究，为
安心安全的社会创造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第15届 Design conference
IM＆VR i-Construction Session
Digital Social Innovation
～DX时代的基建强化、防灾IT～

2021年11月17日至19日举办了"FORUM8Design festival2021-3Days+Eve"。
由于疫情管控，该活动线上线下同步举办，三天内共计会场213名，线上1774名
参加了本届活动。

20th
3D V

R 第20回 Simulation Contest on Cloud
以UC-win/Road获得“SOFTWARE PRODUCTS OF THE YEAR 2002”为契机，之后每年都会举办。应征作品逐年展示了运用方案
的多样性。在感受用户“想要实现这样的数据”的热情和创意的同时，弊公司也将继续提出新功能方案建议。活动自2011年以来开

东京大学
工学系研究科教授

台湾数字担当大臣 唐凤 （左）

大宮Ardija・VENTUS总监督

佐佐木 则夫

前川 宏一

Greenwich大学 消防安全工程小组(FSEG)
教授Professor Ed Galea （右上）

始实行在云端公开的公众投票。

东北大学 灾害科学国际研究所所长
教授 今村 文彦 （右下）

京都大学大学院 工学研究科教授
Resilience实践部门负责人

海啸工学研究方面

藤井 聪

连接所想

2021年Grand Prix
[利用VR创建灾害场景和显示洪水模拟的分析数据]
国家防灾和救援技术中心

2021年Grand Prix
[交通模拟分析沉积物运输规划]
前田建设工业有限公司

2021Grand Prix
[高速道路梯团除雪訓训练模拟器]
中日本高速道路有限公司

第8回 National Resilience Design Award

所想之形

该奖项设立于2014年，怀着为防灾社会基础结构做贡献的心愿，旨在表彰有

创

助于国家土地基建复原的举措。 这些奖项汇集了从结构分析、岩土工程、水利
工程和灾害预防等领域强改善国家土地基建结构的具体实例和成就。是作为一
个提供信息和技术研究的论坛来举行的。
2021Grand Prix 现有钢管拱形水渠桥的抗震研究
－钢拱架构件的破坏验证和支腿的非线性抗震性能验证－

新日本咨询有限公司

第9回 学生云编程世界杯

云端运行的应用程序为对象的国际学生竞赛。在编程的品质、逻辑性、
上广受好评，年年都会出现高水平的作品。

学
各项会议

学生比赛。主题是架空的地基，或以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或大阪世博会

东京大学
信息理工学系研究科副教授

山崎 俊彦

第6回 自动驾驶Conference
由4省厅5演讲（总务部、经济产业部、国交部、警察厅）
进行面向实现自动驾驶的最新信息分享与展望
自2010年起每年举行的 "VR Conference"，由UC-win/Road理事会（2000年
起）和国际VR研讨会（2007年起）组成。 除了土木工程和建筑，理事会还举行
和机构的专家将上台介绍最新举措。
经济产业部

制造产业局 汽车科
ITS・自动驾驶推进室长
解说了以自动驾驶为中心的流动社
会的未来形象，以及支持自动驾驶
的技术和制度发展的前景。

立体骨架构造3D解析程序UC-win/FRAME(3D)发布
在2007年与[UC-win/UC-1用户协会]一起发展为
[Design conference]，形成了多项技术交流大会。
2021年，日本Resilience促进会和数字机构就“数字田
园城市国家概念”举办了讲座。

2021世界杯奖 「Bubble Stream」
Team Name：Burbur Chacha 所属：国立高雄大学（台湾）

16

综合通信基盘局 电波部
新世代移动通信系统推进室室长
整理了信息和通信网络发展的要求和问
题，这对实现互联汽车至关重要。
道路局 道路交通管理科
高度道路交通系统（ITS）推进室长
考虑到国家土地基建复原・区域发展
方面，介绍了从道路基础设施方面支
持自动驾驶的实现的相关政策。

以青少年软件研讨会参与者和教育版用户等为对象，在设计节时进行VR作品表彰。 每年展示了
于乐的设计工具。

总务部

国土交通部

第7回 青少年软件培训会
许多极具创造性的VR作品，可以真实感受到UC-win/Road对中小学生来说是能够使用并且寓教

先进的表达技术的改进和传播为目的创立。
术的作品/举措，以及所作出的社会贡献。

后，自2003年后成立了[UC-win/FRAME(3D)协会]，并

2021世界杯奖 「Driver Emotion and Abnormal Behavior Detection and Warning System」
Team Name： SC-Team 所属：上海大学（中国）

由我司全面配合支持的技术艺术会，以促进最

与车辆有关的会议。自动驾驶会议于2016年开始举行，参与自动驾驶的各部委

利用BIM/CIM和VR，进行先进的建筑、桥梁、城市、横向设计的国际
预定地、上海、缅甸、墨尔本等海外的主题来进行设计模拟。

第5届 羽仓奖

该奖项不限制领域，表彰利用了最先进表达技

同步学习

第11回 学生BIM＆VR
设计竞赛
on Cloud

是以UC-win/Road的SDK、VR-Cloud®a3s传输系统库开发的软件、
技术力、审美性、独创性、演示技术等方面，以及在如何灵活运用SDK

协

第7届 最先端技术艺术
最新Technology Art
Session

汽车局技术政策科 自动驾驶战略官
解说了关于Level3的国家实践实验目
的、核查细节摘要，以及项目的安全
方面举措

警察厅

交通局 交通企划科
自动驾驶企划室長
说明了面向Level3实际应用的交通规
则和公共道路示范的问题。
「思考车辆文化的议员联盟」会长
众议院议员 古屋 圭司

数字厅 统括官 国民Service Group 组长

村上 敬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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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本公司的主要软件几乎完全在内部开发，可以促进自由和灵活软件的发展。
除了软件开发技术与新硬件的集成也是一个我们的强项，今年该技术继续得到高评价。
另外，通过利用IT技术，通过视频会议系统进行海外研讨会，作为新的增长点，
和实现业务效率化，例如线上研讨会等。

会社概要
名

称

株式会社FORUM8

代 表 者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本社所在地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1

支社所在地

大阪分公司

大阪府大阪市北区天满桥1-8-30 OAPTower35F

福冈营业所

福冈市博多区博多站南1-10-4

札幌事务所

札幌市中央区北5条西2-5 JR Tower Office广场札幌18F

名古屋展示厅

爱知县名古屋市中村区名站1丁目1番4号 JR中央大廈36F

仙台事务所

宮城县仙台市青叶区一番町1-9-1

金沢事务所

金泽市本町1-5-2

岩手事务所

岩手县泷沢市市巢子152-409 泷沢市IPU第二Innovation Center2-8

宮崎分公司

宮崎県宮崎市学园木花台西2-1-1

冲绳事務所

冲绳县那霸市久茂地1丁目1番1号 Palette kumoji 3階 309号

超级计算机云神戸研究室

兵库县神戸市中央区港岛南町7-1-28 计算科学中心大厦2F 研究室1

神戸工厂

兵库县神戸市中央区港岛南町1-5-2

伊藤 裕二
品川InterCity A栋21F

全资子公司
富朗巴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00％出資） 青島富朗巴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第二博多偕成大厦6F

仙台TRUST Tower6F

Rifare10F

神戸KIMEC 1F

中国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1988号国家会展中心A栋514室
中国青島市労山区松岭路169号国际创新园B座13层B2-1-1
台北市南港区園区街3号4階

FORUM8 Vietnam

5th floor, TID Building, No 4 Lieu Giai street, Ba Dinh district, Ha Noi City

http://www.forum8.co.jp

e - m a i l

forum8@forum8.co.jp

注

FAX.03-6894-3888

台湾富朗巴軟體科技有限公司

主页

创

TEL.03-6894-1888

营业收入推算

本社：品川 InterCity A栋 21F

33期：2019年9月期 更新最高销售额、销售额42.74亿日元
35期：2021年9月期 更新最高销售额和营业收入、营业收入8.55亿日元
36期：2022年9月期 销售额目标56.8亿日元

立 1987年 （昭和62年）5月
册

金

业 务 内 容

5,000万日元
设计、分析、CAD以及VR/CG软件的开发、销售、
支持以及技术服务
1.用于个人电脑的套装软件的开发与销售
2.个人电脑以及周边机器的销售
3.电脑计算业务
4.电脑软件的委托开发
5.设计，解析的委托业务
6.综合租赁业务
7.工业用机电设备和机器人的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
8.电力供销相关业务
9.一般劳务派遣业务
10.所有不动产、租赁、管理
11.数据中心和云服务等相关的业务
12.与上述项目相关的所有业务

年 营 业 额

销售额46亿3,534万日元
营业收入 8亿4,323万日元

普通收入 8亿5,538万日元

（第35期2021年9月期）

员 工 数

第二期以后的业绩推移和35期的对比

259名（2021年10月1日）

主要交易银行 三菱東京UFJ銀行、日本政策金融公库、

瑞穗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商工中金、里索那银行

现任管理团队成立开始，销售业绩自第18届以来稳步增长，销售额连续第7届增长，受地震影响销售额有所下
降，之后的4期同期增长9%，29%，53%，第33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销售额。35期超过33期，营业额和利润
皆为历史上最高水平。

■引入和维护国际标准
通过迄今为止获得的认证标准“质量管理体系ISO9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ISO27001”、“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ISO22301”和“隐私标志
”的持续活动，质量改进、公司和企业，我们接下来也会努力改进持续管理并维护个人信息的保护。

品质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 取得认证
■登录更新日： 2019 年 9 月 27 日
■登录证书编号： JQA-QMA14896
■登录活动范围： 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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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云服务的
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管理系统
■登录更新日：2019 年 9 月 27 日
■登录更新日： JQA-IC0016
■登录活动范围： 全部门

事业管理系统
ISO22301 取得认证

信息安全管理
系统ISO27001 取得认证

■登录更新日： 2020 年 9 月 27 日
■登录证书编号： JQA-BC0005
■登录活动范围： 全部门

■登录更新日： 2019 年 9 月 27 日
■登录更新日： JQA-IM1208
■登录活动范围： 全部门

环境管理系统
ISO14001 取得认证
■登录更新日： 2019 年 9 月 27 日
■登录证书编号： JQA-EM7269
■登录活动范围： 全部门

隐私标识取得认证
■决定授予日： 2012 年 2 月 28 日
■登陆编号： 22000116
■行业： 信息服务・调查业(82)

■Up&Coming用户介绍

登录用户数

130,098

（20 21年12月现在）

■企业／団体
（株）Especially
（株）OCC
（有）Sinyu
（株）建设技术研究所
（株）新日本咨询
（株）SenseTime
三菱地所 （株）
咨询本部
东日本旅客铁道株式会社
东京电气系统开发工事事务所 安全企划室
川崎重工业（株） 能源・环境公司
船舶推进系统综合部 系统技术部
医疗法人知邑舎 岩仓医院康复中心
五十铃汽车（株）
东洋技研咨询（株） 技術第4部
（株）Meiwa Sky Support
（株）电装 电子控制组件部
三井共同建设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先锋株式会社（株） 川越事业所
清水建设（株）技术研究所 安全安心技术中心
（株）Denso IT Laboratory
（株）新洲
Central Consultant(株)
东京事业本部 技术第1道路组
技术第2部桥樑组·水工组
萩原电气（株） 技术中心技术战略室
（株）竹中土木技术·生产本部 技术部
（株）大林组 土木本部
本部长室 信息企划课
（株）Sanyu civil Engineering 工程事业部
IDEA（株）
METRO设计（株）
东海环状自动车道VR Simulator J-FORCE
（株）Technoplan
（株）片平工程
（株）小出测量设计事务所
玉野综合谘询（株）
（株）广原谘询
（株）结构技研
（株）第一技研
（有）技建谘询
（株）荻原设计事务所
（株）中建中心
（株）Ace设计
日本技术开发（株）
（株）Sanken Techno
川铁工程（株）
大和设计（株）
（株）FLOVEL
Pacific Consultants（株）
北建谘询（株）
Zibiru 调查设计（株）
（株）国土开发中心
（株）冲绳结构设计
（株）中央建设谘询
应用技术 （株） 工程本部
（株）群山测量设计社
（株）Techno东北
（有）SSEpro
（株）菊池技研谘询
Crown Consultant Group（株）Crown
大成工程（株）
旭化成建材（株）
日本工营（株）
首都高速道路（株）
（株）NEWJEC
西铁C.E谘询（株）
第一复健（株）
（株）DOCON
JR东海咨询（株）
八千代工程（株）
NEXCO中日本（中日本高速道路）
（株）
（株）结构设计研究所
DOPE建设工业（株）
亚细亚航测（株）
（株）San土木谘询公司
（株）协和谘询公司
（株）国土技术咨询公司
JR东日本谘询公司（株）
（株）结构技术中心
（株）国土开发中心
极东工业（株）
复健调查设计（株）
（株）朝日建设谘询
（株）EITO谘询
国际航业（株）
（株）复健技术谘询
■教育机关
学校法人 浦山学园 富山信息专门学校
明治大学自动驾驶社会综合研究所
东京工业大学 Tokyo Tech ANNEX
大阪大学大学院 人类科学研究科
大分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都市・环境工学 研究室
和洋女子大学 大学院 综合生活研究科

技能物质化学（鬘谷）研究室
北海道大学大学院工学研究院 北方圈环境政策
工学部门 尖端机动工学（萩原）研究室
東京都市大学 工学部 都市工学科
减轻灾害（栗原）
名古屋大学 未来社会创造机构
移动领域 人类・老龄化特征实验室
中央大学 理工学部精密機械工学科
音響システム研究室
关西大学 环境都市工学部 都市系统工学科
地质环境工学研究室
慶應義塾大学 環境情報学部
Human Performance Laboratory
芝浦工业大学 系统理工学部
东北大学 研究所工学研究科
未来科学技术共同研究中心
日本大学 理工学部 交通系统工学科
交通系统研究室
爱知县立大学 信息科学部 小栗研究室
名古屋大学 减灾连携研究中心 减灾馆
同志社大学研究院 理工学研究科
信息工学专供网络信息 系统研究室
琦玉工业大学 工学部机械工学科下山研究室
京都大学大学院 建筑学专攻
建筑构法学研究室
金泽大学 理工研究域 环境设计学系
结构研究室/都市计划研究室
京都大学大学院
琉球大学 工学部 环境建设工学科
德岛大学 大学院
国立福井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筑波大学大学院
兵库县立 加古川高等学校
东京都市大学 工学部 都市工学科
■政府机关・自主团体
国土交通省 国土技术及政策综合研究所 企画
部企画课
长野县 饭山市 建设水道部
姬路市
国土交通省 四国地方整备局
国土交通省 中部地方整备局
东京都港湾局
北海道土地改良事业团体联合会
■研究机关・厂家・财团
日本光机工业株式会社 技术营业部
爱信精机株式会社 第一电子技术部
ITS第二组 神户市企业诱致推进本部
ALPINE（株）先行开发部
（财）道路交通情报通信系统中心
东日本高速道路（株）（NEXCO东日本）
丰田汽车公司（株）
（独）自动车事故对策机构
（财）道路新产业开发机构
（社）日本建设机械化协会 施工技术综合研究所
（财）道路保全技术中心
（财）三重县建设技术中心
（财）鹿儿岛建设技术中心
■海外用户
摩根州立大学
上海电子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建筑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ARTC车辆研究测试中心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
中央警察大學
Chulalongkorn大学
中国船级社
釜慶大学校
麦考瑞大学
首尔市立大学
上海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
美国夏威夷州（联邦）运输局
Asia Air Survey（株）
ISBIM社
泰国住宅公社
TECCO2社
Swee Hong公司
上海市政交通设计研究院
天津大学
同済大学
上海市城市建設設計研究院
韩国交通研究院（KOTI)
首尔大学环境研究所
韩国建设技术研究所
韩国农业基磐公社
格林威治大学
BMIA
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
Omnitrance International BV
■其他
森下emi

■入会団体
i-Construction Promotion Consor tium / iCD Association / ITS Japan /
MMS Study Group / Autodesk Co., Ltd./Open CAE Society / Okinawa
NEC User Group / OCF / Image Information Education Promotion
Association / (Speci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Intersectural Center /
Visualization Information学会 / 镰仓能舞台 / 计算科学推进基金会 / 测量和
自动控制学会 / 建筑信息学会 / 公路研究协会 / 软件协会 / 交通工程研究协会 /
神户医疗产业城市推进委员会 / 神户商会 / 计算机娱乐评级组织 /最先进的表现
技术活用促进协会/产学官CIM/GIS研究会/芝公司协会/岩土学会/NPO市民城镇
开发站/先进路面摩擦数据库研究协会/数据正确擦除执行认证理事会/（特别非）
数字北海道研究协会北海道无人机协会/CC网络研究小组/信息处理协会/CRM理
事会/Seiyukai/高轮特防协会/NPO社区发展工作室/区域振兴SDGs公私合作平
台/铁路研究所/ 电子旅馆声音推进协议会 / 东京社会保险协会 / 东京商会 / 东京
中小企业 Keiyukai 商业合作社 / 综合医疗妇女协会 / Toyukai（日本政策金融
公司） / 城市规划顾问协会 / 土木工程学会 / 土木工程研究中心 /日本技术协会
/ 日本管理协会 / 日本下水道协会 / 日本建设信息中心 / 日本建筑结构工程师协
会 / 日本建筑工程师协会 / 日本钢结构协会 / 日本混凝土工程学会 / 日本测量技
术协会 / 日本土工滑坡协会 / 日本调查协会/日本综合医学学会/日本道路协会/
（特别非）日本虚拟现实协会/日本贸易促进组织JETRO成员/日本-云南协会/
（特别非）日本数据中心协会/日本视觉思维协会/日本Trade

Relations

Simplification Association / building SMART JAPAN / Fujita Kanko Co.,
Ltd. Camellia Hills Countr y Club / Prestressed Concrete Engineering
Society / VR Promotion Council / 北海道经济联盟 / 北海道产学官研究论坛
/

麻省理工学院产业联络项目技术（ILP）/

Mitsubishi

UFJ

Research

&

Consulting / 隔震改造施工方法研究组 /山梨 ICT & Contact Suppor t
Center

/（非）实时地震信息利用委员会

/

Resona

中小企业振兴财团

/

■技术类资格/认证技术者一览
资质名称/认证技术名称

人数

技术士

建设部门

3名

博士

工学

2名

技术士辅

建设部门

5名

一级

4名

二级

3名

RCCM

1名

土木施工管理技士
建筑士

2名

一级
软件开发技术者（应用情报・含第一种）

16名

信息处理安全确保支援士
资讯处理技术人员

2名
网络

技术工程师

1名

数据库

基本信息技术者（含第二种）

资讯领域

信息安全管理

4名

信息安全经历

2名

IT通行证(旧初级系统管理员)
CG检定

1名
33名

38名

专家

5名

信息系统养成

1名

社会保险劳务士

1名

公认会计师

2名

卫生管理者

第一种

2名

第二种

4名

■专利一览
特权登录名称

提出号码

公开号码

登录号码

使用网络
低延迟驾驶模拟器同步系统

特开2017-138793 6077686
特许2016-019112
(17/01/20)
(17/01/20)

取决于移动端的操作意图和反应处理
驾驶模拟技术

特许2013-173345

特开2015-039589 5718992
(15/03/02)
(15/03/27)

使用移动终端的驾驶模拟装置
及驾驶模拟程序

特许2013-145512

特开2015-18110
(15/01/29)

5711312
(15/03/13)

虚拟空间信息处理系统，系统的服务器设备，
在服务器设备上执行的程序，
及虚拟空间信息处理方法

特许2012-158502

特开2014-21643
(14/02/03)

5462326
(14/01/24)

管理系统、管理服务器、云系统、
和程序

特许2011-197438

特开2013-58163
(13/03/28)

5395862
(13/10/25)

数据分发系统、数据分发设备、
及数据分布方式

特许2010-290022

2012-138780
(12/07/19)

5367687
(13/09/20)

驾驶模拟装置、服务器装置、
和程序

特许2011-137288

特开2013-4009
(13/01/07)

5149426
(12/12/07)

信息共享系统，系统的服务器设备，
在服务器设备上执行的程序和信息共享方法

特许2012-163499

特开2014-021955
(14/02/03)

提出中

驾驶模拟设备和驾驶模拟专业
Gram（汽车模拟、汽车行为预测技术）

特许2020-190160

提出中

（以上用户尊称省略，摘自本公司杂志Up & Coming用户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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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FORUM8 Exhibition ’99”。
邀请东大前川教授等进行特别演讲。

私人研讨会 UC-1 / UC-CAD Fair
（在16个城市举办地区研讨会）。

先进性

Up & Coming

展览中的民间论坛会议
展位的状态。

社会性
Sociality

付费研讨会开始。
活动在有良好PC环境的东京和大阪举行。
FORUM8成立纪念派对
在新宿京王酒店举行。

协调性

基于3D景观设计和
驾驶模拟的道路设计程序

矢量型超级计算机Cray-1。

Forum Spirit

35th

CEO 和田忠治致辞
日本首个土木工程和建筑设计软件
是套装软件的起源。

纪念公司名称的8周年庆典。在刚刚
开业的宫崎Seagaia大厅，我们邀请
了公司用户以及相关者，并进行了
盛大的宴会。

Up & Coming初版
第1号发布 。

成立之前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尽快的开通了自己的网
站，并开始向公众开

1995 1996

1993

UC-win/Road发售。 领先于行
业开始开发 3D 虚拟现实市场。

土木设计创新
UC-win/RC诞生。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质量管理体系

获得 ISO9001
认证
︵ 日本 个
7 办事处全
部︶
有偿研讨会开始
支援系统启动
UC-win/Road

集成系列发布
-CAD

理事会
UC-win/Road

计算
UC-1

发布
UC-win/Road

第一届

软件包
VR

举办﹁ FORUM8 Exhibition ’99
﹂

初版发布
Products Guide
互联网版升级中心开通

技术的全面利用产品
3D
发布
UC-win/RC

内部业务体制改革 ︐
事务处理也已迁移到 Windows
平台

主页发布
FORUM8

新西兰分公司

楼
OAP Tower 13

成立 “FORUM8 (NEWZEALAND) LIMITED”

大阪营业所分公司搬迁至

成立 周
FORUM8
8 年纪念
员工数突破 100

阪神大地震

宫崎分公司第三期竣工

UC-1 / UC-CAD Fair

内部人事评价改革 ︑职业评价运用和年薪制度改革

私人研讨会

个地方研讨会 ︶
16

年春季刊出版 ︒
1991

名注册用户
2000

创刊创刊
Up & Coming

举行五周年活动

公关杂志

超
/过

新闻发布
UC-1 / UC-CAD

开设福冈营业所

人︶
16

在 Civil Forum Association Osaka Fair
上宣布
UC-CAD
宫崎分公司开设大阪营业所

员工旅行︵ 关岛 ︶

宫崎分公司一期竣工

民间论坛协会成立

总公司迁至新宿区神乐坂

︵ 社长和田忠治
FORUM8

举办成立纪念会︵ 新宿 ︑京王酒店 ︶

成立

系统公告
50

接受钢筋混凝土截面计算极限状态设计的开发项目

型号
if800 / UC-1

系统发布
if800/UC-1

土方相关程序开发 ︑挡土墙工程 ︑
弧滑 ︑
土方挡土工程

1983 1984 1985 1986
面向土木工程和建筑设计的

FORUM8的
历史与未来 ︒

Global Engineering Software Company

「思考设计」
「享受设计」

︵

FORUM8 35年的历程

大阪营业做升格为分公司。转移至OAP
Tower13层、扩充为营业战略中心。

年

3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 截面计算二

基于边际状态设计方法
截面验证程序

画面输入示例

画面输出示例

••
•
••
••
••
••
••

宫崎市学城宫崎分公司竣工

宫崎分公司第三期竣工

新西兰 FORUM8
（NEWZEALAND）
LIMITED成立

首次Road理事会与用户的意
见交流会在大阪帝国酒店举
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截面形状的选择 输入横截面
尺寸钢筋排列

大阪营业所开业纪念排队。
通过每年一次的员工旅行加深了员工之间的友谊。

举办成立5周年纪念活动。
内部业务体制改革。 构建群件并将文书工作程序
移至 Windows 版本。

UC-win / Road（现VR
支持服务）支援系统启
动。

宫崎分公司整体平面图

1992年 成立五周年纪念旅行

20

1991年 新西兰

1990年 夏威夷

1989年 关岛

用户信息页面打开。 报
价、许可证管理、评估/
请求等

UC-1计算CAD集成系列发
布。

21

与
合作的 VR/
隧道运营系统
BMIA
荣获 国
“际隧道奖 ”

-

”

第一届 学
设计大赛 开”
赛
“生 BIM&VR
年高速公路驾驶模拟器被评为有助于信息技术发展的
2011
信息处理系统

”

获得 东
EXODUS
“京消防厅认证避难计算方法

第
届中小企业优秀新技术
Engineer's Studio®
“ 23
荣获 新
“产品奖软件类 ”

避难分析
认证
被经济产业省选定为 “IT
经营实务认证企业
东京总部开发支部 ︐超级计算机云神户实验室
开设仙台营业所

汽车领域的
UC-win/Road

模拟器
UC-win/Road VR

-

东京大学工学大学院社会基础研究系教授前川宏一（左）
代表取缔 役社长伊藤裕二（右）。
从 Up & Coming No. 88 开始
该杂志进行了重大更新。

连续 7 期确保销售额增长 ︐较第 17 期实现翻番︵ 增长
102% ︶
FORUM8 设计节 2010- 3Day s 作为 3x 8
纪念的一部分在目黑雅叙园举行
Up & Com ing No. 88 进行了大幅修改 ︐中国
用户刊载的VR云项目被经济产业省﹁平成 22年度产业技
术研究开发﹂采用
FORUM8认证“ ＶＲ工程师检定 ”
开始

︵ 3D
︶分析支持团队获胜
UC-win / FRAME

研讨会
VR

用户介绍中介绍﹁丰田汽车﹂
Up & Coming No. 77

解析大赛
E-Deffence
发布 3D
非线性 Engineer’s Studio® Ver.1.00

在
举办第二届国际
哈佛大学和大阪大学获得研究鼓励奖
发表︽ VR
与新城开发︾
Exknowledge
亿日元
1.24

VR Summer Work Shop

连续五年增加销售额 ︐确保营业收入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办
由审计公司进行内部审计︵ 短期审查 ︶

研讨会
VR

第六届 3D VR
大赛
评审团一等奖在东京会议中心公布
举办第一届国际

的
Decision Japan

英国交通学院
来自全球 所
8 大学的 人
9 主讲 ︐
视频会议系统介绍 网络研讨会开始
/
Multiframe︑Maxsurf︑xpswmm
取得

种
3 产品的销售权 ︒
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上海日浦福博科技有限公司
︵ 现富朗巴軟件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 ︶

签订中日独家销售合同
Galia

转为双月刊 ︐第 69
期
Up & Coming
内部福利提升措施 ︓引入固定供款养老金计划

专家研修会
UC-win/Road
教授
FSEG

年
3 销售增长

展出 ︐提出
ITS London

介绍书︽可以使用的虚拟现实︾ ︐Kentsu
UC-win/Road
出版
Shinbun

与格林威治大学

在

营业利润连续

开设名古屋事务所／第１回 UC-win/FRAME(3D)
理事会
全公司 ︐
新西兰重组 ︐
组织重组

经营新体制开始

︵ 3D
︶分析支持服务开始
UC-win / FRAME

登录用户突破 10000
社
伊藤 裕二 就任社长

成立２ ８
×周年纪念日 ︑和田忠治社长卸任
︵ 3D
︶发布 ︐3D FEM
分析软件
UC-win/FRAME

向 MAG Road Building
交付
首次向韩国出货

楼
GT Tower 15

模拟大赛
举办第一届 3D VR
获得 2002
年度软件产品奖 社
UC-win/Road
“会生活领域
公共领域 ”

东京总部新办公室迁至中目黑

上海成立纪念大会在上海市交通工程
学会的支持下隆重召开。

预分析比赛/纤维模型部分。 本公司的分
析支持团队获奖。
从Decision Japan取得3个产品的销售权
与格林威治大学FSEG的Galia教授
签订中日独家销售合同。
代表取缔役社长伊藤裕二
发展总监Brent Fleming
销售总监武井千雅子
组成新的经营体制。

xpswmm
Maxsurf
Multiframe

Engineer's Studio® 中小企业杰出新技术新产品奖
荣获软件类优秀奖。 前川教授也同时获奖。
开设仙台营业所（左）
超级计算机云神户
实验室和工厂（下）。
Engineer’s Studio® 发布。 使用
东京大学混凝土实验室的前川模型进
行内部开发。
举办首届3D / VR
模拟大赛。

2011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第二届国际VR研讨会在东京会
议中心品川举行。

成功在目黑雅叙园举办活动
作为国际VR研讨会成
员在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举办首届Summer
Work Shop。
第一届国际VR研讨会由“World8”
举办，来自全球8所大学的专家齐聚
一堂。
UC-win/FRAME（3D）分析支持服务
开始。除盒装套装销售外，还提供模型
创建支持。

《VR 呈现与新城市开发》由
X-Knowledge发布。
举办第6届3D/VR模拟大赛。
开设名古屋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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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DWC 第一届「学生BIM&VR设计大赛」
开始举办。
UC-win / FRAME (3D)
发布。 3D FEM 解析程
序。

FORUM8 Engineer Career Path
UC-win/Road/VR工程师认证考试。
在伦敦 ITS 展出。 众多客户前来参加活动
UC-win/Road的ADAS开发从此开始快速发展。

BMIA的Philip Marceau先生（右）
FORUM8松田克己（左）在颁奖典礼上。
与BMIA共同开发
G'Val系统。

中小企业IT经营力大会2011
被评为「IT经营实践认定企业」。

屡获殊荣的高速公路驾驶模拟器。

作品解说和表彰式。

グローバル・デザインコンペ

自主簡易アセスサイト

于JR Central Towers F36
开设名古屋展厅。
与FEMLEEG(上)的签约仪式(下)。

2016

与美国 Arcbazar
公司进行业务合作
通过简易评判和 VR-Cloud
开展 ProjectVR

4月 1日起全面变更为
FORUM8订阅服务

世界首个4K5面立体DS︵ 名古屋大学NIC ︶受到
BBC采访报道

与麻省理工合作 ︐
参加MIT ILP计划
开始共同进行尖端研究等活动

中
”小企业百选︵ 经济产业省主办 ︶

内容企划制作的︵ 株 ︶ CRAVA
业务
3D

当选 积
“极 经
IT营
收购

法人地域建设工房的委托构建 公·布
NPO

于台湾举办第 届
记者发布会
5 VDWC
理事长
招待基隆市长 ︑
台湾 CISA
受

年度被采用
26

”

︶
FORUM8 TAIPEI

JR Central·Towers 36F

CAD︑ 3DCAD Studio®

自主简易评估支援网站
发布三维
开设名古屋展厅
名古屋事务所搬迁至

成立 台湾富朗巴软体科技有限公司︵

首次举办面向中小学生的 初
“级 软·件 培·训会
于夏威夷 火·奴鲁鲁举办国际 VR
峰会 ︑
第 届
5 Summer Workshop

京
“ 在
”平成

取得虚拟空间信息处理系统相关的基本特许权

超级计算机

与株式会社 Ho ku to · Sy s tem 合并
将FEMLEEG添加至FEM分析系列产品线

成立中国青岛事务所︵ 青岛富朗巴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

获得 项
相关的专利
3与 VR-Cloud
・驾驶模拟的输入设备
专利第 5395862
号
︵ Anything as a Service
︶ ︓云传送数据库
・ a3S
专利第 5367687
号
・云计算体系
专利第 5395862
号

获得公共网络机构的
Engineer’s Studio®
危
“机管理设计奖 ”

”

UC-1 Engineer’s Suite

举办第 届
1 学
“生云编程世界杯

发布

东京总公司搬迁至 品川 InterCity 21F
开设札幌事务所 ︑
金泽事务所

取得BCMS事业持续管理系统
ISO22301认证
提供相关系统“ BCP支援工具 ”︑
“ 道路损伤信息系统 ”
录入国土交通省关东地方整备局 测量从业者
获得“ 隐私标志 ”
认证
2005年起运用隐私政策

发布对应平成 24年新道示产品 ︐
举办新产品培训会

台湾记者会现场
VR·FEM工程·研讨会 in Taiwan
现场（上）和黄茂雄先生（下）
（东元电机集团会长/台湾经济团
体·名誉理事长）

参考了竞赛第一名
方案的现计划
（UC-win/Road模型）
「积极IT经营」
认定证书
CPWC第1届“学生云编程世界杯”。

2015年向名古屋大学交货
“积极IT经营”中小企业百选
颁奖式
面向中小学生的
“初学者·软件·培训会”

能够从全世界募集
各种提案的Arcbazar
的项目网页
Engineer's Studio®：
板模型（左）、线元素分析（右）

ＶＲ & Assessment

アセスとＶＲ
Design Everywhere

世界中で設計

桥梁模型制作演示
3DCAD Studio®的界面
3DCAD Studio® CIM联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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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户研究室“告诉渲染引擎的构建”
采用了超级计算机“京”。

● 交通便利 距品川站南口步行 3 分钟
● 扩展研讨会室、
展示空间
● 在 Design Festival 2013
进行了总部搬迁纪念
特别活动，举办网络派对

台北事务所所在写字楼
在经产省项目委托的验证项目中实施
研究开发，获得基本特别许可。
开设金泽事务所

设立青岛事务所（青岛富朗巴软件技术有限
公司）。所在大楼外观、开业纪念派对、研
讨会现场。
开设札幌事务所
发布对应平成24年新道示的产品，
研讨会现场。

Engineer’s Studio®获得公共网络机构的“危机管理设计奖”。
JQA理事 福井 安广（右）和
社长 伊藤 裕二（左）。

2015
2014
2013
2012

景観・VRシミュレーション

Arcbazar + ProjectVR

获得
ISO22301
管理系统
认证。

BCP制作支援工具。

发售Suite 系列产品。

使用3DVR技术的自主评估（左）、
自主简易评估支援网站（右）

参加 MIT ILP计划，出席2016 MIT Japan Conference

奥田 修司

制造产业局自动车课 电池 · 次时代技术 ·ITS 推进室长

国土交通省

久保田 秀畅

自动车局技术政策课 国际业务室长

CRM2021 Bes t Prac t ice 奖 持续奖连续
获奖

国综研
“VR
”

以官方合作伙伴身份与FIA国际汽车联盟WRC签约成为
冠名赞助商
Central Rally
在经产省的次世代软件平台
验证项目中被采纳
向国土技术政策综合研究所交付
大
立体驾驶模拟器 和
“型 4KVR
”
队
Ardija Ventus

冠名赞助商
FORUM8 Rally Japan

以首席赞助商身份为大宫
提供支持
成为

︵ 强韧化大奖 ︶ ”
Japan·Resilience·Award

数据消除 ®”
业务开始由
“Suite
株式会社负责展开
Up Data
获得 第
“ 届
7
准优秀奖
开设爱尔兰事务所

发布F8VPS︵ FORUM8 Vir tua l Pla t
form Sy s tem ︶
中日本集团共同开发
与 NEXCO
除雪车辆驾驶培训用“ 车辆操作模拟器 ”

出演的
Pakkun

®

TVCM

~ “Connected

凭借 使
描绘区域未来建设的模型 在
“用 VR
” CRM2020
连续获得
持续奖
Best
Practice
安全驾驶模拟器获得国家公安委员会的
UC-win/Road
驾驶模拟器型号认定
开始播放
游戏引擎
3D
“Suite CHIDORI Engine®”

发布国产跨平台

数据消除
Suite
的
“CHIDORI”

获得第 届
8日本制造大奖 经济产业大臣奖
Industries优-秀联动 类
”别
发布

自动设计系列
UC-1 Cloud

收购日本国产跨平台游戏引擎
著作权

发布
被厚劳省教育训练程序开发项目采用
要求
” STEP1

︵ 拉斯维加斯 ︶
CES

达到全国健康保健协会 健
“康企业宣言
获得 健
“康优良企业︵ 银 ︶ 认
”定
首次参加世界最大规模技术展销会

收购株式会社 Shade3D
全部股份 ︒
加速3DVR业务发展

2018

地震模拟器 获
届中小企业优秀
“UC-win/Road
”得 第
“ 30
新技术 新·产品奖 软件部门 优
”良奖
于BS日Te le 开始播送“ Innova t ive
Tomorrow ~ 改变VR ”
节目
建筑会计
发布 Suite
获得由经济产业省承认的 健
“康经营优良法人
︵ white500
︶ ︵
”大规模法人部门 ︶认定

“INNOPROM2017”

获得基于女性活跃促进法的厚生劳动大臣认定
企业的 第
获得 “Eruboshi”
“ 阶
2段认证 ”
俄罗斯最大规模的综合产业博览会
于 Japan·Pavilion
出展

成立 周年特别演讲 祝·贺会
FORUM8
30
︽ VR Impact
︾由 Diamond
出版社发行

业务
First System

参加世界最大规模IT相关展销会“ Ce
BIT2017 ”
︵ 德国汉诺威 ︶ ︐
对Roa d ︐
驾驶模拟器进行大规模展
收购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的
加快Io T时代的软件开发

河北麻友子的集合 ︕ VR Friends”
开播
“Pakkun&
届 FORUM8 Design Festival 2016
第 10
︱连续举办3天“ 自动驾驶研讨会 ”
3省厅登台演讲
通过圆账网络服务和面向建筑行业的开发进行协作

虚拟展厅
虚拟校园

线上会议功能
VR模式

Suite建筑会计 主菜单

颁奖式（左）、表彰奖牌（右）
使用3台模拟器进行梯队除雪
的连动训练效果
第8届日本制造大奖 颁奖仪式

来访我公司现场。佐佐木则夫主教练（左）、
本公司伊藤裕二社长（中）、鲛岛彩选手（右）
获得型号认证的安全驾驶模拟器（左）、
安全驾驶模拟器型号认定书（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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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te系列广告于2020年7月开始播送
同时发布了花絮内容
UC-1 Cloud 使用效果（左）
UC-1 Cloud 自动设计 BOX
涵洞 钢筋输入界面（右）
参加CeBIT2017的展位

建筑ICTMaster培训讲座。本讲座于线上进行
Eruboshi 认定标志
日本安倍首相、德国默克尔总理出席招待会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作为新项目发表的VR-NEXT
经产省“健康经营优良法人white500
（大规模法人部门）”标志认证、认定证书
首届自动驾驶研讨会

FORUM8 成为Rally Japan2021、2022冠名赞助商
Suite数据清除®的使用流程（左）、
ASEC发行的“数据正当删除实施证明书”（右）
UC-win/Road地震模拟器（左）、
颁奖式现场（中央）、表彰奖牌（右）
经济产业省

产经省、国交省、警察厅登台

警视厅

交通局交通企划课 理事官

大野 敬

VR国総研

通过F8VPS呈现国综研景观的VR国综研（上）、
大型4KVR立体驾驶模拟器（下）

F8VPS功能一览

全球化据点
我们在所有展厅和事务所展示了以驾驶模拟器为首的最先端VR集成系统，
欢迎随时莅临体验。

名古屋展厅

札幌事务所

仙台事务所

名古屋市中村区名古屋站1-1-4

札幌市中央区北5条西2-5

宫城县仙台市青叶区一番町1-9-1

JR Central Towers 36F

JR Tower Office广场札幌 18F

仙台TRUST Tower 6F

TEL. 052-688-6888

TEL. 011-806-1888

TEL. 022-208-5588

FAX. 052-688-7888

FAX. 011-806-1889

FAX. 022-208-5590

东京总部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1

品川InterCity A栋21F

品川

Intercity

港南小学校前

TEL.+81-3-6894-1888
FAX.+81-3-6894-3888

位于东京品川站东口再开发地区的品川Intercity，从品川站
（JR东日本、京滨急行）仅需步行5分钟，可以直接到达横
滨、千叶、成田国际机场和羽田机场等地区。

超级电脑云神戸研究室

神戸工厂

金沢事务所

神戸市中央区港岛南町7-1-28

神户市中央区港岛南町1-5-2

金沢市本町1-5-2

计算科学中心大厦2F 研究室1

神户KIMEC中心 1F

Rifare10F

TEL. 078-304-4885

TEL. 078-306-2088

FAX. 078-304-4884

FAX. 078-306-2088

TEL. 076-254-1888

FAX. 076-255-3888

ホール

福冈营业所

冲绳事务所

岩手事务所

福冈市博多区博多站南1-10-4

冲绳县那霸市久茂地1-1-1

岩手县泷泽市巢子152-409

第二博多偕成大厦6F

PALETTE KUMOJI 3F 309号

泷泽市IPU第二创新中心2-8

TEL. 092-289-1880

TEL. 098-951-1888

TEL. 019-694-1888

FAX. 092-289-1885

FAX. 098-951-1889

FAX. 019-694-1888

品川仓库

大面积扩张办公室、会议室和服务器，同时增加了展示厅。

中国上海（Shanghai）

大阪分公司

宮崎分公司

大阪市北区天满桥1-8-30

宫崎市学园木花台西2-1-1
TEL. 0985-58-1888 FAX. 0985-55-3027

OAP TOWER 35F

富朗巴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1988号

国家会展中心A栋514室
TEL. +86-21-6859-9898 FAX. +86-21-6859-9897

TEL. 06-6882-2888 FAX. 06-6882-2889

中国青岛（Qingdao）
青岛富朗巴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69号
国际创新园B座13F B2-1-1
TEL. +86-532-66729637
FAX. +86-532-66729639

中国台北（Taiwan）
台湾富朗巴軟體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区园区街3号4F
TEL. +886-2-2655-8375
FAX. +886-2-2655-8325
28

上海事务所 国家会展中心
National Convention & Exhibition Center（NECC）

越南 河内（Vietnam）

爱尔兰（Ireland）

5th floor, TID Building, No 4 Lieu Giai street,
Ba Dinh district, Ha Noi City
TEL: +84-(43)-244-4058

伦敦（London）
悉尼（Sydney）
首尔（Seoul）
29

应届毕业生招聘信息

■募集背景

■选拔方法

■薪水 / 工作条件

本公司主要从事土木设计、解析、建筑设计等软件开发、销售，最近
还开展虚拟现实（VR）软件开发、VR服务、解析服务等工程服务及系

■2023年4月入职者为对象的公司说明选拔会（全日程13：30开始）

■工资： 根据经验和能力给予优待。
应届毕业生：255,000円（大学毕业程度）

统开发，并提供驾驶模拟器等各种集成业务。寻求对应以上业务的工作

260,000円（研究生毕业程度）

积极，有能力的技术人员。

250,000円（大专、高中毕业）

第1回

养老保险补贴：包含10,000日元（缴纳确定养老金制度）

，今后还将继续推进战略产品的开发、软件和服务的高水准化。营销方

■涨薪：1年2次 (1月、7月)

面，作为软件制造商除了维持日本国内的销售活动外，面向海外的产品

■奖金： 1年2次 (6月、12月)

销售在韩国、中国、美国等国都有很好的成果，今后将巩固代理店体制
，尤其强化中国等市场的开拓。

第3回

2022年4月11日（周一）

※详细情况请到本公司招聘窗口咨询。

2022年5月13日（周五）

第 4 回 2022年 8月 22日（周一）

汇集FORUM8
员工和公司外
部人员的合作
经验、达成目
标的努力等各
种营养丰富内
容的《蜂蜜（8
meet you）》
公 司 内 部 杂
志。

应届毕业生平均1.3个月

1日（周三）

运输直接费用补助半额)、住宅补贴(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
福冈)或租借公司住宅(全据点)制度、TAKANAWA住宅(一室职员宿
舍17年8月竣工，希望接待总公司工作对象)、养老金补贴作为确定

软件开发

(2) 系统工程师

建筑土木、信息、电气电子、汽车

(3) CG / VR制作人员

CG / VR调制调节器、制作人

(4) 讲师

3D / CAD、技术支持工程师

(5) 游戏制作 / 开发

缴纳养老金或养老金补贴依据职位发放（一般职位：月额10,000日
元，主事：月额20,000日元）、更新休假补贴、纪念休假补贴、育
儿支援补助制度（认可外保育园、保育所/学童俱乐部利用/病儿保
育费、会员制度假酒店（东急Harvest XIV）、会员制酒店（东京

5日（周一）

第 6 回 2022年 10月

3日（周一）

■实习招募概要

第 7 回 2022年 11月

1日（周二）

招募事项 / 条件

第 8 回 2022年 12月

1日（周四）

■对象学生

第 9 回 2023年 1月 10日（周二）

预计于2024年3月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课程毕业者、9月毕业

第10回 2023年 2月

/预计2025年毕业的学生，同时也接受大专学校。专业不限,但是敝司

1日（周三）

以下专业人员居多。
例：信息工程学、土木、建筑系等工学专业者/文科领域专业者

健康运动休假（1年3日休息）、癌症或女性特有疾病等伤病假期、

(7) 开发技术职位

■销售 / 事务类
(1) 销售（软件销售、系统方案）

无薪。会员制酒店折扣（个人半价）

本会场：东京总社研讨室
TV会议转播会场：大阪、名古屋、福冈、仙台、札幌、金泽、岩手、
宫崎、冲绳、线上

(3) 财务总务（会计、经理、人事、OA一般事务、总务）

关于实习

■招聘人数：技术类、销售 / 事务类等各职位，合计50名左右。

酒支援制度、推荐招聘系统、员工优惠制度、休闲服装制度

加的希望日、参加会场、学校名、学部名、姓名、联系方式（邮件、电话
采用窗口 e-mail ：recruit@forum8.co.jp

年末年初休假、特别休假、恢复休假、纪念休假、育儿休假、健康体育休

别休假

■招聘履历
■聘用人数 （包括中途聘用，不包含合并入社）
2016年 32名、

2017年 24名、

2018年 29名、

2020年 45名、

2021年 59名(截至2022年1月)

2019年 30名

■工作地点
东京总社、大阪分社、名古屋展览室、福冈、仙台、札幌、金泽、岩手、冲绳
、宫崎分社、神户研究室、上海、青岛、台湾、越南
■工作时间：9:00～17:30
弹性制度（核心时间10：00～16：30）
午餐时间弹性
※实际工作7.5小时（休息60分钟）

企业说明选考会

https://www.forum8.co.jp/forum8/about/recruit/

■选拔方法

销售职位 / 事务职位：一般常识80分、计算机40分、基础数学30分、
小论文

通过书面文件或电话、电子邮件等向本人通知实际技巧考试以及董事面

2019年10月18日（周五）
2020年 1月30日（周四）

2021年4月19日（周一）

出演敝司的CM广告

特別演讲
Patrick Harlan

× MIT Media Lab

recruit@forum8.co.jp

讲座的主题是“未来竞创—艺术与

心”的重要性，并强调他希望

科学融合的原创未来”，结合石井

人们在工作中持续享受和接受

先生的“Tangible User Interface”

挑战，不受先入为主的观念束

概念和技术，向今后开创未来的学

缚。不断钻研最新技术的

同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应聘

在讲座中，他谈到了“不忘初

最先端表现技术利用推进协会
该协会调查研究最先端表现技术，以运用于内容开发支持为目
的而设立，通过培养技术/产品开发者、用户、创作者等人才以
及运用最新表现技术向社会做出贡献。

VR推进协议会
VR推进协议会是面向3DVR自动驾驶、无人机飞行模拟等领域
提供VR虚拟平台，向制造商、大学等研究者、工程师开放的协
议会。我司全方位支持赞助该协议会。

战精神。
MIT Media Lab
副所长 石井 裕

一般财团法人

一般财团法人

FORUM8可以充分体现这种挑

生们传达了鼓励的信息。

※我们将严格为应聘者保密。 应聘相关的咨询请联系上方邮箱地址。

结业报告：发表

试日程

特別演讲 石井 裕

LINE@官方账号
LINE ID：@forum8jp

■实习内容
入学教育、分组分配、决定担当业务、分组实习（选择）
●软件开发实习 ●销售 ●E销售实习 ●销售事务/总务实习

■结果发表

MIT Media Lab 副所长 Tangible Media Group Director

品川Intercity A栋21F
FAX: 03-6894-3888

■实习主题
可以体验最先进的VR、分析等技术研讨会和软件。分别有技术支持、
VR(虚拟现实)开发、VR技术支持、设计软件开发、CAD指导员、销售/
销售事务等分配部门，将基于分配部门决定实际的担当业务。

●虚拟现实技术服务实习 ●三维分析支援服务实习

〒108-6021 东京都港区港南2-15-1

TEL: 03-6894-1888

■期间
大学生、研究生：夏季2周、夏季2天
※夏季2天可选择线上实习

技术职位：一般常识50分、计算机50分、基础数学50分、小论文

■加入保险：保健 / 厚生 / 雇用 / 工伤 / 退休金制度

招聘要求/公司说明会/选拔会/各种活动等
最新信息可查看公司主页。

简历 / 毕业证明书 / 成绩证明书

文件选考、笔试、实际技巧/口试、董事面试（东京总公司支付交通费）

（新冠感染、看护等）

■实习场所
FORUM8东京本社、大阪分公司、线上

■必要文件

假、
育儿短时间工作（小学就学前）、母性健康管理、无加班日（周三）、特

FORUM8 招聘窗口

■报名方式

Pelviswork Stretch、清新按摩（东京）、WORKATION制度、饮

■节假日 / 休假

■课题
过简历及提交课题进行选拔并通知本人或学校。

※为防止新冠感染，可以通过线上参加。

本公司主页、我的导航、就职活动、就职导航等网页首页，请填写希望参

节假日：双休日制（周六/日/节假）［年间规定劳动日数243日］

(4) 广告 / 出版企画（出版、广告、网页设计）

选拔方法
提交作文《想通过实习得到的经验》A4、1张（800字左右），我们将通

※TV会议系统与本会场同时举办。

号码），再到本公司招聘窗口申请。

(2) 销售事务（OA事务、HP内容制作等）

招聘信息WEB网址

■待遇条件
＜选拔场所＞

BUC）都可以使用，CLUB CCI会员、自然健康协会、禁烟补贴、

(6) 嵌入式系统工程师

■对象：4年制大学、大学院、工业高等专门学校

第 5 回 2022年 9月

海外研修、限时调整员工制度、地方出身者支援(从现住地搬迁时

(1) 软件工程师

了解学生招聘
相关信息！

■费用：免费

第 3 回 2022年 7月 11日（周一）

贴、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职务发明补贴、教育研修补助制度、

■技术类

邮箱地址

第 2 回 2022年 6月 20日（周一）

高轮社員寮2017年竣工

■应聘学历 / 专业：不限（拥有大学毕业相当的基础学力即可）

应聘･咨询

第 1 回 2022年 6月

■福利厚生・手当
加班补贴、出差补贴、通勤交通费补贴、资格补贴、调职赴任补

■招聘要求

具体日程，我们将前去拜访并根据时间进行独家的企业说明、产品演示。

2022年 3月 7日（周一）

※第35期业绩 全体职员平均2.75个月

为外国技术人员、英语、汉语、韩语等双语人才提供一个施展身手的
好场所。

第2回

FORUM8可以个别对应大学等主办赞助的企业说明会。如果您能告诉我们说明会的

＜公司说明选拔会＞

＜公司说明会＞
（参选者仅进行笔试）

公司拥有东京总部、宫崎分公司、大阪分公司的开发及技术支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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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企业说明

Patrick Har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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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8作为首席合作伙伴为
大宫 ARDIJA VENTUS 队应援

大宮 ARDIJA VENTUS 总教练

佐佐木 则夫

先生

富朗巴软件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诸光路1988号国家会展中心A栋514室

Tel ＋86-21-6859-9898

Mail info-china@forum8.com

青岛富朗巴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169 号 国际创新园 B 座 13 层 B2-1-1

Tel ＋86-532-6672-9638

Mail info-qingdao@forum8.com

台湾富朗巴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港区园区街 3 号 4 楼

Tel ＋886-2-2655-8375

东京总部

〒108-6021 东京都港区港南 2-15 -1 品川 Inter Cit y A 栋 21F

Mail info-taiwan@forum8.com

Tel +81-3-6894-1888

Fax +81-3-6894-3888

大阪分公司 Tel : +81-6-6882-2888 Fax : +81-6-6882-2889 Mail : f8osaka@forum8.co.jp

冲绳事务所

Tel : +81-98-951-1888 Fax : +81-98-951-1889 Mail : f8okinawa@forum8.co.jp

福冈营业所 Tel : +81-92-289-1880 Fax : +81-92-289-1885 Mail : f8fuku@forum8.co.jp

宫崎分公司

Tel : +81-985-58-1888 Fax : +81-985-55-3027 Mail : f8muccs1@forum8.co.jp

札幌事务所 Tel : +81-11-806-1888 Fax : +81-11-806-1889 Mail : f8sapporo@forum8.co.jp

超级计算机云神户研究室 Tel : +81-78-304-4885 Fax : +81-78-304-4884 Mail : f8kobe@forum8.co.jp

名古屋展厅 Tel : +81-52-688-6888 Fax : +81-52-688-7888 Mail : f8nagoya@forum8.co.jp

河内

Tel : +84-24-3244-4058 Mail info-hanoi@forum8.com

仙台事务所 Tel : +81-22-208-5588 Fax : +81-22-208-5590 Mail : f8sendai@forum8.co.jp

仰光

Tel : +95-01-925-5060 Fax : +95-01-925-5062 Mail : yangon@forum8.com

金泽事务所 Tel : +81-76-254-1888 Fax : +81-76-255-3888 Mail : f8kanazawa@forum8.co.jp

伦敦 / 悉尼 / 首尔

岩手事务所 Tel : +81-19-694-1888 Fax : +81-19-694-1888 Mail : f8iwate@forum8.co.jp

Mail f8tokyo@forum8.co.jp

※产品名，公司名均为各个公司的商标或者登陆商标。商品册中的样式，价格等有可能在不预告的情况下变更。

（2022.4 Copy Right by FORUM8 Co.,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