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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理念

昭和电工集团立足于经营理念，以成为能够为创造富裕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作出贡献的“社会贡献企业”为
目标。

通过持续提高企业价值以赢得社会的信任与好评，与包括股东在内的客户、合作厂商、地区相关人士以及员工
等全体利益相关者之间维持与发展恰当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已在“集团经营理念”中予以明确，推动经营措
施以期早日实现。

为了实现经营理念，也为了国际社会与本公司集团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我们应该采取何种行动，又制定了《我
们的行为规范》。

2019 年我们更新了企业标语，象征着我们向所有利益相关人坚定地承诺遵循此方针。

“撼动”人心，“引动”社会。

 为了向世界传递更多惊喜和感动，

以及为了开创公司新征程的故事象征，

制定如上企业标语。

 公司是员工的舞台，员工作为舞台表演者，

寓意积极撼动“人心”和引动“社会”的强烈意愿。

本集团通过向社会提供实用，安全且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来提升企业自身的价值，在满足

股东利益的同时，发挥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所应尽的责任，为社会的健全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集团经营理念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资本金

员工人数

合并结算子公司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1939年6月

140,564百万日元

联结　33,805人　単独　3,541人（外派人员除外）

日本　33社　
日本国外　119社

总公司地址 〒105-8518

〒105-8518　东京都港区芝大门1丁目13番9号
電話　03-5470-3235
URL　https://www.sdk.co.jp/
E-mail : sdk_prir@showadenko.com

公司概要（2020年12月31日为止）

企业标语“动”未来

我们的行为规范

实践指南

集团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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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电工由使用日本国产技术实现“氨”生产的昭和肥料株式会社和日本国内生
产铝的日本沃度株式会社（1934 年更名为日本电气工业株式会社）在 1939 年合并组
成，2020 年 4 月，集团迎来了新成员 Showa Denko Materials Co., Ltd.（简称昭和电
工材料 原 日立化成株式会社） 。

昭和电工集团，着眼日本国内重要且丰富的水资源，牢牢把握从水力发电中诞生
的属于电气化学工业的无限可能，并将其延伸壮大至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技术材料
等相关领域。现在，昭和电工涉及的产业领域广泛，包括石油化学、化学品、电子、
无机、铝等材料・部件・技术，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必要的产品，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贡献自己的力量。

化学有无限可能。为了更多实现这些可能，我们昭和电工将一如既往地细心聆听
顾客的心声、潜心磨练我们的技术、生产出撼动人心的产品，为社会向更好方向发展
提供解决方案。

所以，未来的昭和电工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撼动”人心，“引动”社会

2021 年 4 月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代表董事社长

领导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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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 沃度生产销售总房水产(株)（日本沃度（株）的母体）

1921 高田铝器具制作所成立（后昭和铝业（株））

1926 日本沃度（株）（后日本电气工业（株））成立（昭和电工雏形）

1928 设立昭和肥料（株）

1931 昭和肥料（株）川崎工厂，通过国产技术成功生产硫铵

1934　 日本沃度（株）大町工厂，成功将国产铝工业化

1937　 理研琥珀工业（株）成立 （后昭和高分子（株））

1939　 日本电气工业（株）与昭和肥料（株）合并，成立昭和电工（株）

1951 成功实现合成树脂乳液的国产化生产 （昭和高分子（株））

1953　 成功不饱和聚酯树脂的国产化 （昭和高分子（株））

1965　 成功乙烯基酯树脂的国产化 （昭和高分子（株））

1969　 开始大分石油化学联合营业运转

1988　 收购美国石墨电极事业，成立昭和电工石墨电极公司

2001　 昭和铝业（株）合并

2005　 成功生产垂直磁记录硬盘，并開始批量生产

2008　 昭和碳酸（株）（现 ：昭和电工气体（株））成为合并子公司

2009　 整合富士通（株）的硬盘业务，并成立了昭和电工HD山形（株）

2010　 昭和高分子（株）合并

2016　 SunAllomer（株）成为合并子公司

2017　 收购了发展石墨电极事业的SGL GE（现 昭和电工石墨电极
控股GmbH）

2020　 收购了日立化成（株）（现  昭和电工材料（株））

昭和电工，与社会相连

History

沿革

这样那样的地方也能发现
昭和电工的足迹

昭和电工（株）在1939年由昭和肥料（株）和日本电气工业（株）合并后诞生，2019年迎来了建社80周年。昭和电工
集团的产品在长期以来，生产品类繁多的产品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为人们的便利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和至关重要
的支持。在人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昭和电工集团始终都心系社会，发展着本集团的事业。

� 半导体工厂
・電子材料用高纯度气体
・電子材料用溶剂
・半导体研磨材料
・废气处理装置

� 电钢炉
・黑铅电极

� 植物工厂
・LEDｓ
・碳酸气体
・铝推出栽培搁板

� 火力发电站
・氨（脱硝剂）

� 氢站
・氢（燃料电池车用燃料）

� 风力发电站
・锂电池用部件
・乙烯基酯树脂（叶片部分）

� 汽车
・功率半导体材料的SiC
・铝铸棒及其锻造品
・功率半导体冷却器
・锂离子电池材料
・超高亮度的高功率L E D
・合成沸石
・不饱和聚酯树脂
・合成树脂乳液（粘合剂原料）
・聚丙烯
・树脂后门模块

� 摩托车
・铝铸棒及其锻造品

� 安全帽
・乙烯酯树脂

� 信号机
・超高亮度的高功率LED

� 住宅（监视照相机）
・红外LED
・硬盘

� 铁道
・功率半导体材料的SiC
・铝挤出品

� 自来水
・次氯酸钠（杀菌剂）

� 酸奶 · 果冻容器
・铝盖密封
・聚丙烯容器

� 碳酸饮料
・碳酸气体

� 点心袋
・醋酸标准丙基
   （特殊凹版印刷用油墨）

� 数码照相机
・半导体研磨材料
・氧化钛（电容器用）

� 薄型电视
・LEDｓ
・液晶玻璃使用的研磨剂
・铝制造散热器
・氧化钛（电容器用）
・功能性单体/聚合物
・用于接线板保护的焊接电阻

� 粘合剂
・合成树脂乳液
・醋酸乙基

� 化妆品原料
・维生素C 衍生物
・维生素E 衍生物

� 电脑
・LEDｓ
・電子材料用高纯度气体
・電子材料用溶剂
・半导体研磨材料
・阻焊油墨
・氧化铝
・醋酸乙酯
・硬盘
・用于连接电路的异方性
 导电胶膜

� 印刷机
・激光打印机用铝制滚筒

� 手机
・锂离子电池材料
・铝塑膜
・氧化钛（电容器用）
・用于接线板保护的焊接电阻

� 医院
・LDL胆固醇测量试剂
・氯丁橡胶（手術用手袋）

� 坦克
・耐腐蚀性表面涂层

下面介绍部分被应用
的本社生产的材料和
零部件。

SHOWA DENKO  CORPORATE  PROFILE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OWA DENKO  Corporate  Profile 05



合并　相关

整合新公司的长期愿景

2020 年 12 月，昭和电工发布了至 2030 年的长期愿景。公司的目标是与计划整合的 Showa Denko Materials（以下
简称昭和电工材料）一起成为世界一流的功能性化学品供应商。

是作为先进材料合作伙伴， 创造时代所需的功能并为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然后为了对此存在意义（目的） 
进行补充， 又提出了两个理想姿态。

下面介绍整合新公司为提高企业价值提出的长期数值目标。

整合新公司的存在意义（目的）

至2025年的长期数值目标

整合步骤

能为可持续发展的
全球社会做出
贡献的企业

在世界竞争中
脱颖而出的公司

整合新公司的理想姿态整合新公司的存在意义（目的）

以化学之力
改变社会

※ 制度会计基础是指在2020年8月12日第二季度决算发表时，昭和电工材料下半年（7～12月）所采纳的全年业绩预测。年度换算基础是指昭和电工材料在2020年1月初至6月的业绩中，将制度会
计基础的数值进行合计后的值（但不包括库存品的递增量）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4月 开始信息共享 
 基础整合工作

7月 实质整合 10月 办公场所 
 整合

※ TSR（Total Shareholders Return）：股东总收益率。股票
投资获得的收益（股息及资本收益）与投资额度（股票价格）
的比值

EBITDA（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 通过将利息费用及折旧费加到税前利
润中而算出的利润

※ 今后不考虑事业售出
情况下的目标值

TSR 销售额

销售额 EBITDA 比 % ROE

EBITDA
中长期内，以达到化学业界

截至2030年

兆日元1.8～1.9

2025年

兆日元1.6（制度会计基础）

2020年

兆日元0.96

（年度换算基础）
兆日元1.2

2025年

％20 (制度会计基础)

2020年

％5

(年度换算基础)
％8

2025年

％
ROE (Return on equity) ： 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与当期
利益之比

15
2020年

％-22

净D/E 比率:从有息负债中扣除现金存款后的金额与净资
产的比值

净 D/E 比率

※ 今后不考虑事业售出情况下的目标值

2025年

亿日元3,200（制度会计基础）

2020年

亿日元500

（年度换算基础）
亿日元900

的水平为目标
％25前

2020年

倍1.9
2025年

倍1.0接近

1月 法人资格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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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合进行技术融合

本公司将通过与昭和电工材料的整合推进技术融合，实现以成长型业务为中心的创新。通过昭和电工的中游材料
“制造化学”、昭和电工材料的下游应用“混合化学”以及两家企业的评估 / 模拟、结构分析和计算科学的“思维型化学”这
“三种化学”的融合，不断为市场提供广泛的功能，对业务进行强化或创造。

昭和电工正在神奈川县横滨市建设全球
研发基地——“融合舞台”，计划于 2022 年底
竣工。

这 里 将 对 多 种 技 术 领 域 进 行 融 合， 从
ESG 和 SDGs 的角度出发，提出并推进新的研
发课题，致力于不断为市场提供广泛的功能，
努力成为“为全球化社会做出贡献的可持续发
展的企业”。

1. AI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  2. MI = Materials Informatics（材料信息学）

 : 昭和电工主体  : 昭和电工材料主体

打造“融合舞台”TOPIC

事业的
培养、创造

生命科学 电子产品 可移动 石油化学 碳设备
解决方案

机械
构造
解析

有机、
高分子
解析

评价、模拟
技术

构造
解析

计算
科学

量子
化学
计算

分子
动力学
计算

AI※ MI※ ・・・・・・研究的化学

功能的发现

细胞
培养、
制剂

应用技术
界面、
表面
控制

混匀、
分散

材料
加工 配比 ・・・・・・混合的化学

基础事业
中心 材料技术无机 聚合物 铝合金 ・・・・・・制造的化学

细微
加工

高速研磨
低刮擦 功能低介电

常数 热管理 轻量化 薄膜化 ・・・・・・

通过技术
融合提供
新功能

通过事业
进行技术
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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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　相关

为实现SDGs所做的工作

近年来，为解决社会环境问题，在全世界推进 SDGs 的必要性日趋高涨。整合新公司将通过两家企业拥有的多种技
术和业务，持续为 SDGs 做出贡献，并进一步强化 ESG 工作。

昭和电工从 2003 年开始，从废塑料中提取出氢作
为氨的原料。

本公司的氨气制造工艺把废塑料中获取的氢作为原
料的一部分使用，是首个取得环保标记认证的制造工
艺，这种氨气被作为“ECOANN®”销售。

此外，这种从废塑料中获取的低碳氢除了被提
供给燃料电池车的加氢站，还被提供给了“川崎 King 
Skyfront 东急 REI 酒店”，利用纯氢燃料电池系统发电，
为实现低碳社会做出贡献。

处理过程中产生的 CO2 可作为干冰进行回收利用，
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

2020 年 11 月，该业务在“第 21 届绿色采购奖”评
比中获得“大奖 · 经济产业大臣奖”。

塑料化学再利用TOPIC

川崎塑料化学再利用

使 用 氢 能 源 的 川 崎King 
Skyfront东急REI酒店。
右边是燃料电池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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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子公司( 日本国内)

Showa Denko Materials Co., Ltd.
Sun Allomer Ltd.
鹤崎共同动力株式会社
昭和电工气体产品株式会社
昭和电工HD 山形株式会社
昭和电工包装株式会社
昭和电工陶瓷株式会社
昭和精细陶瓷株式会社
昭和电工研装株式会社
昭和电工光半导体株式会社
昭和电工建材株式会社

❶ 总公司
❷ 名古屋分店
❸ 大阪分店
❹ 福冈分店
❺ 川崎办公室
❻ 喜多方事业所
❼ 东长原事业所
❽ 伊势崎事业所
❾ 小山事业所
➓ 秩父事业所
⓫ 千叶事业所
⓬ 川崎事业所
⓭ 横滨事业所
⓮ 大町事业所
⓯ 盐尻事业所
⓰ 彦根事业所
⓱ 堺事业所
⓲ 龙野事业所
⓳ 德山事业所
⓴ 大分联合企业

研究据点

◦融合产品开发研究所 
大分
川崎
伊势崎
龙野
横滨
盐尻
秩父
小山
喜多方
堺
千叶
土气
富山 

◦化学品管理和评估中心　
◦工艺・解决方案中心　

据点 （2020年12月末現在）

日本

＊2020年12月31日現在（連結子会社）

欧洲

30

29

43 12

2
3

非洲

北美

中南美
亚洲其他

东亚

日本国外据点
（主要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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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化学事业部由烯烃部和有机化学品部组成。
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大分联合工厂拥有石脑油

裂解装置，其产品作为基础原料，供应于本公司乙酰衍
生物产品的制造，以及构成联合工厂的各成员企业的
合成树脂、合成橡胶、苯乙烯单体制造厂，形成平衡的
供需结构 , 成为石油化学事业部的特点。同时，我们还
致力于新旧裂解装置的高效整合，较早地实现原料多样
性，努力提升竞争力。

烯烃部主要提供石化基础产品，有机化学品部则在
乙酰衍生物领域，充分运用本公司引以为豪的催化剂技
术，力图扩大事业规模。

事业介绍

使用石脑以外的原料（原料多样化），制造用作多种石油化学产品
的原料乙烯，为有效利用资源及提高成本竞争力做贡献。

乙烯

NPAC 为特殊凹版印刷墨水的溶剂，具有环保的特点，在食品包装
领域广泛使用。

醋酸标准丙基（NPAC）

烯丙醇为广泛使用的界面活性剂，也作为眼睛镜片、香料等的原料
使用。

烯丙醇

SunAl lomer Ltd. 生产、销售的Qualia™ 是良好地平衡透明性、耐
冲击性、刚性的新型聚丙烯。特别针对食品包装领域、汽车领域，
满足客户的需求。

聚丙烯“Qualia™”

石油化学部门
石油化学事业部

石

乙烯

聚丙烯“Qualia™”烯丙醇

醋酸标准丙基（N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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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20种高纯度气体，包括溴化氢、氯和氟系统，用于制造半导体、
液晶面板、LED和太阳能电池。

電子材料用高纯度气体

“Rigolac™”因其轻、强、难以腐的特性，在汽车零部件、家电产品、
海洋开发等多个领域中被广泛使用。

不饱和聚酯树脂“Rigolac™”

涂在烹饪器具、家用电器等面向消费者的产品以及汽车、工业设备
等工业产品上，用来防止烧焦或污垢的材料。

不粘涂层

在昭和电工气体产品（株），供应主要用于碳酸饮料的碳酸气体和
保冷用干冰，为稳定供应食品资源及确保安全性做贡献。

碳酸气体、保冷用干冰

业气体事业部为客户提供氧气、氮气、氩气等
纯气体和液态氧、碳酸、干冰等产业使用的气

体。基础化学品事业部由化成品部和有机制品部构成。
化成品部生产氨、烧碱、盐酸等工业药品，有机制品部
供应丙烯酸、氨基酸和氯丁橡胶。

情报电子化学品事业部为日本及海外的半导体制造
商提供半导体和液晶面板等制造工艺中使用的高纯度气
体、溶剂和除害装置。

功能性化学品事业部由功能性高分子部和特殊化学
品部组成。功能性高分子部为众多领域的客户提供各种
合成树脂，以及采用这些原料生产的成型材料。特殊化
学品部则主要提供化妆品原料、电子材料用树脂、高效
液相色谱柱（HPLC）等先端的个性化产品。

涂料材料部为提供不粘涂层，用于炊具、家用电器、
汽车和工业设备，旨在防止燃烧和污垢。

产

電子材料用高纯度气体 不饱和聚酯树脂“Rigolac™”

保冷用干冰不粘涂层涂覆产品

化学品部门
产业气体事业部・信息电子化学品事业部・基础化学品事业部・
功能性高分子事业部・涂料材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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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解决方案部门为功率半导体提供高性能记录
介质，硬盘（HD）和 SiC 显质器。

特别是 HD 业务目前在全球七个地点运营，其中三
个位于日本。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向数据中心和企业
领域提供全球较高品质的产品，由于云端化、人工智
能等进行大数据分析的技术进步，这些领域有望进一
步扩大。

先端电池材料事业部提供以“VGCFTM”为代表的
锂电子电池材料和燃料电池构件。

电子功能性材料项目组提供超高亮度、高输出 LED
等化合物半导体及用于高性能电机的稀土磁铁合金。

事业介绍

本公司作为全球大型硬盘外销生产商，旨在利用最先进的技术，不
断扩大硬盘容量，同时满足客户的需求，建立最佳的生产、供应体制。

硬盘

实现了从紫外线到红外线的高输出LED产品阵容，用于植物工厂
和显示器显示、传感器等工业用途。

LED

是用于下一代功率半导体的材料，期待实现节能目标。已经逐渐被
数据中心的服务器电源和铁路车辆设备、EV车载充电器采用。

SiC 外延片

面向锂电池市场，提供高功率， 以及稳定且高性能的正负极导电助
剂（VGCF ™）和铝塑膜(SPALF ™) 等产品。

锂离子电池材

设

硬盘

SiC 外延片 锂离子电池材

LED

电子部门
设备解决方案方案事业部・先端电池材料事业部・
电子功能性材料项目组

SHOWA DENKO  Corporate  Profile12



瓷事业部运用长期积累的高温熔融技术、高温
烧成技术和粉碎分级技术，生产、销售以熔融

氧化铝、碳化硅及氮化硼等作为原料的研磨剂、研削材
料以及耐火材料。高纯度氧化钛是众多电子仪器上配置
的陶瓷电容器（MLCC）的原料，我们在高端产品市场的
销售规模正逐渐扩大。

碳事业部经营的电炼钢炉用石墨电极是钢铁回收利
用不可或缺的产品。本公司生产的黑铅电极在世界各国
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评价。2017 年中，我们与德国SGL GE 
公司的石墨电极事业合并，成为了世界卓越的供货商。今
后，除了向高端市场提供高级产品以外，我们还针对快速
增长的新兴市场，加强大批量产品的开发和销售。

通过用于使用炼钢电炉溶解铁废料的部材，有利于铁的循环再利
用。本公司的石墨电极以优异的品质获得了全世界各国客户的高
度评价。

石墨电极

公司凭借创业以来积累的经验、实际业绩以及高温熔融技术、高温
烧制技术、高温烧结技术、粉碎分级技术等擅长领域，根据客户的
要求生产高质量的磨削材料和耐火材料。

磨削材料、耐火材料

cBN的硬度仅次于金刚石，所以被用于汽车等的零部件的切削工
具中。

cBN 烧结体

陶瓷电容器是生活中常见的电子电器产品所必不可少的零部件之
一，其主要原料为高纯度氧化钛“SUPER-TITANIA™”

电容器用陶瓷

陶

黑铅电极 磨削材料、耐火材料

电容器用陶瓷cBN 烧结体

无机部门
陶瓷事业部・碳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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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提供铝制材料及加工产品。广泛应用于家
用电器和汽车相关设备的电解电容器用高纯度

铝箔、作为激光束打印机基材的铝合金筒以及形状复杂
的大型挤塑件、采用本公司独特技术的铝合金连续铸造
棒“SHOTIC™”以及以汽车空调用压缩机为代表的汽
车零部件用锻造品，业务范围不仅涵盖日本国内，而且
还扩展到欧美及东南亚地区。

此外，在向全球供应家电和产业设备上的各种热交
换器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发、生产使用于混合动力汽
车、电动汽车及太阳能发电等的功率半导体冷却器。

产、销售建筑及土木材料。

事业介绍

用于护理和看护的离床感应器，能够检测到床上使用者的动作及
姿势变化。

离床感应器“SHOCARES™”

生产汽车空调用压缩机配件、具有为汽车轻量化做出贡献的细微
合金组织的铝合金连续铸造棒“SHOTIC™”及其锻造品。

铝铸棒及其锻造品

昭和电工建材（株）所制造并销售的昭和隔音FDP兼具高度隔音性
及空间节省性、耐火性、施工便利性的高附加值型排水立管，已被
用于众多的公寓及宾馆、医院等中。

隔音耐火二層管

铝

生

隔音耐火二層管

铝铸棒及其锻造品

铝部门
铝压延品事业部・铝功能部材事业部

相关事业 （建材等）

“SHOC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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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来将IC芯片粘到封装基板上的材料。除了高粘合强度之外，
还能起到减轻热膨胀率差异引起的基板变形的作用，有助于确保
半导体封装的可靠性。

芯片接合薄膜

该产品用树脂代替传统的金属制汽车后门，并将其与后门的各个
部件组装在一起。使用具有出色的强度、刚度和抗冲击性的复合材
料，提高了汽车设计的自由度并减轻了重量。

树脂后门模块

一种控制阀式铅蓄电池，其特点是维护量低，使用寿命长、可靠性
高、无需补水。可作为备用电源使用，或用来缓解风力发电等容易
受天气影响的自然能源发电的输出波动问题。

产业铅蓄电池

接受制药公司等的委托，在导入品质管理系统的无菌生产环境中
进行再生医疗等产品的制法开发和受托生产。在日本和欧美拥有
网点，在全球化供给体制下为再生医疗的普及做出了贡献。

再生医疗等产品的制造方法开发以及受托生产

和电工材料（株）由四个事业本部构成。信息通
信事业本部通过开发半导体材料、显示器相关

材料、线路板材料、电子零部件等方面的最尖端技术，
促进信息通信设备的发展。

可移动事业本部凭借树脂成形品、刹车部件、粉末
冶金部件、负极材料、高耐热涂层材料等广泛的产品阵
容，为新一代汽车的生产制造做出了贡献。

能源事业部本部为实现理想的能源管理提供工业用
铅蓄电池、锂离子电池和汽车用电池等。

生命科学事业本部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目标，
进行诊断药的生产、销售以及再生医疗等产品 ※ 的研制
开发及受托生产。

昭

芯片接合薄膜 树脂后门模块

再生医疗等产品的制造方法开发以及受托生产产业铅蓄电池

昭和电工材料
信息通信 · 移动 · 能源 · 生命科学

※ 经过培养等处理的人或动物细胞，用于治疗或预防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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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窗口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CSR和交流室　TEL ：03-5470-3235　URL ：https://www.sdk.co.jp/　E-mal ：sdk_prir@showadenko.com

昭和电工株式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