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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纺丝编织（TSUMUGU）”一词有多种含义。“纺丝编织”的原意是挑松棉花或蚕茧抽出纤维，然后将其捻成丝线。除

此之外，“纺丝编织”还有多种含义。遣词造句编写文章，积累经验编织人生，人们齐心协力编创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况

下，“纺丝编织（TSUMUGU）”这个词汇都包含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想法、相互关联从而创造出新事物的意思。“希望

能将与旭化成有关联的人士培育了100多年的基因传承给后世。”本书的书名《旭化成之书-纺丝编织DNA-》中寄托了我们的

上述心愿。

纺丝编织DNA

—纺丝编织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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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旭化成将迎来成立100周年的里程碑。

创始人野口遵为实现“让大众过上更为美好的生活”和

“为人类带来幸福”的崇高理念。奉献终生挑战业务的商业化。

此后约100年，旭化成秉承“为‘生命’和‘生活’做贡献”的理念，

应对日本国内外市场和形势的变化，克服了各种风险和课题，

成就了今天的旭化成。

通过事迹和数字纵观旭化成百年历史，来思考旭化成的进化历程。

旭化成的进化论1第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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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宕山山顶俯瞰恒富地区。延冈市无论从哪都能看见的红白色烟囱，是延冈的地标。高180m的烟囱耸立于宾霸工厂内。看起来像1根大烟囱，实际上有4根。

旭化成的发祥地延冈，是创始人野口遵在爱宕山山顶用手杖画出来的。从延冈起

步，由点到线，逐步拓展各种业务。以下是过去和现在的一些代表性时刻的介绍。

透过照片看旭化成
第　 章 旭化成的进化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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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岛制造所作为采取高度安全措施的认证经营者，被经济产业省认定为超级认证经营者。6延冈保存并展示着Casale式合成氨装置（日本化学会认定化学遗
产）。装置为当时的实物，银色的合成塔为英国Armstrong公司所制，压缩机为意大利Firenze公司所制。

11923年10月，合成氨成功后，大家就在宿舍前围着Casale氏拍照留念。前排从右至左依次是Santagostino、野口遵、
Luigi・Casale、市川诚次、Dutt。后排从右至左依次是北村忠义、白石宗城、岛田鹿三、永里高雄、谷口乔一、泷仪三、工藤
宏规、藤崎。2“HebelTM”的tobermorite结晶。Tobermorite是自然界里极其稳定的矿物，ALC通过科学的力量人工再现了
强度高、经久不衰、耐热和耐酸等性质。3刚投产时的旭味。1950年前后，鉴于蓝色与食品搭配在一起不协调，将包装的颜色
改为红色。4旭绢织膳所工厂于1924年5月25日投产，正值公司成立两周年时。6月1日首次纺出了人造丝。1920年代中期，
已发展为约有1,000名员工的大厂（1926年）。

51

2

4 6

3

第　 章 旭化成的进化论1

010 011



6概念车“AKXY”的主题是“为汽车的安全・舒适・环境做贡献”，搭载旭化成集团的汽车相关部件。搭载的产品种类多达27种。7如今依然存在于旭绢织工厂
旧址的神社。入口处有“旭丽会”捐赠的手水钵（供参拜者在神前和佛前漱口清洁的盛水容器）。82019年12月6日，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吉野彰将LIB研究的相关
资料捐赠给诺贝尔博物馆。9“旭化成・中国未来之星设计创新大奖”。挖掘全中国有天赋、有潜力、有设计实力的新人设计师，并提供机会，让他们在北京时装
周（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舞台上展示自己使用“宾霸TM”设计的时装作品。2019年10月举办的获奖者时装作品发布会。10在EXPO’70上，以旭化成为中心的
“纤维馆”向公众开放。担任建筑设计的是横尾忠则，从坡型屋顶上探出一个“红色穹顶”，并在其周围布置了工地脚手架和穿着工作服的人偶，表达了未完成的
美感。111997年至2006年，出现在旭化成广告里的形象代言人“Ihi ！君”（日语“化”的左右两边可按片假名读成“Ihi”）出生于面朝大海、总人口13万人的M
县N市。初中时，通过解剖青蛙体会到实验的乐趣，主修科学，进入旭化成工作。好奇心旺盛，脑海中总是盘旋着各种问题。有时会冒出天马行空的想法。

1腈纶“CashmilonTM”夏款针织衫的广告海报。制作时间：1963
年、艺术总监兼设计师：植松国臣、摄影师：伏木田猛，收藏于印
刷博物馆。2延冈・冈富地区的生物质发电站。延冈地区（包括日
向在内）有9座水力发电站，4座火力发电站，该地区实现了90%左
右的用电自给。2012年启动生物质发电，2022年春季将第3燃煤
火力发电站升级为燃气火力发电站，继续致力于提高绿色能源使用
比例。3“旭中空纤维人工肾AM系列”。为追求生产效率和安全
性，同时响应小型化的需求，1978年开始生产血液填充量少、返血
操作容易、抗凝血剂（肝素）用量少的人工肾。4“原来如此！
The World”。该节目是旭化成赞助的旅游益智类节目，于1981年
至1996年的每周二播出。1983年12月27日播放的一期节目取得
36.4%的最高收视率，共计731期节目的平均收视率高达21.5%，
成为收视狂魔。5从川崎制造所的千鸟桥眺望的夜景。京浜工业地
带位于神奈川县川崎市，离东京也很近，欣赏工厂夜景的人激增。
与白天管道、烟囱林立的光景截然不同，夜晚的景色呈现出散发梦
幻光辉的未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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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Fuji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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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20152010200520001995199019851980197519701965196019551950

2020 年度20152010200520001995199019851980197519701965196019551950

2020年
新冠疫情大流行

2011年
东日本大地震

2008年
雷曼事件

1990年- 日本经济失去的10年

1971年 美元危机
1973年
第1次石油危机

1979年
第2次石油危机

-1971年 高度成长期

单位：亿日元

1986年-1991年 日本泡沫经济

2001.6- 公司制

1959.3- 事业部制 1971.3- 事业总部制 1981.7-
总部制 2003.10- 分公司和控股公司制 2016.4-

事业控股公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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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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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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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医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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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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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藤幸四郎

10 2010- 藤原健嗣 12 2016- 小堀秀毅❾ 2003- 蛭田史郎❽ 1997- 山本一元❼ 1989- 弓仓礼一❺ 1961- 宫崎辉❹ 1949- 片冈武修

❻ 1985- 世古真臣 11 2014- 浅野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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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时代，旭化成都伴随着人们便利的生活，在面对如何为“生命”和“生活”做贡献的同时，不断成长壮大。

特此追溯旭化成70年之间的成就和事迹。

通过事迹看旭化成

※自 1977 年起为合并销售额

1986.7- 事业部门制

首代  1931- 野口遵　❷ 1945- 堀朋近　❸ 1947- 滨田茂亨

经营体制

中期经营计划

股价

销售额

社长

第　 章 旭化成的进化论1



旭化成在100年历史中积累的成就，也体现在数字上。

从公司规模到产品产量，有代表性的数字可归纳如下。

通过　　　看旭化成数字数字

016 017

others

A-Spirit

15,253人

约7,800件

海外

约7,400件

国内

从业人数

1922年旭绢织成立时的注册资金

897亿日元
※2020财年

※截至2020年12月底，不包括商标

200万日元

1238期

3,000万日元

温室气体排放量

旭化成集团
2020财年营业收入

延冈氨绢丝
1933财年营业收入

约57,000kW

发行社内报

18枚

奥运奖牌数

自有水电站的最大出力

集团关联公司数量

研发经费

21,061亿日元

知识产权拥有量

44,497人

1950财年（独立决算）

2016财年 2020财年

2020财年（合并决算）

2022年5/6月刊

※截至1951年3月底
　仅延冈就有14,500人，总公司地区（大阪、东京）430人

※截至2021年3月底

※1934年3月决算

※2021年3月决算

435万吨 389万吨
CO2e CO2e

70年间，员工人数约增至
3倍。海外员工占比高达约
4成。

旭化成凭借独家技术开拓了
业务。专利数量如实地反映
了这段历史。

旭化成的前身延冈氨绢丝成立于1931年。注册资本为2,000万日元。 以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目标，努力减少碳排放。碳减排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经历了收购等过程之后，关联公司
及子公司超300家。按业务领域划
分，其中材料163家、住宅78家、健
康62家、其他30家。

面向健康领域及新业务的创建，
积极进行研发。

333家
※截至2021年3月底

其中，海外营业收入约占43%。营业利润为1,718亿日元。

1922年5月25日成立。社长 喜多又藏，
总公司 大阪市西区江户堀。野口遵任专务。

2022年5·6月刊。延冈
旭（报纸）→社报旭（报
纸）→社报旭（册子）→
A-Spirit（册子）。2018
年起发行A-Spirit WEB
版。

9座五濑川水系的自有水电站，提供
集团在日本国内用电量（2021年）
的15%。

截至2020年东京奥运会，旭化成共获得
8金、6银、4铜。自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
以来，参赛选手累计57名。

15％57％

9％

19％
8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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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橡胶SBR

租赁型住宅“Hebel MaisonTM”

丙烯腈

38,833
93.2万吨
※按照30㎘油罐车和AN比重0.8来计算

电池隔膜

约20亿个

独栋住宅“Hebel HausTM”

油罐车

195
6.65亿m2
※中央公园的面积按照3.4km2来计算

曼哈顿中央公园

233万套

3.5万吨
※按照重量130kg的上衣使用13g聚氨酯来计算

压缩衣

铜氨纤维“宾霸®”

氨纶“洛衣丝TM”

ALC“HebelTM”

霍尔元件

约6亿个

电子罗盘

除病毒过滤器“PlanovaTM” 人工肾

利用外加磁场产生电压的霍尔
效应，来测量磁场的磁传感器。
被运用于个人电脑、汽车、空调
和水电站等各种领域。

Hebel Haus的公寓经营和土
地利用。租赁型住宅和租赁/自
住兼用型住宅等的建筑面积达
36万m2。

日本国内的产量。一种具
有多孔结构的材料，在正
负极之间起到绝缘作用，
防止由短路引起的异常
发热。随着电池需求的增
加，该材料也在增产。

氨纶具有极高的弹力，因低混纺率也不会丧失
特性，而被各种纤维混合使用。

人工合成的橡胶状物质或橡胶弹性体以及
这类物质的原料—合成高分子化合物。
旭化成的合成橡胶有助于提高轮胎性能。

主要原料有腈纶、丁腈类合成橡胶、苯乙烯类树脂等。市场遍布全球。

再生纤维的原料采用不足以制成棉线的棉籽绒。制
造商只有旭化成一家，市场拓展至印度等海外。

长寿住宅提出各种生活方式的解决
方案。获得“住宅中的奔驰”这一称
号。

抗灾能力及耐久性强、
环保型轻量加气混凝土
作为建材的消耗量。

8,331户
※2020财年

全球首创、用于去除生物制品中病毒的过滤器。基于大小筛选和多段过滤机
制去除病毒。

利用地磁来提供方位信息的电子元件。随着手机和智
能手机的普及，其需求也在增加。

1亿235万2,941套
1.74万吨
※按照一套西装使用170g里布来计算

西装

315
78,9万m3
※按照2,500m3（10条泳道）来计算

奥运会规模的游泳池

50个足球场

36万m2
※按照世界杯规定的7,140m2来计算

足球场

1亿6,666万6,667
35,5万吨
※按照每10kg轮胎使用2.13kg合成橡胶来计算

轮胎

15～35nm
※纳米是1毫米的100万分之1

孔径

替代人体肾脏过滤血液的人工肾。1个人工肾中填充的发挥过滤
功能的中空纤维长度达3km。

3000m
※1支透析器里填充30cm×1万根中空纤维

1个中所填充的中空
纤维长度

产品年产量 数字根据2020年数据换算得来

产品规格

第　 章 旭化成的进化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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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化成通过贴近客户，在各个领域拓展业务。

在日本的大部分县都设有营业据点。

在海外，我们在 30 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

在地图上看旭化成

主要关联公司
各地的

● 旭化成贸易

● 旭化成Amidas

● 旭化成工程

● 旭有机材

● 旭调研中心

● 旭SKB

● 旭化成NS Energy

● 旭化成环氧树脂

● 旭化成color-tech

● 旭化成Technoplus

● 旭化成电子

● 旭化成Pax

● 旭化成精细化工

● 旭化成家庭用品

● 旭化成Microsystem

● 旭化成Metals

● 旭化成Wacker Silicone

● 旭Schwebel

● Dupont-Asahi Flash Spun Products

● Astom

● Kayaku Japan

● Sundic

● Jcam Agri

● 日本弹性体

● PS Japan

● 三菱化学旭化成乙烯

● 博力通

● 森织汽车内饰

● 旭化成基础系统

● 旭化成住工

● 旭化成住宅建设

● 旭化成不动产Residence

● 旭化成住宅融资

● 旭化成Reform

● 旭化成lifeline

● AJEX

● 旭化成卓尔医疗

● Med-Tech

● 旭化成医疗MT

截至 2021年12月31日        

● 材料　● 健康
● 住宅　● 旭化成集団

餐场野 北陆事务所

大分

延冈分公司
宫崎县延冈市

水岛工厂
冈山县仓敷市

日向

福冈事务所
福冈县福冈市中央区白金

川崎工厂
神奈川县川崎市

旭化成微电子
旭化成医疗
旭化成制药
东京都千代田区有乐町

旭化成住宅
旭化成建材
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

富士分公司
静冈县富士市

名古屋事务所
爱知县名古屋市中区锦

TOKYO

大阪分公司
大阪府大阪市北区

铃鹿工厂
三重县铃鹿市

守山工厂
滋贺县守山市

旭化成总公司
东京都千代田区有乐町

穗积

千叶

大仁

境

筑紫野

岩国

旭化成 (总公司)
日 本

第　 章 旭化成的进化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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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6

7

8

9

5

1

 1  欧洲 Europe
奥地利   Austria
● Virusure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 ZOLL Medical Osterreich

比利时   Belgium
● Asahi Photoproducts 

(Europe)

● N.V. Asahi Kasei Bioprocess 

Europe

捷克共和国   Czech Republic
● Sage（捷克）

法国   France
● Daramic - France

● Sage（法国）

● ZOLL Medical France

德国   Germany
● Asahi Kasei Microdevices 

Europe

● Asahi Kasei Spandex Europe

● Daramic - Norderstedt Branch

● Polypore Europe Services

● Sage（德国）

● Senseair Germany

● Asahi Kasei Bioprocess

    Deutschland

● Asahi Kasei Medical Europe

● ZOLL Medical Deutschland

意大利   Italy
● Asahi Kasei Fibers Italia

● Apollo

● Miko

● ZOLL Medical Italia

荷兰   Netherlands
● Polypore（荷兰）

● ZOLL International Holding

波兰   Poland
● Sage（波兰）

● ZOLL Medical Poland

罗马尼亚   Romania
● Sage（罗马尼亚）

西班牙   Spain
● Sage（西班牙）

瑞典   Sweden
● Senseair

瑞士   Switzerland
● ZOLL Medical Switzerland

英国   U.K.
● Asahi Photoproducts (U.K.)

● 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

● ZOLL Medical U.K.

 2  非洲 Africa
摩洛哥   Morocco
● Sage（摩洛哥）

突尼斯   Tunisia
● Sage（突尼斯）

  3   中东 Middle East
以色列   Israel
● ZOLL Medical Israel

 4  南亚 South Asia
印度   India
● Daramic Battery Separator India

● ZOLL Medical India

 5  东南亚 South East Asia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 ZOLL Medical Indonesia

马来西亚   Malaysia
● ZOLL Medical Malaysia

新加坡   Singapore
● Asahi Kasei Plastics Singapore

● Asahi Kasei Synthetic Rubber 

Singapore

● Polyxylenol Singapore

● ZOLL Medical Singapore

泰国   Thailand
● Asahi Kasei Advance 

Thailand

● Asahi Kasei Spunbond 

(Thailand)

● Asahikasei Plastics 

(Thailand)

● Daramic (Thailand) 

● PTT Asahi Chemical

● 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 (Thailand)

● Thai Asahi Kasei Spandex

● ZOLL Medical (Thailand)

越南   Vietnam
● Asahi Kasei Advance 

Vietnam

● Asahi Kasei Plastics 

Vietnam

● Asahi Kasei Jyuko Vietnam

 6  东亚 East Asia
中国   China
北京

● 旭化成医药科技（北京）

常熟

● 旭化成电子材料（常熟）

● 旭化成塑料（常熟）

成都

● Senseair Chengdu Gas 

Sensors

广州

● 旭化成塑料（广州）

杭州

● 旭化成分离膜装萱（杭州）

● 杭州旭化成氨纶

● 杭州旭化成纺织

● 旭化成医疗器械（杭州）

香港

● 旭化成纺织（香港）

● 旭化成塑料（香港）

● 博力通（香港）

辽宁

● 辽宁中'中旭智業
南通

● 旭化成精细化工（南通）

宁波

● 宁波宜阳宾霸纺织品

上海

● 旭化成国际贸易（上海）

● 旭化成电子科技（上海）

● 旭化成塑料（上海）

● 博力通（上海）隔膜制品

● 旭化成生物工程（上海）

● 美国卓尔医学产品上海

苏州

● 旭化成电子材料（苏州）

● 美国卓尔医学产品苏州

天津

● 天津戴瑞米克隔板

武汉

● 森织汽车内饰（武汉）

襄阳

● 戴瑞米克襄阳电池隅膜

扬州

● Sage ONF（扬州）

张家港

● 旭化成聚甲醒（张家港）

● 旭化成医疗科技（张家港）

台湾 Taiwan

● 台湾旭化成电子

● 台湾旭化成科技

● 华旭科技

● 橡樹工業材料
● 台塑旭弹性纤维

● 台湾旭化成都市开发

● ZOLL Medical Taiwan

韩国   Korea
● Asahi Kasei Chemicals Korea

● Asahi Kasei E-materials Korea

● Asahi Kasei Microdevices Korea

● Polypore Korea

● 東西石化
● ZOLL Medical Korea

 7  大洋洲 Oceania
澳大利亚   Australia
● Asahi Kasei Homes Australia

● McDonald Jones Homes

● Steel Building Systems Australia

● ZOLL Medical Australia

新西兰   New Zealand
● ZOLL Medical New Zealand

 8  北美洲 North America
加拿大   Canada
● ZOLL Medical Canada

墨西哥   Mexico
● Asahi Kasei Plastics Mexico

● Sage（墨西哥）

美国   USA
● Asahi Kasei Holdings US

● AKM Semiconductor

● Asahi Kasei Advance America

● Asahi Kasei Plastics (America) 

● Asahi Kasei Plastics North America

● Asahi Kasei Asaclean Americas

● Celgard - Concord

● Celgard, LLC

● Crystal IS

● Daramic

● Daramic - Owensboro

● Polypore International

● 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

● Senseair North America

● Asahi Kasei Homes North America

● Erickson Framing Operations

● Solis Capital Management

● Asahi Kasei Bioprocess America

● Cardiac Science

● ZOLL - Broomfield

● ZOLL - Deerfield

● ZOLL - Minneapolis

● ZOLL - New Jersey

● ZOLL - Pawtucket

● ZOLL - Pittsburgh

● ZOLL - San Jose

 9  中南美洲 Latin America
巴西   Brazil 
● Daramic Separadores de Baterias

● Sage（巴西）

巴拿马   Panama
● ZOLL Latin America

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 ZOLL Medical Puerto Rico

截至 2021年12月31日

● 材料　● 健康  ● 住宅　● 旭化成集団

在地图上看旭化成

旭化成欧洲
Düsseldorf 40221, 
Germany

旭化成（中国）投资
Huai Hai Zhong Road, 
Shanghai 200031 China

Chiyoda, Tokyo 
100-0006

旭化成美国
New York, NY 10022 USA

卓尔医学产品公司
Chelmsford, MA 01824-4105 USA

Veloxis公司
Cary, NC 27518 USA

北京办事处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旭化成印度
Mumbai, 
Maharashtra 400051 
India

旭化成亚洲
Bang Kapi, Huai Khwang, 
Bangkok 10310 Thailand

旭化成 (总公司)

主要关联公司
各地的环 球

第　 章 旭化成的进化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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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堀秀毅 旭化成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1978年 4月 加入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现：旭化成株式会社）
2008年 4月 旭化成微电子株式会社 董事 兼 常务执行官
  旭化成微电子株式会社 电子元件市场销售中心长
2009年 4月 旭化成微电子株式会社 董事 兼 专务执行官
2010年 4月 旭化成微电子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兼 总经理执行官

2012年 4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常务执行官
 6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董事 兼 常务执行官
2014年 4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 兼 专务执行官
2016年 4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兼 总经理执行官
2022年 4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小堀秀毅（Hideki KOBORI）

1955年2月出生

畅所欲言、
连接、共创

我的成长与旭化成

*友禅流：在清澈的河水里冲洗染色后布匹上的浆糊和多余染料的工艺。

1978年加入旭化成时的印象
　　我从小就对旭化成有亲切感。在我

出生和长大的北陆地区，纺织业蓬勃发

展，金泽的友禅流*的景色是我心中的原

始风景。那时我就知道旭化成是纤维制

造商。

　　对旭化成的另一个印象是，这是一

家向多领域拓展业务并接受新挑战的公

司。记得在大四的求职活动中，我也感

觉到了这家公司氛围轻松、不刻板。

　　不过，我入职时，恰逢旭化成进行

业务多元化变革的时期，在1970年代两

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下，旭化成也被迫从

纤维领域向石化领域拓展。

旭陶的树脂销售
　　入职第2年，我在旭陶负责刚实现商

业化的改性PPE树脂“采龙TM”的销售。

　　因为是继GE之后全球第二家开发出

新型树脂的厂家，所以是零起步。我的

主要工作是开拓客户和产品用途提案，

工作内容很有乐趣。比如，买来空白地

图，将有可能成为客户的公司写在上面，

然后去日本各地拜访。

　　当时正值高度信息化社会到来的征

兆初显之时。1980年以后，将家用

VTR、办公用复印机和传真机等的主机

和部件由金属替换为树脂的轻量化产品

开始普及。产品在汽车领域的应用也取

得了进展，用于仪表盘和轮罩的树脂化。

　　那时，我拜访了家电和汽车领域的

大型制造商，还走访商社，拜托模具厂

家在休息日制作样品，还奔波于工厂和

技术部门，有时就留宿在公司附近的宿

舍里，没日没夜地工作。

从零起步的业务中得到的启发
　　最近的年轻人会直接表达“我想做

这项工作”。而那时的我或许可以说是拿

自己的未来做赌注，心想“进公司后，

我能做什么呢”。“让我做这些事吗？那

我试试吧”，就这样反复试错。我认为做

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如接受新挑战。

公司前辈的叮嘱
　　那时前辈给我推荐了卡耐基的《人

性的弱点》这本书。从前辈的行动和书

中，我学会了“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前辈还告诉我“因为同属一个部门，所

以不能一个人单独行动，要取得周围人

的理解，一起朝着目标，一起挥汗努

力”。这两件事我至今铭记于心。回想起

来，这是旭化成的文化，也是我事业的

起点。

　　尤其关于“共创”，我曾有幸作为搭

档与几位技术出身的前辈在一个团队里

并肩作战。

　　有时一边喝着酒，一边讨论“开发

这种产品吧”，“我想开拓那家用户”，直

至深夜。每次带着样品去拜访客户，回

来都会总结反思，重新制作样品，就这

样循环往复。

　　我认为这些快乐、喜悦、鼓励和有

时克服困难所需的经验，为从事之后的

工作锻炼了心力。

调至开展新业务的LSI部门
　　30岁时，正好入职第8年，我被调

至成立不久的旭Microsystem（AKM），

开展LSI新业务。

　　我在树脂部门工作7年，工作成果也

开始突显。1982年旭化成和旭陶合并，

借此机会，我提议在总社开设塑料产品

展厅，每月召集后辈们开一次学习会，

逐渐在工作中感到了充实。

　　正当我理清思路，决心要壮大集团

的树脂部门时，接到了调令。

在AKM积累的经验和学识
　　当时的AKM，围绕大企业先行开发

的存储器和定制LSI，该选择哪一个，尚

未统一方向。

　　1991年将定制LSI和特殊标准品确

定为支柱产品。此后，随着Windows95

的出现，个人电脑和手机等信息终端及

移动设备迅速普及。微电子领域的革新

瞬息万变。

　　也是在那时，我自学了企业经营，

某种程度上我想从中脱离出来。

　　当时学到的是，如果领导不能负责

任地给出明确的方针，带领公司朝着目

标团结奋进的话，事业就无法成功。这

不局限于公司高层，对一线的领导也有

同样适用。

互相尊重的氛围
　　旭化成的员工之间互相称呼不加头

衔，而加“san”。这是创业以来的习

惯，形成了畅所欲言、通气性良好、互

相尊重的公司氛围。公司的土壤是只要

有干劲，就能被委以重任。不过，有时

我也在想是否可以更严格一些。

旭化成的DNA
　　如今，全球处于重大的换挡期。因

循守旧无法维持现状，反而会落后于时

代。社会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进化升级。

请以大胆接受新挑战和变化的态度，在

工作中采取主动。旭化成拥有这样的

DNA。诚实・挑战・创造的集团价值就
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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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藤幸四郎 旭化成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确立自我意识
传统是用来创造的

1982年 4月 加入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现：旭化成株式会社）
2008年 5月 旭化成纺织株式会社 RIOCA事业部部长
2013年 4月 旭化成纺织株式会社 执行官 兼 企划管理部部长
2016年 4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高级执行官 兼 纤维事业本部企划管理部部长
2017年 4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高级执行官 兼 纤维事业本部部长 兼 大阪分公司总经理

2019年 4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常务执行官 兼 高性能产品事业本部部长
2021年 4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常务执行官
2021年 6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董事 兼 常务执行官
2022年 4月 旭化成株式会社 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兼 总经理执行官

工藤幸四郎（Koshiro KUDO）

1959年6月出生

野武士：指战国时代不侍奉特定领主的自谋生路的武士，引申为具有“身体力行”这一强烈意志和热情、富于挑战精神的人。

入职时意气风发
　　我出生在延冈，在延冈生活到高中

毕业。加入旭化成，是因为觉得旭化成

是多元化企业，万一发生不测，可以规

避风险；还有就是感觉 “加入了家乡的

企业”。

　　因此，当时有种“我要带领公司向

前发展”的感觉，现在想想会觉得有些

狂妄。

　　但这样的想法入职后很快就夭折了。

我被分配到纤维部门从事贸易业务。优

秀且老练的前辈众多，我记得没多久自

己就变得不安起来——“我还能在这家公

司做下去吗？”

学会如何赚钱
　　我记得有一位上司，他留着胡子，

大背头，总是穿着条纹衬衣。他从不说

废话，只说重点——“你先做这个”、“做

得不错”之类。

　　我跟这位上司学会了如何赚钱。当

时公司有源自宫崎社长的“健全的赤字

部门”这一说法，允许黑字部门填补赤

字部门的亏损。那个时代不断推动多元

化业务，“赤字部门是为了未来增长而存

在的”想法被大家认可。但这位上司说

“赤字不好”，极为在意所负责业务的收

益。那时的经历，成为我日后工作的基

本方针。

拥有自我意识
　　上司简直就像一个我行我素的野武

士※。严厉，但呵护下属。也经常和自己

的上级激烈辩论。

　　让我向往的是他有自我意识。我感

觉从他身上学会了一个社会成员应有的

言谈举止和生存方式。

　　如何才能让客户认可工藤这个人？

如何才能让对方理解工藤的自我意识？

我是谁？自己的自我意识存在于哪里？

通过和这位上司相处的亲身体验，我学

会了思考这些问题。

　　旭化成拥有接纳多样化人才的土壤。

但一不小心失败的话，有时也会有人说

“那小子失败了”。这种时候应该表达期

待——“那小子虽然失败了，但他还会再

尝试！”即使失败了，但能有同事拍拍

你的肩膀，鼓励你“再来一次！”我认

为这样的氛围十分重要，旭化成就有这

样的社风。

用团队的力量克服困难
　　2008到2012年期间，我担任ROICA

事业部部长。其间，历经金融危机、东

日本大地震、原料价格飙升、竞争加剧

等诸多大事件，也因为这些因素，使

ROICA业务陷入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收益。

　　直面这些危机的时候，就能看出你

与客户和下属的关系如何，或者说，大

家能不能拧成一股绳去奋斗。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大家一起努

力，从而走出了困境。共享目标和价值

观，让团队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发挥，

这样的管理肯定没错。

人与人要坦诚面对
　　2012年，旭化成决定关闭美国的氨

纶工厂。我赶赴现场，通知社长关停该

业务。社长和秘书相拥而泣，稍后，他

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应该比我们还难受

吧！”我本以为他会说什么苛责的话，

一下子被他替对方着想的温情深深感动

了。

　　在工作中，“人与人要坦诚面对，充

分沟通很重要”，这是我从这位社长身上

感受到的。

珍惜真实的温暖
　　珍惜伙伴。请大家珍惜现实的世界。

能被对方说“你肯定比我们还难受”，正

是因为我们有过团队上下一心共赴时艰

的真实体验。

　　新冠疫情下，远程办公和线上展会

等等，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工作方式也得

以迅速推广。虚拟世界无需移动，效率

也高。但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有人在

旁边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两句话，会

深感欣慰。这一点是虚拟世界做不到的。

被人拍拍肩膀的那份真实的温情，十分

重要。

彼此问候，从日常做起
　　早上，面对电脑开始工作，有人问

候你“早上好！”这时停下手里的工作，

回复“早！”

　　这是真实的感觉，这种不断的积累，

能够构筑并加深人际关系。

　　旭化成一直以来珍视人与人的关系。

这也是DNA之一，已在员工中间扎根。

自己去开辟道路
　　“传统不是用来守护的，而是要创造

出来的”。向前迈出坚实的步伐，同时还

要有“亲力亲为”的气概。

　　换句话说，创造未来的新的旭化成，

不是指去思考未来100年的旭化成该如

何，而是要本着自己去开辟新的道路这

一精神。“认准前方”、“亲力亲为”，希

望大家重视这两点。

我的成长与旭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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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销售“旭
包鲜TM”，进军
树脂产品业务

旭化成、扩大的系谱
为“生命”与“生活”做贡献、充满挑战和多元化的历史

028 029

●设立曾木电气 ●设立日本碳化物商会

●成立日本氮火药

●旭宾霸绢丝合并了日本氮
火药，公司更名为日氮化
学工业（注册资本5,440
万日元）

●开设东京事务所
（东京都千代田区）

内墙采用Hebel的霞关大厦
（1968年竣工）

●社内报“延冈旭”
创刊

●在东京、大阪及名古屋各
证券交易所一部上市

●独家赞助电视节目
“Star一 千 零 一 夜”
开播（~1981年）

●成立旭化成美国●在纽约（美国，1959年）
和汉堡（德国，1966年）
开设事务所

●丙烯腈在川崎投产

●独家赞助电台节目
“PiyoPiyo大学”开播
（~1960年）

●延冈氨绢丝合并了日本宾霸绢丝及
旭绢织，公司更名为旭宾霸绢丝
（注册资本4,600万日元）

●曾木电气合并了日本碳
化物商会，公司更名为
日本氮肥

　　创始人野口遵于1920年代创业之时，

农业是解决国民吃饭问题的一大产业。为提

高农业生产力，野口开启了生产石灰氮和硫

酸铵等化肥的业务。同时，在日本首次成功

合成氨，用于制造硫酸铵，为旭化成开展化

工业务奠定了基础。

　　当时的年代，许多日本人穿丝质和服，

为向人们提供廉价又有丝绸特性的人工纤

维，同时也涉足了人造丝和宾霸业务。

　　旭化成的业务起步于人们的“衣”和

“食”。

　　60年代以后，增加了“住”。涉足“三

大新事业”之一的建材业务，并于1972年

成立旭化成住宅，正式进军住宅业务。经历

经济高速增长期后，为梦想拥有“私人住

宅”的消费者，提供了“安心富足的生活”。

　　70年代初期，水岛石化综合体投入运

营，旭化成作为“衣食住综合化学制造商”，

将接下来的目标锁定在“信息”领域。

1983年进军LSI业务，运用化工方面的技

术诀窍，开拓了微电子市场。为手机·智能

手机、个人电脑和AV设备等现代便利生活

不可或缺的信息领域的设备，提供关键部

件。

　　同时还增加了另一个重要支柱——“生

命”领域。通过1992年与东洋酿造的合

并，强化了医药业务，同时还扩充了血液透

析和血浆置换等医疗业务。2012年，通过

收购卓尔医学产品公司，还进入了急救领

域。这些健康领域与材料领域、住宅领域一

起，并称旭化成的三大业务领域。

　　旭化成的历史是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步

扩大“衣·食·住·信息=生活”与“生命”

的业务领域的过程。“多元化”是旭化成的

代名词，真诚响应社会大众的需求，从而实

现了业务的多元化。

水岛B’地区（1965年）

合成氨工厂 混合气体压缩机（延冈）

大阪·阪急百货店的“宾霸®”展览（1951年）

腈纶
“CashmilonTM”
在富士正式投产，
正式开展合成纤维

业务

日氮
化学工业更名
为旭化成工业
（注册资本5,440
万日元）

成立旭绢织
（大阪市西区）

旭绢织开始生产
人造丝

日氮肥料在延
冈开始生产
合成氨

开始生产谷氨
酸钠，进军食品

业务

成立延冈氨绢丝
（注册资本1,000
万日元）生产和销售
氨、硝酸等
化学产品

日本
宾霸绢丝株式会
社成立(1929年)、
生产和销售再生 纤维
素纤维“宾霸®”
（1931年）

与美
国陶氏化学公
司合资成立旭陶
株式会社，进军
川崎地区

旭陶
开始生产聚苯
乙烯

“StyronTM”，
进军合成树脂
业务

成立山阳石油
化学，在水岛地
区正式进军石化

业务

旭Shwebel进
军电子领域

轻量加气混凝
土“HebelTM” 在
松户投产，正式进
军建材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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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北京事务所

●成立旭化成纺织，
强化纺织品业务
●成立旭化成建材

●成立旭食品

●启动杀伤地雷的废弃
处理工作（～ 2002
年11月、约67万枚）

●开设上海事务所

●成立旭化成亚太
（泰国）

●将烧酒及低度酒饮料业务转
让给朝日啤酒及Nikka威士
忌

●将清酒和合成酒相关
业务转让给Oenon 
Holdings株式会社

●成立旭化成管理（上海）
（2012年更名为旭化成
中国投资）

●将食品业务旭食
品转让给日本烟
草产业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后
行业分类由纤维变为
化学

●将股票交易单位
由1,000股变为
100股

●成立旭化成欧洲
●关闭水岛制造所的乙
烯中心。在三菱化学
旭化成乙烯，开始共
同运营乙烯中心。

●将总公司所在地由大
阪（大阪市北区）迁
至东京（东京都千代
田区）

●名古屋·札幌·福冈
证券交易所一部退市

填充了宾霸中空纤
维的人工肾

概念车AKXY

合并旭陶，强化
合成树脂业务

正式开展
“Hebel HausTM”
业务，成立旭化成住
宅，正式进军
住宅领域

成立旭医疗
（现旭化成医疗），
开始生产人工肾，
进军医疗业务

开始销售第1期
分售公寓

“SunCity”（东京都
板桥区），参与土地

开发业务

成立旭
Microsystem

（现旭化成微电子），
正式开展LSI业务

旭化成工业更名
为旭化成

兼并
旭化成纺织，
强化纤维业务

收购美国Sage 
Automotive 

Interiors公司并将其
变为关联子公司

吸收合并化学、
纤维及电子材料相
关的分公司，向业务
控股公司过渡

收购美国卓尔医学
产品公司并将其变为
关联子公司，进军
急救业务

成立A&T电
池，次年开始生产
锂离子电池（2000
年转让给东芝）

向7家分公司·
控股公司制过渡

受让新日铁化学的欧
美复合树脂生产子公
司，在欧美确保了生

产基地

创业
100周年

与东洋酿造合
并，强化医药与
医疗业务，进军
酒类业务

年产35万吨的乙
烯中心在水岛
落成

在延冈成立宫
崎电子，开始生
产霍尔元件

名誉研究员
吉野彰荣获诺贝
尔化学奖

收购美国博力
通集团公司成为
关联子公司

制定旭化成集团
理念·愿景·
价值·口号

开始销售口服
抗癌剂

“SunfuralTM”，
正式进军医药品

业务

030 031

集团理念

集团口号 畅想明天 构筑未来

为全球大众的
“生命”与“生活”做贡献

集
团
人才

理念
集团中期

经
营
计
划

集
团
价

值
观 集团

愿
景

诚
实
 挑

战
 创
造

健康舒适的生活
 与

环
境
和
谐
共
存

●成立旭化成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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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化成如今的体制，是经过多次合

并和名称变更进化而来的。

　　1906年，集团创始人野口遵设立曾

木电气，在鹿儿岛县建设水力发电站。

次年的1907年，又以联手经营的模式设

立了日本碳化物商会。之后，野口取得

了日本国内的石灰氮制造专利权，于

1908年将曾木电气和日本碳化物商会合

并，成立了日本氮肥。该公司于1923年

开始生产合成氨——旭化成业务的起源，

旭化成也逐渐成长为“日氮康采恩”的

核心成员。

　　说到旭化成的“创业”，可追溯到

1922年的旭绢织成立。公司名称中的

“旭”延用至今。野口就任专务一职，

1924年开始生产人造丝。纤维是旭化成

业务的另一个起源。

　　而旭化成“成立”的真正时间点，

则是1931年成立的延冈氨绢丝，它是旭

化成法律意义上的前身。该公司成立于

创业之地延冈，1933年吸收合并了旭绢

织和日本宾霸绢丝（1929年成立），公

司名称变更为旭宾霸绢丝。

　　对旭化成而言，1946年日氮化学工

业更名为旭化成工业是一大转机。进行

二战后处理时，日氮康采恩解体，拆分

出的组织分别作为独立企业开启新征程。

之后，旭化成工业于1992年合并东洋酿

造，2001年公司名称变更为旭化成，

2010年之后又通过大型并购将美国卓尔

医学等公司纳入旗下，发展至今。

　　下表中出现信越化学、积水化学、

积水住宅的名字，有人可能觉得不可思

议。实际上它们也是原日氮康采恩的成

员。均源自与野口有关的日本氮肥。

　　将企业的存在意义和使命用语言表达

出来即为企业理念。旭化成提出了怎样的

企业理念呢？

　　追溯其系谱，发现企业理念最初于

1996年制定。实际上之前没有制定过正

式的企业理念或社训。创始人野口遵，中

兴之祖宫崎辉。这两位领袖经营者的存在

感十分强大，从某种意义来讲，两人的生

存方式和经营理念指出了企业的发展方

向。

　　最早进行明文规定的企业理念是

配合当年制定旭化成工业中长期经营

计划《WIN“G”21》而制定的。《WIN

“G”21》由①旭化成的企业理念、②理

想型业务构造、③中长期基本战略这３大

部分组成。

　　具体由企业理念的内容可以看出，现

在集团理念中重要的关键词——“生命”

与“生活”彼时既已出现。

　　之后，旭化成工业于2001年将公司

名称更改为旭化成。同时，《旭化成集团

理念》也重新制定。目的是明确旭化成

集团的自我认知，确立世界通用的国际

化 集团品牌，提高企业价值。关键

词——“生命”与“生活”沿用至今，在

集团理念的“基本理念”中做出了“为民

众的‘生命’与‘生活’做贡献”的宣

言。

　　这一集团理念于2011年改定。因为

2003年引进的分公司制度为多元化经营

赋予了速度感，但同时产生了离心力，从

某种角度来说丧失了集团凝聚力。因此，

提出集团横向创建业务的“融合战略”，

同时修订了“集团理念”。

　　改定后，集团理念仍旧使用关键

词——“生命”与“生活”，但表现形式更

为简洁。此外，还公布了理念体系图，制

定出了“集团价值观”、“集团愿景”及

“集团口号Creating for Tomorrow—畅

想明天 构筑未来—”。

公司系谱成长与发展，坚持新的挑战 将DNA明确，以便传承 理念的系谱
1996制定企业理念
①何谓旭化成？认清人类与地球的未来，
　通过“生命”与“生活”的技术创造21世纪的幸福

③旭化成的经营基本方针

②旭化成的使命

<旭绢织>
1922年  大阪市西区江户堀南通
<延冈氨绢丝>
1931年  大阪市北区宗是町
<旭化成工业>
1946年  大阪市北区宗是町（DAIBIRU1）
1958年  大阪市北区堂岛浜（新DAIBIRU2）
<旭化成>
2001年  大阪市北区堂岛浜（新DAIBIRU2）
2014年  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

（Jimbocho Mitsui Building3）
2018年  千代田区有乐町（东京中城日比谷4）

2001《旭化成集团理念》制定

2011《旭化成集团理念》改定

我们旭化成集团，凭借科学与睿智不断革新，
为大众的“生命”与“生活”做贡献。
<经营指针>

<基本理念>

总公司所在地的变迁

集团理念

<行为口号>

1. 我们从客户的角度出发，与客户一起思考，创造新价值。
2. 我们尊重员工的个性，重视工作价值和团队合作。
3. 我们力争成为国际化高收益企业，为股东及相关方做贡献。
4. 我们致力于与地球环境和谐共存，确保产品和业务活动的安全。
5. 我们作为优秀的企业市民，遵守法律和社会规范，与社会共同进步。

· Breakthrough─Together · Customer-focus
· Global-development · Group-dynamics

日本宾霸绢丝
1929.4.15成立

曾木电气
1906.1.12成立

东洋酿造
1920.3成立

Veloxis
Pharmaceuticals
1999 成立

美国卓尔医学产品
1980 成立

日本碳化物商会
1907.3成立

信越氮肥
1926.9.26成立

信越化学工业
1940公司名称变更

积水住宅产业
1969成立

积水住宅
1963公司名称变更

积水产业
1947.3.3成立

积水化学工业
1948公司名称变更 新日本氮肥

1950.1.12成立

氮气
1965.1.1公司名称变更

日本氮肥
1908.8.20合并、公司名称变更

日本氮气火药
1930.12.4成立

旭宾霸绢丝
1933.7.15合并、公司名称变更

日氮化学工业
1943.4.5 合并、公司名称变更

延冈氨绢丝
1931.5.21 成立
董事总经理 野口遵

旭化成工业
Asahi Chemical Industry Co.,Ltd
1946.4.1 公司名称变更

旭化成
Asahi Chemical Corporation
2001.1.1 公司名称变更

2020 特别事业公司

2012 特别事业公司

延冈的工厂、
水力发电设施受让

将旭化成株式会社
整理为控股公司。
转让给委员会
1946.12

1943合并

1991合并

创业

成立

1.与人类和社会保持和谐并为之做出贡献/2.与地球环境的和谐/3.创造新的价值

1.重视客户满意度的经营/2.重视环境与安全的经营/3.凭借技术的先进性创建新
市场的经营/4.培养具备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引领型业务”的经营/5.多样化和具
有速度感的经营/6.孕育乘积效果的多元化·集团经营

我们旭化成集团，
为大众的“生命”与“生活”做贡献。

集团愿景

通过实现“健康舒适的生活”和“与环境和谐共存”，
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

集团价值观

<诚实>一视同仁，以诚相待。
<挑战>勇于挑战，并不断改变自我。
<创造>凭借凝聚力和融合性，
创造新的价值。

集团口号

Creating for Tomorrow
畅想明天 构筑未来

1

2

3

4

032 033

旭绢织
1922.5.25成立

董事总经理 喜多又藏

集团理念

集团口号 畅想明天 构筑未来

为全球大众的
“生命”与“生活”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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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满足时代的要求与需求、
让人们的生活舒适而美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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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el™”
“Hebel Lite™”
（传统木制建筑）

第　 章 旭化成的进化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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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代初期，刚刚进入20世纪，

创始人野口遵胸怀何等梦想在九州这片大地上建设发电厂、

修建工厂的？

战后进入高度成长时期，

中兴之祖宫崎辉大刀阔斧推动多元化经营时，

究竟在心中描绘了怎样的未来？

通过了解开创事业的两位经营者高瞻远瞩地预判时代的行动力和经营哲学，

揭示旭化成在创业百年的历史中所培养的基因。

旭化成的DNA2第 章

　　徽标象征性地展示集团的理念、

目标和寄语。旭化成顺应时代的变化，

逐步对其进行修改。

　　最早的徽标是1940 ～ 50年代，

纤维的成分吊牌、产品和广告等使用

的徽标。目的是在拓展“宾霸®”、人

造丝和“CashmilonTM”等产品时，

向消费者推广企业品牌。

　　自1963年起，摆脱纤维业务为主

的局面，为传达以化工为中心的集团

整体的企业形象，对徽标进行了变更。

徽标也因此转为强调厚重感和稳重感

的设计。1988年，在继承原有风格的

基础上，保持稳重感，在设计里添加

了亲切感和灵动感。

　　2001年进行了大改动。旭化

成工业更名为旭化成，借此机会，

制 定 了 国 内 外 统 一 使 用 的 集 团

徽标，并制定了“集团理念”，将

“Breakthrough-Together”作为口号。

同时也制定了正式的日英公司名称徽

标。

　　2008年，在“oneAK”经营方针

之下，为彰显集团的凝聚力，改用单

一的蓝色。2010年将广告中使用的

“世界上未曾有过的产品”升级为官宣

标语。

　　俗称“圆圈旭”的标识曾被用于

公司徽章，1954年制定了员工徽章，

在前一年曾制定了表彰连续工作25年

的“圆圈旭”徽章。现行集团徽标的

领章是于2011年制定的。

徽标的变迁

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步修改徽标！

用于纤维成分的吊牌、产品和广告等

1940～
50年代

自旭绢织时代起，至2001

年公司更名，除徽标外，

还使用了标识。出现在公

司徽章、旗帜和信笺抬头

等各种物品上

直到国内外统一公司名称的徽标类型为止，

1990年代，这一徽标类型都在海外使用

为摆脱纤维事业为主的印象，塑造旭化成集

团整体的企业形象，创建了徽标的雏形

1963年

2001年

随着非纤维产品占比的增多，旭化成将柔和

的企业形象转变为以重化工为中心、硬核的

企业形象

1967年

为消除厚重感和稳重感带来的生硬、缺乏亲

和力的形象，在不破坏稳重感的同时，在设

计中添加了亲切感和灵动感

1988年

● 还使用了标识！

● 在海外用至2001年

旭化成工业更名为旭化成，与此同时制定了

国内外统一的集团徽标。用大小写字母

“Asahi”和“KASEI”组合的形式表现鲜

活、创新的形象。用渐变色表达“挑战和不

断变化”。对“a-sa-hi-ka-se-i”在海外的易

读性也做了充分考虑

同时还制定了旭化成集团通用的
公司名称徽标类型※

2008年

为进一步对内对外彰显集团的凝聚力，

展现“一个旭化成”的形象。将渐变色

更改为旭化成蓝这一单色，以传达集团

的硬实力

2012年1月　制定中国集团徽标※

考虑到“旭化成”的中文读音，所制定

的中国集团徽标采用集团徽标和“旭化

成（简体字）”相结合的形式

2021年10月　制定“紧凑款徽标”※

作为数字化时代创造新价值的象征，用

以提高辨识度和易读性。在中国境外进

行商标注册

※截至2022年4月可使用的徽标

※

Column
100年的
轨迹 1



042 043

　　野口遵于1896年3月毕业于东京帝

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电气工程专业。

当时，从东京帝大毕业后，一般都会就

职于政府机关或大企业，而野口却选择

了地方上的一家小型电力公司。在福岛

县的郡山电灯公司担任工程师，从事水

力发电站的建设工作。走自己的路——

野口与众不同的职业生涯从这里开始，

同时也暗示了他之后的创业方式。即首

先兴办水电，再利用电力开展电气化学

工业。

　　之后，野口辗转了几所水力发电站，

又进入德国的电机制造商巨头西门子的

东京分公司工作。在那里他学习技术、

拓展人脉，1906年终于迈出了作为企业

家的第一步，在鹿儿岛县成立了提供水

力发电的曾木电气。

　　利用曾木电气供电的电气化学工业

的第一步是由野口成立的日本碳化物商

创始人野口遵奠定了现代日本化学
工业的基础，被誉为“电气化学工
业之父”。野口毕生大举开创新事
业，旭化成正是以此为起点，作为
时代先锋始终坚持挑战。

会生产碳化物，但是该项目最初在熊本

县陷入了困境，无法制造出高质量的碳

化物。

　　野口凭借与生俱来的前瞻力、决断

力和行动力打破了困境。

　　听说德国发明了石灰氮生产工艺

（Frank·Caro法）——用碳化物吸收化

合空气中的氮来制造氮肥，他认为这是

开辟事业的良机，遂前往德国洽谈专利

收购事宜。竞争对手是三井等当时的财

阀。与资金实力雄厚的对手为敌，野口

这样对卖家说，“想要钱的话就卖给三井

吧。如果想让技术发扬光大，那就交给

我吧！”

　　西门子时期积攒的人脉也派上了用

场，野口成功收购了专利。

从建设水力发电站到发展电气化学工业

　　取得了Frank·Caro生产工艺的专

利权后，野口合并了曾木电气和日本碳

化物商会，成立了日本氮肥公司，开始

生产石灰氮，然而，困难又接踵而至。

产品的氮含量达不到预期，产量提不上

去，农户也难以接受石灰氮这种新型肥

料⋯⋯。

　　这时野口注意到了由石灰氮转化而

来的硫酸铵肥料。这次一炮打响，凭借

熊本县镜工厂生产的硫酸铵极大地提升

了销售额。

　　可是，野口再次陷入了困境。不仅

全球经济出现了恶化，石灰氮的专利权

也即将到期。为了打破这一僵局，野口

于1921年前往欧洲寻求新技术。在那里

他找到了Casale博士发明的Casale式合

成氨。

　　野口在意大利的一家小工厂参观

Casale式合成氨生产工艺时，被弥漫在

工厂里的氨臭味迷住了。他确信“这东

西大有前途”，并立即与Casale博士就

取得专利权开始了协商。对方提出了

1000万里拉（约合现值10亿日元）的

巨额专利费。野口认为不可错失这次良

机，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Casale博士

后来说“当时没想到他会那么痛快地决

定”。

取得Casale式合成氨的专利权

创始人

野口遵
经历的挑战

野口一贯的开辟事业的方式是先在山区

建设水力发电站，然后在滨海地带开展

用电的化学工业，并向海外寻求新的化

学技术。

兴建水电，
向世界寻求用电的技术

野口遵的风格 第一

引进Casale生产工艺的整个过程如实

展现了野口的天赋。作为优秀的工程

师，他能准确评价新技术。作为企业

家，他也具备把握机遇的决策能力。

作为工程师准确判断
作为企业家迅速决策

野口遵的风格 第二

充满挑战的野口遵的职业生涯
旭化成的

起点在这里！

野口创办的曾木第2发电站的遗址（1999年）
Casale博士Casale博士来日（前排中央。1923年于延冈宿舍前）

1904年 日俄战争
1906年 成立曾木电气株式会社
1907年 以共同经营的方式成立日本碳化物商会

1896年 第一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
 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电气工程专业
 进入郡山电灯公司工作
1901年 进入Siemens-Schuckert公司东京分公司工作

1868年 明治维新
1873年 出生于现在的石川县金泽市
1877年 西南战争
1894年 日清战争

我是捣蛋鬼
但我讨厌
欺负弱小

水电兴国

旭化成的DNA第　 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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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Casale生产工艺的专利权后，

野口立刻想在熊本县镜工厂的旁边修建

新式合成氨工厂，但是遭到了当地的反

对，于是他又在宫崎县延冈町（现延冈

市）锁定了新的建设场地。

　　延冈拥有兼具流量和落差的五之濑

川水系，易于建设水电站来发电，并且

当时延冈还是一片恬静安宁的田园地带，

并不缺少工业用地。在上游确保电力，

下游建设以合成氨工厂为中心的电气化

学工厂的话⋯⋯。野口的构想不断拓展，

并变得具体起来。

　　野口初次到访延冈的时候，和负责

向导的公务所人员一起登上了可以俯瞰

延冈町的爱宕山。野口用携带的手杖指

着现在的旭化成药品工厂一带，画了一

个圆圈，说“我想要这一大片地”。那片

地面积之大让同行人员大吃一惊。 

　　就这样，1923年9月在延冈建成了

占地约66,000m2的合成氨工厂，但是

从竣工到投产，路途艰险。

　　首先在制造工艺上就存在困难。要

在750个大气压的高压下进行完全连续

的气体反应，而这在当时的日本是没有

先例的。全国各地优秀的技术人员聚集

在一起，反复测试机器设备，精益求精。

　　1923年10月5日，在Casale博士的

见证下，氨合成终于成功了。下午4点

30分，当氨气的检测数值上升，确认获

得成功时，现场喧闹起来，欢呼声响彻

整个工厂。这是向世界知名综合化工基

地迈出第一步的历史性的瞬间。

在延冈建设工厂，打造综合化学工业基地

　　话题暂且回到与Casale生产工艺邂

逅的欧洲考察之行。这时，除了Casale

生产工艺以外，野口还注意到了另外一

样东西，这就是人造绢丝（人造丝）。他

高度评价其品质，并预测人造丝在日本

将会取代天然纤维的丝绸，需求量必将

增加。

　　野口作为工程师准确评价新技术，

作为企业家在业务决策上也很机敏，有

先见之明。他与德国Grantsstov公司签

署了粘胶人造绢丝技术引进合同。基于

这项技术，野口通过合营模式创办了旭

绢织，开始进军人造丝业务。

　　1924年6月，人造丝在滋贺县的膳

所工厂一经投产，就广受各纺织品产地

的好评，形成供不应求的销售局面。满

负荷生产后，火热的状态也依然持续，

在1925年5月的会计决算中，专利权、

设备建筑物折旧后还实现了盈利分红。

可见欧洲之行时野口对于日本未来需求

的预测是正确的。

　　成功的原因不止这一个。从海外引

进技术的同时，根据需求进行改良，帮

助纺织品产地实现向人造绢丝的技术转

换。发行“旭绢织月报”，向产地和集散

地宣传技术和销售信息，在各产地开展

巡回讲习会。成功不仅源于他的高瞻远

瞩，也是他为了追赶时代，不断缜密施

策的结果。

旭绢织开启人造丝业务、大获成功

合成氨成功之后，野口相继建设了宾霸

工厂、火药工厂等，走上了多元化的道

路。这些本来就存在于野口的宏伟构想

中。

野口遵的风格 第三

对野口来说，所谓“高瞻远瞩”，就是

设定目标，为社会做贡献。“追赶时代”

就是为了实现目标，不断努力。

野口遵的风格 第四

以宏伟的
构想打造多元化业务

高瞻远瞩、追赶时代

　　

日本氮肥 延冈工厂 第1期竣工（1923年）

生产人造丝的旭绢织 膳所工厂（1926年） 复选作业（摘自旭绢织1928年前后的《图解化学工业》）

1908年 收购Frank、Caro二人的石灰氮制造专利权
 合并曾木电气和日本碳化物商会，并将公司更名为日本氮肥株式会社
 出任专务董事
1914年 第1次世界大战（～1918年）
 在日本氮肥的镜工厂（熊本县八代郡）开始生产石灰氮、硫酸铵

1922年 日本氮肥在延冈着手建设
 Casale式合成氨工厂
1923年 关东大地震
 日本氮肥开始在延冈生产合成氨
1924年 旭绢织开始生产人造丝

1926年 在延冈取得12万坪（约40万m2）的工厂用地
 为开发朝鲜的赴战江，成立朝鲜水电株式会社
1927年 在兴南成立朝鲜氮肥株式会社
1928年 开始生产硝酸，开展化学品业务

1929年 大萧条开始
 成立日本宾霸绢丝、出任社长
 出任旭绢织的社长
1930年 成立日本氮火药株式会社、出任社长

1920年 国际联盟成立
 成立五之濑川电力株式会社
1921年 取得Grantsstov公司的粘胶人造 
 丝制造法专利实施权

1921年 日本氮肥签署Casale式
 合成氨技术引进合同
1922年 成立旭绢织株式会社、出任专务董事

Frank先生、Caro先生、
想让技术发扬光大的话，

就交给我吧

Casale博士、
能把专利权
卖给我吗？

我想要这
一大片地

公司壮大了，
也能带动延冈的发展
推动多元化经营

事业就能
蒸蒸日上　

万岁！
Casale博士！
氨制成了！

掌握
专利

旭化成的DNA第　 章2



046 047

源自野口时代的传承

　　对公司里有头衔的员工，称呼其为

“某某部长”、“某某科长”。或者前面不

加姓，直接称呼“部长”、“科长”。虽然

外国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日本的企

业现今也大多如此。但旭化成始终以

“san”称呼。社内刊物无论介绍社长、

部长还是一般员工时也都是称呼“某某

san”。实际上，这是从野口遵担任社长

时传承下来的文化。

　　推动野口事业的核心力量，是20、

30岁的技术团队。野口自身也作为技术

人员，和年轻的工程师们共同讨论技术

问题并做出指示。这个技术团队不称野

口为“社长”或“专务”，而是叫他“野

口san”。野口身居经营层的高位，但不

会安坐于总公司的办公桌前，而是往返

于建有工厂的九州和朝鲜半岛之间，与

工厂的技术人员直接沟通。社长与员工

都是技术团队的伙伴。

　　领导亲临现场。平等对话。称呼不

用头衔而用姓氏。可以说这一文化最终

促成了旭化成的社风——“通气性好、可

自由辩论”。

“～ san”的称呼文化

公司名称中的“旭”

　　按《国语辞典》的解释，“旭”与

“朝日”同意，即早晨升起的太阳。那

么，旭化成的“旭”源于什么呢？

　　答案是，被称为“旭（朝日）将军”

的平安时代末期的武将源义仲（木曾义

仲、1154 ～ 1184年）。

　　义仲是当时的当权者，将平氏赶出

京都，一时间大权在握，但之后被同为

源氏的源赖朝派来的范赖·义经军打败。

出逃途中，在琵琶湖畔的栗津（现滋贺

县大津市）战死。当地有义仲之墓和用

于祭拜的义仲寺。旭绢织的膳所工厂就

位于义仲寺附近，从旭将军的名字中获

得灵感，公司名称就使用了“旭”字。

　　但旭绢织还不是第一个使用“旭”

字的公司。当地早在1920年就有生产人

造丝的名为“旭人造绢丝”的公司，但

由于技术不成熟、机器设备不完善，次

年就停止了运营。野口从欧洲引进了具

有发展前景的人造丝技术，将“旭人造

绢丝”公司转让的工厂做为生产基地开

始运营。这时候，公司名称是带有“旭”

字的旭绢织。之后，与延冈氨绢丝合并

时，公司名称变更为旭宾霸绢丝，仍然

沿用了“旭”这个名字。

　　另一方面，旭化成的“化成”是

1946年4月公司名称从日氮化学工业改

为旭化成工业时被加入的。“化成”这一

词汇出自中国的《易经》，有“向好的方

向生成、变化、发展”之意。

技术人员不称呼“社长”，而是称呼“野口san”

源自与工厂用地有渊源的“旭将军”源义仲

膳所工厂附近、与源义仲有渊源的地方

Column
100年的
轨迹 2

在朝鲜开发水电、建设化学联合企业

将河水截流、挖掘隧道、让河水倒流至

山的另一侧。独辟蹊径，完成别人想都

不敢想的事情。旭化成这一DNA传承

至今。

野口遵的风格 第五

独辟蹊径，敢啃硬骨头

规模在全球屈指可数的朝鲜氮肥 兴南工厂

赴战江大坝。施工艰难。

1931年 开始生产“宾霸TM”。成立延冈氨绢丝株式会社，出任社长（成立现在的旭化成）
1933年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
 合并延冈氨绢丝、日本宾霸绢丝和旭绢织这三家公司，并更名为旭宾霸绢丝株式会

社，同时出任社长。开始生产烧碱、利用副产物开展氯化物业务。
1935年 开始生产味精、进军食品行业

1939年　第2次世界大战（～1945年）
1943年 合并旭宾霸绢丝与日本氮气火药，
 将公司更名为日氮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出任社长
1944年 逝世，享年72岁
1946年 旭化成工业株式会社开端

　　1931年，野口成立了旭化成的前身

延冈氨绢丝，并出任社长。在这之后，

1933年开始用水银法制烧碱，利用副产

物开展氯化物业务等，一鼓作气推进多

元化。野口的做法是在山区兴建水电设

施，并在沿岸地带开展化学工业，通过

这种方式使延冈成为一大化学产业基地。

　　但野口的宏伟构想没有局限于日本

本土这个舞台。为了应对硫酸铵肥料的

需求增长，他四处寻找工厂建设用地，

最后决定向朝鲜半岛扩张。

　　野口一如既往地考虑先建设水力发

电站，但是他预想的地点（现北朝鲜）

的地形及河水流量似乎不适合进行电力

开发。尽管如此，野口没有放弃。他提

出了个异想天开的构想，“在鸭绿江的3

条支流上筑坝截流，并挖掘隧道让水倒

流注入日本海，就可以利用1000m的落

差修建大规模的发电站”，并最终完成了

这项艰难的东方第一大工程。

　　就这样，野口建成了赴战江水力发

电站，利用该发电站的电力，在兴南建

成了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化学联合企业。

　　之后，野口还构想了整个亚洲的开

发，包括黄河、长江、菲律宾、爪哇、

苏门答腊、婆罗洲、马来半岛等。野口

始终放眼世界，以“提升人类文化”为

使命，他说“事业是我的生命”。

衣食无忧的话，
不就不用打仗了吗

希望个人财产能有
助于化学的

发展和朝鲜的奖学金

旭化成的DNA第　 章2

野口san

和歌山县

奈良县
大阪府

滋贺县
京都府

兵库县



048 049

　　宫崎曾在两次事件中深刻反思了企

业与员工的关系。

　　第一次事件是1948年的“延冈大纠

纷”。那是一场14,000人参加的、持续

了30多天的大型纠纷。当时宫崎是劳务

和人事的高层负责人，他直面这场已有

暴徒化趋势的示威游行，没有屈服。“员

工的生活固然重要，但没有了公司，生

活保障就无从谈起”这一想法鼓舞了宫

崎。

　　宫崎与通情达理的工会成员反复沟

通，了解各方的立场，加深情义，成功

化解了这次危机。

　　这份情义在第二次事件中挽救了公

司。神武景气时期，化纤行业也积极进

行设备投资，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

宫崎辉以“三大新事业”为开端，推进业务的多元化，为现在的旭化成打下了基础，
堪称旭化成的中兴之祖。作为经营者，他的人生既有成功，也有挫败。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在企业与社会中所秉持的经营哲学。

日本出现了由于生产过剩导致的人造丝

萧条。旭化成也陷入了经营困境，唯有

裁员才能化解危机。为员工着想的宫崎

考虑的方案是，让员工暂时离职，靠失

业保险过渡一段时间，等公司业绩恢复

后再让他们重返岗位。

　　但是，按照当时劳动省的方针，约

定复工期限的失业者不适用失业保险。

这样一来，公司无法按工会要求将再次

雇佣落实到书面上。最后，宫崎只能做

出口头约定，含泪让员工离职。尽管如

此，出于对公司的信任，工会还是接受

了这一方案。宫崎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

在业绩恢复后做到了让所有人都重返岗

位。

　　劳资协调与相互信任。宫崎对待企

业和员工的基本方针在这时得以确立。

推进业务的多元化、塑造旭化成的雏形

为公司、为员工着想经 营 哲 学 1

　　宫崎时代的社长和会长办公室都悬

挂着写有“苦中作乐”字样的匾额。这

是宫崎喜欢说的一句话。他常说虽然工

作中困难重重，但是解决困难很快乐。

　　“虽然经营上遇到很多难题，但在工

作中能以此为乐，因此没有压力。不管

遇到何种难题或苦恼，我都不会逃避。

自己创建工作，需要艰辛的努力。如果

将其视作痛苦，那则无法工作。”

　　宫崎不仅以此启发他人，也做到了

身体力行。

　　例如，旭陶（当时）的Saran业务

就遭遇了种种艰辛。谈判在艰难中取得

胜利，与美国陶氏化学公司签署了技术

引进合同，但开始运营后3年时间里，累

计亏损高达7亿2000万日元。在公司内

部的批判声中，宫崎仍坚持推进该业务，

并创造了热门产品“旭包鲜”（Saran 

Wrap）。

　　宫崎担任社长时也饱经风霜。因为

他是在Cashmilon的业绩急剧恶化的情

况下临危受命的。

　　宫崎冲在第一线，指挥清理了堆积

如山的Cashmilon库存。首先，为了

加强销售，削减了20%的管理部门员

工，调至Cashmilon的销售团队。再

让精明能干的“宾霸”销售负责人担任

Cashmilon的事业部长。新部长的策略

是从梭织物客户转向针织物客户。一系

列措施奏效，Cashmilon成长为旭化成

的一大支柱。

苦中作乐经 营 哲 学 2
中兴之祖

宫崎辉的

工厂干部话别临时归休员工

Cashmilon工厂（富山1959年）

宫崎推动的“三

大 新 事 业 ” 之

一、尼龙业务

　　“迎接风暴，而不是躲避风暴！”

　　宫崎语录之一。迎接风暴，解决问

题，创建新业务。虽说迎接风暴，但仅

凭干劲和斗志是不行的。那宫崎是如何

做到的呢？通过彻底学习。

　　例如，宫崎刚进公司不久，就在单

身宿舍里投入到法律的学习中。专利法、

税法、河流法、信托法等等，他将大学

时期没学过的法律都学到了能写论文的

程度。其间，旭化成与竞争对手公司产

生了专利纠纷，宫崎负责解决。为应对

诉讼，他不仅从法律的角度，还从旧制

中学的物理、化学课本，甚至流体力学

等技术方面的专业书籍中涉猎相关内容，

最终取得了胜诉。

　　彻底学习的精神，也贯穿于业务多

元化这一进程中。在选择业务时，对技

术、市场和海外的情况、公害问题等等

进行调查研究。参加公司内部讨论时，

也是带着基于专业知识的具体数据对应。

三大新事业之一的尼龙业务起步时，公

司内部也出现过反对的声音，但宫崎经

过事先彻底的调查研究给出的方向，最

终成为了公司的发展方向。

　　彻底学习的精神也感染了员工。宫

崎要求员工能够适应所有的业务领域，

员工们也通过学习回应了这一要求。住

宅领域的专家“变身”成为化学业务的

专家，这在旭化成并不是稀罕事。业务

多元化得以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

于宫崎式彻底学习在公司内部的生根发

芽。

彻底学习经 营 哲 学 3

経営哲学经营哲学

旭化成的DNA第　 章2



　　宫崎认为因循守旧无法创造出新的

业务。他坚信以崭新的视角创造未来10

年、20年的业务才是关键，而这来源于

自由活跃的沟通。尼龙、合成橡胶、建

材这“三大新事业”可谓是自由沟通的

馈赠。

　　沟通的舞台是当时的员工宿舍——

芝寮。参加人员是宫崎为机构改革而设

的调查室的员工，17个入职两三年的年

轻人。会议定在晚上8点开始。之所以这

么晚才开始，是因为宫崎白天抽不出时

间，于是每晚和年轻人们彻夜讨论。

　　年轻的员工们白天精力充沛地调查，

总结出一定内容后，晚上向宫崎汇报。

宫崎听完汇报后，给出建议，做出下一

步指示，并进一步召集更多人加入讨论。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近两年。自由讨论最

终开花结果，构成多元化架构的三大业

务诞生了。

　　无论职位高低，谁都可以自由发表

意见的旭化成的文化现在也熠熠生辉。

自由沟通经 营 哲 学 4

　　宫崎曾经在会见其他公司高层的时

候，亲自推销自家的产品，让对方很诧

异。

　　推进三大新事业之一的合成橡胶业

务时也是如此。因为也是新领域，开拓

客户难度很大，而这时候，宫崎就会亲

自出马，拜访客户，并试图推销产品。

据说他曾多次向普利司通当时的社长推

销产品，对方问道：“贵公司的社长还负

责销售吗？”此外，为了宣传企业，他

还亲自出演了电视节目“原来如此！

The World”的广告。

　　宫崎不只发号施令，也会带头行动。

行动力强也是他的本色之一。

经 营 哲 学 7

　　对于产业化，宫崎始终坚持认准了

就不放弃的态度。

　　对Cashmilon的原料丙烯腈单体的

生产也是如此。为了建立从原料到产品

Cashmilon的一条龙生产体制，研发出

从丙烯和氨直接生产丙烯腈的一段法，

并申请了专利，可是却被美国Sohio公

司抢先一步。旭化成不得不做出选择，

是研发不触及专利的技术、还是引进技

术、或是放弃生产。当时任专务的宫崎

独断地决定了引进技术，但是在建厂期

间，单体价格突然暴跌。在营收堪忧的

情况下，公司内部开始有人提出中止建

厂。即使如此，宫崎也没有动摇。他说

服公司内部，最终建成了世界上首个一

段法工厂。Cashmilon业务从一开始就

实现了盈利。

　　在冈山县的水岛地区建设从原料开

始一条龙生产的石化联合企业时，宫崎

不放弃的态度也得到了充分体现。项目

所需投资额将近1000亿日元，相当于当

时的销售额，因此不断遭到公司内部反

对。好不容易得到了公司的许可，三菱

化成工业（现名：三菱化学）却在这时

公布要在水岛建设乙烯中心。

　　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了很久，最后

在首脑会谈上决定共同投资实现产业化。

不放弃产业化经 营 哲 学 6

社长才是最好的销售
　 “企业应该有健全的赤字部门”是宫

崎常说的一句话。赤字业务在公司一般

会被投来严厉的目光，但宫崎却提倡赤

字部门的存在。他心中有一个信念，即

“努力将赤字部门转为黑字能给企业带来

活力。所有业务都是黑字的话，就会安

于现状，陷入防守型的经营”。

　　不过，健全的赤字有两大前提条

件：一个是赤字业务有发展前途，另一

个是企业有足够的能力承受该赤字。

　　三大新事业之一的建材业务可以很

好地解释健全的赤字。

　　最初，旭化成打算着手发展从苏联

邦（现爱沙尼亚）引进的轻量加气混凝

土（ALC）的硅酸盐技术，但是这种硅

酸盐与日本的气候、风土环境和技术不

匹配，成本高导致累计赤字高达30亿日

元。因此宫崎放弃了硅酸盐，但“ALC

的研究人员们”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

坚持研究适合日本环境的ALC，从当时

西德的Hebel公司引进技术，克服技术

性难题，最后取得了成功。之后旭化成

又进军住宅领域，建材·住宅成长为一

大盈利部门。

　　不能因为赤字就退出，要相信未来、

坚持发展事业。成功可以说是源自宫崎

的经营哲学。

健全的赤字经 营 哲 学 5

暂时存在的赤字部门，如果将来有可能正增长，
就应该积极培育。

再大的企业，如果5年里没有任何放手一搏的决断、
一直满足现状的话，很快就会衰亡。

ALC晶体结构是在高压釜中固化制成的

水岛乙烯启动签约仪式上的双方首脑（1968年）

新
事
业

050 051

没问题

旭化成的DNA第　 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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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成长时期，

我们果断进行了相当于年销售额的

设备投资来修建石化联合工厂。

以“我们销售的是住房，而不是建筑材料”为理念，

全公司资源倾力开拓住房业务。

以冷静的眼光看待新市场，

运用所积累的化学经验开展LSI业务，并取得成果。

在医疗领域，与东洋酿造公司合并实现“1+1=3以上”的相乘效果，

通过大型并购挑战重症急救医疗。

我们从技术和产品等多个维度采访了拥有

“为‘生命’和‘生活’做贡献”集团理念的旭化成。

旭化成的Cs3第 章

历史舞台<日本>

Column
100年的
轨迹 3

尼龙、合成橡胶、建材“三大新事业”的构想诞生于东京虎

之门大仓酒店后面的公司宿舍“芝寮”。1927年作为三井物

产岩原谦三的宅邸而建，设计者是在茶道界也赫赫有名的仰

木鲁堂。旭化成于1950年受让此处，用作员工宿舍。当时正

在研究新业务的宫崎辉每晚都来这里，与入职2、3年的17名

年轻员工反复讨论。经过通宵达旦的学习会，宫崎辉提出了

“三大新事业”。2003年，伴随虎之门地区的再开发，宿舍被

拆除。 

北海道白老町这一地名源自阿伊努语“shirauoi”，意为“虻

很多的地方”，曾是旭化成在日本最北部的生产基地。于

1970年开始在白老工厂生产混凝土预制桩，并于1974年开

始生产ALC（轻量加气混凝土），成为北海道的重要供应基

地。又在1975年建成了抗菌饲料添加剂和功能性食品原料的

制造工厂，但泡沫经济破裂后，所有的业务需求均出现下滑，

工厂于2010年关闭。地皮租借给欧力士建设大型太阳能发电

站。此外，2021年隔热材料Neoma Foam在白老町Poroto

湖边开设的Upopoy（民族共生象征空间）国立阿伊努民族

博物馆得以采用，延

续着和旭化成的不解

之缘。

位于关西、中京、北陆经济圈交汇处的滋贺县作为商业要地，

从古发展至今。如今去往国际港湾和国际机场也很便利，第2

产业占全县总产值的比重居全国之首（46.6%），是日本屈指

可数的工业县。1956年建成的日窒醋酸盐工厂是滋贺县招引

到的第一家企业，也是如今的守山地区发源地。今天成为主

打产品的锂离子二次电池隔膜“HiporeTM”为应对不断增长

的需求，正持续反复进行扩建。此外，通过提供地下水，与

当地自治会举办交流会；还以水为主题，去学校给当地儿童

“上门授课”。作为与

地区共存的企业，开

展相关活动的历史也

长达半个多世纪。

富士市是一座水资源丰富的工业城市，通往市场的海陆交通

都很便利。旭化成于1959年开始生产“CashmilonTM”。此

后还拓展了肥料、混凝土桩、感光材料、HebelTM和中空纤

维过滤膜等业务。2003年，CashmilonTM停产后，开始生产

半导体表面保护膜“PimelTM”、深紫外LED、凝血抑制剂

“RecomodulinTM”原药。富士地区同时也是研发的核心基

地，利用新业务开发大楼、基础技术研究所、住宅技术综合

研究所等设施，开展最尖端的研究。同时，还开设了1万平

方米孕育着物

种多样性的生

态区“旭·生命

森林”。

芝寮
孕育出“三大新事业”构想的公司宿舍

白老
为北海道供应混凝土桩，同时也生产饲料添加剂

守山
Hipore工厂的扩建使业务规模稳步扩大

富士
生产基地、研发基地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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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生保健

为明天而创造

住宅
&
生活

移动性

环境
&
活力

生活材料

Creativity：创造力
Compliance：合规
Communication：沟通
Customer：客户
Connect：连接
Core：核心
Change：改变
Care：关怀
Challenge：挑战
Capable：能力
Certain：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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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总额1000亿日元，
设备投资1000亿日元

054 055

　　进军尼龙、合成橡胶、建材这“三

大新事业”领域。腈纶业务步入正轨。

进一步着手试制丙烯腈（AN）和苯乙

烯单体。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时任社长的宫崎辉脑海中思考的是

石化综合体的建设。这项大计划以裂解

石脑油的乙烯中心为主，用管道将各种

衍生品工厂连接起来。

　　石化行业的规模和开工率很重要。

通过裂解石脑油提取乙烯的同时，对副

产物丙烯、丁二烯和苯等馏分的有效利

用必不可少。综合体是确立从原料开始

的一条龙生产体制的理想模式。

　　回顾业务发展史，有效利用以氨为

中心的原料生产产品的历史脉络清晰可

见。同时还存在一个问题，川崎地区的

苯乙烯类产品和AN等的产能已趋于饱

和。向石化综合体拓展既是夙愿，也是

一种必然。

　　然而，实现这一构想需要巨额投

资。金额超1000亿日元。这相当于旭

化成当时的销售总额。

　　但是，宫崎已下定决心。

　　为壮大旭化成，使综合化学公司实

现蜕变，不惜一切代价。机不可失，失

不再来。

　　危机感激发了宫崎的斗志。巨额投

资是计划的前提条件，对此，公司里不

少人唱反调。每次召开常务会议时，宫

崎都一边倾听高层们的意见，一边渗透

自己的观点。受命于宫崎的企划部长走

访了所有工厂，努力解释、游说，最后

终于确定执行此计划。

　　随后，旭化成首

先于1963年8月决定

将石化综合体的建设

地点锁定在水岛地区

（冈山县）。1964年1

月，与日本矿业（现ENEOS）就水岛

地区的石化综合体商业化计划签订了基

本协议。次年11月，旭化成、旭陶、

日本矿业、日产化学4家公司联名向通

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提交年产

15万吨乙烯的《水岛地区石油化学计

划书》并获批。正式开工建设综合体的

条件都具备了。

　　然而，此后，旭化成被迫面临艰难

的抉择。原因是作为公私协作型设备投

资调整机构而设置的石油化学协作恳谈

会针对新建乙烯中心的企业，将生产装

置的最低规模提高到了30万吨。

　　进行年产30万吨的大规模投资，

还是放弃这项业务？旭化成选择勇往直

前。尽管在石化领域处于后发的劣势地

位，但依然决定赌上公司的前途命运，

着手建设乙烯中心。

　　此后，向通产省提交的业务计划被

修改为年产30万吨。本以为计划会一

帆风顺，不料又出现了难题。

　　已在水岛地区运营乙烯中心的三菱

化成同样提交了30万吨的扩建计划。

　　如果两家公司在同一时间、同一地

点分别建设大型生产装置，则会影响乙

烯的消费及衍生品生产。通产省不可能

全盘接受两家公司的计划，于是提议两

家共同建设乙烯中心。对于这一提议，

三菱化成坚持单独建设。宫崎当然也不

打算退让。为了打破僵局，通产省出面

调解。1968年1月，宫崎和三菱化成

的篠岛秀雄社长进行了会谈。

　　众所周知，篠岛社长是一位个性鲜

明的经营者。宫崎也旗鼓相当。因此，

业内猜测二人的会谈不会有结果，但双

方居然达成了共识。因为二人有一个共

同点，都是农民出身。他们都懂得谈判

的诀窍，该让步时需让步，避免毫无益

处的争斗。二人达成共识一事被形容为

“戴高乐与纳赛尔的握手”，旭化成与三

菱化成最终决定以轮流形式共同投资建

设乙烯中心。

　　这次高层会谈后，建设计划突飞猛

进。1968年7月，旭化成与日本矿业

共同出资设立山阳石油化学，山阳石油

化学与三菱化成对半出资设立了水岛乙

烯。1969年11月，同样对半出资设立

了山阳乙烯。随后，1970年7月，年

产30万吨的第1生产装置在三菱化成的

用地上投产，1972年4月，年产35万

吨的第2生产装置在旭化成的用地上投

产。

　　同时，在建设乙烯中心之前，也开

始生产AN等多种衍生品。旭化成终于

拓展出了以乙烯中心为主的石化综合

体。

　　相当于年销售总额的大规模投资将

石化综合体变为现实。在拜访主力银

行、阐述建设计划时，宫崎表明了“破

釜沉舟”的决心。如他所言，旭化成坚

定不移地推动石化业务，并在后来将其

发展为核心业务。乙烯中心成为多元化

开展业务的强有力的武器。破釜沉舟之

举使旭化成作为综合化学公司的地位不

可撼动。

建设
水岛石化综合体
凭借巨额设备投资确立“从原

料开始的一条龙生产体制”

旭化成
看准时

机

采取行
动 1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破釜沉舟 在高层会谈中，篠岛三菱化成社长（左）与宫崎握手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1963年 8月

1964年 1月

1965年 11月

1966年 7月

1967年 1月

 8月

 11月

1968年 1月

 4月

 7月

 7月

1969年 11月

1970年 4月

 7月

1972年 4月

决定将乙烯中心的建设地点锁定在水岛地区

与日本矿业（现ENEOS）就水岛地区的石化综合体商业
化计划签订基本协议

旭化成、旭陶、日本矿业、日产化学4家公司联名向通产
省（旧称）阐明水岛地区石油化学计划书并获批

向通产省阐述计划书时，将乙烯中心的规模修改为20万
吨

设置石化本部

三菱化成（现三菱化学）宣布建设30万吨规模的乙烯中
心

在计划书中将乙烯中心规模修改为30万吨并提交给通产省

宫崎辉社长与三菱化成的篠岛秀雄社长举行会谈

与三菱化成就乙烯生产装置的共同投资签订基本协议

按照旭化成80%、日本矿业
20%的出资比例（1969年12
月变更为旭化成60%、日本矿
业40%），设立山阳石油化学

山阳石油化学与三菱化成共同出资设立水岛乙烯
（对半出资）

山阳石油化学与三菱化成共同出资设立山阳乙烯
（对半出资）

山阳石油化学的苯生产装置投产

水岛乙烯的生产装置投产

山阳乙烯的生产装置投产

出席山阳石化成立总会的宫崎（左）

和日本矿业社长竹内维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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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6月。“硅酸盐住宅研究

会”（后来的Hebel Haus住宅研究会）

这一不足10人的小组织在旭化成总公

司内部悄然成立。这是一个由志同道合

的年轻工程师们组成的非正式的研究

会，而它实际上正是旭化成向住宅业务

迈出的第一步。

　　此时，旭化成已凭借从苏维埃联邦

（爱沙尼亚）引进的硅酸盐技术，开启

了“三大新事业”之一的建材业务。时

任社长的宫崎辉每次从国外出差回来都

会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提供不逊色

于欧美的优质住宅”。此业务真是源于

这一想法。

　　研究会的成员们也是因宫崎的这一

想法而集结在一起的。他们的共同志向

是“用硅酸盐打造出最好的住宅”。平

时下班后或休息日，大家就聚在一起，

学习住宅知识、研究硅酸盐在独栋住宅

上的适用性。

　　此后，硅酸盐转换为Hebel Haus，

成员们开始研究采

用Hebel的建筑结

构。围绕“承重墙

结构”和“钢筋骨

架结构”两种结构

展开讨论，最终选

择了适合批量生产、安全可靠、耐久性

强的钢筋骨架结构。事实上，承重墙结

构会用到更多的Hebel，公司内部也存

在异议，但第一任不动产部长以“我们

并非销售建材，而是销售住宅”这一观

点撼动了经营层。

　　1970年2月，采

用Hebel的全球首栋

系统住宅终于揭开了

面 纱。Hebel Haus 

第1栋在东京蒲田的

住宅展览馆落成。随后，1972年3月

推出“Hebel Haus D系列·E系列”。

　　不动产部不久便升级为不动产事业

部，住宅业务看似一帆风顺，但事业部

即将面临接二连三的大难关。

　　首先是Ⓓ事件（December的“D”）。
日本全国兴起空前的购房热潮之际，

Hebel Haus大卖特卖。然而，当时的

销售团队还处在摸索阶段，人才和指挥

能力方面均有欠缺，就连资料都不够完

善。其结果是，订单超出了施工能力，

不想办法解决的话，12月底之前就无

法交付。数量多达70户。

　　于是，将年底前交付作为使命，在

此期间，果断实施全面暂停新订单的Ⓓ
策略。当时事业部人员全体出动支持施

工，甚至还承担起糊纸拉门和刷油漆的

工作。旭化成住宅就是在这一严酷的Ⓓ
策略实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就像暴风

雨中的航行。旭化成住宅设法摆脱了困

境，并从Ⓓ事件的惨痛经历中汲取教

训，重新审视了委托代理商的销售体

制，转向直接签约·担责施工方式。

　　接下来的难关是1973年石油危机

引发的○部事件。（部件的“部”）。严重
缺货导致住宅资材紧缺、价格飙升，无

法稳定采购，于是成立了紧急对策委员

会。全公司发动所有人脉资源，甚至还

四处求助未发生实际业务的厂家，确保

了部件。举全公司之力解决了○部事件。
　　克服了两大难关后，销售方面又出

了问题。1975年销售给两代同居的新

型住宅“Hebel Haus两代同堂”虽然

反响强烈，但销量不尽如人意。向竞争

对手取经后，推出了易于设计和施工的

“N系列”，但也仅售出100栋就偃旗息

鼓。

　　但旭化成住宅将这些挫折转化为动

力，开始采取独家策略来捕捉消费者的

需求。1979年开设的“跨代住宅研究

会”也是其中之一（次年发展为“两代

同堂住宅研究所”）。该研究会深入研究

老龄化社会中父母与子女两代人同住的

问题，提出新型居住方案，旭化成住宅

据此开发出丰富多样的两代同堂住宅。

“Hebel Haus The两代同堂”销路畅

通并成为主打产品之一。住宅业务转换

为不仅开发房屋这一硬件，也开发居住

方式这一软件。

　　随后，旭化成住宅推出一系列热门

商品。在此过程中，为了强化销售体

制，也开始聘用年轻有为的社会人才。

知识和经验尚浅的年轻人有时也会缺乏

自信，但宫崎的那句“我们的目标是将

Hebel Haus打造成住宅中的奔驰”就

会让大家振奋起来。就这样打造成了最

强的销售团队。

　　开发为居住方式提供新方案的商

品，销售团队满怀热情地销售。住宅业

务的收益因此高速增长。1983财年，

年订单总金额达1000亿日元。1984年

12月，制定了“挑战2000”的目标，旨

在1990财年结束前实现销售额翻番，

达到2000亿日元，而结果1990年3月

就达成了目标，比预期提早了一年。

　　把握时代的变化、开发住宅的旭化

成住宅于1998年2月宣布“实现长寿

住宅”。打造耐久性强的住宅的同时，

还推出了领先业界

的“50年长期点检

服务”，提出将住

宅作为资产的愿景

（2004年又导入了

60年 点检服务），

2013年 还 将“振

动控制装置”标准

化等,如今依然走在

行业前列，面向未来、继续努力。

　　住宅业务起步于和旭化成以往业务

毫无关联的“飞地”，但如今旭化成住

宅已名正言顺地跻身行业第一梯队。践

行“用我们的力量改善日本的住宅”这

一誓言，持续提升业绩。

进军住宅业务
起步于“飞地”，摆脱困境，

成长为支柱业务

2

我们要提供不逊色
于欧美的优质住宅

我们的目标是将
Hebel Haus
打造成住宅中的奔驰

我们并非销售建材，
而是销售住宅

Hebel Haus D系列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旭化成

看准时
机

采取行
动

1966年 6月

1967年 7月

1969年 7月

1970年 2月

1971年 10月

1972年 3月

 9月

 10月

 11月

1973年 11月

1975年 9月

1976年 1月

1980年 9月

1981年 4月

“硅酸盐住宅研究会”（后来的Hebel 
Haus住宅研究会）成立

设置“Hebel Haus商业化研讨综合会议”

采用钢筋骨架结构
设立“不动产部”

“Hebel Haus”第1栋在东京蒲田住宅
展览馆落成

从现房销售业务向定制住宅业务转换

“Hebel Haus D系列·E系列”发售

“不动产部”升级为“不动产事业部”

Ⓓ事件爆发、果断实施Ⓓ策略
订单激增，施工赶不上进度，全面停止接受新订单。
事业部全体人员日以继夜地支援施工。

旭化成住宅成立

○部事件爆发，设置“○部紧急对策委员会”
石油危机导致住宅资材价格飙升，采购困难。全公司
发动人脉资源，为保障资材四处奔走。

“Hebel Haus 两代同堂”发售
→需求增长不尽如人意

“Hebel Haus N系列”发售
→仅售出100套就偃旗息鼓

设立“两代同堂住宅研究所”

“Hebel Haus 3层”发售

1980年 4月

1982年 10月

1983年 9月

1984年 4月

1986年 4月

1987年 1月

1988年 2月

1989年 8月

1998年 2月

 4月

1999年 4月

2007年 5月

2008年 9月

2013年 11月

“Hebel Haus 主楼系列”发售

“Hebel Haus Cubic”发售

“Hebel Haus The 两代同堂”发售

“Hebel Haus Cubic 3层”发售

“Hebel Haus Flex3”发售
→确保3层住宅顶级制造商的地位

“Hebel Haus DUO”“Hebel Haus 
DUET”发售

设立“3层住宅研究会”

设立“双职工家庭研究所”

宣布“实现长寿住宅”

设立“长寿住宅研究所”

“Hebel Haus Irving”发售

设立“居住生活综合研究所”
（现生活创新研究所）

“Fine Hebel Haus”发售

“Next Hebel Haus”发售



1983年

058 059

　　“未来，面向汽车、家电和计算机

的事业有发展前景”

　　在1980年的年初致辞中，时任社

长的宫崎辉明确提出了未来有望增长的

产业。事实上，80年代，由于VTR等

AV设备与文字处理机、传真机等信息

设备的普及，信息与微电子产业得到迅

速发展。日本国内的电子设备与元器件

的产值规模从1973年的4万亿日元增

至1985年的17万亿日元。

　　旭化成决定将微电子作为新业务领

域。在宫崎表态后，进一步正式展开讨

论。

　　为深化讨论，旭化成开展了调研活

动。与包括英特尔在内的全球100多家

微电子企业接触、收集信息。最终得出

一个结论：“旭化成是制造企

业，必定会进入制造阶段。考

虑到制造行为的协同性，物

理、化学背景的技术人员占6

～ 7成的半导体业务最接近微

电子。”

　　最终结论是，使用半导体的LSI正

是旭化成应该进军的业务。

　　事实上，在半导体芯片上集成大量

元件的LSI制造需要化学技术。旭化成

的技术还可用于提高收率。

　　此外，LSI是微电子行业的基础技

术，这一点也很重要。医疗机械、汽

车、传真机、VTR、电子相机、微波炉

等都搭载LSI。旭化成预测到今后在发

展微电子业务的过程中，通过LSI巩固

地位至关重要。

　　问题是如何进入LSI领域。

　　LSI分为标准产品和定制产品两大

类。标准产品以计算机中的CPU和存储

器为主，由先进的大型电机厂家批量生

产。定制LSI面向特定客户、每一件均

按要求制作。除工业生产能力外，还要

了解客户的系统，日本国内几乎没有企

业积极开展该项业务，进入该领域应该

不难。此外，关于定制LSI，还有预测

称“1990年，美国将接近60%，日本

国内也将超过50%”，市场被寄予厚

望。

　　关于如何进入该领域，每周的经营

会议都会展开激烈讨论。宫崎表示“希

望大家在会上毫无保留地提出反对意

见。不过，一旦事情定下来，就要凝心

聚力、勇往直前”。对此，还有人质

疑：“定制不是落伍企业才会做的事

吗？”。每次讨论都热火朝天，技术开

发本部的员工多次向经营层细心解释，

定制LSI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意见逐

渐集中，1982年“以定制LSI为起点”

的战略最终敲定。

　　正因为要进入全新领域，旭化成

决 定 首 先 与 美 国 的 先 进 企 业AMI

（American Microsystem Inc.）公司

合作。1983年6月，出资AMI公 司的

全资子公司AMI日本，同年8月取得

50%的 股 份，并 将 公 司 更 名 为 旭

Microsystem。

　　AMI公司是美国实力最雄厚的定制

LSI企业，该公司的CMOS LSI主要面

向通信设备和电话，属于低功耗型LSI。

如果将旭化成的化学技术与AMI公司的

CMOS技术、CAD开发能力相

结合，开展定制LSI业务，将会

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与AMI公司达成合作，接

下来的课题就是培养人才。开

发LSI以满足客户要求的定制

LSI业务可谓是“贩卖技术和知

识的业务”。迫切需要组建设计

团队来承担起这些工作。

　　为掌握并积累新技术，旭化成派出

技术人员前往美国的AMI公司，让他们

学习LSI的设计技术，并制定了1986年

之前依靠自主技术实现商业化的计划。

　　旭化成派出了19

名机械、电子电气专业

出身的年轻员工。他们

出发前2个月开始学习

LSI和英语，然后到美

国学习LSI设 计 技术，

为期半年至2年。回国

后，他们埋头钻研LSI

设计，有时忙到深夜，连办公室的空调

都停了。

　　派往AMI公司的员工当初直接向全

球顶尖的模拟工程师学习技术，这为旭

化成如今擅长的“数字/模拟混合信号

on CMOS”技术打下了基础。

　　此后，旭化成解除与AMI的合作。

1986年3月将旭Microsystem变为全

资子公司，同年5月，更名为旭化成

Microsystem（AKM）。为弥补因解

除合作导致的技术开发能力的下降，与

日立制作所就CMOS工艺技术引进及

OEM产品供应签订协议，还进一步从

美国的创业公司引进技术，扩大了技术

范围。

　　随后，于1987年6月新设LSI研究

所和厚木制造所。将设计、制造、销

售、研究的所有部门集中在AKM，

1989年销售总额近80亿日元。此后，

在PHS和手机等移动通信终端方面的投

入也颇有成效，业务规模显著扩大。在

延冈（宫崎县）也正式新建量产工厂，

发展壮大至今。

　　不与电机厂家走同一条路。AKM

独辟蹊径，大胆开拓微电子市场。

进军LSI业务
运用化工方面的技术诀窍，开

拓微电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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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定制LSI为起点，
而非通用存储器

年轻人学习
全球顶尖技术物理、化学背景的技术人员占

6～7成的半导体业务最接近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旭化成

看准时
机

采取行
动

1971年 10月

1983年 6月

 8月

1984年 7月

1985年 9月

1986年 3月

 4月

 5月

1987年 6月

American Microsystems Inc
（美国）成立AMI日本

旭化成资本参与AMI日本
（出资：50%）

AMI日本更名为旭Microsystem。
开始销售进口通信LSI

在旭Microsystem内部设立LSI设计
中心

旭化成设立微电子研究所
（神奈川厚木市）

旭化成取得旭Microsystem的全部股份

旭Microsystem与日立制作所就
CMOS工艺技术引进及OEM产品供应
签订协议

旭Microsystem更名为旭化成
Microsystem

旭化成Microsystem新设LSI研究所、
厚木制造所。开始生产LSI。在旭化成
内部新设电子事业部门

1989年 6月

1993年 1月

 8月

 10月

1994年 4月

1995年 6月

1998年 6月

2000年 9月

2003年 10月

旭化成将电子事业部门更名为LSI事业部门

设立旭化成Microsystem制造

旭化成Microsystem制造延冈制造所
开始生产LSI

旭化成Microsystem开始向日立制作
所供应SRAM的OEM产品

旭化成Microsystem制造更名为旭化
成Microsystem

成立AKM Semiconductor,Inc.（美国）

旭化成统合LSI事业部门和电子·功能
产品事业部门，新设微电子事业部门

旭化成Microsystem废除厚木制造所，
并入延冈制造所

集团实施分公司制，成立微电子业务的
事业公司——旭化成微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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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 061

　　二战后不久，围绕是否发展青霉素

制造业务，东洋酿造的董事会内部发生

了激烈的争论。对于该业务，公司内部

存在强大的阻力。董事们的意见判若鸿

沟。

　　时任社长的胁田信次坚信医药品行

业有发展前景，多年积累的发酵技术也

可用于抗生素的生产工艺，并成功说服

了反对派，进军医药品行业一事被敲

定。东洋酿造获得厚生省（现为厚生劳

动省）批准，于1947年12月开始生产

和销售青霉素制剂。

　　这是东洋酿造作为酿酒厂家投身医

药行业的第一步。同时，对于后来与东

洋酿造合并的旭化成来说，也是医药业

务的起点。

　　东洋酿造在此之后也积极布局。

1955年，开始生产和销售新型抗生

素——白霉素。并趁此机会转为自主销

售。在此之前，因为没有销售网络，所

以委托其他制药厂家代销。

　　然而，自主销售举步

维艰。销售人员拜访医生

和批发商时，即使递出名

片，对方也会问“什么？

酒？酱油？”。东洋酿造在

医药行业的知名度不高。

　　进军医药行业是因为

看好其发展前景，但起初盈利并不如酒

类业务。每逢公司内部劳资奖金协商

时，都会被调侃“医药品业务是累赘”。

　　1958年迎来了重大转机，那就是

旭化成的资本

参与。次年，旭

化成派出2名董

事和1名监事，

并 参 与 经 营。

1960年其中1

名董事，也就是小川三男就任第4任社

长。

　　小川立即着手重建经营管理。当

时，东洋酿造负债累累，大仁地区（静

冈县）的工厂全是木制结构等老建筑。

小川一边努力筹措资金，一边陆续新建

酿酒窖和制剂工厂，并积极聘用优秀人

才，推进各项改革措施，从而从传统的

家族式经营蜕变为现代化经营。

　　医药业务因此快速成长。在日本率

先实现合成青霉素的产品化，开发出骨

/钙代谢剂新药“益盖宁TM”。在日本率

先开发出利用酶促反应简便地测定中性

脂肪的系统，还涉足诊断药业务。旭化

成资本参与最初，医药业务的销售额不

到公司整体的十分之一，1967年医药

的销售额终于超过了酒类。

　　然而，医药业务面临着巨大的障

碍。要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离不

开新药的开发。按理来说，每年需要为

此投入100亿日元的研发费用。但东洋

酿造的研发预算只有60亿日元。

　　旭化成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尽管从

事肌苷、CDP胆碱、7-ACA等医药原料

的生产，以及抗癌药“SunfuralTM”、

白血病治疗针剂“SunrabinTM”的生

产和销售，但医药研发预算只有50亿

日元左右。负责销售的医药代表也缺乏

战斗力，两家公司都需要注入某种强心

剂。

　　于是，1989年4月，当旭化成的持

股比例从34%增至51%时，两家公司趁

此机会成立合作委员会，加强了合作关

系。此后，旭化成方面终于提议合并。

　　围绕是否合并，时任旭化成会长的

宫崎辉与东洋酿造会长小川展开了无数

次的激烈讨论。因为各自都热爱自己的

公司，所以争论不休。但两人之间存在

友谊，对未来也都同样有危机感。最

终，两位经营者做出了如下决定。

　　“下决心合并两家公司，尽全力跨

越眼前的障碍”

　　1991年4月，两家公司签署合并

协议。小川向东洋酿造的员工发出一份

题为“致全体员工”的文件，强调与旭

化成的合并不是“1+1=2”。他解释

说，合并不单是将2家公司的业绩相加，

只有以“1+1≥3”为目标，才能有重

获新生的意义。

　　同时，宫崎在合并时表示“今后将

步入竞相研发的时代。通过企业合并，

目前年销售总额已超610亿日

元。以此为第一步，我们要大

力发展医药业务”。他还强调

“这只是第一步”。

　　通过合并，全国的生产网

点被重组，从东洋酿造继承的

医药品得到长足发展。免疫抑

制剂“布雷迪宁TM”由于添加

了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功效，销售额翻

了一番。“益盖宁TM注射液20S”作为

骨质疏松症治疗剂，开拓新市场，助力

销售额增长，成长为医药业务的支柱产

品。

　　1995年9月，与东洋酿造共同开

发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治疗药“依立

卢TM”。通过合并，研发根基得到强化，

成果不断涌现。

　　1991年年底，东洋酿造谢幕之日，

大仁总社的广播里传来“再见，东

洋！”的阵阵惜别声。有些员工听到后

不禁落泪。东洋酿造这一名字即将消

失，也有员工无法释怀。但随着合并后

的飞跃发展，这种情绪无疑都烟消云散

了。2位经营者高瞻远瞩、大胆决断，

使“1+1”大于“2”，甚至带来了不小

于“3”的兴盛，并延续至今。

与东洋酿造合并
强化研发根基，医药业务突飞

猛进

4
今后将步入
竞相研发的时代

与东洋酿造合并后的医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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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化成

看准时
机

采取行
动

发酵技术
可用于生产抗生素

不是1+1=2
而是要获得≥3的成效

1920年 3月

1947年 12月

1955年 7月

1958年 6月

 10月

1959年 2月

1969年 1月

 10月

1974年 12月

1978年 4月

1981年 7月

 9月

1989年 4月

1991年 3月

1992年 1月

东洋酿造成立

东洋酿造开始销售“青霉素制剂”

东洋酿造开始销售抗生素“白霉素”

旭化成与东洋酿造签订“发酵法谷氨酸
工业化试验委托”协议

旭化成资本参与东洋酿造

旭化成向东洋酿造派出2名董事和1名监
事，参与经营

旭化成将食品事业部重组为食品·发酵
化学事业部

东洋酿造实现“合成青霉素”的产品化

东洋酿造在日本率先开发出利用酶促反
应简便地测定中性脂肪的系统

东洋酿造开始销
售旭化成开发的
“SunfuralTM”

旭化成内部新设
医药事业部

东洋酿造开始销售“益盖宁TM”

旭化成取得东洋酿造51%的股份

旭化成推出血栓溶剂“PlusβTM”

旭化成与东洋酿造合并

1992年 10月

1993年 11月

1999年 9月

1999年 2月

2000年 10月

2003年 10月

2007年 12月

2011年 9月

2013年 10月

在“布雷迪宁TM”中添加治疗类风湿关
节炎的功效

骨质疏松症治疗剂“益盖宁TM注射液
20S”发售

“依立卢TM”注射液作为蛛网膜下腔出血
治疗剂被收载在药价基准中

排尿功能障碍改善剂“福列TM”发售

抗抑郁药“ToledominTM”发售

伴随向分公司·控股公司制的过渡，旭
化成制药起步

大仁和富士的医药研究组织进行合并

“Teribone™” 推
出用于治疗骨质疏
松症

医药研究中心创
药楼竣工



2003年

062 063

　　顺藤摸瓜式开拓新业务，标榜“健

全的赤字”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开展业

务，通过技术开发和细致的销售抓住机

遇，从而使业务转亏为盈，浮出水面。

旭化成多年来以这种方式发展公司业

务。毅然决然进军尼龙、合成橡胶、建

材这“三大新事业”，斥巨资建设水岛

石化综合体，强化生产设备。

　　在各个领域都供不应求的经济高度

增长期，这种方式颇有成效。当时是

“只要做出来就能卖出去”。但当供大于

求时，这种方式还行得通吗？旭化成是

不是还在沿用高度增长期时的做法？

　　在宫崎辉指点江山之后，参与经营

的一批人长期以来反复探寻公司该走的

路，并得出这一结论：在瞬息万变的经

济环境中，该继承的要继承，但该变革

的也要变革。

　　重新审视旭化成的业务，

许多课题随之浮出水面。在

多元化经营之下，竞争条件

和商业模式各不相同的业务

群并存，但尚未形成迅速应

对各自的市场和环境变化的

决策机制。在国际竞争日益

激烈的情况下，收不抵支的业务依然存

在。通过一个财年的DC利润（直接成

本计算的营业利润）进行业务评估，但

有时即使眼下的财年亏损，只要拿出下

一财年能够盈利的计划，业务也可获批

继续经营。

　　为解决这些课题，需要下放权限给

各业务部门，使之承担经营责任。于

是，2001年导入了“内部公司制”。

　旭化成早已采用了业务部门制，具备

内部资本金制度和分部门资产负债表制

度等内部公司制的实质，而进一步将权

限下放到一线，在更贴近市场的地方进

行业务判断，可以迅速做出决策。新体

制由10家内部公司和1个事业部构成，

设置“内部公司经营会议”作为最高决

策机构。旨在实现内部公司的独立经

营。

　　同时，自2003年起，向将所有核

心业务分公司化的“分公司·控股公司

制”过渡。目的是“通过符合业种业态

的最佳经营体制的确立和对重视现金流

的高效经营的追求等，谋求各分公司向

高收益业务结构转换”。

　　分公司包括“旭化成纺织”、“旭化

成 化 学”、“旭 化 成Life & Living”、

“旭化成建材”、“旭化成住宅”、“旭化

成微电子”和“旭化成制药”等7家公

司。各分公司通过在业务运营中贯彻

“高效经营”和“独立自主经营”，担负

起了将投资回报最大化并持续做大的职

责。

　　同时，将控股公司的职能特定为

“集团整体战略规划”、“集团资源优化

配置”、“集团经营执行监督”和“企业

R&D”。在赋予分公司执行功能的同

时，明确了控股公司监督分公司经营这

一职能。

　　从“内部公司制”向“分公司·控

股公司制”的过渡，是进一步将权限下

放到业务一线、推动责任明确化的大胆

改革，但目的不局限于组织和制度的改

革。这既是以现金流为标准严格评估各

业务的经营方针的转换，也传递出敦促

员工具备改革意识的信息。

　　因此，经营层自身产生了矛盾。这

不是在否定凭借“全力以赴”的精神壮

大公司的宫崎主义吗？

　　公司内部也出现了反对制度改革的

声音。“业务部门会变成总公司的子公

司吗？”“刻板地追求数值就是经营

吗？”“在内部公司制的基础上延伸，

这样改革不行吗？”。

　　对分公司和控股公司之间“执

行与监督的分离”的担忧也蔓延开

来。“我们的业务会不会倒闭？”。

　　即便如此，经营层还是坚决执

行分公司化。因为公司需要随着时

代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为了让全

体员工理解这一点，蛭田史郎社长在日

本全国10个地区召开了社长方针说明

会。

　　说明会解释了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和

相同之处。是否放弃多元化？答案是

“否”。多元化代表了旭化成的历史本

身，今后也将继续推行。不过，我们只

做符合经济环境变化的真正有优势的产

品，也就是追求“精挑细选的多元化”。

“健全的赤字业务”何去何从？答案是，

我们将保持这种粗线条的精神，但要摒

弃将业务退出视为罪恶的精神土壤。而

且，我们要让坚持到底的生命力在业务

的迅速转换、周边拓展和退出时的执行

能力方面发光发热。

　　“分公司·控股公司制” 就这样逐

步被接受，步入正轨。2016年旭化成

吸收合并了旭化成化学、旭化成纺织和

旭化成电子材料等3家公司，并向业务

控股公司过渡。将业务重组为“材料”、

“住宅”、“健康”等3个领域，旨在谋

求各领域之间的融合。

　　“分公司·控股公司制”历经10年

发生了变化。这可以说是迈向下一阶段

的重要一步。在保护宝贵文化的同时，

跟随时代潮流做出相应改变。从分公

司·控股公司制向业务控股公司的过渡

也是如此。总是追求最佳和不断变化正

是旭化成这个企业实体的力量。

向分公司·
控股公司制过渡
将权限下放给事业公司，明确

责任

5

将现金流作为
判断经营的标准

以精挑细选的
多元化为目标

公司的变革
紧跟时代的变化

内部公司制 （截至2003年9月） 分公司·控股公司制（截至2003年10月）

纤维公司

化成品·树脂公司

功能树脂·复合加工公司

功能化学品公司

功能产品公司

生活产品公司

建材公司
旭化成建材

住宅公司
旭化成住宅

微电子公司
旭化成电子·旭化成microsystem

医药·医疗公司
旭医疗

酒类事业部

旭
化
成

旭
化
成

从旭化成继承的业务

化成品·树脂公司
功能树脂·复合加工公司
功能化学品公司
功能产品公司

纺织公司

生活产品公司

建材公司

住宅公司

微电子公司
旭化成电子·旭化成microsystem

医药·医疗公司
旭医疗

旭化成纺织

旭化成化学

旭化成生活&居住

旭化成建材

旭化成住宅

旭化成微电子

旭工程
旭调研中心
旭化成商事服务 等

旭化成制药

独立业务公司群

控股公司 分公司

面向经营管理层的说明会，蛭田社长（右）

记者招待会，（左）蛭田社长、（右）山口会长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旭化成

看准时
机

采取行
动

1959年 3月

1986年 7月

1987年 6月

2001年 6月

2003年 10月

2016年 4月

导入事业部制
（1971年3月导入事业本部制、1981年7月 导入本部/事业
部制）

导入业务部门制，将原来的事业部整合为4个业务部门，包
括化成品·橡胶、树脂、建材·化学药品、住宅

新设电子业务部门、生物·医药·医疗业务部门

导入内部公司制

向分公司·控股公
司制过渡

旭化成吸收合并了
旭化成化学、旭化
成纺织和旭化成电
子材料，向业务控
股公司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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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扩大业务规模，以实现高增

长和全球化拓展，同时加快创建新业

务。为此，果断实施战略性投资（截至

2010财年达到4000亿日元），并积极

推动业务拓展。”

　　上述内容摘自2006年3月发布的

旭 化 成 中 期 经 营 计 划“Growth 

Action-2010（GA2010）”。根 据 该

计划，2007年6月新设“先进医疗器

械中心”，负责调查、策划和创建先进

医疗器械业务这一新领域。 

　　随后，于2011年4月发布了中期经营

计划“For Tomorrow 2015（FT2015）”。

宣布将在“环境·能源”、“居住·生活”

和“医疗”相关领域拓展业务，明确将

在各领域分别设置“未来项目”。为进

一步推进该战略，宣布将在5年内实施

1万亿日元规模的长期投资。具体用途

既有对现存业务的追加投资，也有对新

业务的投资，对包括M&A在内的新业

务投资雄心勃勃。

　　2007年设立的“先进医疗器械中

心”的功能被移交至“未来医疗项目”。

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医疗项目”的使

命是“从急性期（急救）医疗到慢性期

医疗无缝衔接的高级医疗业务的企划和

开发”。

　　为什么将急救医疗作为使命？

　　首先，出发点是希望在患者被送医

前，直接挽救其生命。这也符合“为全

球大众的‘生命’与‘生活’做贡献”

的集团理念。另一个原因

是，与一般的治疗领域相

比，急救医疗业务不易受

药品价格和保险制度等医

疗政策的影响。同时也有

望与旭化成的人工肾和心

肺复苏技术产生乘积效

果。最重要的是，市场也

有望在全球范围持续扩大。

　　那么，如何进军急救医疗业务？旭

化成注意到了美国卓尔医学产品公司。

　　卓尔是一家以生命复苏技术

为核心技术的急救医疗器械厂

家。共同创始人Paul·M·Zoll

博士率先在除颤仪的临床应用上

取得成功，因此被称为现代心脏

电气生理学之父。该公司在全球

除颤仪市场位列三强之一，是面向美国

医疗机构的最大供应商。

　　因此，旭化成首先于2011年7月

与 该 公 司 签 订 了AED“ZOLL AED 

PlusTM”的日本国内独家销售协议，并

于8月开始销售。通过这种方式，双方

关系得以加强，下一步则开始考虑收

购。最终目的是为了正式进军“未来医

疗项目”使命中提出的急救医疗业务。

　　问题是当时卓尔的销售总额约为

500亿日元，但收购金额却高达1800

亿日元。公司里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投资额太高了吧？”“收购这家公司能

赚钱吗？”但旭化成最终毅然决然实施

了M&A。

　　决定出手的一个原因是看准卓尔的

“LifeVest®”（可穿戴式自动除颤仪）
拥有压倒性的实力。降低心源性猝死风

险的“LifeVest®”是一款革新型的医
疗器械，患者可自行穿戴，当时在全球

没有竞争对手。该公司在急救领域也拓

展出前景广阔的产品群，如用于心肺复

苏后必不可少的体温冷却的体温管理器

械等。该领域的日本和亚洲市场被广泛

看好。

　　最重要的是，时任社长的藤原健嗣

对推动收购一事抱有强烈的信念。为了

说服身边的人，藤原发表了如下讲话。

　　“旭化成原本就是在不断创建新业

务的过程中发展至今的。那时旭化成倾

尽全力才有了之后的业务”

　　回首过去，水岛石化综合体的建设

也投入了相当于1年销售额的资金。“一

旦决定，就全力以赴”。藤原认为这就

是旭化成的DNA。

　　“旭化成的销售总额为一点几万亿

日元。1830亿日元也就是10分之1。

考虑到未来，这笔投资是必要的，并且

不会动摇旭化成的根基”

　　藤原果断做出决定，旭化成于

2012年4月收购了卓尔，使其成为关

联子公司。

　　此次M&A对旭化成来讲是最大规

模的，与以往相比多一个数量级。后来

卓尔的发展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

　　2018年销售总额达15.75亿美元，

在收购后的7年时间里，增长了2.7倍。

营业利润增长5.5倍，达3.27亿美元。一

开始就被看好的高利润率“LifeVest®”
如期提振了收益。

　　卓尔成为旭化成的子公司后，依然

沿用原来的经营方式。旭化成通过“恰

到好处的M&A”，扩大业务领域。

　　如今还助力重症心肺

相关疾病的治疗，如提供

设备用于治疗与心血管疾

病相关的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从最初收购时的急

救业务拓展至严重的心血管相关医疗业

务领域。

　　满怀信念和勇气执行中期计划的决

定。M&A里凝聚着旭化成的DNA。收购ZOLL
通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M&A，

在急救医疗领域奠定基础

6

旭化成创建新业务
并发展至“今”

一旦决定
就全力以赴的DNA

1800亿日元收购
销售总额为500亿日元的企业

可穿戴式自动除颤器“LifeVest®”

卓尔总部大楼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旭化成

看准时
机

采取行
动

1980年

2006年 3月

 4月

2007年 6月

2009年 7月

2011年 4月

 7月

 8月

2012年 4月

2013年 7月

2014年 4月

 10月

2019年 6月

 8月

2021年 4月

 12月

ZOLL Medical 
Corporation（卓尔医学
产品公司）成立

旭化成发布“中期经营计
划Growth Action2010
（GA2010）”

卓尔收购了生产和销售可穿戴式自动除颤仪“LifeVest®”
的LifeCor公司

旭化成新设先进医疗器械中心，负责调查、策划和创建先
进医疗器械业务

旭化成在先进医疗器械中心设立植入式人工心脏业务Eva 
Heart PJ（2011年1月取消PJ）

旭化成发布中期经营计划“For Tomorrow 2015
（FT2015）”。新设“未来医疗项目”

旭化成与卓尔签订
“ZOLL AED PlusTM”的
日本独家销售协议

开始在日本销售“ZOLL 
AED PlusTM”

旭化成收购卓尔

取得“LifeVest®”的生产销售许可

开始提供“LifeVest®”的服务

收购呼吸管理器械厂家Impact公司

收购心脏病急救医疗器械供应商TherOx公司

收购Cardiac Science公司，进一步加快AED业务的全球
化拓展

收购中枢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医疗器械供应商
Respicardia公司

收购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诊断程序供应商Itamar公司

Paul·M·Zoll博士



旭陶

Column
100年的
轨迹 5

开拓衍生品市场，
引领旭化成进军石化领域

　　1952年，旭化成与美国陶氏化学公

司合资成立了旭陶。在1982年与旭化成

合并之前的约30年时间里，旭陶开展丰

富多彩的业务，为旭化成的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旭化成的最初目的是引进偏二氯乙烯

纤维“SaranTM”技术。引进“SaranTM”

还是尼龙，公司里展开了激辩，最后决

定进军Saran业务。与陶氏化学公司开

展了不懈的交涉，最终签署技术引进合

同，成立了合资公司。

　　然而，旭陶Saran业务的起步极其

艰难。当初计划将“SaranTM”用作衣

料纤维，但由于染色性和手感等方面存

在缺点，结果业务启动后3年时间里，累

计赤字高达7亿2,000万日元（约合100

多亿日元现值）。因为当初约定了资金方

面完全不用陶氏化学公司费心，所以旭

化成不得不买下庞大的库存来承担全部

赤字。

　　这一勇于担责的行为使旭化成和旭

陶获得了大好机会。陶氏化学公司对

旭化成的信任变得更加稳固，开始积极

支持旭陶。这造就了聚苯乙烯树脂

“StyronTM”业务的繁荣。“StyronTM”于

1957年投产，在电气化热潮和汽车热潮

的助推下，一开始就实现了盈利。多亏

陶氏化学公司提供低息借款，业务资金

才得以确保。

　　此后，旭陶还投身AS树脂“TyrrellTM”

和ABS树脂“StylacTM”业务，一跃成为

苯乙烯系合成树脂顶级制造商。这对

旭化成来说，意义重大。旭陶作为石化

衍生品制造商成长起来，为旭化成集团

进军石化领域奠定了基础。旭化成当初

计划进军石化综合体的战略是“拓宽衍

生品（使用基础化学原料生产的各种产

品）的业务范围，待乙烯需求增加后，

着手建设乙烯中心”。拓宽业务范围的正

是旭陶。旭化成在水岛建设石化综合体

时，旭陶也在水岛先行拓展了衍生品业

务。

　　同时，旭陶也经营“旭包鲜TM”和

“StyrofoamTM”等许多直达消费者的产

品。虽然这在旭化成集团是独树一帜的

存在，但实现产品化的背后体现了旭陶

的组织结构特点。旭陶没有事业本部，

事业部长的上级是副社长，因此责任体

制明确。各事业部里有技术部，技术部

根据客户的潜在需求开发产品，他们同

时也是强大的销售团队。

　　1982年与旭化成合并之后，旭陶的

这一特点在旭化成的组织结构调整中得

到体现。

延冈

Column
100年的
轨迹 4

旭化成工业与陶氏化学公司就成立旭陶以及引进
“SaranTM”生产技术，达成基本协议。

1952年 3月

成立旭陶1952年

“SaranTM”纤维投产（铃鹿新建工厂）1953年

7月

1957年 2月

5月

“SaranTM”聚合物投产（延冈新建工厂）1953年10月

“采龙TM”投产（千叶）1979年 4月

与陶氏化学公司签署“StylacTM”生产技术出口协议1975年 7月

苯乙烯单体投产（水岛）5月

“StyrofoamTM”和“StyronTM”投产
（水岛·札幌·铃鹿）

2月

旭化成合并旭陶1982年10月

旭化成与陶氏化学公司共同签署
“StyronTM”技术引进协议

“StyronTM”投产（川崎）

1954年11月

苯乙烯单体投产（川崎）1959年11月

“旭包鲜TM”发售1960年 9月

“SaranTM”膜、
“旭包鲜TM”投产（铃鹿）

1960年11月

“TyrrellTM”投产（川崎）1962年

1963年

1964年

1965年

1965年

2月

“StyrofoamTM”投产（川崎）11月

SB乳胶投产（川崎）3月

“StylacTM”投产（川崎）3月

低密度聚乙烯投产（川崎）4月

建设水岛工厂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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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泽度、延展性、抗冲
击性、强度、成形性优
异的“StyronTM 475S”
作为冰箱的门衬，开始
热销。

“StylacTM”抗冲击
性强，用于电气化
产品、女鞋鞋跟和
头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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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之地是孕育新业务的母体

1920年-1929年

1930年-1939年

1950年-1959年

1960年-1969年

1970年-1979年

1980年-1989年

1990年-1999年

2000年-2009年

2010年-2019年

五濑川发电站开始发电

成立日本宾霸绢丝

成立延冈氨绢丝（旭化成成立之日）

第1火力发电站竣工（宾霸工厂内）

第2火力发电站（1号轮机）竣工

向延冈市捐赠“野口纪念馆”

设置延冈分公司

第3火力发电站开始发电

新建日向医药工厂

成立旭化成日向文化财团

延冈展览中心开馆

第2火力发电站内农林生物质发电设备运转

延冈地区水力发电站大规模改建工程启动

第3燃煤火力发电站升级为燃气火力发电站

氨气、硫酸铵

“宾霸®”、炸药、烧碱、人造丝、硝化棉、“旭味TM”、雷管

“Saran乳胶TM”、“CashmilonTM”

尼龙6纤维、聚酯纤维

“AvicelTM”（“CeolusTM”）、“雷鸥娜TM”（尼龙66树脂和纤维）、

无纺布、人工肾、“BemlieseTM”、离子交换膜法制烧碱、

中空纤维（用于人工肾的“宾霸®”中空纤维）、

“多耐德TM”（日向）

“拉慕思TM”、霍尔元件、FP线圈（日向）、“PellicleTM”

隐形眼镜、LSI、用于人工肾的聚砜中空纤维

“EltasTM”（纺粘型无纺布）、用于人工肾的EVOH（EVAL）膜、

“PlanovaTM”

“HiporeTM”（电池隔膜）（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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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地区 冈富地区 恒富地区 长浜地区 日向地区

● 产品开始投产 ● 经营·动力·其他

　　创始人野口遵从爱宕山俯瞰延冈町，

用手杖画了一个圆圈，说“我想要这一

大片地”。他所说的就是现在延冈分公司

所在地恒富地区一带。据说同行人员都

惊叹于野口的雄心壮志，而如今在延冈

的东海地区、冈富地区、爱宕地区、长

浜地区以及旁边日向市的日向地区也有

了生产基地。延冈和日向地区是旭化成

集团最大的生产基地。

　　业务始于1923年氨和硫酸铵的生

产。1925年五濑川发电站开始发电，在

山区建设发电站，在海岸地带利用电力

发展化工，形成完善的商业模式。

　　此后，1931年开始生产“宾霸®”，
氨得到有效利用；1932年开始生产炸

药，硝酸得到有效利用；1933年开始生

产烧碱，并于同年开始生产以烧碱为原

料的人造丝，1935年开始生产谷氨酸钠

“旭味”，制烧碱过程中的副产氯得到有

效利用。

　　延冈也是向新领域发起挑战之地。

1993年，LSI开始正式量产。除病毒过

滤器“PlanovaTM”的生产也始于2000

年。旭化成新上马的一大项目是将正式

投产放在延冈这一基地启动的。

　　旭化成正式成立于1931年，即延冈

氨绢丝成立之时，因此延冈是“旭化成

的发祥地”，也是集团最大的生产基地和

新业务的母体。此外，对通过文体活动

和教育支援等与当地社会共存的旭化成

来说，延冈也是家乡。

　　综上因素，新员工的培训都在延冈

举行。“经营的起点在延冈，这里有重视

历史传统、技术实力和员工的氛围，是

新员工接受培训的最佳地点”。

1925年 8月

1929年 4月

1931年 5月

1932年 4月

1935年 1月

1955年 8月

1959年 3月

1972年 7月

1983年 3月

1985年 11月

1986年 4月

2012年 8月

2019年 10月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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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光气法聚碳酸酯、环己烯制造技术、丙烷法制备丙烯腈。

哪个都是旭化成引以为豪的“世界首创”技术。

包括这些从根基开始就支持制造工艺、从零开始构建起来的技术，

与住宅和医疗等使“生命”和“生活”变得更为美好都息息相关。

正是由于多元化，才实现了构想和技术的融合，

产生打破常识的新想法以及不计其数的挑战和失败。

我们采访了创造“直到昨天世界上也没有的事物”的工程师，

并追踪查看了旭化成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技术谱系。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燃料电池用电解质膜

轻量加气混凝土 Hebel

人工肾脏

高灵敏度薄膜霍尔元件

锂离子电池

以CO2为原料的非光气法聚碳酸酯

尼龙原料用环己烯制造技术

电子罗盘

Hebel Haus制震结构

丙烷法丙烯腈

核壳型金-氧化镍纳米粒子催化剂

系统刚架结构

社会贡献
技术系谱

旭化成的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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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功
告
成
！

工 

程 制 

造

催
化
剂
开
发

向坂山
1685

三方山
1578

水力发电

　　野口遵最早创办的个人事业是于

1906年成立的曾木电气。在鹿儿岛县建

设水力发电站，为附近的矿山等提供电

力。之后，野口又在山区修建水力发电

站，并在海边开展使用所发的电力进行

生产的事业模式，旭化成发源地延冈可

谓是这种模式的典范。水力发电是旭化

成的原点。

　　最初在延冈开展业务时，首先建设

的是五濑川发电站。日本氮肥和当地有

实力的人士共同出资成立了五濑川电

力，并于1925年建成（1926年收购五

濑川电力）。当时批准的输出功率是

10,500kW。

　　之后，截至1927年，先后建成了马

见原、川走川第一、川走川第二、一濑

川等4座发电站。进行内部发电的同时，

还在延冈拓展电解法合成氨等业务。

　　如今，旭化成拥有9座水力发电站：

五濑川发电站、水崎发电站、星山发电

站、川走川第一发电站、川走川第二发

电站、白水发电站、马见原发电站、黒

原发电站、梁崎发电站。其中，黑原和

梁琦的电力用于出售，其余7座发电站的

电力用于自家的生产活动。

　　如今，旭化成业务起源水力发电的

重要性愈发显著。因为作为可再生能源，

有助于削减温室效应气体（GHG）。因

此，旭化成通过高效化等措施，依次对

这9座发电站的发电机进行迭代和强化。

“水力发电是大前提”这一野口的想法历

经漫长岁月，最终与为SDGs这一全球

共同课题做贡献不谋而合。

星山发电站

五濑川发电站

水崎发电站马见原发电站

川走川第二发电站

川走川第一发电站

白水发电站

大分县

延冈市

行縢山
830

1756
祖母山 1605

倾山

1644
大崩山

宫崎县

熊本县

五濑川

诸塚山
1342

实现电力自给自足，为温室气体减排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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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化成的业务史，也可称作技术发展史。所开发的技术环环相扣、不断

演进，通过连续投入应用培育了多元化事业。拥有各种知识和经验的人

才超越了组织框架开展交流，为不同事业带来了崭新的视角。可以说，

“人和技术”的踊跃交往和与通过自由网络进行连接是我们的宝贵资产。

通过连续应用扩大领域

旭化成技术系统图

天然调味料

【材料领域】

【材料领域】
化学领域
纤维领域

【材料领域】
电子领域

【住宅领域】

【健康领域】

谷氨酸钠氯

烧碱

结晶化

人造丝

医药品

冷冻食品

饲料添加物

电泳涂料·铀浓缩

锂离子电池

电解膜技术

纤维素改性技术

炸药·爆炸焊接·火箭推进剂

混凝土工程学

燃料电池膜

微晶纤维素

人工肾

超滤·微滤

合成纤维·无纺布·人工皮革

输血用过滤器

化学基础原料
煤液化

医疗机构系统

特殊纸

硝酸

食品制造装置·烧碱制造装置

树脂成型产品

膜产品

微多孔膜

发泡聚乙烯·隔热酚醛泡沫

光盘

树脂加工技术

高功能化技术

深紫外线技术

感光性付与技术

涂膜技术

离子交换膜

轻质发泡混凝土

高强度混凝土桩

钢筋ALC结构独栋住宅

硝化棉

氢 氨 铜氨人造丝

碳纤维·玻璃纤维

霍尔元件·电子罗盘

数字·模拟/混合信号LSI/新型激励器技术

感光性树脂·感光性电子材料·DFR

UVC-LED

胶乳·涂层原料

石油化学

无机化学
电化学

无机化学
材料化学

食品加工技术 提取分离技术

发酵化学技术 基因工程技术

纤维素化学技术

火药应用技术

中空纤维技术

催化剂·制造
工艺技术

聚合物设计
聚合技术

注塑技术

挤塑技术

延伸技术

蓄电池材料技术

发泡成型技术

金属蒸镀膜

预制式建筑技术

薄膜技术·微细加工技术

半导体·LSI电路设计技术

研究基础技术（解析技术·材料信息学·知识产权）

膜分离技术

纤维加工技术

纺丝技术

吸附分离技术

　　1921年初，野口遵前往欧洲考察新技术，获得了两项技术的使用权。一

是德国格兰茨托夫公司的粘胶人造丝线（人造丝）技术，二是意大利的

Casale式合成氨技术。此后在1928 年，与J.P.宾霸公司签订了关于铜氨人造

丝“宾霸TM”的技术引进和资本合作的合同。这正是旭化成技术的原点。

　　旭化成的优势在于开发出基于各种技术的多元化商业模式。扎根化工技

术这一基础，在多元化发展史上融合自主研发的广泛技术，确立了多项核心

技术。右边的系统图之中饱含着技术人员们的创新性想法、庞大的实验量和

反复试错的结晶。

〈紫绶褒章〉

●1984 开发离子交换膜法盐电解技术

世古真臣（Maomi SEKO）

●1988 开发电解二聚法生产己二腈的制造法

读谷山昭（Akira YOMIYAMA）

●2003 开发高灵敏度薄膜霍尔元件

柴崎一郎（Ichiro SHIBASAKI）

●2004 开发锂离子二次电池※

吉野彰（Akira YOSHINO）

●2006 开发聚缩醛树脂的新制造法

正本顺三 (Junzo MASAMOTO)

●2008 开发以CO2为原料的非光气聚碳酸酯制造法

福冈伸典（Shinsuke FUKUOKA）

●2015 开发电子罗盘和自动偏移调整方法

山下昌哉（Masaya YAMASHITA）

●2020 开发尼龙原料的环己烯制造技术

永原肇 (Hajime NAGAHARA)

※锂离子二次电池先后荣获2013 年全球能源奖（俄罗斯）、2014 年查尔斯·斯塔克·德雷珀奖（美国
国家工程院）和 2018 年Japan Prize（国际科学技术财团），以及 2019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瑞典皇
家科学院）、欧洲发明家奖（欧洲专利厅）、文化勋章（日本国）。

技术成就的获奖史（仅摘录勋章）

070 071

社会贡献
技术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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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氢离子等具有选择透过性的膜。分为仅让阳离

子透过的膜和仅让阴离子透过的膜，用于海水制

盐、饮用水生产、制烧碱、燃料电池的电解质膜

等。

什么是离子交换膜？

开始用离子交换膜法食盐电解工艺生产人造丝的

原料—烧碱（延冈）。旭化成的这一系统此后在

全球30个国家的160多处获得采用。

采用n0聚合物，提高氢离子的传导性，同时也

提高了膜的耐久性。

为了拓展离子交换膜的用途，

主要针对汽车等移动物体，生

产燃料电池用电解质膜。

燃料电池的原理是电解水。

旭化成在创立时，通过电解

水制氢来生产氨，积累了技

术诀窍。

宫崎辉着眼于海里

的鱼皮的功能，作

出了开发离子交换

膜的指示。

采用短侧链的n0聚合物，
提高氢离子的导电性和膜的耐久性

燃料电池用电解质膜

采用短侧链※的“n0聚合物”，提高磺酸（-SO3H）

的密度，更容易形成充当“筛网”的团簇，提高了

氢离子的选择性和导电性。此外，添加剂的开发使

其不易被切断分子连接的自由基攻击，耐久性也得

到提升。

※侧链是链状化合物，从主链分支出的碳链

1921年
电解水制氢

1975年
开始销售离子交换膜法食盐电解工艺

20世纪90年代初期
用氟膜生产燃料电池

2000年代
改良氟膜，提高性能

PEM水电解

1933年
开始生产粘胶人造丝（延冈）

1924年
开始生产粘胶人造丝（膳所）

1961年
开始生产制盐·饮用水生产用离子交换膜

1973年
因为水俣病决定
废除水银法
食盐电解

对环境能源的
关注提升

迈向脱碳·
氢能社会

1966年
着手开发离子交换膜法制
烧碱技术

（左）在川崎建设离子交换膜工厂，并于1961年开始生产。

（右）1970年在东京都式根岛安装了饮用水生产设备。

1950年
“海里的鱼为什么不咸？”
由朴素的问题出发，
开始研究离子交换膜

实现脱碳社会的关键是如何在不使用化石燃料

的情况下获得氢气。自2020年起，福岛县正在

进行利用旭化成的食盐电解技术，通过碱水电

解将可再生能源转换成氢气的实证实验

（NEDO委托项目）。

与碱水电解一起，PEM水

电解生产绿色氢气也备受

期待。

通过碱水电解将可
再生能源转换为氢气

2018年，
德国赫滕（Herten）
市绿色氢气生产实证项目

离子交换膜的演变
～从制盐·饮用水生产到燃料电池膜

O-CF2-CF-O-CF2-CF2-SO3H

(　 　) (　 　)
( 　　  )

-CF2-CF2-CF2-CF-
ｘ y

CF3
n

[基本骨架]-

-

O-CF2-CF-O-CF2-CF2-SO3H

(　 　) (　 　)-CF2-CF2-CF2-CF-
ｘ y

CF3

-

-

n＝0 n＝1

O-CF2-CF2-SO3H

(　 　) (　 　)-CF2-CF2-CF2-CF-
ｘ y-

降低阻力的同时提高筛网的效果
将膜做薄的同时提高耐久性

用“费力的方法”来满足相互矛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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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料电池利用水电解的原理，使氢

气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进而产

生电，因其不排放二氧化碳（CO2）等

大气污染物，作为环保型发电装置备受

期待。

　　电解质膜是提高燃料电池性能的关

键。燃料电池的机制是，氢气和氧气发

生化学反应时，氢离子（H+、质子）透

过电解质膜从负极移动到正极。此时，

让氢离子透过的电解质膜的导电性越

高，发电效率越高。针对这些重要部

件，旭化成自主研发了技术，主要针对

汽车等移动物体用燃料电池，提供高导

电性的产品。

　　旭化成基于制造离子交换膜的历

史，开展燃料电池用电解质膜业务。

1961年开始生产制盐·饮用水生产用离

子交换膜，1975年在全球率先开发出离

子交换膜法食盐电解工艺，开始制烧碱

（氢氧化钠）。燃料电池的电解质膜灵

活运用了离子交换膜的功能，在对环境

能源的关注度日益提升的情况下，为拓

展离子交换膜的用途而被开发出来。

仅让需要的物质顺利透过
　　离子交换膜是对离子具有选择透过

性的膜。就燃料电池来说，只有阳离

子—氢离子能透过，向正极移动。在

用食盐水制烧碱（离子交换膜法食盐电

解工艺）中，只有阳离子—钠离子能

透过，向正极移动。

　　仅让需要的物质透过这一选择性是

离子交换膜的重点。选择性不够的话，

不需要的物质也能透过，导致纯度不

高，收率下降。除此之外，对导电性也

有要求，要降低电阻让需要的物质顺利

透过。这样一来施加少量电即可。

　　仅让需要的物质顺利透过。这就意

味着，筛网既要拦住不需要的物质，也

要让需要的物质容易透过。对技术人员

来说，这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

　　对于燃料电池用电解质膜来说，还

有额外的要求。燃料电池输出功率小，

所以对膜的薄度有要求。而为了能长期

使用，对耐用性也有要求。这也是两个

互相矛盾的要求。

　　技术人员是如何克服这些课题的？

　　就燃料电池用电解质膜而言，首

先，在筛选效果上，采用短侧链的“n0

聚合物”，提高了氢离子的选择性和导电

性。通过缩短侧链提高了磺酸的

（-SO3H）密度，更容易形成充当“筛

网”的团簇。

　　此外，在耐久性方面，还引入了旭

化成独创的技术。开发出抑制自由基功

能的“添加剂”，进一步提高了化学稳定

性。

　　这种添加剂的开发极其困难。添加

什么是问题，如何添加也是问题，但

是，经过反复实验，技术人员找到了答

案。步骤很关键，加入添加剂之前，要

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只加入添加剂不会

起作用。只有细致地做好准备工作，添

加剂才能发挥效果。这种方法颇费周

折。

　　但是，也许正因如此，竞争对手才

无法开发。为了做出好产品，不遗余

力。正因为有这样的基本态度，旭化成

才实现了技术突破。

面对烧碱
（NaOH）的
巨大需求，
采用水银法食
盐电解制烧碱

氢气罐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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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时任社长的宫崎辉

以“三种新项目”为开端，发展出旭化

成主力业务之一的建材·住宅业务。然

而，一开始经历了一连串挣扎，最初引

进的“硅酸盐”仅4年就退出了。旭化成

凭着不惧失败的本色勇敢挑战，虽然最

终失败了，但可以说正因为有硅酸盐的

是Autoclaved Lightweight aerated Concrete

的缩写。让石灰和硅石发生反应，用发泡剂形成

多孔轻量加气混凝土。硅酸盐（SILIKALTSIIT）

是ALC的一种，诞生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

爱沙尼亚。

惨痛经历，“HebelTM”才取得了成功。

　　ALC（轻量加气混凝土）的硅酸盐

技术是1961年从苏联（当时）引进的。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商业楼宇和

住宅不断拔地而起。ALC轻量且坚固，

防火隔热性能出色，预估市场需求很

大。

　　然而引进这项技术后，用日本的河

流里采集的原料制造硅酸盐时，并没有

做成传说中的建材。因为无法顺利产生

轻量化所需的气泡。这是由日本和苏联

的自然环境差异造成的。而做成薄板的

话强度又不够。

　　技术人员们在泥泞中前行，试图改

进，但是品质上不去。勉强交付的产

品，其评价并不如人意。销售活动暂

停，被迫转换方向。

向自主方式转换，打磨技术
　　面对危机，技术人员们放弃了苏联

模式，选择开发旭化成自己的制造方

法。反复整改设备，期间产生了大量次

品，历时两年开发出的技术终于在之后

的Hebel事业中开花结果。

　　首先将原料从熟石灰改为水泥，将

河沙改为硅石，按照日本的方式进行配

比。将原料的称重混合从连续式切换为

可任意改变加工时间的分批式，原料的

粉碎不再使用粉碎混合机，而是采用可

以微粉碎的湿式球磨机。向“旭式硅酸

盐”转换的同时，稳步积累了ALC制造

技术。

　　然而，挑战依然存在。问题是如何

运输和切割加水混合原料的软砂浆块。

摆脱手工模板单件生产方式，需要能实

现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尽管尝试了“旭

式钢琴线切割刀具”等新的切割方式，

但是还远远不能解决问题。

　　这时，驻在员提供的消息称，西德

（当时）的Hebel公司拥有强有力的技

术。

　　之后的行动很迅速。技术调查团立

即拜访Hebel公司并参观了工厂。在那

里目睹了用夹具轻松搬运软混凝土块和

用刀具一次性切割多个混凝土块，而且

切面整齐划一的技术。调查团确认了

Hebel公司的技术优越性后，当场决定

引进。

　　紧接着就与Hebel公司展开了谈判。

在此之前已有一家日本公司在与其交

涉，但是旭化成的谈判负责人采取“当

机立断”的态度，而竞争对手的决策晚

了一步。旭化成最终获得了独家合同。

　　不错失机遇的机敏的行动和坚定不

移的决心。创始人野口遵的DNA在这里

也得到了继承。

回想硅酸盐的苦难⋯
　　引进Hebel技术后也出现了问题。

刀具和夹具发生故障、钢筋自动编织机

运转不正常、交货延期⋯⋯。但是，与

硅酸盐的惨痛经历相比，这一点苦难不

值一提。

　　投产1年后，工厂基本满负荷生产。

旭式硅酸盐的经验在短期的进化升级中

得到了应用。

　　不惧失败，勇敢挑战。把失败当作

下次的借鉴。机会来临时速战速决。发

扬不屈的精神，不放弃产业化。Hebel

的成功凸显了旭化成本色。

轻量加气混凝土 Hebel

什么是ALC？

苦战中积累技术 机敏行动，顽强取胜 吃苦耐劳的不屈精神

日本的原料无法实现轻量化

1966年9月
签订Hebel技术引进合同

1967年８月
松户工厂投产

1968年７月
月产量达12,500m3

1972年
正式开展Hebel Haus业务

从日本的河流里采集的原料无法顺利产生轻量化所需的气泡。这是由苏

联和日本的自然环境差异造成的。

改用适合日本的原料和制作方法
与日本的环境相适应，将原料熟石灰改为水泥，河沙改为硅石。在制作

方法上，停止使用粉碎混合机。最终规格接近Hebel。

引进Hebel 成为旭化成的主营业务

课题
１

不适合大批量生产的制作方法
苏联采取手工业的制作方法，将混合了原料的砂浆

倒入板状模具中，成型后脱模，不适合大批量生

产。将砂浆运至切割地点并一次性切割成多块板的

技术有待开发。

无法运输软的混凝土块
无法切割整齐
然而，未能开发出软砂浆的运输技术和确保切割面

均等的切割技术。

课题
2 获得Hebel公司的信息，

立即决定引进技术
运输砂浆并将其切割整齐的技术属于现在

德国的Hebel公司。通过驻在员获取信息

后，调查团立即前往当地拜访，决定引进

技术。合同谈判过程中当机立断，击退了

日本的对手公司。

克服
１

克服
2

生产和交付遭遇问题
引进Hebel技术后，切换生产系统出现了

问题。刀具和夹具发生故障，钢筋自动编

织机无法正常运行。交货日期延迟，与购

货方进行了艰难的交涉。

活用硅酸盐的经验
利用硅酸盐积累的技术解决问题。因为有硅酸盐

的惨痛经历，对于一线员工来说，一点点困难不

算什么。

课题
3

克服
3

利用退出的硅酸盐业务积累技术发扬不放弃
产业化的不屈的精神，活用惨痛经历

1961年12月　签署硅酸盐许可协议 1963年12月　开始生产硅酸盐 1964年8月　转换为旭式硅酸盐

引进硅酸盐技术 退出硅酸盐业务！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注入模具

发泡 /凝固

用夹具从模具中取下

高压釜养护
完成。之后进行表面加工

切割

社会贡献
技术系谱

内配钢筋的“HebelTM”

“Hebel HausTM”D系列

松户工厂
（1960年代）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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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砜膜

水化层

聚砜膜

透析膜血液侧 透析液侧

尿毒症
毒性物质毒素

[常规膜]

[对称梯度结构]

　　将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的血液导出

体外，用人工肾脏清除干净代谢废物和

水后，再把血液输回患者体内。日本

约有348,000名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

（2020年底，日本透析医学会统计数据）

接受了这种血液透析治疗。旭化成自

1975年开始生产用于治疗的人工肾脏，

作为占日本国内30%市场份额的主力厂

家，一直在为医疗的进步做贡献。

　　人工肾脏是旭化成在医疗这一全新

领域的挑战，开发始于宫崎县延冈市的

宾霸工厂。医疗器械的开发是从一家纤

维工厂开始的。承担研究任务的只有两

个人，宾霸研究课入职第二年的员工及

其下属。

　　最初发起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拓展及

探索宾霸的用途。当时，涤纶等合成纤

维在衣料领域的势头强劲，再生纤维素

纤维宾霸作为化学纤维之一，前景并不

被看好。眼看隔壁建成了合成纤维工厂，

宾霸的相关人员带着危机感开始探索新

的用途。也正因此，对于研讨的领域、

事业和用途没有设限。

　　最终形成了3个开发课题作为新的用

途。其中之一就是人工肾脏。“从衣料到

医疗”这种跨领域的用途拓展最富有挑

战性，其目的是宾霸纤维的应用。医疗

专家们对于使用中空纤维（像吸管一样

中间呈空洞的纤维）的人工肾脏寄予厚

望。

　　在此之前的人工肾脏产品主要使用

平膜和管子，存在设备大和透析性能低

（不需要的物质也能透过）的问题。透析

费时费力。与此相对，采用中空纤维的

人工肾脏由于可以实现小型化而备受关

注。然而，早期的中空纤维型人工肾脏

的纤维强度和透析性能均较低。旭化成

的研究人员认为，再生纤维素纤维宾霸

的中空纤维可以提高纤维的强度和透析

性能。

　　开始研发后，在宾霸的中空技术上

遇到了困难。中空内径约为0.2mm。研

究人员尝试了各种方法，要么做不成中

空，要么直径过大，变成皱巴巴的“管

子”，全都失败了。但是，研究人员坚持

不懈地研究，为了把注入中空剂的喷嘴

做小，使用注射器等等，通过反复实验，

终于探索出了将水作为中空剂，调整空

中落下的条件的制作方法。

　　就这样制成了世界上首个铜氨法再

生纤维素中空纤维透析膜，人工肾脏的

透析性能因此提升，便宜且操作简便，

拯救了世界上很多患者。从研究开始到

产品上市仅用了5年，速度惊人。

不断进化并提高生物相容性
　　旭化成的人工肾脏随着时代的要求

不断进化。首先通过改良中空纤维，进

一步提高了透析性能并清除了降低患者

QOL（生活质量）的蛋白。生物相容性

也得到了改善，血液与透析膜等“异物”

接触时不会发生异物反应。

　　1994年开始销售使用聚砜膜的人工

肾脏。经过改良于1999年上市的产品不

仅具有出色的透析性能和生物相容性，

抗残血性也很卓越，血液不会残留在中

空纤维里。

　　此后也不断改良产品、提高生产技

术，并开发了HDF（血液透析滤过）的

过滤器。这也为近年来在线HDF的普及

做出了巨大贡献。

　　顺应时代的需求，开发出不仅挽救

生命，还能够提高患者QOL的器械。这

正是“为全球大众的‘生命’与‘生活’

做贡献”的旭化成的姿态。

人工肾脏
从衣料到医疗
将纤维积累的纺丝技术活用到肾功能
不全患者的血液透析治疗中

医疗业务研究始于宾霸工厂

不断进化的人工肾脏技术

宾霸的用途拓展
由两名员工开始研究

因为受到合成纤维挤压，前景堪忧，研究人员计划拓展宾霸的用途。医疗界对中空纤

维型人工肾脏寄予厚望，据此旭化成决定开发人工肾脏。当时只有两名研发人员。

改良的中空纤维提高了
透析性能和生物相容性

用注射器做实验
宾霸强度高，又有细孔可以让水分通过，最适合做人工

肾脏的中空纤维，但很难像吸管一样做成空心。开发人

员潜心钻研，例如将注射器用作注入中空剂的喷嘴等

等，最终开发出了制造方法。

发明铜氨法再生纤维素
中空纤维透析膜

发明了世界上首个使用铜氨法再生纤维素的中空纤维透

析膜，并开始销售透析性能和纤维强度更高的人工肾

脏。血液透析变得便宜且简便。

利用连续纺丝技术
提高质量和产能

从海外引进了连续纺丝技术，

以提高质量和生产效率，消除

中空纤维之间性能的参差不齐

等。结合旭化成的传统技术，

提高了纺速，自动化也得到升

级，进一步提高了产能。

如何制作中空纤维
课题

挑战
精神

崭新的
思路

应用
宾霸技术

通过孔径控制技术
开发出最适合HDF的膜
HDF（血液透析滤过）是一种在血液透析中

增加滤过的治疗方法，需要清除的分子量增

加了，但必须防止白蛋白等有用蛋白的泄

漏，因此需要精确的孔径控制。旭化成开发

出了最适合HDF的膜结构，为在线HDF的普

及也做出了贡献。

改良膜表面
由于膜表面的OH

基会引起异物反

应，所以通过化学

修饰设计缓冲层以

抑制反应。

投入波形纤维
连续纺丝技术的引进使波形加工成为可能。这增强了

透析液的搅拌效果，提高了清除小分子量物质的性

能。

开发聚砜膜
出色的抗残血性，
日本第一

逐渐摆脱纤维素，紧跟世

界潮流，开发出使用聚砜

膜的产品。透析性能和生

物相容性优于其他公司，

抗残血性也很卓越，中空

纤维中不残留血液，被称

为“白娘子”。

不仅挽救生命，还致力于提高

QOL，提高透析性能以清除成

为阻碍QOL因素的蛋白。同时

进一步提高生物相容性，防止

血液与透析膜等“异物”接触

时产生不良影响。

扩大孔径
通过改良扩大中空

纤维膜上的孔，让

阻碍QOL的低分子

量蛋白可以通过。

什么是中空纤维型人工肾脏 ？

血液从中空纤维中通

过，从纤维膜部分

（柱体部分）上无数

的孔中排出代谢废物

等。一个人工肾脏中

约有1万根中空纤维。

原液

注射针

橡胶塞

NaOH
注射器
外筒

丙烯酸
树脂

血液

缓冲层

膜表面

形成内表面水化层
在与血液接触的最外表面设计含水层，抑制

异物反应并提高生物相容性。

[有水化层的情况] [没有水化层的情况]

血小板

改进膜的结构
为了减少污染物回

流，研发出世界首

个对称梯度结构技

术。

直纤维

≒8mm
波形纤维

想为在线HDF的
普及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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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废物
（尿毒症毒性物质）

红细胞

水 电解质

透
析
液

血
液

有用蛋白的
白蛋白

β2-MG等
降低QOL的
低分子量蛋白

透
析
液

红细胞

血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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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R和个人电脑的开发需要能够精

确控制旋转的电机，因此对超小型

且灵敏度高的磁传感器的需求高

涨。

例如，为了稳定地播放VTR影像，必须保持磁带运行速度恒定。使用霍尔元件以电子方式精确控制旋转角速度的霍尔电机能够满足这一要求。很多机器都使用

了霍尔元件。通过传感器以最低限度的电力来运转马达，可以抑制能耗。霍尔元件是旭化成半导体业务的开端。

　　支撑着我们舒适生活的个人电脑、

AV设备、空调等家电产品的电机部分和

汽车的传感器中都使用了高灵敏度薄膜

霍尔元件。它是一种磁传感器，利用附

加磁场时产生电压的“霍尔效应”来检

测磁场。旭化成率先在全球开发出这种

高灵敏度薄膜霍尔元件，并在估算市场

达到了70%的份额。

　　开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

电机·信息设备业界热火朝天地开发磁

带录像机、摄像机、个人电脑，机械驱

动部分需要新型电机以电子方式精确地

控制旋转角度。旭化成的年轻开发者们

考虑磁传感器的霍尔元件是否可以用于

该电机的旋转传感器。

　　但当时市场上的霍尔元件由于磁场

检测灵敏度低，不可量产，完全无法用

于电机的旋转传感器。于是柴崎一郎等

人决定挑战灵敏度高、温度依赖性低、

超小型、可量产的霍尔元件的开发。

　　开发从“一无所有”开始。首先、

专攻基本粒子物理学的柴崎“无”半导

体及电路的开发经验。开发团队中也无

专家，并且“无”研究设备。想用薄膜

制作霍尔元件，但是没有膜厚测量仪，

也没有基板切割机。一开始用玻璃刀具

代替专用刀具。

　　进而言之，在单晶硅半导体元件举

世瞩目的时代，柴崎等人关注的锑化铟

（InSb）是过时的，是很多半导体研究

者“无”兴趣的，多晶薄膜的磁传感器

等不在讨论范围内。

　　尽管如此，柴崎等人没有被流行和

常识束缚，他们怀着信心坚持研究。然

而过了一年多，又多了另一个“无”。

开发被叫停，变成“无”公司支援的状

态。

　　但是，柴崎等人并没有放弃开发。

两年后他们重新开始研究。几经周折，

新技术相继被开发出来。

　　首先是量产InSb薄膜的蒸镀技术。

In和Sb的蒸汽压相差5个数量级，单纯

蒸发InSb的话，Sb会先蒸发掉，In和Sb

就无法形成1:1的高霍尔效应配比。于

是柴崎等人开发出了一种超越当时常识

的“多源蒸镀法”，将InSb分成小部

分，从多个蒸发源依次加热·蒸发。

　　但是这种方法在蒸镀基板上存在问

题。为了获得较大的霍尔效应，使用了

柔性云母基板，但又因其柔性，无法用

作霍尔元件的基板。为了解决这一难

题，柴崎等人创造出了专家一般不会考

虑的方法，他们从云母基板上剥离

0.8µm的InSb薄膜，换成硬的铁氧体基
板。

　　为了进一步提高磁传感器的灵敏

度，开发出磁场放大结构，用铁氧体上

下夹住InSb薄膜，将磁场检测灵敏度增

至3～6倍。

　　通过积累这些独创技术完成的高灵

敏度InSb薄膜霍尔元件实现了传统霍尔

元件20～30倍的高灵敏度，温度依存性

也降低了，实用性极高。

　　之后，柴崎等人克服了大量封装工

艺中的问题，使霍尔元件业务步入正

轨，并陆续生产出InAs单晶薄膜霍尔元

件和混合式霍尔IC等。他们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用智慧和努力弥补“无”，

最终实现了产业化。虽然开发从“一无

所有”开始，但一开始就立下了宏伟目

标，即“无论如何也要实现产业化”的

执念和志向。

高灵敏度薄膜霍尔元件

在不起眼的角落里默默支持着基础设施和社会生活

开发团队中没有对

半导体和电路有开

发经验的人，也没

有膜厚测量仪和基

板切割机等研究设

备。

在没有专家的情况下开始研发

开发出将InSb分

成小部分，从多

个蒸发源依次加

热 · 蒸 发 的 技

术。InSb薄膜的

量产成为可能。

开发出多源蒸镀法 重启

着眼于锑化铟（InSb），它

作为薄膜材料具有高霍尔

效应。这种化合物因为难

以量产被许多研究人员忽

视。

着眼于无人
理睬的InSb

将薄膜霍尔元件和外部订购的

硅集成电路相结合，开发出全

球首个混合式·数字磁传感

器。成为最畅销产品。

开发出在高于100℃

的环境中也能稳定运

行的InAs单晶薄膜霍

尔元件和InAs量子阱

霍尔元件。可用于车

载传感器。

将铜/镍/金这三层金

属附着在InSb薄膜

上，做成电极，将金

线熔化与引线连接。

开发出混合式霍尔IC
开发出InAs单晶薄膜霍尔元件等 制造方法大转换。开发出三层电极

剥离掉蒸镀在云母基板上的

InSb薄膜，换成硬的铁氧体

基板。这种方法打破了半导体

制造的常识。

打破常识的解决办法，
换上新的薄膜

开发出了磁场放大结构，用

铁氧体从上下夹住InSb薄

膜，成功将磁场检测灵敏度

增至3～6倍。

通过磁场放大结构实现
高灵敏度化

单纯蒸发InSb的

话，Sb会先蒸发

掉。这样一来，In

和Sb就无法形成

1:1的高霍尔效应

配比。

蒸镀技术是课题
In和Sb之间的蒸汽压
相差5个数量级！

蒸镀基板采用了云

母基板，但是因其

柔性无法用于霍尔

元件的基板。

薄膜制成了，
但无法用于
霍尔元件

包装的引线是焊接

的，因此在购货方

的制造工艺中无法

使用。引发了投

诉。

无法用于批量
封装工艺！
发生投诉

经过2年的中

断，开发重启

了。对开发有

共同想法的技

术人员集结在

一起。

1年半后，开发

被叫停。蒸镀机

被运至位于群马

县的农户仓库，

“在公司外独立

研究”。

开发停止

开发团队逐一克服遇到的课题

通过InSb薄膜和磁场放大结

构的开发，传感器的灵敏度

与传统霍尔元件相比提升至

20～30倍。温度依赖性也

降低为十分之一。

是原来的20～30倍
高灵敏度霍尔元件完成

灵敏度低！
价格高！

利用附加磁场时产生电压的霍尔效应来检测磁场

的磁传感器。提升灵敏度的条件之一是用锑化铟

（InSb）和砷化铟（InAs）等霍尔效应高的材

料来做薄膜。

什么是霍尔元件？

对超小型高灵敏度
磁传感器的需求增加

START

GOAL

●电池传感器
●动力转向电机·传感器
●电动车窗电机等

汽车

●风扇电机
●变频器控制

空调

●驱动电机

CD·DVD播放器

●电机    

大坝

●触摸传感器

电子琴

●电机

变电站

●电池传感器
●扭矩传感器等

电动助力自行车

●驱动电机
●非接触式开关

个人电脑

●旋转头与磁带的驱动电机

录像机

●旋转头
●内存驱动电机

摄像机

无专家、无研究设备　开发从“一无所有”开始
凭借独创的想法和诀窍以及

对产业化的执念实现了实用化
无专家 无设备

开发

工
厂

成
功
了
!!

有益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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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极

隔膜

负极 正极集电体：
LiCoO2

负极集电体：
碳

锂离子电池具有小型、轻量和电动势强的特点。除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外，也

应用于电动汽车和飞机领域。

　　外出时将智能手机装入衣兜，将笔

记本电脑放入背包。电池快没电了就充

电。如今，已成为理所当然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吉野彰开发了锂离子电池才得

以实现。但录像机出现、“便携”这一词

汇开始流行的1980年代初，情形则完全

不同。当时没有高性能且小型·轻量的

二次电池，放眼望去，可随意携带的设

备十分少见。

　　电池分为一次性使用的一次电池和

通过充电反复使用的二次电池。按电解

液分类的话，则分为水系电解液电池和

非水系电解液电池。80年代的二次电池

为水系电解液铅电池和镍钴电池。这些

电池电动势弱，体积大分量重。

　　从电动势的强弱来看，非水系电解

液电池胜出。但有金属锂一次电池，却

没有二次电池。为什么呢？因为负极使

用的金属锂的化学反应性强，用于二次

电池时无法维持安全性。开发高性能且

小型·轻量的二次电池，找到能够代替

金属锂的负极材料成为关键。

　　吉野开始研究后，从两位诺奖得主

那里获得了关于负极材料的灵感。其中

一位是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福井谦一。

他在“前卫电子理论”中预测“按分子

结构不同，有的绝缘体塑料应该也能导

电”。另一位则是之后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的白川英树。白川发现给塑料聚乙炔中

加入杂质，能够得到导电性。吉野从这

些研究理论中找到了将聚乙炔用于负极

材料的思路。

　　通过进一步研究，成功提高了聚乙

炔的性能。但马上面临新的问题：没有

正极材料。当时普遍使用的正极材料，

都是以负极使用金属锂为前提的。

　　研究触礁，吉野每天闷闷不乐。年

底无事可做，他随手拿起了还没来得及

看的牛津大学Goodenough教授的论

文。然后他发现了重大记述。“钴酸锂作

为二次电池的正极。电动势也强。”寻找

已久的正极答案就在这里。

　　很快合成了钴酸锂，与聚乙炔组合

试制电池。充电、放电都很成功。

　　但问题也显现出来。实现了轻量化，

但没能实现小型化。因为聚乙炔比重小，

所以体积大，不利于小型化。

　　没有别的材料与聚乙炔的化学结构

相似吗？吉野继续埋头探索。结果是遇

到了延冈研究所在研究的“VGCF”这

一特殊碳。VGCF的电池特性出类拔萃。

由此，VGCF为负极、钴酸锂为正极的

锂离子电池诞生了，最终实现了轻量化

和小型化。

　　在实现产品化的过程中，安全性的

试验也合格了，开发也算顺利。但还是

有问题冒出头来。VGCF不足。不得不

开始寻找结构与VGCF接近的碳。尝试

了100余种，但全都落空。最后找到了

用于特殊用途的焦炭。跟供货方不明说

用途、只让对方供货，经过这一艰难的

谈判，终于得到了焦炭。试验后发现能

够得到与VGCF相近的性能。

　　之后也在制作电极的工艺中遇到了

难题，但下属凭借“韧劲”解决了。又

申请了重要的专利，锂离子电池终于完

成了。旭化成与东芝成立合资公司，开

始进军电池领域。

　　解决接连而至的问题，最终完成了

锂离子电池。这一电池的发明为手机和

笔记本电脑的普及提供了助力，掀起了

移动终端IT革命。因为对这一发明做出

的贡献得到认可，吉野与Goodenough

等两位教授一起，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

化学奖。

锂离子电池

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锂离子电池

发现John B. Goodenough的

论文中有“钴酸锂成为二次电

池的正极，且电动势强”的记

载。

从牛津大学教授的论文中
得到启发

没有正极材料
只有和金属锂负极材料匹配的正极材料，有金属锂

一次电池，但没有与聚乙炔匹配的材料。当时有金属锂一次电池，但金属

锂的化学反应性强，无法维持安

全性，无法实现二次电池。

金属锂无法维持
安全性

为了开发高性能·小型·轻量的二次

电池，需要找到能够代替金属锂的负

极材料和与之匹配的正极材料。

开发的课题
正极和负极使用什么材料？

福井谦一在“前卫电子理论”中预测塑料也能

导电。白川英树则发现在聚乙炔中加入杂质能

够得到导电性。这些成为开发的灵感。

吉野彰从两位身上获得灵感，开始开发将

聚乙炔用于负极的二次电池。

将聚乙炔用于负极材料

从两位诺奖得主身上
获得灵感

试制聚乙炔作为负极、钴酸锂

作为正极的二次电池。

将钴酸锂用于
正极材料

发生问题！

在成为开发“关键点”的重要

技术上取得专利。

能够获得专利收入。

取得“关键点专利”

为实现产业化，向制造商提供

用于评估的样品。

为取得用户评价，
试制电池

由于规模小，成果不明显
实现了轻量化，但因为聚乙炔比重小，所

以体积大，无法实现小型化。

旭化成延冈研究所在研究的

“VGCF”，在多个碳材料当中，

其电池特性也是出类拔萃的。

注意到特殊碳
“VGCF”

发生问题！

没有与VGCF
相似的碳吗？

VGCF不足
实现量产需要大量的VGCF。

但材料严重不足，几乎连试

制品也无法完成。
就没有能代替聚乙炔
的负极材料吗？

用于特殊用途的焦炭成

为代替VGCF的候选材

料。委托制造商，接受

供货。

注意到
特殊用途的焦炭

发生问题！

开发在薄金属箔上涂电极材料的

技术举步维艰。

到最后都很苦恼的是斜向褶皱的

发生。

在生产电极的工艺中，
在薄金属箔上
涂电极材料十分困难

下属解决了难题。吉野10

年后从下属口中得知真

相，大为震惊。“爬进高温

的烘干区，亲眼确认哪里

出了问题”。　

下属深入涂料机
解决问题

发生问题！

坚忍不拔地解决接连而至的问题。
发明锂离子电池

电
池
的
分
类

电器设备
“便携”化开启之时

没有

非水系电解液电池
（高电压·高容量）

水系电解液电池

锰干电池
碱干电池

铅电池/镍镉电池
镍氢电池

第二次电池

金属锂一次电池第一次电池

采用2种新材料的锂离子电池诞生了。

实现了小型化和轻量化。

在旭化成的炸药试验场进行冲

击安全性试验。投下铁块、让

子 弹 贯 穿 等 试 验 均 合 格

（左）。右为做了同一试验的

金属锂电池。

在炸药试验场
确认实验安全性

“VGCF负极/
钴酸锂正极”
试制锂离子电池

为
什
么
?

当时有铅电池和镍镉电池，但电动势弱、体积大

分量重，不利于携带。

没有高性能、小型、轻量的二次电池

1980
年代

为手机、笔记本电脑的普及助力
通过“前所未有的产品”

掀起移动终端IT革命 就是它！

轻
量
化

小
型
化

实现

迈向
下一个台阶！

黑色的
轮胎！

实际上，
10年前⋯ 啊

!?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社会贡献
技术系谱

05



082 083

转
换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硬
～

社会贡献
技术系谱

06

无废弃物安全

　　绿色可持续化学（GSC）是支撑对

人类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

化学。在实现GSC和SDGs的技术方面，

旭化成拥有享誉世界的制造工艺，即世

界上首个有效利用CO2的技术、非光气

法聚碳酸酯制造工艺。

　　该项技术是作为工程塑料之一的聚

碳酸酯的制造工艺被开发出来的，它消

除了传统光气法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

受到好评。光气法以剧毒的光气和具有

致癌性的二氯甲烷为原料，还需要处理

大量的废水。除了环境和安全问题外，

还要花费巨大成本。

　　与此相对，非光气法的原料是排放

的CO2，这先于碳回收政策。同时，制

造工艺中的能耗大幅度降低，节能效果

也显著提升。作为经济效益卓越、高质

量且高性能的聚碳酸酯制造工艺而备受

关注。

　　但是，成功之路并非坦途。当时的

旭化成在聚碳酸酯方面没有技术积累，

从零开始挑战，并且按照当时的常识，

该技术被视为天方夜谭，因此挡在面前

的是一堵厚厚的墙。

横亘在面前的两堵墙
　　第一堵墙是以惰性CO2为原料生产

高活性碳酸二苯酯（DPC）的工艺。这

一工艺的难点在于反应很难进行。

　　负责开发的福冈伸典开始实验，在

一个蒸馏塔中同时进行酯交换反应和去

除蒸发的甲醇的蒸馏分离。对于平衡常

数极小的反应，按照当时的常识，这个

原理是不可行的，但是通过计算机模拟

（工程部）和反复实验打破了常识。“反

应蒸馏法”诞生了。

　　第二堵墙是从熔融物中提取副产品

苯酚的聚合物制造工艺。由于聚合物溶

液具有超高粘度，因此不能搅拌。可是

如果加以高温，产品又会着色，形成致

命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福冈不断试

错。

　　在不混合不加热的情况下，有没有

办法从高粘度聚合物中提取苯酚？为此，

需要表面积大、液深小、表面更新率强

的反应器。说到表面积的大小，盆子这

样的形状怎么样？不行，这样的话表面

更新率就很弱⋯⋯。

　　在重复这种问答的过程中，从意想

不到的地方获得了启发。福冈在洗澡时

突然注意到了水管的水。拧水龙头时一

股水呈细线状落下。按照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表面积大、液深小。

　　福冈采用与该形式类似的干式纺丝

法进行了实验。但是，虽然聚合取得了

一定进展，但是下落时间短，没有成功。

这时他想起了以前在大阪的地下购物街

看到的顺着纱线倒油的橱窗展示。“用同

样的原理让熔液沿着金属丝流下来，时

间不就变长了吗”？

　　将超高粘度这一性质用于对金属丝

的粘着，基于这个想法，福冈开始了实

验。把金属丝固定在PVC管上，沿着金

属丝浇上麦芽糖，从上面滴一滴红墨水，

麦芽糖全部染成了粉色。混合达到了效

果。接下来，管内压力降低，麦芽糖剧

烈地起泡。实现了表面更新。

　　之后，进入到实验阶段，确立了基

于重力的非搅拌熔融聚合技术。2002

年，世界上首个非光气法聚碳酸酯生产

装置开始商业运营。在近乎痴迷的努力

下，经过25年的岁月终于抵达了胜利的

终点。

　　“技术达不到世界第一就没有意义”。

这是福冈一贯的主张。他彻底调查了已

有技术并制作了技术地图。明确研发方

向后，树立了“如果能有这样的技术就

好了”这一“梦想”，在“梦想”的引领

下，研发团队和工程团队的奇人异才集

结在一起，不厌其烦地坚持挑战，最终

实现了“世界第一”。知识产权部也加入

其中，正因为跨部门的优秀人才集结在

一起，才能在技术开发·产业化和向世

界转让技术方面取得成功。

以CO2为原料的

非光气法聚碳酸酯
使用重力代替搅拌的熔融聚合
以打破常识的创新技术实现

“健康·安全”

透明性、抗冲击性、耐热性、阻燃性、精密成型

性等性能出色的工程塑料（高性能树脂）。广泛

应用于汽车、CD·DVD、汽车前照灯、OA设

备、建材等众多产品。

什么是聚碳酸酯？

克服两大障碍、实现世界第一

安全且环保的非光气法

非光气法 对人类和环境友好、实现SDGs

光气法 安全·环境方面存在问题

节约资源·
能源

以CO2
为原料

光气法大量使用化学武器——剧毒气体光气（由CO和氯气制造）和具有致癌性的

二氯甲烷等有害物质。生产装置的建设成本约为旭化成工艺的2倍。光气法腐蚀性

强，所以维护成本高，处理大量废水也花费巨大。

有效利用CO2作为原料替代有毒物质，减少生产工艺

中的CO2排放，节约资源和能源的效果显著，也不需

要处理废物和废水，作为对人类和环境友好的技术，

实现了绿色可持续化学（GSC）和SDGs。截至

2016年已向全球6家公司出口技术。这6家公司由此

成功进入了聚碳酸酯领域。

技术障碍 2
从超高粘度熔融物
中提取苯酚

洗澡时灵光闪现！

聚合物熔液具有超高粘度，无法搅拌。高

温高真空的情况下会着色。如何从熔液中

提取苯酚是障碍。

技术障碍 1
将惰性CO2
转化为活性单体

使用剧
毒气体光气

使用具有致
癌性的二氯甲烷

在由CO2生产碳酸二苯酯（DPC）

的工艺中，反应很难进行。需要新

的生产工艺。

通过反应蒸馏技术
实现突破
挑战开发“反应蒸馏法”，即在一

个蒸馏塔中同时进行反应和蒸馏，

在平衡状态下不均衡地推进反应。

虽然很难控制，也没有工业化的先

例，但经过多次计算机模拟和实

验，最终开发成功了。

灵感的来源是水龙头里流出的水。放弃“如何

混合无法搅拌的东西”的想法，利用超高粘度

这一难点，用重力实现表面更新，提取苯酚，

实现思维的反转。

利用基于重力的
非搅拌熔融聚合技术实现突破

[反应蒸馏法]

催化剂

MeOH
甲醇
沸点65℃

MPC
甲基苯基碳酸酯
沸点213℃

PhOH
苯酚
沸点180℃

DMC
碳酸二甲酯
沸点90℃

蒸馏塔 反应区
和
蒸馏区

预聚物（n=10）

聚碳酸酯（n＝35～65）
（n：聚合度）

苯酚
金属丝

聚合反应器
（圆筒）

从上方滴一滴红色墨水，整个麦芽糖都被染成了粉色，而当管内压力降低时，就会剧烈地起泡。这意味着利用重力实现了表面更新。

表面积大、
液深小、表面更
新性强的反应器
是⋯⋯？

以前在大阪的地
下购物街看过的
橱窗展示

沿着金属丝的
话，时间应该
会变长！

当管内的压力进一步降低
时，粉色的麦芽糖就会剧烈
地起泡（变成气泡的水从内
部移动到表面并蒸发）

从金属丝的上方浇麦芽糖。
麦芽糖粘在金属丝上，以金属
丝为中心形成直径约1cm的棍
状，慢慢落下。

之后，用预聚物
熔液代替聚合物
溶液的干式纺丝
法进行实验，但
是下落时间太
短，行不通

不，
这样不行

这不就是
“表面积大、液深小”
吗？

在麦芽糖上方
滴一滴红墨水

往下流的同时
全部染成粉色

是盆子吗？

油滴
麦芽糖 透明PVC管（直径10cm）

金属丝 麦芽糖
（直径1cm）

金属
丝

聚合物溶液
加热气体

溶剂回收

某天洗澡时⋯

“混合很有效果!”

表面更新了！

干式纺丝法

啊!!

慢
慢
流
下
来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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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环境·能源问题，要求汽车轻

量化，尼龙作为轻量化必须的材料，其

市场规模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而在尼

龙的中间原料环己醇及环己酮的制造过

程中，旭化成开发出世界上首个实现

“节约资源·节能”、“零废物”、“安

全”的技术，即尼龙原料用环己烯制造

技术。具体方法是先由苯部分加氢得到

环己烯，再将环己烯水合得到环己醇。

　　当时主流的环己醇生产工艺是环己

烷空气氧化法，但是存在一些课题。能

耗大，会产生20%的原材料废料需要处

理，并有爆炸的危险。因此，对制造方

法进行根本性转换的需求存在已久。尼

龙原料用环己烯的制造技术是世界各国

翘首企盼的新技术。

　　由苯部分加氢得到环己醇的前驱体

环己烯。这种简单的制造路线事实上在

全球范围内已经研究很久了，但都没有

成功。因为苯部分加氢反应很难。

　　所谓部分加氢，就是用环己烯来阻

止苯加氢反应。但是，用一般的方法加

氢时，只能得到完全氢化物环己烷，得

不到环己烯。这是因为该反应在热力学

上有利于生成环己烷。苯部分加氢反应

要成功，就像把飞流直下的瀑布从中间

拦住一样难。

　　参与开发的永原肇等人用五项技术

克服了这个难题。首先，使用钌纳米粒

子作为主催化剂，并添加锌化合物作为

助催化剂，以提高环己烯的选择性。此

外，通过在反应场的水相中添加惰性分

散剂，提高了主催化剂的稳定性。

　　他们还重新构建了由气相-油相-水

相-固相这4相组成的反应场。在4相完全

混合并在水中进行反应的特殊反应场

中，如果停止混合，可以从油相中回收

生成物，从水相中回收催化剂。

　　除此之外，还确立了一项技术，可

以完全去除损害催化剂活性和选择性的

催化剂毒素。反应液的接液部则发现并

采用了一种抗腐蚀性极好的材料。

　　在之后的环己烯水合反应中，采用

沸石作为水合催化剂，而不是常用的酸

性水溶液或离子交换树脂。让沸石悬浮

在水中，环己烯作为油相在水中分散，

这也是由液相-液相-固相这3相构成的反

应，反复实验，直到难题被解决。

　　确立这些技术的过程困难重重。在

发现催化剂之前进行了大量的试错。技

术和商业可行性遭到了巨大质疑。尽管

如此，开发人员仍然埋头做实验并找到

了解决方案。支撑他们的是“竭尽所能

直至成功”的开发精神。

　　拥有“能做出来的话很了不起”这

种共通的技术价值观和信念也很重要。

正因如此，研究、工程、制造各个部门

才能协作完成并行工程。

　　在共通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基础上，

大家展开“开诚布公的热烈讨论”。每个

人基于信念，据理力争。在这种氛围

下，拥有相同目标的团队的凝聚力越来

越强。

　　永原将“团队的实验能力”也列为

成功的要素。石油化学研究所（现化

学·工艺研究所）作为研究的平台，拥

有坚实的基础设施，自主设计并组装实

验设备，体现出了研究人员的基本姿

态。在第一任所长河野正志和当时的研

究室长福冈阳平的熏陶下，开发团队在

实验的技术和量上都遥遥领先，研发出

了引领世界的技术。

　　“没有实验就没有发现，没有发现

就没有发明，没有发明就没有专利，没

有专利就没有新业务，因此没有实验就

没有新业务”。永原的这段话揭示了开发

团队的探索之路。

尼龙原料用
环己烯制造技术
在开发上志同道合的技术人员
开诚布公地展开热烈讨论

团队的实验能力孕育出世界第一的技术

是汽车轻量化不可或缺的尼龙的中间原料环己醇

的前驱体，由苯部分加氢可得。

什么是环己烯？

环己烯法安全、
零废物

按照常规方法，由苯加氢可以得到完全氢化物环己烷。这是因为该反应在热力学上有利于生

成环己烷。用环己烯阻止加氢反应的部分加氢在热力学上被视作不可能。

发现催化剂和构建生产工艺过程中的大量试错

苯部分加氢是课题

攻克了难题的技术要点

将钌纳米粒子用作主催化剂
由平均晶粒直径不高于20nm的初级粒子组

成的钌纳米粒子表现出高反应选择性。基

于这一发现，将其用作主催化剂。

原石油化学研究所的
坚实的基础设施

建筑物配备了耐高压

气体实验的基础设施，

可满足规模升级的研

究。

在发现催化剂、构建生产工艺之前，

研究、工程、制造各部门合作开展了

大量实验，反复试错。

开诚布公的讨论以及凝聚力
旭化成的原则是“技术理论无高低”。各个

部门的技术人员为了同一个目标，怀揣各自

的信念，相互碰撞意见。

拥有共通的想法“能做出来的话很了不起”
开发人员拥有“能做出来的话很了

不起”这种共通的技术价值观和信

念，各个部门由始至终协作完成了

并行工程。

Point 11
将锌化合物用作助催化剂
添加助催化剂对于提高环己烯的选择性至

关重要。决定添加锌化合物。

Point 22
添加惰性分散剂
在反应场的水相中添加惰性分散剂（氧化

锆等），以提高主催化剂的稳定性。

Point 33

构建4相的反应场
反应场由气相-油相-水相-固相这4

相组成。它们完全混合，在水中进

行反应，停止混合后，从油相中回

收生成物，从水相中回收催化剂。

Point 44
催化剂中毒物质去除技术
苯中的微量有机硫化物会损坏催化

剂的活性和选择性，确立了完全去

除这种硫化物的技术。反应液的接

液部采用抗腐蚀性出色的材料。

Point 55

苯

部分加氢

完全加氢

环己烯

环己烷

自主设计
并组装实验设备
自己制造设备是基本姿态，

对设备的微小异常也能了如

指掌。

尼龙原料用环己烯制造技术（环己

烯法）克服了环己烷空气氧化法存

在的课题，是实现了节约资源、节

能、零废物和安全的世界首创的技

术。与传统方法相比，CO2排放量

也减少了约27%。

尼龙原料用环己烯制造技术

环己烷空气氧化法

要考虑爆炸的风险 能耗大
约20%的原料会
变成废料，需要处理

安全 节约资源 节能 零废物

2H2

部分加氢
苯 环己烯 环己醇

水合

H2O OH

3H2

苯 环己烷

环己醇/环己酮（KA油）
Co

HBO2

O2 OOH
副产物

O

OH

H3BO3B
3

副产物

O

OOH

志同 道合

A部门

B部门
C部门

D部门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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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传感器专家认为，将传感器的灵敏度提高的话，应该可以制成更好的电子罗盘，但是，山下发现手机里的

漏磁场会成为测量地磁的障碍，他认为灵敏度越高反而越不利，而即使漏磁场强测量区域也不会饱和的霍尔

元件才是最适合的。

开发团队起步后，需要的技术还没有确立，就先制作了演示机。这样一来，开发的目标就明确

了。目标一致的各职责部门齐头并进，同时开发，按照与平常相反的顺序制成了需要的元件。

其他公司先行开发的电子罗盘要求用户执行特定的动作才能消除漏磁场。将手机拿在手上水平转

动2圈。这种操作有难度。山下对此产生疑问，他想到了解决方法，仅凭用户无意识的动作就可

自动校正。

电子罗盘

通过用户无意识的动作进行校正

测量精度达到适宜的水平

要求用户执行特定的校正动作

技术人员的“常识”

竞争对手的“常识”

需要高精度地测量地磁

合乎常识的顺序

磁传感器　　　LSI　　　软件 软件　　　LSI　　　磁传感器

脱离“常识”开发步骤

脱离        “常识”解决办法

脱离“常识”想法

消除漏磁场的影响

由于手机中存在较大的漏磁场，
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不利

不先做好传感器的话，
LSI的设计就无从谈起

即使磁力达到地磁的1000倍，
测量灵敏度也不会变的霍尔元件
才是最适合的

通过演示机
明确开发目标

　　即使初次造访某地，只要使用移动

终端的导航功能，就能轻松到达目的地。

这之所以能实现是因为手机里内置的电

子罗盘可以测量地磁，计算方位角，从

而为用户指明当前面朝的方向。旭化成

在电子罗盘市场保持着世界第一的份额。

　　通过一个磁传感器来测量三个方向

的磁力的“3轴测量技术”为世界首创，

而搭载着此技术的旭化成的电子罗盘里

是如何诞生的？回顾开发历程，可以了

解那些不被常识束缚的不断涌现的“颠

覆性想法”。

　　最初的颠覆性想法出现在设定开发

目标的阶段。

　　在2000年5月的信息交流会上，霍

尔元件与LSI部门等3个部门齐聚一堂。

会议的主题是开发出可搭载于手机的测

量地磁的元件。参会人员相继发表了意

见：“灵敏度低的霍尔元件无法测量微弱

的地磁”，“需要灵敏度高的磁传感器”。

从MRI的开发经验中提出疑问
　　然而，在场的山下昌哉内心产生了

疑问。“磁化的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线路

附近会产生变化磁场。使用很多磁铁部

件的手机里的漏磁场远远大于地磁。是

不是传感器的灵敏度越高越不利”？

　　山下之所以持不同观点是因为他曾

经参与过MRI的开发。MRI有一个缺点

是，受医院附近的地磁（环境磁场）变

化的影响，图像会模糊。山下深知环境

磁场的不稳定性。他曾经使用搭载了霍

尔元件的测量仪测过环境磁场的变化，

因此知道霍尔元件可以测量地磁。

　　山下认为需要的不是高灵敏度传感

器。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外出时都带

着方位磁针，随处确认磁针和南北方向

的一致程度。一边实际感受地磁的紊乱，

一边实地研究精度达到什么程度可以用

于导航。最终，设定了不盲目追求高灵

敏度但足够导航服务的精度这一开发目

标。要开发的不是传感器，而是为导航

提供信息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一种思维

的颠覆。

　　在此基础上，开发课题锁定为如何

去除手机内部的漏磁场。最终得出的结

论是，即使磁力达到地磁的1000倍，也

能不饱和测量的霍尔元件才是最适合的

传感器。

　　在发明消除漏磁场的校正方法的过

程中，颠覆性想法也得到了充分发挥。

　　其他公司先行开发的电子罗盘，为

了消除漏磁场，需要将手机拿在手上，

水平转动2圈。然而山下认为不应该让用

户执行特定的动作，他想到的解决办法

是让用户在无意识的动作中自动校准。

在试用已有电子罗盘的时候，从自己无

意识的动作中获得了启发。

通过演示机统一目标
　　开发的步骤也不受常识限制。2001

年2月开发团队起步后，山下等人首先制

作了演示机。比消除漏磁场的自动校正

方法的发明还早了1年多。

　　制作演示机有两个目的。首先是让

公司内部的技术人员实际感受霍尔元件

如何测量地磁。第二个目的是明确目标，

要开发的不是传感器，而是包含软件在

内的提供信息的解决方案。对工作有了

清晰的概念以后，各职责部门就不会纵

向排列，而是齐头并进，同时开发。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颠覆性想法？

山下指出，这与旭化成独有的多样性有

很大关系。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有

医疗器械MRI开发经验的山下出席了半

导体电子部件的信息交流会。因为多样

性，才孕育出了不局限于常识的颠覆性

想法。 

　　硬件和软件开发人员和谐共处，从

多种角度自由讨论。旭化成的文化孕育

出了新技术。

果真如此吗？霍尔元件无法测量
微弱的地磁

要测量地磁，
就要开发出灵敏度高的
磁传感器

颠覆性的想法

颠覆性的想法

颠覆性的想法

传感器的精度达到“适宜的”水平
确立技术前先制作演示机

利用颠覆性的想法生成解决方案
水平缓慢
转动2圈⋯

软件

磁传感器

LSI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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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看手机边
进行确认取出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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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震”是“Hebel HausTM”的一大

卖点。支撑该优势的一大要素为制震结

构技术。旭化成住宅（下称“住宅公

司”）于2003年在日本首次将该技术引

进到工业化住宅，该技术的开发源于阪

神·淡路大地震。

　　1995年1月17日，发生了一场以

兵库县南部为震源的7.3级地震。隶属

于技术开发部门的小山雅人，为调查

免震结构
阻止地面的晃动传递给建筑物，通

过阻止建筑物晃动的免震装置和结

构部件的耐力，确保建筑物的安全

性。

制震结构
吸收地震的能量，通过控制建筑

物晃动的制震装置和结构部件的

耐力，确保建筑物的安全性。

耐震结构
通过柱、梁、耐力要素等

结构部件自身的耐力，确

保建筑物的安全性。

“Hebel HausTM”的受灾情况而奔赴一

线。住房受灾时，居住者唯一能依靠的

就是建造该住宅的厂家。所以住宅厂家

的员工亲赴现场，理所当然。

　　现场调查发现，尽管震级很高，全

毁·半毁的“Hebel HausTM”一栋也没

有。但身处灾区的小山另有感悟。

　　房屋没倒，“生命”保住了，但并不

意味着守住了“生活”——

　　房屋虽没倒塌，但因巨大晃动而变

形的撑杆（斜支柱）需要修复。甚至有

的房屋不翻建已无法居住。居住者一段

时期内失去了住房，需要负担不小的一

笔费用。

　　对居住者来讲，住房是财产，也是

“生活”本身。需要开发更为抗震、受损

后易于修复的住宅。小山认为这是自己

的使命，是住宅厂家的意义所在。

　　从此，他开始了一个人的研究。作

为部门的一员，他还需要同时负责别的

业务，所以最初也就是他的自主研究。

但珍视员工个人的努力也是旭化成集团

的文化。

　　如何实现抗震的住宅？可以通过强

化柱和梁等结构部件来实现，但提高强

度就意味着部件增加，房间布局就会受

到限制。由此，小山想到的方法是让住

宅拥有衰减性能，于是改为开发制震结

构，即在骨架中装入衰减装置（制震装

置），让其吸收地震的能量，从而减少建

筑物的晃动。受灾后，只更换制震装置

即可。

　　技术开发的关键在于制震装置使用

何种材料。曾经想过橡胶和油，但这些

材质经年劣化，也会受到温度变化的影

响。经过讨论，最终聚焦于住宅公司已

用惯的、成本也比较现实的铁。于是，

小山决定采用“极低降伏点钢”，此种钢

与传统钢材相比，受到较小的力即可变

形，具有出色的柔韧性。

　　之后开始探索制震装置的形状和加

工方法。这是一个反复试错、脚踏实地

的过程。

　　还有一个开发的关键是如何将制震

装置固定在连接板上。焊接的话，钢材

会劣化。使用螺栓的话，易于更换制震

装置，但连接面光滑，有可能使能量跑

掉。由此采用了对板材表面进行特殊凹

凸加工的摩擦接合法。

　　制震结构开发成功后，又遇到了行

政审批的障碍。与逐栋审批的大规模房

产不同，工业化住宅需要作为整体系统

审批。行政机关也对审批十分谨慎。

　　几经磨难终于取得了政府批准。

2003年，终于在住宅公司的工业化住宅

中引进了制震结构。从开始开发算起，

已经过去了8年时间。

　　不仅守住“生命”，还要守护财产和

“生活”。小山认为这是“住宅厂家的意

义所在”，他为此埋头研究，并借助政府

制定“关于促进确保住宅品质的法律

（品确法）”这一东风，说服公司内部，

为实现住宅厂家的意义而积极奔走。但

小山并不认为制震结构的问世就完全实

现了这一意义。

　　如今，正在努力开发“IoT防灾信息

系统 LONGLIFE AEDGiS”，此系统能够

对各个建筑物的受灾情况进行实时推测。

对于守护“生活”来讲，灾害发生时的

迅速应对也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推动开

发至今。守护“生命”与“生活”，这一

挑战没有终点。

耐震·制震·免震的区别

1个人开始开发 努力获得批准 引进制震结构

制震装置通过变形来吸收晃动的能量 为东京都内的Hebel Haus设置地震仪
开发推测建筑物受损情况的系统

被災状況をスタッフが確認

员工骑着自行车从附近的支社或展厅出发，深入灾区调查灾

情。结构专家针对受灾严重的住宅进行诊断，思考对策。

在负责其他开发业务的同时，
开始研究

制震装置采用特殊钢材
通过反复试错摸索形状和加工方法

作为部门的一员，在负责各种开发业务的同

时，独自开始研究。

决定开发制震结构，作为抗震方法。

墙上出现了裂缝，无法放心居住，修缮需要费

用。守住了“生命”，但没守住“生活”，这是

小山的感悟。

开始研究8年后，终

于将制震结构引入到

工业化住宅。所需的

耐震要素数与之前相

比减少，设计的自由

度得以提高。

与逐栋审批的大型

房产不同，工业化

住宅需要作为整体

系统审批。

行政机关方面也十

分谨慎，取得批准

花费了4年时间。

系统认定艰难
耗时4年

工业化住宅领域
首次引进

将晃动的能量集中于制震装置，装置通过变形来吸收能

量。装置的材料采用具备强韧特性的特殊钢材。通过反复

试错，终于找到了能够发挥性能的形状和加工方法。

使用螺栓，使更换成为可能
摩擦接合，使固定更为牢固
制震装置的固定不用焊接，而是使

用螺栓。这样部件不会劣化，

有损伤时也易于更换。为使固定时

装置不滑脱，采用了摩擦接合。

要想守护居住者的“生活”，灾情发生后的迅速

应对也很重要。由此，旭化成集团开发了“IoT

防灾信息系统 LONGLIFE AEDGiS”。

至2021年为止，为东京23个区的166栋Hebel 

Haus设置了地震仪。由此得到的地震观测数据，

加上地质数据等信息，在地震发生后10分钟到2

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即可推测出该区域所有

Hebel Haus和Maison各建筑物的受损程度和液

化发生情况。

目前已在全国

推广。

“Hebel HausTM”全毁·半毁为零

“Hebel HausTM”通过强劲的结构和材料提高耐

震性能和耐火性能，能够承受大地震的晃动，全

毁·半毁为零。

仅守住生命就可以吗？

疑问尚存

但是⋯⋯

制震装置

耐震框架

要开发守住财产、
守住“生活”的住宅！

制震研究 其他开发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社会贡献
技术系谱 Hebel Haus制震结构

不仅在地震中守护“生命”
也保护财产与“生活”
在灾区悟到的理想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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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阪神·淡路大地震的灾情，决定开发

1995年 
阪神·淡路大地震

于是他决心开发不仅守住“生命”、
还要守住“生活”的住宅

即使房屋没有倒塌，但受损程度大的话，也会影响到居住者的生活。仅仅不倒塌是不够

的。下决心开发即使受损也要程度小、容易恢复、能够守住“生活”的住宅。

写真：アフロ

员工确认灾情
政
府

资料

4年
3年
2年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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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石油生产的丙烯法

丙烯腈

用和平常一样的重量制造出了催化

剂（用硅溶胶加二氧化硅粉末制

备），却装不进和平常一样容量的容

器里。开发人员发觉比重过小，深

究这一现象，最

后确立了比重和

细孔容积的控制

方法。

原料丙烷便宜

　　“脱石油”在众多技术开发门类中属

于重要课题，但是要实现这项技术任重

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旭化成的“丙

烷法丙烯腈”在腈纶纤维和树脂的原

料—丙烯腈的制造上实现了“脱石

油”。利用独创的催化剂将源自天然气的

丙烷直接制成丙烯腈的技术为世界首创。

　　在此之前，丙烯腈的制造采用以源

自石油的丙烯为原料的“丙烯法”。即使

现在丙烯法也是主流，但是相比较而言，

丙烷法制造工艺需要的生产装置少，原

料丙烷比丙烯便宜，因此在经济效益上

也有优势。

　　事实上并非旭化成一家公司推动了

丙烷法的研究。该项研究在全球范围已

开展了50多年，只是未实现工业化。原

因在于原料丙烷的特性。

　　丙烷是反应活性低的化合物，而一

旦发生氧化反应，就会彻底反应，继而

燃烧起来。而制造丙烯腈需要的化学反

应是：激活难以反应的丙烷，生成丙烯

腈，然后终止反应。实现这一反应的催

化剂的开发极其困难。

发现、面临新的课题
　　在旭化成从事研究工作的日名子英

范也面临了重重困难。

　　评估现有技术，弄清催化剂的结构，

从中推导出了使用锑的催化剂设计方案。

然而，通过实验并没有得到设计的结构，

反应结果也完全没有显现出来。坚持探

索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刚刚解决了眼前

的问题，耐久性的问题又浮出水面。挡

在面前的难题是，催化剂在流动床上进

行反应，连续运转几天就迅速劣化。

　　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提出操作假设，

以结构解析为依据，重新确认成分和制

备方法，最终发明了高收率高稳定性的

新型催化剂。

　　然而，这次又发现了新问题。用在

实机流动床上的催化剂比重过大，流动

性差⋯⋯

　　开发出新技术，刚克服了一个难题，

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周而复始，

而日名子等人脚踏实地地克服了一个又

一个难题。

　　为什么能克服这些难题？原因之一

是，坚持研究的精神已经融入旭化成研

究人员的血液里。

　　这一点如实体现在日名子等人身上。

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完成了催化剂设计，

可是当实验没有得到反应结果的时候，

他们依然努力。即使没有结果，日名子

也没有动摇。因为通过基础研究已经掌

握了原理的根本，因此他坚信“答案必

在其中”。坚持不懈地研发，最终找到了

解决办法。这种坚持也是旭化成的特色。

丙烷法丙烯腈

一种化学品，除了作为腈纶纤维和ABS树脂的原

料被使用以外，还被用作各种化学品合成原料。

什么是丙烯腈？

　　另外一个原因是积累的技术诀窍。

旭化成在丙烯法丙烯腈方面也有出色的

成绩。丙烯法积累的技术被灵活运用在

难题的解决上。

升级为适合生产工艺的催化剂
　　丙烯法的技术诀窍在丙烷法工业化

的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本工业生产中催化剂的用量和持

续时间就与实验室有数量级的差别，所

以必须把实验室里开发的催化剂升级为

可用于工业生产的水平。

　　例如，提高丙烯腈收率的同时，还

要保持催化剂的耐久性，这就需要对氧

化还原度做微妙的调整，这次是以工业

生产的规模进行调整。

　　要实现工业化，不仅要开发催化剂

的制造技术，同时也必须开发反应工艺。

即一边开发适合工艺的催化剂，一边开

发能灵活运用催化剂的工艺。为此，催

化剂开发部门、开发反应器等设备的工

程部门、开发制造技术的制造部门需要

协同作业。这时通过丙烯法积累的技术

诀窍和经验就派上了用场。

　　在丙烷法的开发中，灵活运用了积

累的技术诀窍，部门之间开展协作。这

些工作进展顺利的背后有哪些因素？

　　从实验室的研究到在泰国启动商业

运营，全程参与的驹田悟指出了“AN

（丙烯腈）荣誉感”的存在。丙烯法丙烯

腈技术将在全球享有盛誉，开发人员当

时本着这样一种荣誉感，致力于新技术

的开发。正因为开发人员有这份共同的

荣誉感，大家才能群策群力，技术诀窍

也得以充分发挥。

10年研发期间难题层出不穷
埋头研究、自由讨论、顽强地攻克难题！

丙烷法实现了脱石油且成本低

源自天然气生产的丙烷法

首先，源自天然气的丙烷比源自石油的丙烯便宜。此外，丙烷法比丙烯法需

要的生产装置少。不仅不用石油，经济效益上也有优势，工厂选址自由度也

高。

开发的平台——化学工艺研究所

难题是激活丙烷的催化剂的开发
事实上各家公司都以开发为目标

不使用
石油！

便宜且
经济

效益好！

工厂选址
自由度
高！

世界首创！ 传统方法

凭借基础研究
推导出催化剂设计方案

催化剂设计阶段。虽然现有技术中

已有使用碲（Te）的催化剂，但是

持久性是个问题。解析催化剂的结

构，推导出了用锑（Sb）取代碲

（Te）的催化剂设计方案。

坚持不懈，
最终发明了催化剂制备方法

在设计阶段进行彻底的研究，因为

掌握了原理的根本，所以坚信使用

锑的催化剂是可行的。精神上不动

摇，坚持不懈地努力，最终发现了

催化剂的制备方法，也得到了出色

的反应结果。

终于发明了高收率高稳定性的
新型催化剂

仔细研究催化剂的劣化数据，查明

了劣化与成分和结构的关系。根据

结构解析重新确认成分和制备方

法，最终发现了高收率高稳定性的

新型催化剂。

没有得出预期的
反应结果

虽然开发出了使用锑的催化剂，但是

没有得到设计的结构，预期的反应结

果也完全没有显现出来。

催化剂在流化床上运行
数日就会劣化

本来期待不含挥发性元素的催化剂

发挥出高稳定性，但是没想到流动

床反应连续运转几天就迅速劣化

了。

开发出的
催化剂比重过大

要在流动床上使用，合适的比重是

催化剂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开发

出的二氧化硅负载催化剂的比重过

大，流动性差。

然而⋯ 然而⋯ 然而⋯

不放过容易被忽视的现象，
开发出适合流动床的催化剂

天然气 石油 丙烯腈生产装置

丙烯腈

丙烯腈生产装置 石脑油裂解装置

丙烯石脑油丙烷

丙烷具有反应活性低、而一旦发生氧化反应就会彻底反应的特性。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化学反应：

激活反应活性低的丙烷，生成丙烯腈，然后终止反应。实现这一反应的催化剂很难开发。

研究有
理有据，
所以不动摇

自由讨论

理论和
实验是研究的
两个轮子

由丙烷直接制成丙烯腈
是世界上首个实现脱石油的技术，
是坚韧和技术诀窍的结晶　

动起来

催
化
剂

坚 信

催
化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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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脱石油”在众多技术开发门类中属

于重要课题，但是要实现这项技术任重

道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旭化成的“丙

烷法丙烯腈”在腈纶纤维和树脂的原

料—丙烯腈的制造上实现了“脱石

油”。利用独创的催化剂将源自天然气的

丙烷直接制成丙烯腈的技术为世界首创。

　　在此之前，丙烯腈的制造采用以源

自石油的丙烯为原料的“丙烯法”。即使

现在丙烯法也是主流，但是相比较而言，

丙烷法制造工艺需要的生产装置少，原

料丙烷比丙烯便宜，因此在经济效益上

也有优势。

　　事实上并非旭化成一家公司推动了

丙烷法的研究。该项研究在全球范围已

开展了50多年，只是未实现工业化。原

因在于原料丙烷的特性。

　　丙烷是反应活性低的化合物，而一

旦发生氧化反应，就会彻底反应，继而

燃烧起来。而制造丙烯腈需要的化学反

应是：激活难以反应的丙烷，生成丙烯

腈，然后终止反应。实现这一反应的催

化剂的开发极其困难。

发现、面临新的课题
　　在旭化成从事研究工作的日名子英

范也面临了重重困难。

　　评估现有技术，弄清催化剂的结构，

从中推导出了使用锑的催化剂设计方案。

然而，通过实验并没有得到设计的结构，

反应结果也完全没有显现出来。坚持探

索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刚刚解决了眼前

的问题，耐久性的问题又浮出水面。挡

在面前的难题是，催化剂在流动床上进

行反应，连续运转几天就迅速劣化。

　　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提出操作假设，

以结构解析为依据，重新确认成分和制

备方法，最终发明了高收率高稳定性的

新型催化剂。

　　然而，这次又发现了新问题。用在

实机流动床上的催化剂比重过大，流动

性差⋯⋯

　　开发出新技术，刚克服了一个难题，

　　另外一个原因是积累的技术诀窍。

旭化成在丙烯法丙烯腈方面也有出色的

成绩。丙烯法积累的技术被灵活运用在

难题的解决上。

升级为适合生产工艺的催化剂
　　丙烯法的技术诀窍在丙烷法工业化

的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原本工业生产中催化剂的用量和持

续时间就与实验室有数量级的差别，所

以必须把实验室里开发的催化剂升级为

可用于工业生产的水平。

　　例如，提高丙烯腈收率的同时，还

要保持催化剂的耐久性，这就需要对氧

化还原度做微妙的调整，这次是以工业

生产的规模进行调整。

　　要实现工业化，不仅要开发催化剂

的制造技术，同时也必须开发反应工艺。

即一边开发适合工艺的催化剂，一边开

发能灵活运用催化剂的工艺。为此，催

化剂开发部门、开发反应器等设备的工

程部门、开发制造技术的制造部门需要

协同作业。这时通过丙烯法积累的技术

诀窍和经验就派上了用场。

　　在丙烷法的开发中，灵活运用了积

累的技术诀窍，部门之间开展协作。这

些工作进展顺利的背后有哪些因素？

　　从实验室的研究到在泰国启动商业

运营，全程参与的驹田悟指出了“AN

（丙烯腈）荣誉感”的存在。丙烯法丙烯

腈技术将在全球享有盛誉，开发人员当

时本着这样一种荣誉感，致力于新技术

的开发。正因为开发人员有这份共同的

荣誉感，大家才能群策群力，技术诀窍

也得以充分发挥。

通往工业化的道路也充满“意外”
灵活运用积累的技术，与工程和制造部门协作，确立量产技术

研究将实验室的
技术升级为实机规模的技术

生产工艺中催化剂的用量和持续时间都与实验室有

数量级的差别。从催化剂制造到反应工艺的开发，

催化剂开发团队、工程部门、制造部门紧密合作推

动开发。

在水岛制造所试制

利用位于水岛的催化剂工厂的设备，试制数百公斤单位的催化剂。将

结果带到实验室，加以改良，为开发出新阶段的技术进行研究。

用反应器测试

由工程部门制作了可以满足

数百公斤规模试制的反应

器，历时数月进行反应实

验。虽然意想不到的现象层

出不穷，但是每次都解决

了。

2007年
在韩国启动实证实验

在韩国子公司东西石油化学

启动实证实验。规模达到了

制造水平，也因此发生了许

多意料之外的现象，但都与

当地员工合作解决了。

2013年
在泰国启动商业运营

与泰国PTT公司合资建设生产装

置。培养并指导当地员工，克服

因为新设备而产生的“锈”等问

题，开始商业运营。推动了泰国

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

灵活运用
丙烯积累的
技术

与工程、
制造部门
协作

以催化剂的
进化升级为
目标

通过MI提升业务部和研究所的开发速度。对此，基础技术研究所一边运用MI等进行迅速解析，

一边弄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开发和解析的循环变得活跃，开发能力得到加强。

　　基础技术研究所（富士、守山、

铃鹿、水岛、延冈）肩负着对旭化成

集团所有的业务和研发进行解析的任

务。

　　通过解析，查明影响物性和性能

的结构及成分因子，回答“为什么会

变成这样”，进一步提出“做出这样

的产品应该就可以”的开发方向。解

析研究室（旧称）自1957年启动以

来，为新技术的开发和业务的创新发

展做出了贡献。

将解析信息应用于其他领域

　　集团的业务范围广泛，涵盖了石

化产品、纤维、电子材料及元器件、

住宅及建材、医药及医疗等领域。每

个领域都需要高度专业的知识和技

术，研究人员运用分析科学、计算科

学以及数据科学，致力于跨集团业务

的解析工作。

　　事实上，跨集团业务解析包含着

重要意义，因为某个产品或材料的解

析信息可以为其他产品或材料的开发

提供重要启发。研发往往针对各个业

务部、各个产品进行，而从事跨集团

业务解析的基础技术研究所，就成为

连接各个技术的“信息枢纽”。

　　另一方面，在材料和产品的研究

方面，引进了灵活运用人工智能

（A I ）进行开发的材料信息学

（MI）※。基础技术研究所的功能会因

此发生何种变化？

通过与MI的协作强化开发能力

　　通过灵活运用MI，开发速度得到

了提升。迅速提供最合适的配方，提

高材料的性能。基础技术研究所在这

里添加了“为什么”的视角，从而与

接下来的开发联系起来。

　　弄清“为什么”是与之后的开发

相衔接的重要因素。担任这一职责的

基础技术研究所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重

要。

　　通过灵活运用MI，各个业务、研

究部门积累了大量数据。基础技术研

究所运用MI进行解析，弄清“为什

么”。弄清“为什么”成为之后开发

的种子，又启动新的开发⋯⋯。因为

MI和基础技术研究所的联动，开发和

解析的循环变得活跃，开发体制不断

得到强化。

基础技术研究所
通过解析来回答技术开发中的“为什么”。
同时也起到与接下来的开发相衔接的“信息枢纽”的作用

社会贡献技术系谱

COLUMN

通过解析为集团所有的业务·研发做贡献

解决课题 迅速解决课题

验证假设
通过

MI迅速开发

查明结构及
成分因子

结构预测 物性预测

性能
原料
工艺

因为加大利用MI，开发和解析的循环变得活跃

深入探究发现性能和物性的原理的根本

的同时，获得物质和工艺设计准则。

解决制造、品质问题及产品安全等问

题。

技术开发 教育活动
开发出解决课题所需的分析和计算技

术。

为了提高业务现场的分析和计算技术

能力，举办研讨会、分析讲座等。基础技术研究所（静冈·富士）

※材料信息学详见P.98专栏的相关介绍。

业务部
和研究所的开发

基础技术研究所的解析

工 

程 制 

造

催
化
剂
开
发

技术实力

试 错试 错

基
础
技
术

研
究
所

信息枢纽

092 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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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 095

甲基丙烯醛
＋
甲醇
＋
氧气

甲基丙烯
酸甲酯
（MMA）

在MMA选择率、催化剂活性、催化剂寿命上存在课题

钯-铅催化剂

● MMA选择率高　● 活性高　● 寿命长

石化研究所自1980年成立以来，为社会奉献了众多“世

界首创”的创新技术，肩负着“通过以化学技术为基础的

独创的催化剂·工艺以及功能性材料的开发，创建新业务

并壮大业务”的使命。今后将在环境·能源领域着力开发

新技术，将绿色氢气、CO2分离回收·利用、生物质化学

品、高功能材料等作为研发主题。

最大的困难是金属和金属氧化物的复合

　　甲基丙烯酸甲酯（MMA）是丙烯酸

树脂和涂料的原料。旭化成在MMA生产

工艺中使用的核壳型金-氧化镍纳米粒子

催化剂，是世界首个以金纳米粒子为成

分、成功迈向产业化的催化剂。根据已

有研究，金纳米粒子的催化剂作用被公

开后，全世界竞相开发，但在那之前并

没有产业化的成功案例。

　　研究的目的是开发新型催化剂，将

其用于旭化成独创的MMA制造工艺—

氧化酯化法（直接甲基酯化法）。传统的

钯-铅催化剂在MMA选择率、催化剂活

性、催化剂寿命上存在课题。

　　解决这些课题的新型催化剂是什

么？主导开发的铃木贤研究发现，首先

过氧化镍在化学计量上表现出氧化酯化

活性。以此为线索，他决定调查要改变

氧化镍的氧化状态，应该与哪种金属组

合，活性会提高。因为已知对金属纳米

粒子的催化剂作用影响大的因素中有双

金属纳米粒子的作用。

　　铃木将各种金属添加到氧化镍中反

复实验，并按照特定配比组合了金，结

果发现活性显著提高。这个组合的发现

是催化剂开发的一项突破。

活性高、寿命长的催化剂
　　为了提高催化剂的性能，进一步展

开研究。首先为了提高活性和MMA选择

性，开发出以金为核，表面覆盖有高度

氧化的氧化镍的核壳型纳米粒子。实现

了双金属纳米粒子特有的高活性和选择

性。

　　接着，为了延长催化剂寿命，开发

出了高强度二氧化硅载体。通过氧化镍

提高催化剂的化学稳定性，并引入新技

术控制催化剂中纳米粒子的精密分布，

实现了寿命的延长。性能远超传统的钯

系催化剂。

　　采用这种催化剂的MMA制造工艺于

2008年在川崎制造所投入应用。实现了

节能·节约资源和高经济收益，享誉全

球。

不错过“偶然”、获得新发现
　　回顾开发历程，最大的难关是金属

（金）和金属氧化物（氧化镍）的复合。

因为二者性质不同，所以普遍认为复合

很困难。

　　因此，周围充斥着否定研究方向的

声音。但是，铃木有信心并反复实验。

有一天，他偶然观察到了出乎意料的实

验现象。将金和镍的原料按照特定配比

组合，在合成催化剂的前驱体时，出现

了从未见过的颜色。

　　“这不是单纯的混合物的颜色。莫非

形成了全新的化合物？”

　　产生这个想法的铃木没有错过这次

“偶然”。深入探究颜色变化的现象，他

发现金和氧化镍形成了复合纳米粒子。

　　如果没有化学·工艺研究所历时40

年积累的技术，催化剂开发的成功就无

从谈起。组织尊重“个人”，给予研究人

员专注于基础研究的机会。为了实现产

业化，工程、制造等各部门的专家也参

与了开发。铃木强调，“个人的发现在相

关人员的合力作用下发展成一大工程。

这种规模感正是企业研究的奥妙所在。

因为是旭化成，所以做到了”。

　　催化剂是促进化学反应的物质，其

本身不发生变化。像中间人一样，在化

学工艺中起着不可或缺的心脏的作用。

采用金纳米粒子的催化剂技术关系到解

决环境、资源、能源等问题的新技术的

开发，因此备受期待。

核壳型
金-氧化镍纳米粒子催化剂

高性能得以实现的3个要点

通过复合金和氧化镍来提升性能

由于金属和金属氧化物的性质

不同，普遍认为二者的复合很

难。周围充斥着质疑研究方向

的声音。

容器里的物质是金-氧化镍纳米粒子催化剂（分散于溶液里的状

态）。容器是丙烯酸树脂制品，灵活运用该催化剂反应制成。

有一天，偶然观察到出乎意料的
实验现象。发现复合纳米粒子形成了！

将氧化镍和金组合

将金和镍的原料按照特定配比进行组

合，在合成催化剂的前驱体时，出现了

一种从未见过的颜色。深入探究这一现

象，发现两种金属的复合纳米粒子形成

了。

开发围绕氧化镍展开。在氧化镍里添加各种金属，反复调整氧化状态进行

实验，最终找到了特定配比下的金和氧化镍的组合。

Point11

延长催化剂的寿命
将金纳米粒子用作催化剂成分为世界首创，于2008年投入应用，在MMA生产中实现了节约能源·

资源、高经济效益。作为杰出的发明获得了许多奖项。

Point33

核壳型结构

开发出了以金为核，表面覆盖有高度氧化的氧

化镍（核壳型）的纳米粒子。由此实现了不同

于单金属纳米粒子的双金属纳米粒子特有的高

活性和选择性。

稳定性高、寿命长是工业催化剂不可或缺的性

质，为此开发出了高强度二氧化硅载体。使纳

米粒子精密地分布在载体表面，最外面用二氧

化硅薄层覆盖，消除了由磨损引起的活性损

耗。此外，氧化镍作用于催化剂的化学稳定

性，抑制了金属结块这一劣化原因。

直接甲基酯化法生产MMA的传统方法采用钯-铅催化剂，但是在MMA选择率、催化剂活性、催化剂寿命等方面存在课题。

核壳型金-氧化镍纳米粒子催化剂解决了这些课题。

Point22
孕育出新技术的
化学·工艺研究所

传统催化剂

核壳型金-氧化镍纳米粒子催化剂

汽车零部件和水族馆的水槽等使用的丙烯酸树

脂，其原料甲基丙烯酸甲酯（MMA）的制造工

艺是旭化成开发的。采用独创的方法，将甲基丙

烯醛直接氧化再酯化，MMA的综合收率、原料

的利用率都很高。

什么是氧化酯化法（直接甲基酯化法）？

+R1OH
R H

O

R H

O

O2
R1

世界首创、将金纳米粒子用作催化剂成分！
发现了金和氧化镍的组合，
成功复合了金属和金属氧化物

社会贡献
技术系谱

核 壳核 壳

核核

肯定
不行吧⋯⋯
肯定

不行吧⋯⋯
不可能
吧⋯⋯
不可能
吧⋯⋯

复 合复 合

什么情况
这个颜色！？
什么情况
这个颜色！？

Au-NiOx层

表面

无Au-NiOx层
＜1㎛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11



096 097

首先完成基础工程，在此之上接合钢柱来简化步骤。为了提高

接合的强度，加大埋设地脚螺栓的孔径，在其缝隙和底板下注

入灌浆剂来固定。

　　Hebel Haus“Flex”的一大卖点是

抗震性强。其核心技术是“系统刚架结

构”。

　　所谓刚架结构，就是由柱和梁构成

的矩形骨架来支撑建筑物的一种结构。

具备构件大、柱和梁及柱和基础的接合

部厚重这些特点，可以防止骨架变形。

设计自由度高是钢架结构的魅力所在，

但是传统的刚架结构存在一些问题。

　　柱和梁的接合需要先在工厂焊接柱

和梁的一部分，再将其与中间部分的梁

在工地进行接合；需要单独设计并生产

每个部件，不适合量产；柱和地基在工

地的接合步骤复杂；柱间的接合需要焊

接，完成度取决于天气和作业人员的技

艺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旭化成的技

术人员着力开发了一种新的刚性结构。

　　首先，开发出“端板式张拉螺栓接

合”来接合柱和梁。通过端板接合梁端

和柱的接线盒，与接合梁间的传统工法

相比，所用螺栓大幅度减少。螺栓采用

独创的“AS螺栓”，即丝锥侧为正螺纹，

螺母侧为反螺纹的双螺纹高强度螺栓，

技术人员的想法得到了自由发挥。 

　　开发出“BasePack柱脚”用于柱

和基础的接合处。外露式固定柱脚的构

造是在已完工的基础上接合钢柱，扩大

地脚螺栓的孔径，在其缝隙和底板下注

入灌浆剂进行固定。

　　柱间接合不用焊接，开发出了采用

楔形机械式接合的“钢柱拼接工法”，实

现了与贯通柱相同的强度。

　　这些技术在提高抗震性的同时，实

现了量产化和施工效率的提升、工期的

缩短、品质的稳定和产品的美观。发挥

新手住宅制造商的特色，凭借自由的构

想创造出了“以往世界上没有的东西”。

系统刚架结构

解决！ BasePack柱脚

在工地进行焊接，但焊接质量取决于天气和作业人员的技艺。

开发出不用焊接而采用楔形机械式接合的钢柱拼

接工法，让拼接钢柱和角夹咬合，用高强度螺栓

固定。因为不用焊接，所以品质稳定，工期也缩

短了。

解决！ 钢柱拼接工法

传统工法的问题点

在工厂先焊接好梁的一部分和柱，然后将其与梁的中间部分

在工地接合。需要很多螺栓。不适合量产。

通过端板用螺栓接合梁和柱的接线盒

（在工地进行）。用于接合的螺栓大

幅度减少，提高了施工效率。采用双

螺纹结构的AS螺栓，丝锥侧为正螺

纹，螺母侧为反螺纹。

解决！
端板式
张拉螺栓接合

“梁柱接合部”

“柱间接合部”

要在基础工程中途拼装钢骨，工艺和工种交叉，施工步骤错综复杂。

传统工法的问题点

“柱脚部”

传统工法的问题点

接线盒

系统刚架结构 传统刚架结构

端板

在工厂焊接

梁的中间部分

梁的一部分

AS螺栓

钢柱拼接

角夹

高强度
螺栓

钢柱拼接

注浆垫板

灌浆材料

注浆模框

灌
浆
流
程

地脚螺栓

基础

钢柱

底板

灌浆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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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知识产权，应该有很多人认

为它的存在是为了取得专利、排斥竞

争对手、保护自己的技术。与此相

对，IP Landscape是对那些已申请

的知识产权信息进行解析，明确自己

与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将其运用于

经营管理·业务战略。

　　首先请参考上面的地图。这是用

专门的专利信息解析工具制成的旭化

成的专利地图。每一个点都标注了旭

化成集团在日本国内取得的专利，点

和点之间的距离表示技术内容之间的

距离（地图的横纵轴没有特殊含义，

技术内容之间的距离仅通过专利之间

的距离表示）。也就是说，内容相近

的专利聚集起来形成集群的领域就是

核心技术。如框线所示，核心技术所

在的领域商业化取得了进展。

　　通过这张地图重新审视旭化成的

核心技术，从纤维和高分子加工技术

中孕育出膜·分离技术等，技术的发

展和多元化的历史一览无余。不仅如

此，还能从中解读出诸如开发的重点

在哪里之类的经营管理·业务战略的

走向。

IP Landscape的流程和在战略
上的应用

　　那么，如何理解在经营管理·业

务战略中灵活运用知识产权信息？IP 

Landscape的流程如下。

　　首先，调查自己和竞争对手取得

的专利，绘制成地图。综合市场信息

等商业信息，解析地图，就能弄清楚

各自的优势在哪里。再按照时间序列

解析取得的专利信息，还能破解竞争

对手的战略和市场动向。在此基础

上，探讨自己的业务是否有优势，进

入新领域有无可能取得成功。

　　计划进入新的业务领域，为此需

要新技术。这种时候就展开讨论—

应该自主开发技术，还是与有技术的

组织合作，亦或是通过M&A来获取

整个业务。通过这种方式将知识产权

信息灵活运用于经营管理·业务战

略。

知识产权部和业务部合二为一

　　IP Landscape由知识产权部和

业务部合力贯彻执行。先设定课题，

反复进行解析和解析结果的反馈，最

终由业务部向管理层汇报结果。该过

程需要2～6个月。

　　知识产权部并非孤军作战，而是

与业务部合力进行解析，从而使IP 

Landscape更准确，更有说服力。跨

部门的协作正是旭化成所擅长的。

与竞争对手进行比较，从而明确自身的

优势技术和业务平台，推动提升公司核

心价值的业务。

IP Landscape的三个目的

1引领业务占据优势地位

为开创灵活运用优势技术和业务平台的

新业务，提供各种思路。 

2开创新业务

为是否实施M&A提供判断材料。确认

M&A实施后的协同乘积效应。

3业务判断

使用“TechRader Vision”（由VALUENEX公司提供工具）绘制地图。
每个点都标注了旭化成集团在日本国内持有的专利。

●催化剂·工艺　●高分子·加工（聚合物·膜等）　●纤维、无纺布等　●膜·分离等
●化合物半导体·LSI等　●住宅·建材等　●医疗

利用IP Landscape绘制的旭化成的核心技术地图

IP Landscape
通过专利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对手的战略。
将知识产权信息灵活运用于经营管理·业务战略。

凭借初出茅庐的自由创意
克服传统工法的弱点
实现了抗震性强的房屋建造！

社会贡献技术系谱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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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系谱

光纤

纤维

无纺布
中空纤维膜

医药品添加剂

离子交换膜

聚乙烯 医疗用医药品

丙烯腈催化剂

聚碳酸酯

成型机清洗剂

聚酰胺

防护膜

聚甲醛

病毒过滤器

半导体器件

树脂成型

起泡·隔热材料

抗震结构

感光性树脂·膜

化合物半导体
（磁传感器等）

涂料原料、SB乳胶
（功能性涂料）轻量加气

混凝土

线栅偏光片

粘合剂相关产品

LIB隔膜

改性PPE树脂
合成橡胶

食品级包装膜

血液净化、人工肾脏

LSI

诊断试剂、
DNA、肽



历史舞台〈地区统括篇〉

旭化成集团在东亚地区（中国大陆和台湾）拥有40多个网

点。进入中国的第一步是1973年3月签署丙烯腈（AN）制

造技术出口协议。恢复邦交半年后就迅速采取了行动。随后，

1983年签署离子交换膜法烧碱生产装置出口协议，1988年

开设北京事务所。在应对搬迁和税制变更等政府机构突发要

求等情况，与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共存”的同时，开展多样

化业务。

中国
以AN技术出口为起点，开展多样化业务

1966年 3月  成立出口部香港事务所
1972年 9月  签署中日邦交正常化共同声明
1973年 3月  与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签署AN制造技术出口协议
1983年 7月  与中国化工建设总公司签署离子交换膜法烧碱生产装置
   出口协议
1988年 3月  开设旭化成北京事务所
1995年 8月  开设旭化成上海事务所（2010年1月关闭）
1995年 10月  成立杭州旭化成纺织（“络衣丝™”的经编和染色）
2007年 1月  成立旭化成管理（上海）
2012年 5月  旭化成管理更名为旭化成（中国）投资

1961年向曼谷派出驻在人员，正值大阪引进国际电传之时。

1969年设立雅加达事务所，1979年设立孟买事务所。生产

基地最初生产谷氨酸，随后也拓展至冷冻食品等。如今，在6

个国家的约20个网点，以材料为中心，同时开展住宅和健康

等业务。

1960年 6月  作为第1项技术出口，与Baroda Rayon（印度）
   签署人造丝技术出口协议
1961年 4月  设置曼谷（泰国）驻在
1969年 9月  雅加达（印尼）事务所
1979年 2月  设立孟买（印度）事务所
1988年 9月  成立泰国食品国际（生产谷氨酸，1999年7月转让给JT）
1999年 2月  成立旭化成塑料泰国
2003年 10月  成立泰国旭化成氨纶
2011年 3月  成立旭化成无纺布（泰国）
2012年 8月  成立旭化成印度
2013年 1月  PTT旭化学商业投产
2019年 3月  成立旭化成亚太

4

与欧洲的关系始于大约100年前，当时创始人野口遵取得了

人造丝制造工艺的专利。1964年11月在德国汉堡设立事务

所，并派驻5人。后于1981年在地处欧洲十字路口的比利时

布鲁塞尔设立了统括办事处。如今，位于德国的旭化成欧洲

是欧洲30多个网点的枢纽。

欧洲
祖业氨和人造丝的技术源头

1921年 11月  取得Glanzstoff公司（德国）的粘胶人造丝生产工
   艺专利的实施权
1921年 12月  与Casale公司（意大利）签署的Casale式合成氨技术
   引进协议
1928年 11月  从JP宾霸（德国）取得“宾霸®”的生产专利
1964年 5月  派遣汉堡驻在
1966年 9月  从Hebel Guston公司（西德、现Hebel AG）引进技术
1974年 4月  成立APR欧洲（比利时）
1974年 9月  设立伦敦（英国）事务所
1978年 9月  开设旭医疗欧洲常驻事务所（德国）
1981年 3月  成立旭化学欧洲（比利时）（2009年清算）
2016年 4月  成立旭化成欧洲（德国）

1959年3月，作为在美国的网点设立纽约事务所，位于曼哈

顿帝国大厦79层。所长领导5名驻在员和1名美国人秘书，进

行市场调查、信息收集和各种营销活动。如今集团在美国北、

中、南部拥有40多个业务网点，员工有7,000多人。

1950年 10月  宫崎辉在陶氏化学的米德兰总公司出席会谈
1952年 3月  与陶氏化学签署偏二氯乙烯树脂“SaranTM”的制造技术协议
1959年 3月  设立纽约事务所
1971年 12月  成立旭化学工业美国（现旭化成美国）
1986年 1月  开始销售除白血球过滤器“Sepacell™”
1991年 11月  与颇尔（Pall）公司签署功能膜产品的出口销售协议
1995年 6月  成立AKM 半导体，销售LSI
1996年 3月  开设旭医疗美国事务所（芝加哥）
1998年 12月  成立旭化学中间体，销售AN（2008年3月清算）
2000年 7月  受让Thermofil（现旭化成塑料北美）
2012年 4月  收购卓尔医学产品公司
2016年 2月  收购博力通公司（Polypore International）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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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1950年，宫崎率领的访美考察团开启合作

东南亚・南亚
30多年前开始作为生产基地发挥作用

1 2

Column
100年的
轨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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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配方几乎一致！

由MI得出的成分（％）

原料C

原料F

原料E

原料D

原料B

原料A
依
据
传
统
开
发
方
法
推
导
出
的

成
分︵
％
︶

MI仅1次就可达成熟练技术人员3次实验循环的效果

　　人工智能（AI）被广泛应用于医

疗、金融、市场营销等诸多领域。旭

化成也在加大应用利用AI开发材料的

“材料信息学（MI）”。

　　以往，技术人员在理论、知识和

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大量实验进行材

料开发，而AI基于庞大的过往实验数

据，力争缩短作业时间，并开发出更

高性能的材料。

　　事实上，MI正在稳步取得成果。

在复合树脂的开发实例中，经验丰富

的技术人员重复3次实验循环（配方

设计·加工·评价）发现的成分，MI

通过一次操作就推导出了。利用MI提

升了开发速度，因此可以迅速响应客

户要求并削减成本。此外，通过创建

数据库，将属人化的技术诀窍和技能

共享给技术人员，从而切实地实现技

术的继承。

　　另一个是催化剂开发的实例。有

时AI给出的“最高招”会引发热议，

就像日本象棋中连职业棋手都想不到

的奇招或者完全超出常理的招数。在

探索催化剂成分的过程中发生了类似

的事情。MI提出的成分与技术人员反

复试错得出的成分不同，并且刷新了

最高反应收率。MI在短时间内达成了

技术人员在传统开发中没能实现的目

标值。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合成橡胶

新材料的开发中。针对显示出高性能

的MI的配方，负责人表示“从经验出

发，是意想不到的，完全超出视野范

围”。言下之意就是答案超出了技术

人员的直觉和经验，存在于“常理”

之外。

　　就这样，MI极大地拓展了技术开

发的可能性，但是技术人员的重要作

用依然存在。首先是实验。在催化剂

开发的实例中，MI提出了与技术人员

不同的成分，但在此之前，已由人工

反复进行了实验。MI每次积累实验数

据、升级数据库、探索出成分。即使

引进了MI也需要实验，只不过，未来

有可能在实验中导入计算机模拟。

　　技术人员还要发挥类似“有品味

的厨师”的作用。

　　MI可以提出最适合菜品的烹饪配

方，但是要由厨师向顾客提供最合适

的菜品。厨师（技术人员）要弄清楚

顾客想要的菜品（原材料）、要求、

口味偏好，从而选择最合适的菜品。

这需要发挥个人品味，AI无法实现。

材料信息学
AI缩短了研发周期，也提供给技术人员意想不到的“最高招”

社会贡献技术系谱

COLUMN

MI提出的成分实现了最高性能并缩短了开发周期

开发复合树脂示例

熟练技术人员操作的
3次实验循环 1次MI

1

催化剂开发示例 2

设计配方、实际加工、评价。熟练技

术人员重复3次这样的实验循环最后

找到最佳成分，而MI通过1次操作就

推导出了。从右图可以看出，技术人

员推导出的配方结果和MI的配方几乎

一样。

MI提出的成分与技术人员反复试错推

导出的成分大相径庭。这让技术人员

倍感疑惑和诧异，是他们预料之外

的，但是反应收率刷新了最高值。利

用MI在短时间内达成了传统开发没能

实现的目标。

技术人
员发现的
成分

刷新最高值

MI提出技术人
员意想不到的
成分

元素B 元素C催化剂成分图

元素A

反
应
收
率

利用MI达成目标、缩短开发周期

应用MI的效果（效果图）

目标值

达成目标

传统开发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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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舞台〈海外篇〉

弗乐维尔(               )位于北美密歇根州汽车工业城市底特

律 附 近，Asahi Kasei Plastics North America（APNA）的

复合树脂加工基地就位于这里。2000年，旭化成以约100亿

日元的价格收购了新日铁化学位于欧美的复合树脂子公司的

全部股份，并于2005年变更为现名。这是海外大型企业收购

的开端。该公司得益于汽车零部件由金属切换成树脂的需求

高涨，规模持续扩大，2016年在南部的亚拉巴马州建设了

年产能3万吨的第2

工 厂。2015年 在

墨 西 哥 设立Asahi 

Kasei Plastics Mexico，

加强墨西哥国内的销

售和技术支持。

Cashimilon业务也曾进军爱尔兰。1974年设立负责生产与

销售的Asahi Synthetic Fibers和负责纺织业务的Asahi 

Spinning，并于1977年投产。但受石油危机和欧洲货币危

机等的影响，业务举步维艰。虽曾尝试过两次重建，但最终

于1997年决定退出。即便如此，由于对所在地区做出的贡

献，还是收获了当地群众的感谢，退出后仍与爱尔兰国立利

莫瑞克大学保持友好关系，继续实施奖学金项目。

印尼旭化成（INDACI）自1974年开始“CashimilonTM”的

纺丝·染色和尼龙长纤的生产，到2004年退出前的30年时

间里，和谐的劳资关系贯穿始终。首先是劳资双方签署了印

尼首个“INDACI集体合同”。在公司里，无论印尼人还是日

本人，统称为“INDACI人”，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团结意识。

日本人参加的干部会议所用语言为印尼语。退出时，大家本

着“让华丽登场的INDACI华丽谢幕”这一默契，在与本土员

工的和谐氛围中圆满地

落下了帷幕。

Asahi Kasei Plastics 
North America

与汽车产业共同成长的树脂加工业务

Asahi Synthetic Fibers
Asahi Spinning

在爱尔兰开展腈纶纤维业务，20年后退出

秘鲁驻日本大使官邸人质事件
不公开人质姓名，尽快解救成功

印度尼西亚旭化成
30年的协调铸就的劳资信任

1 2

3 4

4 3

12

1996年12月发生的秘鲁驻日本大使官邸人质事件，是旭化

成冷静应对危机的高光时刻。革命运动家（MRTA）将日本

大使馆工作人员和日企驻在员拘禁了大约4个月的时间，这其

中就有旭化成位于秘鲁南部塔克纳的工业火药生产企业——

Quimica Sol的社长。有的日本企业应媒体要求透露了人质

的姓名，但旭化成广报室长严词拒绝，因为“公开姓名会直

接影响人质的性命”。结果，该社长未被认定为日企的相关人

员，较早就获得了自由。“即使与媒体为敌，也要守护员工的

生命”，这一姿态为

企业如何应对危机提

供了宝贵经验。

Column
100年的
轨迹 8

旭化成的产品群由“材料领域”、“住宅领域”和“医疗领域”

这三大领域组成，为“生命”和“生活”相关的各种场景提供支持。

产品拥有近100年的历史，并随着市场需求而不断变化，

产品阵容包含因新冠疫情而备受关注的产品等，独树一帜。

都是从开发伊始就克服了阻碍发展的艰难险阻。

一起来纵观运用百折不挠、精益求精地磨练而成的技术，

以及通过诚意而赢得客户信任的产品阵容吧。

主导市场的
产品系谱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宾霸

旭包鲜

离子交换膜法食盐电解工艺

丙烯腈

CEOLUS

合成橡胶、弹性体

感光性树脂

Hebel Haus

铁耐克、雷鸥娜、采龙

纺粘型无纺布

传感器

MICROZA

HIPORE

LSI（大规模集成电路）

血浆置换业务

Neoma Foam

公寓翻建业务

益盖宁·Teribone

UVC-LED（深紫外线LED）

LifeVest

旭化成的Cs

提供：每日新闻社/ Aflo 旭
包
鲜

旭
包
鲜

Fowlerville



102 103

　　“宾霸®”是拥有丝绸般滑爽质感的
再生纤维素纤维，在日本国内的生产和

销售始于1931年。自此以后，“宾霸®”
作为西装等服饰的里布材料在全球受到

青睐，90年来始终是旭化成的盈利业

务。

　　其经久不衰的原因在于旭化成随着

时代的变化转换产品用途的灵活性。由

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来的支柱业务里

布的需求锐减。在这种情况下，旭化成

转换视角，开发出了新用途。发挥“宾

霸®”吸湿放湿性强这一优点，将采用
“宾霸®”的复合加工丝用于内衣和家纺，
开拓出了新用途。采用新的工艺，将具

有独特质地的桃皮绒（砂洗）等用于外

衣，也大受好评。此外，随着印度富裕

阶层的扩大，体现高级感的“宾霸®”取
代丝绸成为民族服装的材料，市场份额

逐渐增加。

凭借CHOP制度确保品质

　　支撑悠久历史的另一个原因是，在

整个供应链上确保品质，赢得了客户信

任。

　　代表性的事例是1951年在行业内首

次尝试里布生产委托加工制度（CHOP

制度）。该制度是由原丝制造商旭化成提

供丝，在织造、染色、加工各项工艺中

确保品质的系统。由于纤细的“宾霸®”
丝难以处理，旭化成甚至还参与到供应

链的“中下游”，与相关企业一起努力提

高技术。在旭化成参与品质管理的作用

下，确立了双方获益的双赢关系。以石

川和福井的工厂为中心，如今（2021

年）仍保留着CHOP制度，继续为“宾

霸®”的稳定供应做着贡献。
　　2000年以后，在印度也提供了织

造、染色、加工方面的技术支援。在纤

维产业的聚集地—古吉拉特邦苏拉特

市提供技术服务，实现了产品品质和产

量的提升。该地发展成为“宾霸®”布料
在印度的主要产地。旭化成对品质的执

着追求不只针对下游。在上游，即在原

料的生产上，为了确保品质，旭化成也

提供了技术支援。棉籽绒的采购就可以

说明这一点。过去曾经从叙利亚大量采

购棉籽绒，但是该国的战乱导致供应中

断。为了确保原料的稳定供给，2008年

左右启动了向全球为数不多的棉产国之

一的印度寻求资源的项目。

　　然而，由于当时的印度缺乏品质管

理技术，旭化成将提取棉籽绒的设备和

技术无偿借给当地工厂。在品质评价技

术上也给予指导，给当地指明方向，让

其掌握包括品质管控在内的全套技术。

因为构建了稳定的采购机制，生产效率

大幅提高，购入的棉籽绒中多达三分之

一为印度生产。

在活动中树立品牌

　　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销售方面也

频频施策。在产地举办的梭织物大赛为

区域振兴做出了贡献，采用“宾霸®”布
料的时装秀有助于向终端用户宣传。这

些活动为树立“宾霸®”品牌提供了契
机。

　　并非售出自己的产品就不管不顾，

而是与上游至下游的各家企业分享理念，

相互配合、生产出优质产品，并为实现

整个供应链的繁荣发挥领导作用。这就

是旭化成的风格。

　　近年来还投身于削减工厂CO2排放

的技术开发，并向供应链的相关企业推

广该技术，同时也积极参与共同实现碳

中和的活动。

　　在印度践行“企业行动倡议”（BCtA），

通过技术指导为当地工厂增收，并支援

当地培养人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为 行 业 发 展、为 社 会 做 贡 献。

“宾霸®”业务的DNA一脉相承直至今
日。

持续盈利90年的铜氨纤维业务

宾霸

覆盖整个供应链的
品质管理

随着时代的变化
拓展用途

01

在全国各地举办各种活动，让大众有机会亲

眼见识“宾霸®”的高品质。这些尝试颇有成
效，“宾霸®”的品牌认知度提高了。

通过时装秀和
梭织物比赛进行宣传

● 自上游至下游管理品质，开展市场营销

● 从服装里布到印度的民族服装、外衣、内衣市场

1931 1951 1974 1997 2009

“宾霸®”投产
基于从德国引进的生产

技术，在宫崎县延冈市

投产。

开始销售
无纺布“BemlieseTM”

原
料
生
产

纺
丝

织
造
、
染
色
、
加
工

销
售

发挥长纤维无纺布的特性，

向半导体擦拭布等非衣料领

域开拓新用途。

旭化成成为唯一的
制造商
其他公司停止生产“宾霸®”，
旭化成成为唯一的制造商。

启动CHOP制度
积极参与织造、

染色、加工各

项工艺，建立

品质保障体系。

成立里布
研究所

向外衣、内衣
领域拓展用途
为了弥补里布需求

的减少，又将用途

扩展至外衣、内衣

和家纺等领域。

旭化成不仅提供丝，还参与了处于供应链

“下游”的织造、染色和加工工艺，与相关

企业一起提高品质。旭化成的信条是“销售

要有始有终”。

凭借CHOP制度确保织造、染色、
加工工艺的品质（1951年起）

“宾霸®”的原料是棉籽榨油过程中产生的棉籽绒。
旭化成向原料产地无偿出借施工费和设备，并给予

技术支援，从而确保了优质原料的稳定供应。

在印度支持原料棉籽绒的生产（2010年代起）

开发技术以削减“宾霸®”染色及加工工艺中的CO2排放，并将该技术
提供给供应链的相关企业，一起努力实现碳中和。

在印度不仅采购原料，还委托当地

织造、染色。在旭化成长期的悉心

指导下，当地的产量和品质都实现

了飞跃性的提升，工厂的技术水平

也随之提高了。

提出可削减CO2排放的加工技术（2010年代起）

为了培养能担负起纤维

与时尚行业未来的年轻

人才，支援印度的教育

机构。以产学合作为目

标，开展活动的同时也

关注女性步入社会。

在印度培养时尚产业的人才
（2010年代起）

在印度对织造和染色工艺给予技术指导
（2000年代起）

纺丝工艺提速（1970年代起）
在生产设备的革新上，旭化成没有一味依赖设备制造

商，自己也反复进行设备的开发与改良等。得益于此，

纺丝工艺的提速和优化进展迅速。

在服装里布领域
扩大市场份额
具有滑爽质感的“宾

霸®”作为西装等服
饰的里布材料在全球

受到青睐。

1954

开始出口
高级纱丽用布料
向印度出口布

料。70年代开始

出口原丝，并开

始在当地生产布

料。

用途扩展至
印度民族服装
因为拥有比肩丝绸的

舒 适 手 感，“宾 霸®”
开始被用于纱丽等民

族服装。

棉花种子

服饰材料店（1970年前后） 北京收藏品（2007年代起）宾霸纺织品竞技会(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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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上盖子会发出“咔

嚓”声。包装小巧化。

配有波浪型襟翼，

保鲜膜易抓起且不易倒

卷。

改良刀刃形状，

撕起来更畅快。

对包装进行压花加工，

更容易握在手中。

通过大众体验官的评价对

技术开发部的试制进行

反馈。追求包装的可用

性——“易 拿、易 拉 出、

易撕”。对细节精益求精，

不断改良刀刃和包装。

开发出易拿、
易拉出保鲜膜、
易撕的包装

冰箱普及率
超50%，
销量增加

可以长时间使用，因此对

消费者来说，减少了补货

的麻烦。从流通角度来看，

提高了配送效率及卖场效

率。对厂家来说，资材费

降低、物流效率提高，将

使收益走上正轨。

由20m卷升级为50m卷，
实现消费者、流通、厂家
三方共赢

向消费者宣传介绍实用的

技巧，如将米饭按份用保

鲜膜包好、再放进密实袋

冷冻的“保鲜&密封”方

法和蔬菜的冷冻保存方

法。通过扩大使用场景，

增加了消费需求。

介绍米饭的保鲜&
密封方法
和蔬菜冷冻保存技巧

用止动装置将保鲜膜

卷轴固定在包装盒

内，防止掉出。

要做到整齐地撕断，关键

是合好盖子。采用闭合时

有响声的设计。

在刀刃的形状上下工

夫，确保撕断时不易

破。

力量集中在尖端的3个地方，

不费力就可以撕断保鲜膜。

为使最初的拉出顺畅，将膜的

边缘折叠。

对襟翼部分进行上光加工。保

鲜膜紧密贴合，防止倒卷。

襟翼部分采用上浮结构，方

便抓取保鲜膜。

明确标注刀刃的位置，防止被

割伤。

底面采用压花加工，左右手拿

都很顺手。

包装设计焕然一新、改变刀刃位置、采用盒盖

结实且可以完美闭合的纸盒式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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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包鲜®”自发售以来，销量持续
增长，引领了食品包装用保鲜膜行业。

如今，想必无人不知如何使用，但1960

年最初发售时，作为一款前所未有的产

品，需要从零开始介绍其“用法”。

　　为了让消费者了解“旭包鲜®”的用
法，旭化成向全国的超市派出专职售货

员，在卖场开展促销活动，向顾客演示

“旭包鲜®”的用法。然而，讲解之后消
费者依然无法充分理解。因为那时冰箱

普及率较低。当时日本的冰箱普及率仅

为10%左右。

　　之后，1965年冰箱的普及率超过了

50%。借此东风，“旭包鲜®”的销量攀

升。微波炉自20世纪70年代起迅速普

及，“旭包鲜®”迎来了第二个增长期。
70年代后半期，冰箱普及率达到了

99%，并向带冷冻室的大容量冰箱更新

换代。得益于此，用冰箱冷冻、用微波

炉解冻并加热食材的烹饪方式得到普及，

“旭包鲜®”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扩大。“旭
包鲜®”兼具“耐冷性和耐热性”，这样
的特性符合时代的变化。

　　随着市场的扩大，积极开展宣传活

动。80年代，在电视节目“原来如此！

The World”投放了“旭包鲜耐冷耐热

篇”的广告。大力宣传与其他材质保鲜

膜的品质差异，并介绍了搭配微波炉的

烹饪方法。如此，“旭包鲜®”成为了厨
房必需品。

不断追求“易用性”

　　在微波炉和带冷冻室的冰箱的普及

率接近100%、“旭包鲜®”成长为成熟的
商品后，旭化成着力改良包装，追求易

用性的提升。对膜也进行了些许改良，

但需要大力改良的是包装的可用性。

　　市场部通过调查，认真收集消费者

在使用过程中感到不满意的地方。技术

开发部根据消费者的评价，对包装盒的

设计、结构和刀刃进行改良。改良的课

题是“易拿”“易拉出”“易撕”。

　　首先，在“易拿”方面，我们做了

各种努力，例如对包装进行小巧化和压

花加工等。

　　在“易拉出”方面，给包装盒加上

“波浪形襟翼”，使保鲜膜易于抓取，为

了防止倒卷，对波浪形襟翼进行了上光

加工，使薄膜可以粘住。

　　在“易 撕”方 面，2018年“第7代

包装”将刀刃由直线型改为M型。坚持

不懈地开展研究，例如通过视频来确认

消费者是如何进行实际操作的、开发出

专用装置将施加在保鲜膜上的力量可视

化等，最终实现了改良升级。因此，实

现了“不费力气就能轻易撕断保鲜膜”。

　　另外，在市场营销方面，自2008年

的第5代包装以后，采取将主要品类由

20m卷切换为50m卷的策略，同时也将

包装做得更小巧。通过这次升级转换，

减少了消费者补货的麻烦，从流通角度，

起到了提高配送效率和卖场效率的效果。

对旭化成来说，资材费降低、物流效率

提高，进而改善了经济效益。最终构建

起“三方共赢”的关系。

　　另一方面，在商品普及后也始终坚

持向消费者提供用法建议。例如将米饭

按份用保鲜膜包好、再放进密实袋里冷

冻保存的“保鲜&密封”方法和使用

“旭包鲜®”冷冻保存蔬菜等方法。增加

消费者的使用场景，并创造出新的消费

需求。

　　事实上，“旭包鲜®”是旭化成为数
不多的与消费者直接联系的产品。最初

发售时向消费者介绍用法，普及后不断

听取消费者对产品的改善意见，并提出

新的用法建议。自产品发售以来，坚持

与消费者进行实实在在的沟通，不仅有

助于增加销量，还起到了减少食品浪费

的社会作用。

产品发售60多年来，引领了食品包装用保鲜膜行业

旭包鲜

提出用法建议、
询问商品需要改善的地方

在与消费者的
沟通中树立
行业领导地位

1960年
旭包鲜®开始发售

1966年
第2代包装

1970年
旭包鲜®迷你

（宽22cm）发售

1981年
旭包鲜®迷你15
（宽15cm）发售

1991年
销售家用50m卷

1993年
第3代包装

2004年
第4代包装

2008年
第5代包装

2014年
第6代包装

2018年

第7代包装

获得
优秀设计奖

咔嚓的响声

形状特殊的刀刃

压花加工

防止倒卷
拉出用胶带

波浪型襟翼

M型刀刃

考虑安全性止动装置

促销从用法的讲解开始
促销的第一步从为消费者讲解

“如何使用”开始。广泛宣传

冷藏保存时的用法。

着力改良包装

微波炉普及带来了
第2个增长期

用法得不到有效传达，
销售不振

积极宣传

在赞助节目的广告中宣传品质，
并介绍烹饪方法

微波炉普及率

冰箱普及率

※冰箱、微波炉的普及率出自内阁府《主要耐用消费品等的普及率》。调查结束于2004年。

追求易用性、精心设计的最新包装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想让保鲜
膜更好撕！

包装更小巧
  更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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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子交换膜法食盐电解工艺通过电

解饱和食盐水来生产氯气和烧碱。该工

艺是1961年由旭化成在全球率先开发，

如今已成为行业内不可或缺的工艺。烧

碱也是肥皂等的原料，以其产能为基准

俯瞰整个市场，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中

国彰显着压倒性的存在感。

　　旭化成为全球160个生产装置提供

食盐电解工艺，在市场最大的中国拥有

份额第一的傲人成绩，但是该业务长期

处于亏损状态，过去曾屡次探讨是否要

缩小业务规模。食盐电解工艺最初发售

时，尤其在海外，除了由传统的水银法

向离子交换膜法转换的滞后和围绕专利

的纷争以外，还存在与商业结构相关的

课题和过度竞争。

　　食盐电解工艺的收益结构是以电解

槽为设备，依靠易耗品交换膜产生收益。

旭化成的电解槽性能高，被许多企业采

用，但是易耗品交换膜不采用纯正商品

也能发挥功能，这就导致在过度竞争中

降价的其他公司生产的交换膜充斥于世。

　　自然循环型复极式电解槽，这项新

技术的开发为旭化成打破僵局提供了契

机。

　　该电解槽耗电少、压力波动小，因

此交换膜也不会出现针孔、寿命长。该

电解槽相继被欧美等地采用。1996年，

旭化成与美国陶氏化学公司签署了膜系

统销售的一揽子合同。向该公司依次交

付了年产共计97万吨的设备。在亚洲也

扩大了市场，例如向台湾的FPC公司交

付了共计79万吨的设备等。

　　2003年又发布了“零极距电解槽”。

所谓零极距，就是紧密贴合电极和膜来

降低电阻的技术。通过该技术成功降低

了电耗且幅度比以往更大。最终还达到

了削减CO2的效果。

　　次年（2004年）开发出对膜阳极表

面进行特殊凹凸加工的“Delta技术”，

2006年搭载“F6801”开始销售。原

本旭化成的膜表面是光滑的，但是用于

其他公司生产的电解槽，会引发烧碱品

质劣化、电极寿命缩短等问题。开发负

责人由盲道砖获得启发，提出对膜进行

压花加工，开发出了提高盐水供给性的

技术。

　　通过“零极距电解槽”和“Delta技

术”的结合，旭化成的产品在经济增长

显著的中国得到迅速推广，并取得了顶

级份额的市场地位。

艰难时期积攒的信任

　　自1975年开始销售食盐电解工艺以

来，离子交换膜业务走过了艰难的历程，

其中包括两次业务规模缩小的危机。

2007年终于一扫颓气，业务扭亏为盈。

成功源于在艰难时期依然锲而不舍、脚

踏实地地开展业务、开发产品、提供解

决方案。

　　无论天涯海角，只要客户召唤，销

售和TS（技术服务）团队都会飞奔而

至。即使是投诉，跑一趟也能获得技术

开发的灵感。开发团队开发出反映客户

需求的技术。长年累月积攒的客户的信

任造就了如今业务的繁荣。

在中国这一成长市场占据领先份额

离子交换膜法
食盐电解工艺

足迹遍布全球、
从客户的投诉中获得启发

锲而不舍、脚踏实地的销售和TS积累
通过新技术的开发开花结果

● 以中国为开端、向全球拓展的旭化成式电解槽
脚踏实地地开展业务、积累业绩，2021

年向全球160家工厂交付电解槽。烧碱年

产量达3200万吨。交付电解槽的中国工

厂最多。

在积累业绩的过程中赢得客户信任

哪里有召唤
就奔赴哪里。

乘坐最廉价的交通工具

● 矢志不渝30年，食盐电解工艺被世界各国采用

1975 开始销售食盐电解工艺

紧密贴合电极和膜来降低电

阻，抑制电耗。在电极下铺

设编织物状的“垫子”，让电

极和膜均匀轻柔地接触。

1979 向荷兰的阿克苏公司出口年产能28万吨的生产装置。
这时全球离子交换膜法生产的烧碱中，旭化成技术超
85%。

然而⋯⋯
由水银法向离子交换膜法的转换本身没有得到充分贯彻。

围绕专利的纷争

尽管旭化成的技术被各国采用，但竞争激
烈，收益率没有提升。

20世纪

80年代
前半期

开发出使用羟酸、磺酸聚合物的LC膜
⇒大幅削减成本并实现性能的稳定

1989

开发出自然循环型复极式电解槽技术
⇒压力波动小、对膜友好、耗电也少

1991

向台湾FPC公司销售膜1993
与美国陶氏化学公司签署膜系统销售的一揽子合同1996

开发出“零极距电解槽NCZ”

大幅削减电耗

2003

采用Delta技术
发售“F6801”

2006

2007

阿克苏公司的烧碱生产装置

在全球率先发售！

拿到了大订单！

电解槽难以盈利

两次度过业务规模缩小的危机

响应客户投诉，提高膜的盐水供给性。
由盲道砖获得启发，对膜表面进行压花加工

终结赤字、一扫颓气！

积累销售业绩

数字是交付电解槽的工厂数（2021年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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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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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到全世界！

要缩小吗？



单位：KT
1000

800

600

400

200

1
9
6
2

1
9
6
3

1
9
6
4

1
9
6
5

1
9
6
6

1
9
6
7

1
9
6
8

1
9
6
9

1
9
7
0

1
9
7
1

1
9
7
2

1
9
7
3

1
9
7
4

1
9
7
5

1
9
7
6

1
9
7
7

1
9
7
8

1
9
7
9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
9
8
5

1
9
8
6

1
9
8
7

1
9
8
8

1
9
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1
9
9
3

1
9
9
4

1
9
9
5

1
9
9
6

1
9
9
7

1
9
9
8

1
9
9
9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

2
0
1
4

2
0
1
5

2
0
1
6

2
0
1
7

2
0
1
8

2
0
1
9

2
0
2
0

2
0
2
1

0

04

108 109

　　年产能居亚洲第1、全球第2。旭化

成的丙烯腈（AN）业务在全球扩大了市

场份额，而1989年发生的一件大事成为

旭化成全球拓展的转折点。旭化成与美

国BP化学签署了提供催化剂技术的许可

合同，并作为对价，解除与催化剂技术

相关的“永久保密义务”。这使得旭化成

向海外拓展成为可能。

　　原本旭化成是从BP化学公司的前

身—美国Sohio公司获得技术许可生产

AN，因此作为从属许可方向中国提供技

术时※，与Sohio公司签署的合同中不得

不加入“与AN催化剂相关的旭化成业务

仍然仅限旭化成自产自用”这一限制条

款。这项永久保密义务成为旭化成向海

外拓展的绊脚石。

　　然而，1977年以后，旭化成转向催

化剂自主开发体制，开发出比Sohio公司

收率更高的催化剂。通过收购接管了

Sohio公司的BP化学公司对这种催化剂

表现出兴趣，并与旭化成达成了技术许

可协议。作为回报，除收取入门费和提

成费外，旭化成实现了解除永久保密义

务这一夙愿。

　　围绕与BP化学公司的谈判，当时的

宫崎辉会长做出了强烈指示：“解除永久

保密义务比收取入门费更重要”。谈判组

再次上阵谈判时，为响应这一指示，对

已起草的合同内容进行了更改。这也是

宫崎会长体验了向中国提供技术时面对

不利条件不得不咽下苦水而生成的执念。

　　随着永久保密义务的解除，旭化成

的目标由“用技术主导世界”升级为

“用市场主导世界”。旭化成不仅提供技

术，还转换策略，向全球市场销售AN。

其中一大举措就是1998年将韩国东西石

油化学（东西石化）变为全资子公司。

面向AN需求增长显著的韩国和东亚地

区，成为重要的供应基地。

　　在此之后，为了主导全球市场，新

建了东西石化No.3工厂。供应能力达20

万吨，匹敌水岛4AN工厂，是集旭化成

AN技术之大成的大型生产装置。随后，

在泰国新建了全球首座丙烷法工厂（20

万吨、2013年开始商业运营）。在该工

厂建设期间，又决定新建东西石化No.4

工厂（24.5万吨），并于2013年投产。接

连不断的工厂建设使旭化成的AN业务一

举实现全球化。

　　然而，仅靠设备投资无法主导世界

市场。旭化成之所以能在全球收获成果，

是因为具备全球顶级的技术实力、稳定

供应能力和销售能力。

　　在技术实力上，首先要提到的是催

化剂和生产技术。这促成了永久保密义

务的解除。旭化成的自主技术还被应用

于废水处理和废气焚烧设备，实现了环

境低负荷型生产装置。即使在业务环境

较为严峻的时期，负责催化剂及生产技

术的川崎和水岛工厂的工程师们也没有

中断技术开发，他们并驱争先，推敲打

磨出高水平的技术实力。

　　稳定的供应能力除了要依靠催化剂

和生产技术外，还得益于操作工的技术

传承和中长期计划性修缮。

　　具备信息收集功能的销售团队能够

获取全球最新消息，其存在意义也很重

大。预测市场动向，做到了卓有成效的

市场营销。

　　AN业务的历史可谓与旭化成的集团

价值一脉相通。为客户稳定供应AN的

“诚信”意识、开拓全球市场的“挑战”

精神、不断磨砺技术的“创造”能力。

如果要再补充一个词，那就是“使命

感”。AN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副产物氰酸，

因此应该由拥有高超技术的厂家来担此

重任。从事该事业的员工们都胸怀着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

年产能居亚洲第1、世界第2

丙烯腈

凭借高水平的催化剂技术消除
阻碍海外拓展的不利条件！
依靠技术实力、稳定供应能力、

销售能力叱咤全球市场

AN产量的推移

● 解除永久保密义务，进军全球市场

● 凭借技术实力和销售能力在全球扩大市场份额

在业务环境较为严峻的时期，

仍以“不能中断催化剂研究”

为口号，坚持技术开发。永久

保密义务能够解除并成为

海外拓展的开端，也

可以说是得益于高

水平的催化剂和生

产技术。

高水平的催化剂
和生产技术

永久保密义务成为海外拓展的绊脚石

旭化成还在废水处理和废气

焚烧设备领域自主开发技术，

并将其迅速转化为环境低负

荷型生产装置。技术开发

是由川崎和水岛的工

程师反复推敲打磨

完成的。

环境低负荷型
生产装置

依靠工厂的操作工传承技术和中长期计划性

修缮，实现了其他公司从来没有过的稳定

供应。能够赢得客户信任也是因为顶

级企业的信誉。

通过操作工的技术传承和中长期
计划性修缮，确保稳定供应能力

顶级企业能够获得全球客户的最

新信息。具备信息收集功能

的销售团队预测市场环

境，精准施策。

销售团队的
信息收集功能

条款规定与AN催化剂相关的
业务仅限旭化成自产自用 与Sohio公司的催化剂改良技术交换合同终止

旭化成转向催化剂自主开发体制

旭化成向BP化学公司
提供催化剂生产及使用的技术许可

旭化成代替Sohio公司向中国提供

技术时，Sohio公司附加了“与AN

催化剂相关的旭化成业务仅限旭化

成自产自用”的限制条款。这项永

久保密义务成为旭化成向海外拓展

的绊脚石。

解除永久保密义务
海外拓展成为可能

旭化成向BP化学公司（原Sohio公司）提供催化

剂生产及使用的技术许可，作为对价，成功解除

了永久保密义务。在

谈判中，当时的宫崎

辉会长做出了“解除

永久保密义务最为重

要”的强烈指示。

将东西石油化学变为100%子公司

面向韩国和东亚地区，
成为重要的供应基地

当时，韩国与东亚的AN需求

增长显著。在这种情况下，将

建设成本低的韩国东西石油化

学变为全资子公司。全球拓展

的势头迅猛，锐不可当。

全球首创的技术、丙烷法生产工艺

2007年签署了合资合同的PTT旭化学的

生产装置采用了以丙烷为原料的丙烷法。

2013年开始商业运营，形成日本、韩国、

泰国3地体制。

由美国Sohio公司提供生产技
术及催化剂，宫崎工厂投产

1962年

1973年
1977年

1989年

1998年

水岛工厂投产
1969年

工厂建设集技术之大成

在水岛建设工厂之后有35年的

空白期，旭化成自主设计建设

工厂尚属首次。生产装置融汇

了川崎和水岛技术团队积累的

技术。

东西石油化学的No.3工厂投产
2003年

PTT旭化学开始商业量产
2013年

在泰国建设生产装置
期间决定投建新厂

在建设泰国的生产装置这一大

项目期间决定新建东西化学

No.4工厂。虽然是预算外的项

目，但也获得了批准。拓展战

略势头迅猛，锐不可当。

东西石油化学的No.4工厂投产
2013年

东西石化

旭化成

旭化学中间体

PTT旭化学

采购

※由于美国与中国尚未建交，因此采取了旭化成作为从属许可方向中国提供技术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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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国内作为制药及食品添加剂
拥有压倒性的市场份额

CEOLUS

提供切实可靠的信息，
推广能创新药品制法的
添加剂卓越的性能和
品质管理不容效仿

05

　　片剂中除药效成分外，还含有添加

剂，因为它具有使生产工艺维持稳定等

多个优点。使用添加剂的话，即使药效

成分微量，也容易制成片剂。凭借添加

剂“CEOLUSTM”—以天然纸浆为原料

的微晶纤维素，旭化成在日本国内的制

药市场取得骄人业绩，压倒性的市场份

额接近100%。

　　1962年，旭化成与美国粘胶纤维公

司（现IFF公司）合作，赢得了微晶纤维

素“AvicelTM”（2004年起商标变更为

“CEOLUSTM”）的独家销售合同。微晶

纤维素业务自此开始。

不加水，将粉体制成片剂
　　微晶纤维素的一大特点是，在不加

水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将干燥的粉体制

成片剂。在制药行业甚至被称为“梦想”

的“干式直接压片”成为现实，制药工

艺因此简化并提速，同时业界也期待由

此降低成本。

　　然而，旭化成于1963年前后开始销

售“AvicelTM”时，对日本国内的制药

厂家来说，微晶纤维素是一种前所未有

的材料。要取代传统的乳糖或淀粉，就

需要充分宣传微晶纤维素的优势。

　　于是，旭化成在公司内部成立了

研究团队，进行用途开发和应用研究，

将相关的技术资料汇总成定期刊物

《Avicel时报》（后来的CEOLUS报告），

分发给客户。添加剂厂家发行技术资料

在当时是一种划时代的举动，备受制药

厂家推崇。通过坚持开展这种脚踏实地

的启蒙活动，微晶纤维素在制药行业得

以推广。

　　除制药行业外，旭化成还将用途拓

展至食品添加剂。微晶纤维素作为添加

剂，可以防止调味汁和各种饮料产生沉

淀物、有助于稳定食品形状，该业务在

日本国内逐步成长起来，被用于多种产

品。

易成形且具有流动性
　　1970年，旭化成终于开始在日本国

内生产微晶纤维素。与此同时，开发出

新型号，补齐了我公司从通用型号到高

性能型号的产品阵容。

　　其中投入自主技术生产的KG型号、

UF型号等高性能产品，受到制药厂家等

客户的高度好评。

　　微晶纤维素有两个核心功能，即形

成片剂等形状的“成型性”和粉体的

“流动性”。成型性越高，即使小片剂也

越容易制成。粉体的流动性越高，制药

时越容易处理。实际上，成型性和流动

性是两个互相矛盾的性质，但旭化成自

主开发出能够控制粒子形状的纤维素加

工技术，通过巧妙的平衡使二者并存。

　　高性能牌号受到好评，日本国内自

不必说，近年来欧美、亚洲制药市场的

销量也在增加。

　　为应对需求增加，2020年旭化成决

定在水岛地区建设“CEOLUSTM”第2

工厂。目的是进一步强化日本国内的供

应体系，同时也积极推动海外拓展。

　　追求技术创新、生产高质量的产品，

在贯彻品质管理的同时，坚持稳定供应。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CEOLUS业务，那就

是“诚信”。自1963年起发行《Avicel

时报》，如今仍在继续发行《CEOLUS报

告》。这也是“诚信”的体现。

可可、抹茶牛奶等使用CEOLUS时，

可抑制沉淀和絮凝。

● 可将粉体直接制成片剂的微晶纤维素。用途由医药拓展至食品领域。

与美国粘胶纤维公司（旧称）合作

开始销售进口的“AvicelTM”
获得新型添加剂、微晶纤维素“AvicelTM”的独家销售合同，开始在日本国内销售。

收集应用数据，向制药和食品行业推广
通过启蒙活动扩大市场
旭化成的研究人员进行微晶纤维素的用途开发和应用研

究，基于数据向制药厂家和食品厂家做推广。通过脚踏

实地的启蒙活动将微晶纤维素向业界推广。

对高成型性和高流动性的
高性能牌号予以加强
易制成片剂等形状（成型性高）、易处理（流动性

高）的粉体添加剂是理想的材料，但两者是互相矛盾

的关系。旭化成凭借自主技术开发出兼容二者的高性

能牌号。

1962

1963

● 凭借自主技术开发出高性能产品

在延冈投产。从进口转向自主生产

决定在水岛制造所建设第2工厂

1970

2004 商标统一为CEOLUS

2020

制作定期刊物并分发给客户
《CEOLUS报告（原Avicel时报）》作为向客户宣传微

晶纤维素特性的载体，如今仍在定期发行。这份努力和

诚意抓住了客户的心。

以天然纸浆为原料、无害、
成型性高的微晶纤维素

干式直接压片
成为现实

微晶纤维素“AvicelTM”易

处理、易制成片剂。以天然

纸浆为原料的同时，杂质少

也是其优势。

不加水就可将粉体直接制成

片剂的形状。被制药厂家视

为“梦想”的这一制法，使

工艺简化并提速。

强化国内的稳定供应及海外拓展

着眼于添加剂业务的进一步增长，在水岛设立新基

地，强化生产体制。扩大国内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加大

力度拓展海外。

CEOLUS得到广泛应用

KG系列
关注成型性

良
好
　
↑

↓
　
不
良

成
型
性

不良　← →　良好流动性

PH系列
标准品

KG-802

KG-1000

UF-711

UF-702

UF系列
兼具成型性和流动性

PH-101

PH-102

PH-301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使用CEOLUS

请
您
读
一

下
这
个
!!

易生产、
片剂不易碎

调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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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顶级的轮胎材料供应商

合成橡胶、弹性体

06

合成橡胶 弹性体

运动鞋

以往追求的性能

对性能的新要求

节油性能 制动性能

耐磨性 操作稳定性

强度

纸尿裤的粘合剂 沥青涂装

市场变化带来
业务规模缩小的危机、
技术和销售团队
团结一致克服危机 以“将轮胎变为钻石”为口号，

开发新技术、增强产能
在树脂等的改质剂领域

增加销量

1966凭借单相反应器
开发出连续聚合工艺

1970当时连续聚合技术普遍使用多个反应器，

因此该技术的开发是划时代的。
“TufpreneTM”发售
苯乙烯热塑性弹性体与聚苯乙烯树脂具有良好的相容性。向沥青的改

质剂和卫生材料粘合剂等领域推广。

1964“二烯烃TM”投产。进军合成橡胶领域

20世纪
90年代

针对硅配方轮胎开发技术
轮胎用SBR业务蓬勃发展

1982 “AsaflexTM”发售
透明且柔软、铰链性卓越的苯乙烯特殊透明树脂。用于塑料瓶的热缩膜，

实现快速增长。

1987 “TaftecTM”发售
诞生于聚丁二烯的双键加氢这项划时代的技术、耐热性和抗气候性卓

越的氢化热塑性弹性体。全球首创的马来酸酐改性技术的加持，使该

产品作为工程塑料等的改质剂也备受期待。

1993

欧洲开始出现提高节油性能的动向，轮胎不仅加碳，也要加硅，因此

开发出了让二氧化硅分散于橡胶中的改性剂技术。面向硅配方轮胎的

SBR业务规模扩大。

如今电动汽车时代追求的新性能
也能有效应对

车身重的电动汽车的轮胎不仅要求节油和制动性能，还追求耐磨性、

操作稳定性和强度等新性能。运用连续聚合技术，重新审视聚合物的

结构并推动开发。

2013新加坡工厂竣工
凭借3地体制

产量实现全球第一
除川崎、大分外，又在新加坡设立

了新工厂。凭借3地体制实现增

产，市场份额跃居全球首位。

将“TaftecTM”的用途拓展至输液包薄膜
从而开启新业务
将用途拓展至聚丙烯制医疗

用输液包薄膜的改质剂，并

以欧洲为中心进行推广。

由于业务规模缩小，工程师一度被

减至寥寥几人，但技术开发的火苗

即使在逆境中也没有熄灭，针对硅

配方轮胎的改性剂的开发仍在继

续。这份努力在之后开花结果。

碳配方轮胎相关产品价格下跌
引发人员精简的危机

回首往事⋯⋯

优先考虑技术的开发模式导致一开始

销售惨淡。仅两年就被列为清理对象。

之后，聚丙烯取代金属被用于汽车保

险杠，“TaftecTM”绝处逢生，成长为

盈利业务。

“TaftecTM”最初举步维艰，
发售两年就被列为清理对象

回首往事⋯⋯

弹性体被广泛应用于运动鞋及纸尿裤等卫生材料、食品和饮料容器等

领域。旭化成向高附加值领域拓展用途。

运用MI进行开发
在开发中还运用了MI（材料

信息学）。AI提出最合适的

“配方”，开发速度得到提

升。

弹性体的用途广泛

　　旭化成的合成橡胶业务始于“三大

新事业”，并发展为全球顶级的轮胎材料

供应商。拥有高盈利产品“TaftecTM”

的弹性体业务依靠利润为先的经营战略

壮大起来。事实上，这两大业务发展至

今都克服了业务规模缩小的危机。

价格下跌引发人员精简的危机

　　引领合成橡胶业务发展至今的原动

力是连续聚合工艺。该工艺无需连接多

个反应器，用一个反应器（单相反应器）

即可完成聚合。旭化成在引进美国技术

的基础上，独自开发出新技术，简化工

艺，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稳定性，同

时还达到了削减成本的效果。

　　运用这项技术，旭化成针对碳配方

轮胎生产了丁苯橡胶（SBR），但自90

年代中期开始产品价格下跌，收益率也

一落千丈。以此为转折点，轮胎材料的

开发和销售团队的许多人被分配到弹性

体业务部门。

　　留下来的工程师只有寥寥几人，但

他们在严峻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开发。此

时的努力为之后向硅配方轮胎拓展奠定

了基础。

　　正好那时欧洲开始出现提高节油性

能的动向，轮胎不仅加碳，也要加硅。

二氧化硅难以分散于橡胶中，开发团队

发现，针对碳配方轮胎开发的SBR的改

性剂也可有效作用于硅配方轮胎。少而

精的工程师团队对这种改性剂进行了升

级。

　　在此期间，销售团队继续提供细致

入微的技术服务来维系客户。灵活运用

从中获得的市场信息，团队齐心协力开

发出了面向硅配方轮胎的SBR，使旭化

成遥遥领先于对手。

　　随后，2013年在新加坡新建事业部

的首个海外工厂，与川崎和大分一起形

成3地生产体制。在轮胎材料领域的销量

取得全球第一。

　　近年来，旭化成也着力开发电动汽

车（EV）轮胎的合成橡胶。车身较重的

EV的轮胎，除了节油和制动性能外，还

追求耐磨性、强度和操作稳定性等。旭

化成运用千锤百炼的连续聚合技术，重

新审视聚合物的构造并推动开发。

发售两年，成为被清理对象

　　“TaftecTM”是通过聚丁二烯的双键

加氢得到的具有耐热性和耐候性的热塑

性弹性体，如今是弹性体业务的主力产

品。该产品被用作添加剂，可实现各种

树脂和材料的改质，并且通过全球首创

的马来酸酐改性技术，使尼龙等工程塑

料的改质也成为可能。

　　然而，“TaftecTM”于1987年最初

发售时，业绩惨淡，以致于两年后被列

为被清理对象。自那以后，销售和技术

团队齐心协力开拓新用途。最终，该产

品被大型汽车制造商采用，用于汽车保

险杠聚丙烯的改质，销量一飞冲天。

　　1993年又将用途拓展至医疗用输液

包薄膜，发展成“TaftecTM”的主要用

途。现在也被广泛应用于运动鞋中底。

营业利润单价高、用途也多种多样。一

度被列为清理对象的产品变成了香饽饽，

今后仍被寄予厚望。

　　即使遭遇业务规模缩小的危机，仍

然为了响应客户对性能要求的变化和新

需求，创造出能够在价格竞争中获胜的

产品。牵引合成橡胶和弹性体这两大业

务的，是对技术孜孜不倦的追求和脚踏

实地的营销活动。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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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印刷品质的旭化成感光性树脂版 在印刷作业现场掀起变革的制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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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版印刷采用在紫外线照射下会固

化的感光性树脂制版，用水性油墨印刷。

旭化成的感光性树脂和制版设备拥有骄

人份额，在业界屈指可数。业务一经启

动就向海外拓展，现在向70多个国家提

供产品，是公司内部全球化程度最深的

业务。

　　该业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从开发

出火药的化药业务中诞生的。1960年

代，运用火药见光变色分解的性质，在

摸索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

见光固化的饴糖状树脂。这就是感光性

树脂开发的契机，在探索产品用途时，

印刷成为了选项之一。

　　当时活版印刷是主流印刷方式，将

含铅的金属活字组合在一起来制版，伴

随一系列工伤问题，如铅对人体造成危

害，搬运重物导致腰痛等。

　　印版如采用感光性树脂，就可以解

决这些问题—。

　　对该提议迅速做出反应的是报社。

报社每天多次更新版次、反复印刷，对

人体危害较大。因此，旭化成的感光性

树脂和制版设备立即被报社采用，风靡

日本国内乃至全球的报社。

　　感光材料业务的起点是报纸印刷，

这也决定了业务的基调。

　　报纸每天早晚发行。印刷不能中断。

因此设备如果发生问题，技术支持团队

会立刻奔赴现场。“不能让客户的设备停

机”是业务的基本原则。

　　因此，旭化成强化了技术支持体系，

以确保设备不停机。将感光材料业务定

义为提供解决方案的业务，不仅销售感

光性树脂、提供设备，还坚持开展技术

支持。在之后拓展产品用途时也秉承这

一姿态。

　　在报纸印刷领域的应用使业务规模

迅速扩大，报纸行业以1988年汉城（今

首尔）奥运会为契机，转向擅长彩照的

胶印印刷。为应对这一变化，旭化成将

目光投向新的市场—瓦楞纸箱印刷。

　　正巧那时刚刚兴起在家电量贩店门

前陈列瓦楞纸箱包装的电视机，由此衍

生出新的需求，即在瓦楞纸箱上印刷产

品图文。由于当时是工匠手工制版，瓦

楞纸箱上无法印刷精细的图案，于是既

能印刷图案又能印刷条形码的感光性树

脂制版瞬间得以推广。

　　之后，旭化成进军各类包装品印刷

领域。液体型“APRTM”、板状型“AFPTM”

（溶剂显影）、可用水和碱性清洁剂显影

的板状型“AWPTM”，将这3种高性能感

光性树脂版作为制胜法宝，扩大了市场

份额。

　　此外，2021年与激光绘图软件巨头

Esko公司（比利时）共同开发全自动柔

性制版设备。有望大幅度减轻作业负担、

提高作业效率。

面向未来的新技术课题

　　感光性树脂业务凭借自主技术开拓

了市场。展望未来，尚存在新的技术课

题，即感光性树脂版之一的“APRTM”

制版的数字化以及技术支持的DX化。

　　市场上的主流产品板状型“AFPTM”

易处理，但缺点是采用溶剂显影。与此

相对，可水洗显影的“AWPTM”和可重

复利用未固化树脂的液体型“APRTM”，

从SDGs的角度来看也是大有前途的。

　　但是，“APRTM”要扩大销路，首先

面临的课题是制版的数字化。“APRTM”

如今仍采用底片制版。

　　另外一个课题是技术支持的DX化。

如果能实现DX化，技术支持会更细致、

更广泛、更高效。对感光材料业务的重

要支柱进行升级改造的同时，要充分做

好设备维护，力求为“AWPTM”和“APRTM”

的发展提供助力。

　　“AWPTM”和“APRTM”的扩销与技

术支持的DX化。当初创立业务的目的就

是改善印刷现场的环境。旭化成不忘初

心，在解决上述这两个课题的过程中，

始终坚持为社会做贡献。

凭借柔性印刷制版取得全球顶级份额

感光性树脂

客户的设备
一天也不能停！

通过周到的服务和新技术的开发
改善印刷现场的环境

07

用技术引领柔性印刷

推动DX化、
打造对SDGs有所贡献的未来

开发出全球首台全自动柔性制版设备

感光性树脂版业务里最先开发

出的技术。仅见光部位固化，

未固化的树脂可重复使用。采

用水洗显影。从SDGs的角度

来看，有望扩大销路。

“APRTM”
不用溶剂的
液体型

将板状树脂曝光、冲洗多余部

分的过程与“AFPTM”相同，

但是冲洗采用水和碱性清洁

剂。制成的凸版柔软，可印刷

的对象范围广。

“AWPTM”
不用溶剂的
板状型

制版设备廉价、板状树脂易处

理，因此实现了全球普及。见

光部位固化这一点与“APRTM”

相同，但是“AFPTM”采用溶

剂冲洗多余部分。

“AFPTM”
采用溶剂的
板状型

利用火药见光变色分解的性质，在探

索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发现了在紫

外线照射下会固化的树脂。以此为契

机，开发出感光性树脂。

从火药制造业务中衍生出来
与报社合作，开发出感光性树脂制

版系统。当时报纸印刷的主流是铅

版，替换成感光性树脂版后，减轻

了影响健康的风险，又提高了操作

效率。

技术支持作为感光材料业务的重要支柱，可以确保设备

不停机。通过DX化进一步强化技术支持，并助力设备

维护尤为重要的“AWPTM”和“APRTM”扩大销路。

取代铅活字版，用于报纸印刷

为实现技术支持的DX化，制定计划

感光性树脂在一天多次制版印刷的报纸行

业得到高度评价，促使该业务一举实现全

球化拓展。连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都视察了感光性树脂制版系统这一划时代

的技术。 

一举实现全球化
随着报纸行业向胶印印刷转换之

际，进入瓦楞纸箱印刷领域。感

光性树脂使图文和条形码印刷也

成为可能，进而创出新市场。

进入瓦楞纸箱印刷领域

随着绘图软件的普及，开发出可实现高精细

印刷的数字版。该技术可实现在薄膜及标签

等各种包装品上轻松印刷。

开发出数字版，
向标签及薄膜等包装品印刷领域拓展

占过半市场份额的AFP

采用溶剂冲洗多余树脂，

对环境的负荷较大。于

是，旭化成凭借水洗显

影的“AWPTM”和可重

复利用未固化树脂的

“APRTM”，力争实现销路

的扩大。

从SDGs的角度出发，
力争扩大“AWPTM”和“APRTM”

报纸行业的印刷设备一天也不允许停机。为防不测，日常

的设备维护很重要，为此强化了技术支持体系。

构建技术支持体系
确保客户的设备不停机

依靠报纸印刷一举打入海外。之后又拓展到了包装品印刷领域

坚持提供周到的技术支持
1987年每日邮报社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与激光绘图软件巨头Esko公司共同开发的设备。在此之前，曝

光、显影、冲洗、干燥等制版工艺中需要多台单独的设备，而该

设备实现了一条龙作业。大幅度减轻操作人员的负担，减少出错

的可能性。

设备绝
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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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隐私

提出两代同堂住宅

墙面采用标准规格的铝制“大

型百叶屏风（纵向格子）”。

遮挡周围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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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化成住宅推出的热门住宅商品

“Hebel Haus天空之间+”提议打造一

个与2楼客厅融为一体的半开放式空间

“天空之间”。这款商品的历史，也就是

为生活方式提供解决方案的软件开发的

历史。

　　最初，Hebel Haus的住宅突显了建

材“HebelTM”的隔热、耐火和隔音等

优点，但自70年代中期开始，Hebel 

Haus调整了商品开发方向，以适应生活

方式的改变。第一款商品就是侧重于家

庭形式尤其是亲子关系的“Hebel Haus

两代同堂”。

　　不过，这款商品某些方面无法满足

两代同堂之家的需求和感受，未能创下

预期的销售业绩。于是，旭化成住宅设

立了“两代同堂住宅研究所”，从家庭社

会学及心理学的角度开始调查生活的真

实情况。

　　以调查结果为依据，推动软件开发，

并于83年9月新发售了“Hebel Haus 

The两代同堂”。这款商品满足不同年龄

段对住宅的不同需求，悉心关怀老年人，

引发了极大反响。

　　在此之后也继续开发软件，为生活

方式提供解决方案。87年发售父母与儿

子儿媳同住型“Hebel Haus DUO”、

父母与女儿女婿同住型“Hebel Haus 

DUET”。2000年在传达“宠物是家庭

一员”这一理念的同时，发售了业界首

栋宠物友好型独栋住宅“Hebel Haus+

狗/+猫”，赢得了人气。

以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为主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与自然环境和谐

共处已成为生活方式的一大主题。提出

“在城市里智慧拓展空间”的概念，在城

市住宅中融入光和风等自然的馈赠。

2002年发售以庭院为中心、融合自然馈

赠的2层独栋住宅“Hebel Haus源自天

空”，2004年面向用地条件苛刻的地区

发售3层独栋住宅“Hebel Haus风之

塔”。

　　作为该系列的延续，2011年发售了

“Hebel Haus天空之间+”。

　　“源自天空”针对50～ 60坪左右的

低层住宅用地，而“天空之间+”的特点

则是为城市里常见的30～ 35坪左右的

用地量身打造，针对难以获取光照和通

风的用地，提出“智慧拓展空间”户型

方案。

　　围绕“天空之间”提出方案。“天空

之间”是与2楼客厅融为一体的半开放式

空间，保护隐私的同时，还可获取光和

风等自然馈赠。作为与外部保持适当连

接的部件，开发出“大型百叶屏风（纵

向格子板）”并将其规划标准化。这也是

“天空之间”的一大特点。

　　居住空间“天空之间”的诞生使旭

化成住宅的商品开发迈上了历史新台阶。

尽管旭化成住宅始终在为生活方式提供

解决方案，但是标准规格的硬件打包的

居住空间—“天空之间”的提出是首

次。在此之前，基本都采用定制户型。

　　力求提出克服用地制约、充满智慧

的住宅方案。志同道合的开发人员凝聚

城市住宅开发中积累的智慧，创造出名

为“天空之间”的居住空间。得益于新

空间的出现，消费者也可创造自己独有

的生活方式。在前所未有的空间里实现

了前所未有的生活。

设计新型居住方式

Hebel Haus

● 坚持为居住方式提供解决方案的Hebel Haus

● 提出新的居住空间“天空之间”。打包标准规格的硬件

1975“Hebel Haus两代同堂”发售

1983“Hebel Haus The两代同堂”发售

1982

2011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08 将父母辈和子女辈两代同堂的住宅定义为配

备两个玄关和两个厨房的住宅。虽然广告引

发热议，但需求并没有增长。

“Hebel Haus立方体”发售

2000

1987城市两代同堂未来模型
“Hebel Haus DUO&DUET”发售

“Hebel Haus天空之间+”发售

1980 设立两代同堂住宅研究所

1989 设立双职工家庭研究所

“Hebel Haus风之塔”发售

2002
2004

“Hebel Haus源自天空”发售

“Hebel Haus+狗/+猫”发售

2007 设立居住生活综合研究所
（现生活创新研究所）

提出与2楼客厅融为一体的半开放式空间“天空之间”。将与空间相关的硬件打包成标准规格，与客厅空间的联动也采用标准规格。

符合城市的
用地情况
即使离隔壁很近，也可以打造

与外部相连的空间。确保小户

型住宅舒适度的部件也一应俱

全。

获取自然的馈赠
墙和天花板遮挡视野，但是

允许光和风通过。实现空间

的舒适性，同时也有助于节

能。

与客厅联动的半开放式空间
标准规格的“天空之间”是与客厅联动的空间。可与

客厅一体化使用。

宠物门、栅栏门和外出挂钩

等设备及规格一应俱全，让

人和宠物都能舒适地生活。

提出宠物友好型住宅

提出“将二楼作为客厅”

去掉房檐的箱型城市住宅因

其简约的设计受到欢迎。这

款商品最早提出将客厅设置

在2楼。

“源自天空”（照片

右）通过庭院获取自

然的馈赠。3层独栋

“风之塔”（照片

左）在1楼和2楼设

置庭院空间。

提出环境友好型住宅

从两代居住宅
开始提供居住文化方案

“Hebel Haus天空之间+”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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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塑料作为金属的替代材料逐

步 扩 大 了 市 场 份 额。旭 化 成 凭 借

“雷鸥娜TM”、“铁耐克TM”、“采龙TM”等特

色产品，在汽车、工程机械、电机、电

子设备等众多领域拓展业务。

　　旭化成的工程塑料各显神通。“铁耐

克TM”强度和刚度高、减摩耐磨性出色。

即使长时间受力也不易变形。发挥这一

特性，将其用于汽车电机齿轮、机构部

件、内饰材料等。耐热性强的“雷鸥娜
TM”被用于汽车发动机周边零部件。而

不易导电的“采龙TM”则被用于车载电

池的绝缘零件和电气设备的外壳等。

　　三者的主要用途都是汽车。每辆汽

车 使 用PA66约8kg、POM约4kg、改

性PPE约2kg。“雷鸥娜TM”凭借从主要

原料开始一条龙生产等优势，在面向日

本国内汽车厂家的市场中取得40%的份

额，独占鳌头。

信息收集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
　　回顾旭化成扩大市场份额的历史，

可以看出探索客户需求的信息收集能力

和回应客户需求的技术开发能力功不可

没。真诚应对客户，从而拓展了产品用

途。

　　“铁耐克TM”的案例可以很好地解释

这一点。能够成功向汽车厂家提供低

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低）的材

料，就是得益于最初销售人员在拜访客

户时获得的信息。根据“有降低车内

VOC的动向”这一信息，与某汽车厂家

建立关系，技术、制造、销售团队齐心

协力推动技术开发，结果短短1年就实现

了高水平的低VOC，并作为零部件材料

被该汽车厂家采用。

　　在“雷鸥娜TM”各个零件的开发过

程中也都与客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

开发用于汽车组合开关的绝缘材料时，

响应客户的要求，提高绝缘性能的同时，

降低了成本。凭借“雷鸥娜TM”赢得了

客户信任，并将其培育为业务支柱。

向混合动力汽车领域发起挑战
　　挑战精神也极大地促进了市场份额

的扩大。“采龙TM”向汽车领域的用途拓

展就是经典案例。

　　利用“采龙TM”出色的电绝缘性，最

初围绕家电、OA开展业务。通过降低成

本实现了盈利，厉兵秣马决定进军汽车

市场。第一个目标就是混合动力汽车的

电池外壳。

　　对于进入混合动力汽车这一未知领

域，公司内部也出现了质疑声，但是相

关人员坚信“这项技术开发今后将成为

旭化成强有力的武器”，他们“势在必

行”的信念不动摇。凭借这种挑战精神

和将技术开发进行到底的决心，最终成

功向混合动力汽车提供材料。此后也随

着混合动力汽车市场的增长，将“采龙TM”

中汽车用途的占比扩大至30%。

　　在拓展“采龙TM”用途的过程中，

挑战精神在进军光伏领域时也得到了发

挥。如今拥有全球40%～50%的份额，

但是进入该领域之初，对于易被政策影

响的市场，也有人表示了担忧。最终，

迅速应对市场的能力促成了今日的成功。

　　旭化成的颗粒产品中杂质少、异味

小、成型时也较少产生有异味的甲醛，

是对人类和环境都友好的产品。这些方

面也都体现出“真诚”。怀着挑战精神、

坚持不懈地开发技术、回应客户的要求。

这样的姿态也可以说是“真诚”的体现。

有助于提高强度、
耐热性和轻量化的工程塑料

铁耐克、雷鸥娜、采龙

响应客户的要求、
坚持不懈地开发技术
发挥挑战精神
拓展产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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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タリ

“铁耐克TM”用于门把手、车门、

雨刷、座椅等电机齿轮、雷鸥娜

用于发动机部分、后视镜支架、

镜座等。“采龙TM”用于电池的

绝缘零件、燃料电池组件、车载

相机镜筒和镜头垫片等。

汽车、摩托车

“铁耐克TM”用于打印机机构

部件的轴和轴承，“雷鸥娜TM”

用于水表外壳和温水座便器

水箱。“采龙TM”用于净水零

件、混水栓的内部零件和打

印机的外壳等。

水表外壳
“雷鸥娜TM”

打印机机构部件
“铁耐克TM”

电池的电芯之间使用的
绝缘零件“采龙TM”

车载相机的镜筒、
镜头垫片
“采龙TM”

覆盖发动机汽缸顶部的
盖子
“雷鸥娜TM”

光伏板的连接器
“采龙TM”

智能手机的
内部主板“雷鸥娜TM”

住宅和办公

采龙用于光伏板零件和服务器等设备的冷却风扇。雷鸥娜用于

电磁开关、电气、电子元件的接线用连接器以及工业机器人的

减速器。

采龙用于自动提款机的外壳、内部主板和逆变

器等电气设备的外壳。雷鸥娜用于智能手机的

内部主板和各种电机的盖子。

工程机械

电气、电子设备、下一代通信技术

医疗

刺血针“铁耐克TM”

“铁耐克TM”用于输液泵导向轮和测量血糖

等微量采血使用的刺血针。

工程塑料各显神通

聚缩醛“铁耐克TM”
（POM）

销售部门将客户的要求传达给技术部门，技术部

门开发产品。销售和技术部门团结一致、回应客

户要求、拓展产品用途。

凭借多领域技术

满足用户的精细化需求，

以汽车领域为主，同时也应用于

工程机械、电子设备、医疗和办公等领域。

强度和刚度、耐热性、减摩耐磨性、尺寸稳定性、耐油性和耐有机

溶剂性、电绝缘性、阻燃性等，产品优势各异。

真诚应对客户、坚持不懈地开发技术，
进而拓展产品用途

得到广泛应用的
工程塑料

长期使用也不会变形
强度和刚度高、减摩耐磨性、耐

油性和耐有机溶剂性出色。如用

于汽车电机齿轮、机构部件、内

饰材料等。

聚酰胺66 “雷鸥娜TM”
（PA66）

耐热、强度高
卓越的耐热性是一大特点。韧

性、耐久性、电绝缘性、耐油性

也很出色。用于汽车发动机周边

及外饰零部件等。

改性PPE
“采龙TM”

不易导电
并非以单体形式发挥作用，而是与

其他树脂混合，表现出轻量、尺寸

稳定性、电绝缘性、阻燃性等特

性。用于电机、电子设备和汽车。

内侧门把手/壳体
“铁耐克TM”

车门、雨刷、座椅等的
电机齿轮“铁耐克TM”

后视镜支架
“雷鸥娜TM”

燃料电池组件
“采龙TM”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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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融树脂的喷射方法是关键点

喷射树脂，在纺粘型纤维层中间加入超细纤

维层。通过改变喷射量，可精准控制透气性

和透液性。这是旭化成的独家技术。

“不能生物降解就不再采购”
客户的突然告知促就研发

虽然进行了生物降解型塑料的研究，

但由于技术难度大，关于应用前景，

公司内部也是谨慎意见占上风。但以

客户的突然告知为契机，销售、技

术、制造团队齐心协力，正式推动研

发，半年就实现了商业化。

120 121

引领高附加值市场

纺粘型无纺布

凭借独家技术
创出让全世界耳目一新的产品！

在接连不断的挑战中
扩大产品用途

10

　　纺粘型无纺布是将尼龙和聚丙烯

（PP）等聚合物材料熔融、纺丝，用堆

积的棉花状纤维网加工而成的薄膜。曾

经是梭织物和针织物的替代品，近来也

作为电子材料和汽车资材等高性能材料

使用，市场逐渐扩大。

　　旭化成将高分子材料聚合来生产纤

维的纺丝技术加以活用，于1970年代进

入无纺布市场。无纺布的原料分为尼龙、

涤纶（PET）、PP三种，而旭化成是全

球唯一使用这三种原料生产无纺布的厂

家。通过区分使用材料来满足各种需求。

　　旭化成还挑战加工技术和产品的自

主研发，创造出许多“世界上前所未有

的”产品，开辟出新市场。纺粘型无纺

布业务的历史可谓充满挑战。

　　象 征 挑 战 精 神 的 产 品 之 一 是

“SmashTM”。它是市场上唯一可热成型

的PET无纺布。合成纤维通过拉伸，

使分子整齐排列，从而提高强度，而

“SmashTM”采用不完全拉伸、保留“余

力”的独家方法实现热成型。用于饮料

的过滤器和容器等需要立体结构的产品。

　　此外，用于尿布等的PP无纺布

“ELTASTMAQUA”的特点是具有亲水

性。PP是疏水性材料，需要亲水性材料

的尿布通常不使用无纺布，而采用复合

材料，但旭化成通过特殊加工，成功赋

予PP亲水性。

　　拥 有 三 层 结 构 的 P E T 无 纺 布

“PreciseTM”在全球也是没有先例的产

品。利用“熔喷”技术，将熔融树脂喷

射在无纺布上，形成超细纤维层，将该

层作为中间层，在此之上再叠加一层无

纺布，从而形成三层结构。其特点是通

过调节“熔喷”可以精准控制透气性和

透液性，可用作电子材料等高性能材料。

应对环境负荷问题

　　如此，依靠独家的技术开发，无纺

布的应用领域不断扩大，但产品普及的

同时，环境负荷问题也随之出现。尤其

是用于卫生和食品领域的产品基本都是

一次性的。

　　应对这一课题的产品之一是以植物

基塑料聚乳酸（PLA）为主要原料的

“ECORISETM”。因为可生物降解、可成

型、质地薄且均匀，被用于饮料过滤器

和口罩等。

　　开发的契机是突然被PET无纺布的

采购方（美国某企业巨头）告知“如果

不改为生物降解型产品，就无法继续采

泰国的旭化成无纺布工厂

“SmashTM”

在加热状态下可维持形状的PET无纺布。因其出色的透气性和透液性，被

用于单杯萃取型浓缩咖啡？及各种容器等。

由生物降解型塑料制成的环保产品。有望起到降低产品生命周期中环境负

荷的效果。力求实现堆肥化，将来在家中也能简单进行处理。

可热成型的PET无纺布

纺粘型无纺布是将纤维块加工成薄膜。不经过编织也能将纤维制成片

状，所以刚被开发出来时用于替代梭织物和针织物。

作为梭织物和针织物的替代品扩大用途
进军电子材料、汽车资材、环境能源资材、医疗资材等高性能材料领

域。产品的应用领域多种多样。

同时进军高性能材料领域

“ELTASTMAQUA”

PP本来是疏水性材料，但经

过特殊加工，被成功赋予了

亲水性，在亚洲各国被用作

尿布的表层材料（吸收尿液

等的里侧）。

具有亲水性的PP无纺布

“PreciseTM”

利用熔喷技术，喷射熔融树脂，形

成中间层，夹在纺粘型无纺布中

间，从而形成3层结构。通过调节

熔喷来控制透气性和透液性。

全球唯一一款SMS型（3层）结构的PET无纺布

“ELTASTMAXION”

富于蓬松感、柔软度非常高、兼具亲水性和疏水性。有望在尿布等卫生材

料领域大有作为。预计2022年上市。

具有蓬松感的全球首款长纤维完全高蓬松度无纺布

“ECORISETM”

植物基生物降解型无纺布

无纺布的用途增加、市场扩大

旭化成运用独家技术应对需求的变化

纺粘层（S）

纺粘层（S）

熔喷布层（M）

熔喷布层（M）

购”。虽然已启动了PLA的研究，但没有

充分贯彻，应用前景也遭到质疑，但以

此次突然告知为契机，旭化成决定正式

开始研发。销售、技术、制造团队齐心

协力，半年间攻克温度管理等技术性难

题，完成产品研发，满足了客户要求。

　　在此之后也马不停蹄地进行技术开

发。预计2022年发售全球首款完全高蓬

松度无纺布“ELTASTMAXION”。该款

无纺布具有高蓬松感、高柔软度，同时

具备亲水性和疏水性，有望应用于尿布

等卫生材料领域。

　　纺粘型无纺布业务凭借独家技术创

造出让全世界耳目一新的产品。创建新

业务的挑战仍将继续。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隔膜

不能生物降解
就不再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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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化成微电子（下称AKM）在备受

瞩目的新技术领域，自主开发传感器，

并逐步扩大市场份额。

　　例如，控制智能手机摄像头的精密

位置检测传感器（CPS）。AKM凭借高

速自动对焦（AF）用IC取得全球顶级份

额的骄人业绩。

　　技术起步于用于数码相机光学防抖

（OIS）的霍尔元件（磁传感器）。为使

之与智能手机的AF适配，必须与镜头驱

动部分一起实现小型化。AKM集成霍尔

元件和镜头驱动部分，开发出革新型IC。

　　事实上，项目负责人在试制中经历

了两次失败。AF根据来自传感器的位置

信息转动镜头，但难以准确锁定对焦位

置。生产智能手机的客户表示“失望”，

当时的事业部长告诫：“如果再失败，就

没有下次了”。尽管如此，仍然坚持挑

战，第3年终于研发成功。即使客户表示

“失望”，也满怀热忱、顽强应对，一步

步赢得信任，与客户一起开发，从而取

得最终的成果。

　　AKM还涉足了智能手机相机系统的

开发。为了实现相机模块的小型化，提

出“S-OIS结 构”方 案，将OIS算 法 从

OIS驱动IC中分离出来，编入智能手机的

核心LSI，被某手机制造商巨头采用，如

今已安装在所有搭载OIS的机型中。

　　AKM为客户提供周到的技术支持，

包括磁力模拟和AF/OIS调整等。可以说

通过这种支持赢得了客户信任，从客户

的反馈中挖掘潜在需求，并以独家技术

响应需求，从而取得一次次成功。

CO2传感器用
5号电池即可运行数年

　　另一方面，领先全球开发的电池驱

动CO2传 感 器“Senseair Sunrise”因

为新冠疫情而销量猛增。该传感器利用

CO2浓度将“密”“可视化”，提醒人们对

室内进行通风换气。传统的CO2传感器

功耗大，需要连接插座，而这款产品用5

号电池即可运行数年。空调设备要实现

节能，“将来必然需要易于安装的电池驱

动传感器”。根据这一预测，AKM迅速

着手开发产品并取得成效。

　　该产品是与Senseair公司（现为

AKM全资子公司、位于瑞典）共同开发

的。该公司原本是在CO2传感器市场拥

有顶级份额的厂家，也是AKM的客户。

AKM提议联合开发，“一起创造世界

上前所未有的产品”，并说服了对方。

Senseair公司的光学设计技术与AKM开

发的红外线LED和红外线光电二极管技

术相结合，全球首款产品由此诞生。

业界最小的高性能电流传感器

　　省电是所有领域共通的课题，但要

解决这一课题，测量电路中流动的电流

值的电流传感器必不可少。AKM开发出

一款业界最小级别的电流传感器，实现

了低发热、可测量60A大电流、业界顶

级的高速响应能力和绝缘性能，凸显了

市场存在感。

　　通过无芯结构实现了小型化。传统

的电流传感器通过磁芯环绕被测电流的

方式，用磁传感器测量采集的磁通量，

但AKM采用高灵敏度化合物半导体，反

复推敲封装结构，实现了无需磁芯采集

磁通量的无芯结构。

　　开发要点在于保持绝缘的同时，让

电流线和磁传感器尽可能靠近。通过化

合物半导体技术、IC电路设计技术和封

装技术的融合，取得了成功。

　　坚持客户至上、预测潜在需求、凭

借独家技术创造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产品”。传感器业务凝聚着旭化成的本

色。

在智能手机领域份额第一、
因新冠疫情销量猛增

传感器

在为客户提供支持的过程中
挖掘潜在需求，
凭借独家技术
横扫市场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11

CO2
传感器

CO2传感器

CPS

CPS

<高速AF用IC>

以业界最小级别发挥出
最高性能

电流
传感器

电流传感器用于检测电路中的电流。我公司开发出无需磁芯环绕被测电流

的无芯结构的传感器。以业界最小级别实现了低发热、可测大电流、业界

顶级的高速响应能力和绝缘性能。

发售“世界上前所未有的”
电池驱动传感器

空气质量监测因为新冠疫情而受到关注。旭化成和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

CO2传感器用5号电池即可运行数年。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推出了世

界上前所未有的产品。

开发要点在于保持绝缘的同时，让被测量的电流线

和磁传感器尽可能靠近。融合化合物半导体技术、

IC电路设计技术和封装技术，运用大胆的想法进行

封装设计。

融合化合物半导体技术、IC电路设计技术
和封装技术

技术要点

采用化合物半导体薄膜这一独家技术，开发

出低电耗的红外线LED和红外线光电二极

管。便携式电池驱动CO2传感器因此成为现

实。

为了在尺寸有限的智能手机里搭载高速AF，开发出一款

集成镜头位置检测霍尔元件、镜头驱动器和镜头驱动控

制器的IC。

〈S-OIS〉
伴随智能手机正式搭载OIS（光学防抖），提出可实现相机模块的小型化

并降低成本的S-OIS结构，被手机制造商巨头采用。

利用红外线LED和红外线光电二极管实现
低电耗

技术要点

精密位置检测传感器以周到的技术支持为武器
掌控智能手机市场

通过为客户提供支持，践行三现主义（现场、现物、现实）、赢得客户信任、挖掘潜在需求并开发出产品，最终凭借高

速AF用IC在全球市场拔得头筹。相机系统“S-OIS”也被智能手机制造商巨头采用。

在高速AF用IC的开发中，将AKM拥有的霍尔元件（磁传感器）技术与音

频用VCM（音圈电机）驱动技术相结合。

将霍尔元件和VCM驱动技术
相结合进行开发

技术要点

将内置在OIS驱动IC里的OIS算法从OIS驱动器中分离出来，编入智能手机

的核心LSI，从而实现了相机模块的小型化。

将光学防抖算法编入核心LSI

技术要点

与瑞典的Senseair公司联合开发。
志同道合，创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产品”

Senseair公司是AKM的客户，在CO2

传感器领域的市场份额为世界第一。

AKM看中该公司高水平的光学设计技

术，提议联合开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双方在创造“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产

品”这一点上志同道合。

经历两次试制失败，
最终令客户心满意足

高速AF用IC的试制经历了两次失

败，但AKM秉持锲而不舍的态度，

听到召唤就立刻奔赴现场、真诚应

对，从而赢得了客户信任。甚至深

入客户的办公地点，一起推动并完

成产品开发。

反复试错
开发历时4年

产品充分体现了霍尔元件的高灵敏度和迅

速响应等特点，但研发屡次遭遇失败，大

约花费4年时间才实现商业化。

S-OIS结构 传统结构

智能手机基板

相机模块

Gyro

Coil（Z）

Coil（X）

位置传感器（X）
OIS 驱动 IC

Coil（Y）

位置传感器（Y）
OIS 驱动 IC

相机模块

智能手机基板

核心LSI

OIS
算法

OIS
驱动
IC

OIS
算法

核心
LSI

Gyro

Coil（Z）

AF驱动 IC

Coil（Y）

位置传感器（Y）

Coil（X）

位置传感器（X）

AF驱动 IC

电流传感器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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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ZATM”是一种膜丝内侧如

吸管一样呈空洞状的中空纤维状膜，用

于各种液体的分离、过滤、除浊。它诞

生于腈纶“Cashmilon™”的纺丝技术，

在医药、食品领域被用于去除有害物质、

在微电子领域被用于半导体制造必不可

少的超纯水的提纯工艺等，在各种领域

扩大了用途。可以说迄今为止走过的道

路是顺应“生活”的变化和行业技术的

升级而开发技术应用的历史。

　　MICROZA最初的用途是汽车的电

泳涂装（1976年、阴离子型电泳涂装组

件被汽车制造商巨头采用）。电泳涂装是

将产品浸入溶解有水溶性涂料的液体中

并通电使涂料沉积的涂装方法，但存在

一个问题，即用过的液体中会残留部分

涂料。70年代，资源回收和对二次公害

的防范成为行业的主题，汽车制造商以

残存涂料的回收和再利用为课题展开探

讨。“MICROZATM”膜组件完美回应了

这一要求。

　　此后，“MICROZATM”凭借在电泳

涂装方面的应用迅速扩大市场份额。这

要归功于察觉到电泳涂装将由最初的阴

离子型转向耐腐蚀性强的阳离子型，79

年迅速开发出用于阳离子型电泳涂装的

中空纤维膜并开始销售组件。83年在阳

离子型涂装领域取得80%的市场份额。

旭化成善于引领时代、抢占先机。

　　除电泳涂装外，“MICROZATM”还

向微电子、医药食品领域扩大业务。

　　首先，在微电子领域，向半导体厂

家销售超纯水制备组件。82年在日本国

内取得顶级份额，91年与世界顶尖的

MF（微滤）膜厂家——美国Pall公司在

销售层面达成合作，在全球主要市场取

得了压倒性的份额。现在也拥有全球

80%的份额，在超纯水组件领域树立了

“标准”。

　　另一方面，在医药食品领域，80年

代发售热水杀菌用组件和蒸汽灭菌用组

件，扩大了市场份额。

　　98年创造出革新型产品。采用聚偏

氟乙烯（PVDF）的中空纤维，并利用

独创的成膜技术，制成PVDF膜。与其

他材料的膜相比，具有出色的物理强度

和耐药性能，并且实现了长寿命。

　　将这种PVDF膜扩大用途至大规模

水处理。与有合作关系的Pall公司在大规

模水处理领域也签订了销售合作协议，

并在美国销售净水用膜。获得大型设备

合同，于1999年、2000年实现了顶级

份额。此后又向亚洲拓展，除被新加

坡大型再生水项目“NEWaterProject”

采用外，在中国、印度的再生水市场也

是佼佼者。

社会贡献和商业利益并存

　　“MICROZATM”业务顺应“生活”

的变化和行业技术的升级，开发出液体

分离、过滤、浓缩的技术应用。在各个

领域细致地开发用途。从商业角度来说，

这或许是低效的。应该也面临过“择一

而专”的道路，但旭化成没有选择那条

路。因为提供技术应用能为人们的“生

命与生活”做出贡献。

　　PVDF膜的开发也有相似的一面。

延长膜的寿命也很有可能失去膜的更换

需求。尽管如此，旭化成还是开发了最

高性能的产品。因为坚信这样有利于客

户，并且能为SDGs做贡献。这些努力

正体现了事业部高举的口号——“创造客

户价值”。

在半导体、医药、水处理领域
地位稳固的中空纤维膜

MICROZA

随着“生活”的进步
多元化拓展产品用途
长寿命的过滤膜

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汽车

向阳离子型转换时
抢先开发出膜

最初是向汽车制造商巨头销售从用过的涂装溶剂中回收并再利用涂料的

阴离子型电泳涂料组件。此后，电泳涂装向阳离子型转换。在阳离子型

领域取得了80%的市场份额。

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察觉到汽车行业

向阳离子型转换的动向，于1979年

迅速开发出适用于阳离子型的中空纤

维膜。该技术获得化学工学会技术奖

等奖项。

1976年首次被采用，在阳离子涂料领域
拥有80%的市场份额

医药、食品

于1981年、1984年分别发售热水

杀菌用、蒸汽灭菌用卫生组件。推

出医药用、氧气浓缩用卫生组件等

多种牌号，扩大了市场份额。用于

有害物质的去除和生物级原材料工

艺。

在卫生组件领域扩大
市场份额

电力

中空纤维膜还被用于核电站的冷

凝作业，去除大量核废水中带辐

射的复合金属材料。

为核电的废水冷凝
处理做贡献

化工

满足胶体溶液浓缩、
提纯的需求

废水、污水再利用

要保护水资源，不仅要净水，污水处理也很重

要，但是大小不一的杂质对过滤装置造成很大

负荷。由于耐久性卓越的“MICROZATM”可

长期使用，因此受到全球各地的信赖。

成为水处理的第2支柱

微电子

在容不得半点杂质的半导体器件的

制造工艺中，一种被称为超纯水

（彻底去除水中杂质）的水必不可

少。旭化成拥有傲人的80%市场份

额。

在半导体的超纯水领域拥有顶级份额

自来水等净水

将新开发的、长寿命的PVDF膜应用于大规模水

处理。与美国Pall公司签订销售合作协议并在美

国销售净水用膜，获得大型设备合同。于1999

年、2000年实现了顶级份额。

1999年、2000年
在美国拥有顶级份额

缓解全球水资源匮乏问题，
为SDGs做贡献

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利

用再生水确保水资源、

通过废水处理改善水

环境等，“MICROZATM”

为解决全球水资源问题

提供了技术应用。

发挥可自由设计孔径和分布的优势，

分阶段去除反应体系内的未反应物和

杂质，对溶液进行浓缩和提纯。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探索取代铅蓄电池的用途。研究了近1000种用途

生产能力增加的日向工厂(宫崎县日向市)

锂离子电池模型，白色部分为隔膜

126 127

凭借锂离子二次电池
取得高份额

HIPORE

研究近1000种用途，
锂离子二次电池
隔膜业务开花结果
得益于电动汽车，
业务进一步扩大

13

● 膜被开发出来已有20年，因锂离子二次电池崭露头角

● 电动汽车需求扩大。增强产能

开发出含二氧化硅的聚乙烯微多孔膜
高分子应用研究所开发出液体无法通过、气体可通过的高

性能膜。

试图向铅蓄电池的隔膜拓展
取代纸或削薄的木材，成为铅蓄电池隔膜，从而拓展用

途。

然而⋯⋯无法盈利
尽管产品拥有高性能，但铅蓄电池领域的需求不增，业务

举步维艰。

探讨业务的退出
最终业务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依旧探索

用途。

研究了约1000种用途，如换流器、净水器、冷凝器的分离器和手套等。

也进行了试制。

得益于手机的普及，用于锂离子二次电池隔膜。业务迅速扩大。

保险丝功能等传统产品不具备的特性获得好评，销售额一

举增至三倍。

基础技术被开发出来已有约20年。进入人人拥有手机的时代，需求进而增加。

1975

用于锂离子一次电池的隔膜1987

需求激增一度造成供应紧张。甚至发生过因销

售部长建议“从其他公司采购”而惹恼客户的

事情。供应稳定后，该部长剃了和尚头，再次

登门向客户致歉，并顺利签下新合约。

生产赶不上进度，向客户致歉

回首往事⋯⋯

最初的产线确立在摸索中开

始。将模造纸贴在工厂的墙

壁上，遇到问题就记下来。

逐个解决问题、划掉记录。

最后模造纸贴满了整面墙，

历时1年终于全部解决。

最初的产线确立历时1年

回首往事⋯⋯电动汽车需求增加，车载LIB市场

随之扩大。为应对这一形势，每年

都在增设超大型产线。在产线稳定

运转之前就必须启动下一条产线。

超大型产线连续启动

逐一克服技术性难题
并对新手操作工开展培训

为使新产线稳定运转，工厂和生产技术部人员齐心协力、解决难题。针对新

手操作工，引入培训计划，实现技术传承。

试制的手套在市面上销售过的
净水器

　　锂离子二次电池（LIB）用作非智能

手机和智能手机等的电池。旭化成的

“HIPORETM”作为LIB的隔膜（防止电

池正负极接触的同时，允许锂离子通过

的多孔结构膜）在日本市场拥有高份额。

即使提高电池的生产速度，效率也不易

下滑，可保持稳定生产，因此得到广泛

采用。

　　但“HIPORETM”走过的道路并非坦

途。从启动基础技术研发到“HIPORETM”

在市场上被认可，前后耗时20年。

净水器、手套也在讨论范围内

　　“HIPORETM”的基础是含二氧化硅

的聚乙烯微孔膜，其基础技术于1975年

在高分子应用研究所被开发出来。这是

一种高性能膜，具有很多微小的孔，液

体无法通过，但气体可以。不过，该产

品不是在调查市场需求、预估用途的基

础上被开发出来的，而是诞生于旭化成

自身的技术体系、以企业角度为先的产

品。最初在开拓用途方面费尽心力。

　　起初，试图通过铅蓄电池隔膜来拓

展用途，但无法盈利，因此也考虑过退

出该业务。从换流器、净水器到手套、

人工肺，研究了各种用途并试制了产品。

研究过的用途多达近1000种。历经波折

后，机遇终于浮出水面，首先将其用于

纽扣电池的隔膜，之后是锂离子一次电

池。

　　进一步将用途扩大至锂离子二次电

池，1990年代用于摄像机。此后，得益

于手机的迅速普及，在手机电池上得到

应用，市场份额爆发式增长。即使在困

境中也锲而不舍地探索用途，不断挑战。

成功源于旭化成的本色。

分析问题的模造纸贴满整面墙

　　旭化成的本色在最初的产线启动中

也发挥了作用。当在拉伸机上穿膜的过

程遇到困难时，为了找到症结所在，我

们竭尽所能进行观察。遇到问题就在模

造纸上记下要点，最后工厂的整面墙都

贴满了模造纸。就这样脚踏实地、克服

难题，耗时1年完成了一号机。这一成果

源于旭化成坚持不懈的本色。

　　近年来车载LIB市场扩大，隔膜的需

求也急速增加。为应对这一形势，每年

都增设产线，力求提高产能。但每年增

设产线的话，已启动的产线稳定运转之

前，就要建设下一条产线。于是工厂和

生产技术部人员齐心协力，逐一解决技

术课题。在生产计划上也下了很大工夫，

顺利实现了新产线的启动。

　　运转后的产线在运营方面的问题也

堆积如山。每启动一次产线，都有新的

人才加入，曾经有一段时间，过半数操

作工都是新人。因此，为了让新手操作

工迅速上手，在生产一线制定了培训计

划，引入导师制度来进行OJT指导。在

生产一线积累的真知灼见得到继承，产

线运营也变得稳定起来。

　　业务起步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

逐一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谱写了HIPORE

的历史。无论回想哪个场景，脑海中都

会浮现“坚韧”这一关键词。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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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600的C面电子显微镜照片（10000倍）

问题点 问题点

问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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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化成微电子（下称AKM）的LSI

（大规模集成电路）在通信、存储和音

频等领域拥有傲人的市场份额，但其产

品化和市场建立之路并非坦途。

　　例如用于手机等的温度补偿型晶体

振荡器（TCXO）IC产品一度被叫停，

最终摆脱危机，取得成功。

　　为了实现高性能和小尺寸，开始开

发模拟式TCXO IC，但单芯片补偿晶体

频率波动的技术开发举步维艰，甚至被

当时的负责人下令“停止开发”。即便如

此，开发团队也不放弃，恳请“再挑战

一次”，把握最后的机会解决难题，最终

实现了产品化。此后，AKM的TCXO IC

几乎占据了100%的市场份额。

　　用于CD-R/RW驱动器的Lead 

Channel LSI（Rch-LSI）也命途多舛。

　　AKM期望Rch-LSI在HDD（硬盘驱

动器）上发挥用途，从美国IMP公司引

进了CMOS高速滤波技术，但用于HDD

的Rch-LSI发展迅猛，引进的技术无法

满足新的需求，始终无用武之地。在

CDROM规格的技术许可方的提议下，

定制开发CD-R/RW驱动器Rch-LSI，向

光盘用途转换方向。共同开发出全球首

款CD-R/RW Rch-LSI，为小尺寸、低

价CD-R/RW驱动器的实现和普及做出

了贡献。得益于此，CD-R/RW Rch-LSI

获得了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

　　全球首款立体声音频AD转换器

（ADC）以及单芯片整合ADC和DA转

换器的CODEC※，最初也不温不火。

　　ADC“AK5326”被数字音频磁带

（DAT）采用，但市场本身并没有扩

大。AKM运用独家的营销策略，在高端

小型元件的图形均衡器和电子乐器上觅

得生路并拓宽ADC市场。

　　针对迷你光盘（MD）开发的CODEC

“AK4501”起初也由于MD设备的低

迷未能建立起市场。但得益于便携式

MD和个人电脑声卡的出现，CODEC得

到采用，市场也随之浮出水面。此后，

进一步搭载于数码摄像机和数码照相

机，销售额突飞猛进。

真诚应对、克服困难

　　围绕LSI还存在其他困难。

　　TCXO IC被集成在晶体厂家的TCXO

组件中加以利用，因此以“晶圆”状态

出货，不受理品质投诉的AKM首次以

“不受理投诉”的形式提供产品。因为

即使出现问题，也无法锁定原因发生在

IC、晶体还是加工工艺，但起初晶体厂

家并不同意。即便如此，出现不合格产

品时，AKM依然通过协助不良分析等方

式尽可能构建品质保障体制，赢得客户

信任，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份额。

尽管市场急剧扩大，但最初CD-R/RW 

Rch-LSI的收率上不去，面对客户，发

生了供应不足的问题。但各部门团结一

致，努力改善收率并增强设备，解决了

问题。实现销售额的大幅度提升。

LSI设计CAD为成功助力
　　而且大家不得忘记的是AKM自主开

发进行LSI设计的CAD（计算机辅助设

计），是一个引领LSI业务走向成功的要

素。

　　1984年前后，LSI设计CAD基本

在企业内部开发，AKM陆续开发了自动

设计SCF（Switched Capacitor Filter）

电路的CAD等全球顶级的CAD，为提高

自身的LSI设计的生产效率做出了贡献。

该系统由LSI设计人员和CAD开发人员

在生产一线交换意见，共同开发。其中

也充分体现了AKM跨部门的整体意识。

用技术引领世界，扩大市场份额

LSI（大规模
集成电路）

坚持不懈地开发，
与客户一起建立市场
为手机、CD-R/RW、
数字录音的普及做贡献

14

AD转换器
CODEC

温度补偿型
晶体振荡器
IC

领先全球、
共同开发取得成功
市场份额达90%以上

CD-R/RW
用于驱动器的
Lead Channel

LSI

摆脱“停止开发”的危机，
提供周到的支持，
取得100%的份额

用 于 手 机 等 的 温 度 补 偿 型 晶 体 振 荡 器

（TCXO）IC的技术开发举步维艰，产品一度

被下令“停止开发”。坚持不懈地开发，实现产

品化后，为客户提供周到的支持并赢得信任，

实现将近100%的份额。

从美国公司引进的技术原计划用于HDD，

后被转用于光盘驱动。与CD-ROM技术许

可方一起领先全球开发出用于CD-R/RW驱

动器的Lead Channel LSI（Rch-LSI）。取

得全球市场90%以上的份额。

引进技术，计划用于HDD
转用于光盘驱动器

单芯片难以补偿晶体的频率波动，接到“停止开发”通知的开发团队恳请

“再挑战一次”，用全新的思路克服了难题。

期望Rch-LSI在HDD上发挥用途，引进了CMOS滤波技术，由于HDD提速

迅猛，技术变得无用武之地。在探索用途的过程中，接受提议，针对

CD-R/RW进行定制开发。

在被告知“停止开发”的
情况下，恳请“再挑战一次”并取得成功

开发过程

发生问题时，协助不良分析
TCXO IC以晶圆状态出货，因此以

不受理品质投诉的形式提供产品。即

便如此，当客户有问题时，AKM依

然通过协助不良分析等形式提供强有

力的支持，并赢得了信任。

尽管CD-R/RW市场急速扩大，但起

初收率很低。面对客户，发生了供应

不足的问题，相关部门齐心协力改善

收率并强化生产设备，渡过难关。

AD转换器
CODEC

凭借全球顶级的性能
提高LSI设计的生产效率

LSI设计
CAD

凭借全球首款产品
开拓数字音频市场

立体声AD转换器和单芯片CODEC。开发全

球首款产品时，市场并没有建立起来。但

AKM运用独家的营销策略，与大型制造商

合作，在数字音频市场扩大了份额。

出色的LSI的开发需要出色的LSI设计人员和

出色的LSI设计CAD。出于这一想法，AKM

持续开发出自动设计SCF（Swi tched 

Capacitor Filter）电路的CAD等全球顶级

的CAD。为提高生产效率做贡献。

LSI设计人员和CAD开发人员
齐心协力、敏捷开发

CMOS工艺有利于实现小尺寸和低功耗，但在精度和噪声方面存在缺点。

AKM对从海外引进的CMOS、AD转换器技术进行了独特的改良，从而消

除了缺点。

CAD开发人员开发的CAD供LSI设计人员使用。发现问题时告知CAD开发

人员，立即修改。通过这种循环，CAD升级进化。各部门齐心协力，敏捷

开发。

对引进的技术进行自主改良，
克服精度、噪声方面的缺点

开发过程

开发过程

开发过程

克服困难 与大厂家合作 克服困难 CAD开发人员无LSI设计经验

克服困难 不受理投诉 克服困难 需求激增

在力求创造更好的产品这一点上达成共识
CODEC要被采用，需要与大型AV设

备厂家合作。但厂家也有自己的

CODEC。为了让其放弃内部而选择

与外部合作，在力求创造更好的产品

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

为LSI设计人员设立委员会并开展合宿
缺乏LSI设计经验的CAD开发人员难

以准确领会LSI设计人员的要求。于

是，通过设立委员会、开展合宿，尽

力使双方的沟通变得活跃。

CD-R/RW
用于驱动器的
Lead Channel

温度补偿型
晶体振荡器

（1.6mm×1.2mm）

侧面（部分研磨）

晶体振子

温度补偿型 IC

设计、生产、检查团队团结一致，改善收率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这下麻烦了⋯⋯ 您遇到了
哪些困难？

我们要开发出更好的
CODEC！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这种装置或软件可以将数据进行双向的编码（encode）和解码（de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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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浆置换是将体内的血液先引出体

外，使用特殊的血液净化滤器，选择性

地去除血液中的致病物质，再将血液回

输体内的过程。这种新型疗法针对那些

“药物不见效、没有对症药、仅靠药物无

法救治”的患者。旭化成医疗40多年来

始终提供该疗法所需的装置和滤器，在

欧洲拥有顶级份额，在日本也凭借装置

以压倒性优势独占鳌头。

　　那么，引领市场的高性能产品是如

何诞生的？回顾产品开发的历史可知，

这得益于自业务创立之初就与医务工作

者建立起并延续至今的牢固的信任关系。

　　要开发医疗器械，就要知道在治疗

现场实际如何使用、需要哪些功能。从

“患者病床边”获取的信息必不可少。

　　于是旭化成医疗的营销团队深入治

疗现场，获取的第一手信息。正是通过

为医生、护士、临床工程师等在治疗现

场提供信息和技术指导的“现场工作”

（根据行业规定，目前只在特定的限制条

件下实施）而得来的。

　　通过长时间并且多次的技术指导，

从医生处获得血液中应去除的目标物质

等治疗需求相关信息。同时也获得对设

备和滤器性能的要求的相关信息。然后，

营销团队将这些仅凭诊室面谈无法获取

的一手信息带回并传达给企划、开发、

制造部门。开发相关人员齐心协力，根

据医疗现场的需求，开发并改良设备和

滤器。

　　正因为怀着使命感，要挽救那些

“药物不见效、没有对症药、仅靠药物无

法救治”的患者，旭化成医疗的开发人

员不敢懈怠。同时，正是这种使命感将

医疗现场的医务工作者和旭化成医疗的

相关人员联结在了一起。

　　被这一使命感联结起来的不仅是日

本的医疗现场，还有欧洲的医疗现场及

当地的代理商。

　　血浆置换业务的海外拓展始于1980

年代末。主要目标市场是德国和法国。

不过，日本的设备和滤器并不能直接适

用于海外。体格不同于日本人，因此需

要进行各种调整，并且保险的体系也不

一样。

　　因此，为了开发符合当地需求的产

品，旭化成医疗强化了与当地代理商的

合作机制。通过挽救患者这一使命感与

代理商联结在一起，通过他们开拓了市

场。

　　为开拓市场，欧洲当地的代理商采

用了与旭化成医疗日本营销团队同样的

模式。他们深入医疗现场，与各诊疗科

室的意见领袖合作从而获取信息，将这

些一手信息传达给日本的旭化成医疗，

医疗公司的开发团队进而开发出符合欧

洲规格、标准和需求的产品。进一步投

资临床研究，支持医生的研究意愿。

　　通过这些稳健的市场开拓，2008

年，除了传统的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适

用血浆置换治疗保险外，高Lp（a）血

症也被列入保险范围。

　　以此为契机，旭化成医疗的血浆置

换业务在欧洲迅速扩大。欧洲医疗现场

和当地代理商及旭化成医疗，三方因挽

救患者这一使命感而联结在一起，从而

取得了成功。

　　血浆置换业务本着“希望为医疗提

供新的选项”这一宗旨开发产品。还有

一个现实情况是，老实巴交地追加功能，

会增加成本，从商业角度来说是不利的。

但即便如此，为了满足需求，依然进行

改良，创造出最高性能的产品。因为这

样能挽救尽可能多的患者。不计盈亏，

将新生儿用品加入产品行列中也是出于

挽救患者这一想法。毋庸置疑，血浆置

换业务是为保护“生命”做贡献的业务。

在欧洲拥有顶级份额，引领日本国内市场

血浆置换业务

15

在医疗现场提供支持
探寻产品需求
销售团队通过技术指导工作（现因行业规定

而停止），在为医疗现场的医护人员提供支

持时，了解到血液中应去除的目标物质等治

疗需求。

血浆置换业务的产品种类繁多，40多年来生生不息。坚持产品改良，为疑难杂症的治疗开辟道路。 

将医疗现场获取的信息
用于开发
将现场获取的信息带回并传达给企划、开

发、制造部门，根据需求开发装置和滤器。

从使用器械的现场获取信息并用于开发是一

大特点。

与学会合作
扩大适应症范围
与血浆置换学会的理事会成员和诊疗科室的

意见领袖合作，扩大器械治疗的适应症范

围。许多患者因此得救。

医疗现场和业务人员拥有共同的
挽救“生命”的使命感
引领世界的医疗仪器
诞生于患者的病床边

● 在医疗现场提供支持，从中获取信息并用于产品开发

● 业务始于胸腹水过滤浓缩静脉回输系统。坚持产品改良

还提供新生儿专用装置、滤器
为所有患者做贡献

还开发了新生儿专用滤器和装置。即使患者人数少

也不计盈亏，履行支持“生命”的使命。覆盖从新

生儿、幼儿到成年人的整个市场。

胸腹水过滤浓缩
静脉回输系统

“AHFTM”系列（滤膜、浓缩膜）

“PlascitTM”系列（装置/ME技研） Plasautoμ（装置/MED-TECH）

血浆置换疗法
选择性血浆成分吸附器

“ImmusorbaTM”

“PlasorbaTM”

生物体组织粘合剂
调整系统

“CryosealTM”CS-1（装置）

“CryosealTM”一次性工具包

血液净化装置
（MED-TECH）

“PlasautoμTM”系列

“ACHTM”系列

持续徐缓式血液滤器
“PanfloTM”

“ExcelfloTM”

血浆置换疗法血浆分离器 “PlasmafloTM” ※1979年在欧洲率先销售

血浆置换疗法血浆成分分离器 “CascadefloTM”

吸附式血液净化器 “HemosorbaTM”※1979年在欧洲率先销售

人工心肺残血浓缩器 “CardiofloTM”

白血球吸附材料 “CellsorbaTM” “CellsorbaTM”

“ExcelfloTM”

“PlasautoμTM”

※虚线为其他公司经销品

AHF

“PlasmafloTM”

“ImmusorbaTM”

“PlasorbaTM”

“CascadefloTM”

“HemosorbaTM”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10年 2020年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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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办公的推广和全球变暖使

住 宅 的 基 本 性 能 得 到 重 新 审 视。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隔热性。旭化

成的“NeomaTMFoam”具有“高隔热

性”，阻断外部的酷暑和严寒，保持舒适

的室内温度，因此备受用户青睐。

　　以高隔热性、长期隔热性、阻

燃 性、环 保 这4大 性 能 为 卖 点 的

“NeomaTMFoam”在开发过程中，领先

时代、抢占先机。

推出新产品后立即开发下一款产品

　　旭化成隔热材料的历史始于旭陶

（与美国陶氏化学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

1962年发售的“StyrofoamTM”。此

后，由 于 合资关系解除，不再经营

“StyrofoamTM”，于1984年推出了聚乙

烯隔热材料“SunyLiteTM”，这款新产品

问世后，旭化成又立即着手开发下一款

产品，即之后的“NeomaTMFoam”。

　　当时日本的建材行业还没有阻燃性

强的泡沫塑料型隔热材料。“SunyLiteTM”

的阻燃性也不强。为了保护房屋，需要

开发不易燃烧、高性能的泡沫隔热材料。

旭化成怀着使命感，抢先开发。

　　在开发过程中，注意到了平底锅把

手和锅盖所使用的酚醛树脂材料。在三

重县铃鹿市的研究所安装台架生产装置，

开展酚醛泡沫的研究。在茨城县猿岛郡

的建材研究所也尝试了各种隔热材料，

逐步深化研究。

　　与此同时，1992年在公司内部创立

了酚醛树脂隔热材料商业化项目。正是

在这一时期，“SunyLiteTM”的销量稳步

增长并成长为业务支柱。不能满足于

“SunyLiteTM”的成功，要抓紧时间开发

社会大众真正需要的产品。旭化成在这

里也抢占了先机。

　　然而，酚醛树脂的发泡技术比最初

预想的还要艰难。因此，旭化成决定从

美国Owens Corning公司引进先进的酚

醛泡沫发泡技术。工程师们共耗时8个月

在当地开展研究，确立稳定的生产技术，

制造了数千m2的试制样品并带回日本。

行业首创非氟碳化合物发泡技术

　　此后，在1997年又做出了另外一项

重大决定。决定利用非氟碳化合物发泡

技术实现商业化。自1990年代中期以

来，氟碳气体一直被视为破坏臭氧层和

导致全球变暖的元凶。旭化成迅速对此

做出反应。

　　话虽如此，氟碳气体在工业上易处

理、易获得高性能，弃之不用而采用酚

醛树脂发泡，技术难度很大。化学部门

（铃鹿）和建材部门（境）因此联动起

来。通过跨部门的研究，开发出独家的

合成发泡技术，完成了业界首款利用非

氟碳化合物发泡技术制造的高性能隔热

材料“NeomaTMFoam”。

　　2000年 推 出 超 前 开 发 的

“NeomaTMFoam”。以住宅隔热材料为

主，销量稳步增长，阻燃性受到好评，

还被重要文化财产的收藏设施采用。

　　利用高隔热性确保舒适的室内温度，

有益于人们的健康。有助于节能。阻

燃性有助于保护房屋。非氟碳化合物

发泡技术和工厂内及出货后的材料回

收 有 益 于 环 境。“NeomaTMFoam”

真正在为“生命”和“生活”做贡献。

备受追求高隔热性的用户
高度青睐的隔热材料

Neoma Foam

领先时代、抢先采用
酚醛树脂、非氟碳化合物

利用高隔热性材料为人们的健康与
节能做贡献

● 从“StyrofoamTM”到“SunyLiteTM”，再到“NeomaTMFoam”

1962开始销售
“StyrofoamTM”

1984

1992

1995

1997

2000

小气泡实现高隔热性

●“NeomaTMFoam”的4大特点

酚醛树脂不易发泡。因

此，通过在初始阶段生成

许多气泡核（气泡的来

源）并逐渐固化树脂，成

功将闭孔率提高至94～

95%。

气泡微小如头发粗细（不到100μ）。气泡小，

由辐射引起的热传递就少，也几乎不产生对流，

因此不易导热。

闭孔可长期保持隔热性
气泡不仅小，且彼此独立，不易破裂、

产生孔洞。发泡气体难以逸出，因此

可长期保持隔热性。

非氟碳化合物发泡技术
应对环境问题
不使用对环境造成负担的氟碳气体，领先

其他公司，利用非氟烃实现发泡。同时也

致力于工厂内的废料回收和出货后的回收。

与陶氏化学公司成立的合资公司

旭陶推出挤塑聚苯乙烯泡沫

“StyrofoamTM”。

开始研究使用酚醛
树脂的隔热材料

为了实现“SunyLiteTM”不具备

的耐热性，开始探索新材料。映

入眼帘的是用作平底锅把手材料

的酚醛树脂。铃鹿市的树脂研究

所和建材研究所正在逐步深化研

究。

“SunyLiteTM”发售
与陶氏化学公司解除合资关系后，

为了隔热材料业务的存续，开发新

材 料。推 出 聚 乙 烯 隔 热 材 料

“SunyLiteTM”。

在“SunyLiteTM”的
增长阶段创立酚醛树脂隔
热材料商业化项目
“SunyLiteTM”的销量稳步增长不久就创

立了酚醛树脂隔热材料商业化项目。这

是铃鹿研究所和建材研究所的联合项目。

利用酚醛树脂实现高阻燃性
酚醛树脂是耐热、不易燃烧的材料。即使遇明火

也只会碳化，不会燃烧蔓延。这一阻燃性受到好

评，被重要文化财产等的收藏设施广泛采用。

引进国外技术
从美国Owens Corning公司引进

先进的酚醛树脂发泡技术。派往

当地的工程师确立了稳定的生产

技术。

决定利用非氟碳化合物发泡技术实现产品化
氟碳气体被视为破坏臭氧层和导致全球变

暖的元凶。决定利用“非氟碳化合物发泡

技术”来实现产品化。工厂建设与技术开

发同步进行，完成了业界首款非氟碳化合

物发泡高性能隔热材料。

“NeomaTMFoam”发售
将商品名称定为“NeomaTMFoam”并正式开始销售。主要

用于住宅领域的外墙隔热施工法，推广至许多住宅。

“NeomaTM”是“Neo MaterialTM”的缩写。

泡沫发泡
软

硬

粘
度

时间

10秒后

传统的酚醛树脂

其他隔热材料

“NeomaTMFoam”

“NeomaTMFoam”

30秒后 燃烧后

京都大原三千院圆融藏

通过合成发泡
形成独家技术

注意到酚醛树脂

为了造福社会！

领先时代当机立断

海外研究共耗时8个月

在发泡的初始阶段，会
产生许多气泡核，最终
变成气泡。

分阶段固化树脂，防止气泡之间的
结合和气泡膜破裂。

急速剧烈地固化树脂，气泡容
易破裂，气泡相互结合、气泡
膜破裂。 传统的酚醛泡沫

“NeomaTMFo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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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建业务无经验！
“为了造福社会”挺身而出
面对大型开发商都遭遇挫折的这

一老大难项目，旭化成住宅本着

“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居民，为

了造福社会”这一精神挺身而

出。但公寓翻建没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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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旧公寓的翻建有难度。能够消化

容积率的合理设计、翻建期间的临时住

所和搬家等问题，需要解决的课题堆积

如山。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所有业主达成

共识。业主们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很

难达成共识。

　　在公寓翻建领域拥有日本国内No.1

这一傲人业绩的，是旭化成住宅的都市

开发部（现由旭化成不动产Residence

承接该业务，下称AFR）。

翻建公寓没有经验

　　创立公寓翻建业务的是一群没有翻

建经验的员工，他们从事过土地购入、

住宅和公寓的新建等业务。泡沫经济破

灭后，购地业务中止，凭借无需重新购

入土地的等价交换业务和法定二次开发

业务开启了新篇章。

　　员工们得到消息：“同润会江户川公

寓（总户数260户、业主223人）的翻

建计划被重新提上日程”。

　　该公寓的建设资金来自关东大地震

的部分复兴资金，竣工时被称作“东洋

第一公寓”。但修建了60多年的建筑物

已趋于老化。30年来翻建计划屡次被提

起，但都不了了之。大型开发商参与过

该公寓的翻建计划，但都没能落实，可

谓烫手山芋。

　　但因有外墙脱落和燃气泄漏等风险，

翻建是当务之急。居民也已老龄化。此

次计划被认为是最后的机会。此时，

AFR挺身而出：“这个业务具有社会意

义，一定要实现此次翻建！”

　　说起来容易，但公寓翻建是第一次。

有位员工被叫去加入翻建团队时说：“我

连《区分所有法》都没看过，没关系

吧？”负责的部长答道：“我也没看过，

一起学吧。”

　　之后，AFR参加了设计比赛。2001

年被选为事业合作商。

仔细聆听不安和要求

　　员工们的拼搏由此开始。除了共计

10次的说明会以外，还举办了2次个别

面谈。在盛夏没有空调的洽谈室里，汗

流浃背地仔细听取业主心中的不安和要

求，还为那些难以承担住房费用的人准

备好了“终身租住权制度”（支付较低租

金即可租赁的公租房）。同时为无依无靠

的高龄业主创立了“老年人扶助计划”，

还包括临时住所的斡旋和搬迁过渡期间

公寓翻建业绩日本国内No.1※

公寓翻建业务

针对每位业主的情况
真诚应对

凭借独栋住宅翻建的诀窍
达成共识

● 同润会江户川公寓翻建业绩第1号

泡沫经济
破灭后

住宅·公寓开发业务停滞不前

2000

17
从事分售公寓等开发业务的都市开发

部因泡沫经济破灭而遭受沉重打击。

人员缩减，需要购入土地的业务中

止。

活用独栋住宅翻建的经验，
解决每位业主的课题

面向所有业主举办了10次说明会，2

次个别面谈。认真听取每个人的不安

和要求，创立减轻经济负担的租赁制

度，为无依无靠的老人提供临时住

所。与管理工会干部之间也建立起了

信任关系。

同润会江户川公寓的
翻建计划再次浮出水面

翻建计划在过去的30年间被屡次提出，但均未达成共识。建筑物的老

化和居民的老龄化日益凸显，被视作“最后的机会”的翻建计划浮出

水面。

2001

2002

参与设计比赛，被选为事业合作商
在3家公司角逐事业合作商的设计比赛中，着重展示独栋住宅

翻建领域的业绩，被选中。

汇总从工作中获得的真知灼见，

为管理工会提供公寓翻建相关

信息。

2011公寓翻建研究所设立

2021 着手第42个公寓翻建项目
以城市为中心开展业务，2021年着手第42个项目。公寓翻建业绩

No.1。

2005 ATLAS江户川公寓竣工

决定翻建

转换为等价交换业务、
法定二次开发业务
作为新业务，开启等价交换业务和市区二

次开发等法定二次开发业务，即土地所有

人提供土地，开发商建成建筑物，然后按

出资比例划分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权。

决定翻建后历时3年终于完工。同

润会江户川公寓的原设计得到充

分体现的“再生”理念成为热议

话题。

严重老化的同润会江户川公寓。

翻建后，原设计也得到充分体现。

30年都未能实现的翻建！

的相关服务，化解大家的不安。

　　员工们坚忍不拔直面课题的精神也

感染了业主，作为翻建业务的共同体，

他们也产生了翻建的意愿并变得更加团

结。2002年3月，经大多数业主同意，翻

建得以通过。“同润会江户川公寓”变为

“ATLAS江户川公寓”，并最终于2005

年竣工。

　　员工们将独栋住宅翻建业务中培养

的敬业精神和技术诀窍加以传承和活用，

直面每位业主的问题，因为公寓的每一

户都承载着业主的一生。充分应对每位

业主的需求，其结果是一共234家住户，

户型竟多达50种左右，几乎等于独栋的

水平。

　　从值得纪念的首个项目开始到2021

年，AFR历经42个翻建项目。将工作中

获得的真知灼见汇总起来，也通过“公

寓翻建研究所”（2011年设立）来提供

信息。从“员工均无经验”起步的公寓

翻建业务。AFR毋庸置疑地成为了行业

领袖。

※旭化成Residence依照《使公寓翻建等顺利推行的法律》参与的翻建工会认可实绩。（工业市场研究所2021年4月1日统计）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为了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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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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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治疗骨质疏松症做贡献

益盖宁·Teribone

18 益盖宁®

长年累月反复实验，
即使遭遇临床试验中断，
也凭着“为了患者”这一精神

成功克服困难
抑制骨吸收

1

1969开始降钙素的研究

“益盖宁®”直接作用于具有破坏骨（骨
吸收）功能的破骨细胞，抑制骨吸收，对

疼痛发挥镇痛效果。

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法

TeriboneTM

促进骨形成
2

“TeriboneTM”促进骨形成，形成新

骨。破解开发中断的危机，成功发售。

1984 开始研究副甲状腺激素

1988 开始临床试验

2002 临床试验（骨折试验）中止

2007 开始新的临床试验（骨折试验）

2011 “Teribone皮下注射剂56.5μg”发售

2019 “Teribone皮下注射剂28.2μg自动指示给药器”发售

　　骨质疏松症，是指“骨吸收”（破坏

老化骨）和“骨形成”（生成新骨）的平

衡受到破坏，骨吸收高于骨形成，导致

骨量减少，骨质量下降进而容易引起骨

折，且合并慢性腰背痛症状。旭化成制

药为骨质疏松症提供更多治疗新药，为

该病的治疗方案做贡献。

　　骨质疏松症的治疗分为“抑制骨吸

收”和“促进骨形成”这2种方案。旭

化成制药分别开发并提供这2种方案的

治疗用药。

　　首先，骨吸收抑制剂：“益盖宁®”。
东洋酿造早在与旭化成合并前的1969

年，既已开始研究含有抑制骨吸收成分

的“降钙素”。由于从鲑鱼身上提取出

的“鲑鱼降钙素”已被确认具有高活

性，所以东洋酿造转而关注同样往返于

河与海之间的鳗鱼。从鳗鱼的食道和心

脏成功提取出降钙素之后，又历经了长

达4年“旷日持久”的提取·精制作业，

反复试错，终于成功获得了3mg的鳗

鱼降钙素。之后进行了3次相同的作业，

获得了7.6mg的鳗鱼降钙素。作业所需

鳗鱼高达约300万条。

　　之后，经过鳗鱼降钙素的离析、结

构确定和合成，成功获得了具有同等性

质且稳定性出色的“依降钙素”。1982

年，医药品“益盖宁注射液10单位”

上市。

遭遇临床试验中止，也不放弃

　　对骨形成起促进作用的是“TeriboneTM”。

研究开始于1984年，源于一篇论文报

告—“持续给大鼠投与副甲状腺激素

（PTH）会造成骨量减少，但间歇性投

与，则骨量会增加”。但间歇性投与

PTH，骨内的海绵骨骨量会增加，而外

部的皮质骨则会减少，这成为一大课题。

　　怎样才能只要增加效果，而不让皮

质骨减少呢—。开发团队仅在PTH的投

与上就花费了3-4个月时间，反复实验。

终于发现通过改变间歇性投与的时间点

能达到骨形成和骨吸收的平衡。

　　之后的1988年，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在新药批准申请最后环节的三期临

床试验中，又遇到了难题。平行推动的

动物试验发生了骨肉瘤，因此三期试验

紧急停止（2002年），开始追溯试验者

是否发生了骨肉瘤。之后花费了5年时

间，确认了无骨肉瘤发生。同时，在与

政府部门就临床试验的计划等内容进行

谈判的过程中坚韧不拔，终于迎来了临

床试验重启的局面。

　　其他制药企业遭遇临床试验中止时，

也许会放弃开发。但旭化成制药没有放

弃。因为心中有“为了患者”这一强烈

的信念，同时也收到了来自医师们的很

多支持—“治疗需要这个药，希望能继续

开发下去”。从开始研发过去了27年，

旭化成制药终于在2011年开始发售

“TeriboneTM”。

作为依从性好的制剂，继续升级

　　“益盖宁®”和“TeriboneTM”作为
“依从性好的制剂”，上市后也持续优化。

“益盖宁®”是注射药，之后又开始发售
改良版“益盖宁注射剂20S”，将去医院

注射的频率从每周2次降为1次。而“益

盖宁注射剂20 预充式”则改良为事先将

药剂填充到注射装置里，使医护人员便

于操作。“TeriboneTM”原为每周一次

去医院注射的药剂，为减轻患者的外出

负担，之后开始发售患者居家可自行注

射的“Teribone皮下注射28.2μg自动

指示给药器”。且针头不外露，只需抵住

皮肤即可注射，减轻了患者自行注射的

恐惧心理。

　　历经数年反复实验，遭遇临床试验

中止也不放弃开发。“为了患者，无论如

何也要开发”的这股韧劲。旭化成的本

色孕育而成的骨质疏松症治疗药。

鲑鱼降钙素的高活性得以确认，由此关注到

同样往返于河与海之间的鳗鱼。研究所所在

地的静冈县大量养殖鳗鱼，因此脏器很容易

得到。

与鲑鱼同是往返于河与海
大量养殖，容易获得新鲜的脏器

1972从鳗鱼精制出高活性降钙素

1975鳗鱼降钙素的离析、结构确定和合成
依降钙素的合成

1981“益盖宁注射剂40单位”发售

1982“益盖宁注射剂10单位”发售

1993“益盖宁注射剂20S”发售

2004“益盖宁注射剂20S 预充式”发售

最初从三岛的鳗鱼店，之后从烧津的鳗鱼养殖场收集大量鳗

鱼，提取并精制鳗鱼降钙素。为获得足够的成分量，所需鳗

鱼高达约300万条。

从300万条鳗鱼中
提取并精制鳗鱼降钙素

动物实验中发生了骨肉瘤，临床试验中止。首先确认试验者

是否发生了骨肉瘤。得到医师们的支持，没有放弃开发，与

政府部门重新探讨临床计划。终于在5年后重启试验。

得到医师们的声援，
与政府部门反复谈判、重启试验

功能·效果：骨质疏松症的疼痛

每周2次、去医疗机构注射

功能·效果：高钙血症、骨佩吉特氏病

功能·效果：骨折高风险的重度骨质疏松症

每周2次、可居家自行注射

每周1次、去医疗机构注射

事先将药剂填充到注射装置里

关注鳗鱼！

减少去医院的次数！

老年人依从性好

便于操作！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鳗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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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只要
增骨的
效果？

无论如何
也要重启
临床试验！



　　深紫外线（UVC）因新冠疫情而备

受瞩目。

　　UVC是 一 种 拥 有200～ 280nm

（纳米）短波长的紫外线，虽然太阳光中

也有，但由于被臭氧层吸收，所以无法

到达地表，人眼看不到。充分利用此特

性可破坏细菌或病毒的DNA，使其灭

活。

　　旭化成和其全资子公司Crystal IS

（美国）成功开发出了高功率发射这种深

紫 外 线 的 深 紫 外 线 发 光 二 极 管

（UVC-LED）产品，强势引领当今的全

球市场。

　　UVC-LED业务始于技术创新公司

Crystal IS的收购。契机是2009年。当

时旭化成开始关注作为化合物半导体材

料的氮化铝，进行基础研究，正巧

Crystal IS公司提出为其出资的方案。次

年，旭化成派出的2名技术人员对该公司

的技术给予了高度评价“走在时代尖端、

大有前途的技术”，最终于2011年将其

纳入旗下。目的是通过灵活运用Crystal 

IS公司的氮化铝基板制造技术和旭化成

的化合物半导体制造技术的优势，共同

创建新业务。

充满艰辛的海外共同开发

　　实际上，旭化成虽然从海外引进过

技术、收购过企业，但和外国公司共同

开发业务还是第一次。Crystal IS公司的

成员来自10多个国家，与其共同开发业

务的过程充满了艰辛。

　　语言不同，价值观也不同。每个国

家的需求也不一样。将细微的意见统合

起来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有时差的情况

下，原定1个小时的会议有时延长到3个

小时，开会的次数也增加了。每次都是

沸沸扬扬重复讨论。

　　旭化成的论点基于业务，而Crystal 

IS公司则坚持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双

方意见不和的情况时有发生。

　　于是，双方将彼此的职责加以明确，

即“Crystal IS公司集中精力制作氮化铝

基板，旭化成则负责制作LED”。由此，

双方的沟通变得顺畅，团队也有了凝聚

力。

　　团队形成合力使技术的升级加速，

2014年推出用于分析和测量水质等的仪

器“OptanTM”，是使用了单结晶氮化铝

基板的全球首款UVC-LED产品。之后于

2016年发售用于杀菌的UVC-LED产品

“Klaran GDTM”。氮化铝基板技术和化

合物半导体技术之后进一步升级，2018

年推出了对细菌和病毒灭活最为有效的

265nm波长“Klaran WDTM”，为全球

最高功率输出。

因新冠疫情而收到纷至沓来的咨询

　　但最初让客户理解“杀菌和病毒灭

活的价值”颇费周折。在这样的背景下，

新冠疫情成了强劲的东风。正因为一直

致力于尽快开发出能够满足“杀菌和病

毒灭活”这一潜在需求的技术，所以这

次抓住了商机。

　　2020年，新冠疫情扩散，来自全球

各地的询价是之前的10多倍。2021年，

大金工业开始发售搭载了“Klaran 

WDTM”的空气净化器。能够搭载于各种

应用产品上的UVC-LED业务急速增长。

　　与海外的技术创新公司共同开发充

满了艰辛。但回顾来路，正是因为开发

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观不同，才

造就了全球最高品质的产品。价值观不

同，所以才会彻底地讨论并深挖议题。

由此产生出崭新的想法。为全球民众的

“生命”与“生活”做贡献的UVC-LED，

可以说正是源自这种多样性。

氮化铝基板

与Crystal IS公司开始接触

138 139

全球最高功率输出的产品
为病毒灭活做贡献

UVC-LED
（深紫外线LED）

收购美国的技术创新公司，
携手开发业务
多样性带来
开发的活力

19

● 收购Crystal IS公司，日美携手开发业务

● 因为多样性，所以想法也是多元的

技术创新公司Crystal IS前来

洽谈要求出资的事宜。次年，

旭化成派出技术人员。

收购Crystal IS公司
对该公司的高水平技术进行确

认后，决定收购。瞄准水杀菌

终端设备等领域。

发售杀菌用UVC-LED产品
“Klaran GDTM”

在分析·测量仪器领域之后，推出杀菌用

UVC-LED产品，输出也提高了。

2009

发售小型UVC-LED流水
杀菌器“Klaran-AKRTM”
能够杀灭99.9%的大肠菌。计划用于

住宅给水服务器、净水器和医疗机构

等。

2011

发售全球首款使用了单结晶氮化铝基板的
UVC-LED产品
“OptanTM”
用于水质监测和管理等分析·测量仪

器的UVC-LED产品。

2014

2016

发售“Klaran WDTM”
实现了265nm波段
全球最高功率输出

实现了全球最高功率输出

发光波长265nm，对杀菌最有

成效

搭载于
大金工业的

“UV Streamer空气净化器”
搭载“Klaran WDTM”。与大金的技术形成组

合，抑制病毒。

2018

与波士顿大学开展共同研究
实证新冠病毒的灭活性
确认并公布“KlaranTM”的发光波长可使新冠病毒灭

活。

2020

2021

使氮化铝的晶体在高纯度状态下变大，这

一技术十分出色。晶体变大，则每个基板

的成本降低，能够实现批量生产。

旭化成的优势是通过半导体业务积累起来的LED制造技术和工艺，这使大

量生产质量稳定的产品成为可能。在提高氮化铝基板的质量方面，也运用

了旭化成的技术。

Crystal IS公司的优势是
氮化铝基板制造技术

在日本、美国、欧洲和中国这4个网点反复讨论。

价值观不同，造成讨论所需的时间加长，但议题得

以深挖，从而诞生崭新的思路。

超越文化差异，反复讨论，
叠加创意

新冠疫情中通过解决病毒或细菌灭活，给净水器、供

水机等设备杀菌的需求，为社会做贡献。

为病毒、细菌的灭活做贡献

旭化成的优势是
化合物半导体制造技术

红外线可视光线紫外线

UVC UVB UVA

200～280nm
旭化成的UVC-LED

～320nm ～400nm 近红外线
（800～2500nm）

蓝光
（380～500nm）

ALN基板
旭化成是最早关注氮化铝这一化合物

半导体材料并进行研发的公司。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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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监测心电图，出现脉搏紊乱时发出警报 为全球超过10万患者提供治疗

2018 公布了在90天将总死亡率
减少36%的试验结果

2014 在日本开始使用。
治疗人数超过10万（截至2014年）

2010 治疗人数超过3万

2009 在欧洲开始使用

2008 治疗人数超过1万

2006 将Lifecor, Inc.收为子公司

2002 在美国和加拿大开始销售

1996 “LifeVest®”的设计、制造、销售
资本参与Lifecor, Inc. 

140 141

全球首发的穿戴型自动除颤仪

Life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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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监测心电图
对脉搏紊乱发出警报
降低心脏猝死的风险
“生命”的救生衣

　　根据WHO 2019年的调查，全球死

因之首是虚血性心脏疾病（心脏病或心

肌梗塞、心绞痛等血液无法充分到达心

肌造成的疾病），在所有死因中占16%，

每年的死者达到890万人。在这些患者

当中，有一部分人有心脏猝死的风险。

　　卓尔（ZOLL）在全球首发的穿戴型

自动除颤仪“LifeVest®”，通过让具有
此类风险的患者日常穿戴，持续监测心

脏的状态，当有可能造成心脏猝死的脉

搏紊乱发生时进行自动除颤（电击）。

　　之前的应对方法是通过手术在胸部

植入除颤仪（ICD）或在家中设置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所以对患者来讲是

新的治疗选择。不确定是否适用ICD的

患者、适用ICD但需要等待植入手术的

患者、刚被诊断为心衰的患者、冠状动

脉再建术后的患者等等，均可使用。

　　除颤治疗之前的流程如下。背心上

配备的心电图电极持续监测并解析心电

图，当发现威胁生命的脉搏紊乱时，通

过振动、警报或声音等告知患者。患者

有意识时，可自行延迟不必要的电击。

患者失去意识时，除颤仪电极自动放出

啫喱，开始电击。

　　将收集的心电图数据传送给医生，

医生通过对长期的脉搏紊乱进行风险评

估，制定更为恰当的治疗方案。

　　“LifeVest®”是卓尔2006年纳入子
公司的Lifecor, Inc.设计、制造并销售的

产品。2002年开始在美国和加拿大销

售，2009年开始在欧洲、2014年开始

在日本供应。在日本的审批极为快速，

仅用时约9个月，因为当时的日本脉率不

齐心电学会希望尽快引进。

　　据2014年的统计，已为全球超过10

万患者提供了治疗。2018年，更是取得

了更是取得了佩戴“LifeVest®”90天，
总死亡率减少36%的试验结果。

　　降低心脏猝死风险、引领急救医疗

领域的LifeVest业务，正是守护“生命”

的事业。

出现心脏猝死高风险的脉搏紊乱时，电击前

的瞬间从除颤电极自动放出导电性啫喱。

检测出脉搏紊乱时，通过

振动、警报、声音、屏幕

显示等方式告知患者。患

者可自行延缓不必要的电

击。

心电图电极持续监

测心电图。

将收集的心电

图数据传送给

医生。患者可自行穿戴。

主导市场的
产 品 系 谱

Column
100年的
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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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十足的产品

“Lin-TaroTM”蚯蚓是鱼饵中的热门商品。用于生产宾霸的棉

籽绒的废料扔掉“太可惜”，将其做成蚯蚓饲料可实现再利

用。这就是旭化成开发该产品的初衷。1977年开始生产和销

售，销售额逐年攀升，1983年达3亿日元，居行业之首。畅

销的秘诀是鱼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棉籽绒和箱内土壤

管理以及包装方法的保障下，据说“可存活2～ 3个月”。

2007年该业务由其他公司接手。

9

“Lin-TaroTM”蚯蚓
用棉籽绒养殖的优质蚯蚓

一次性暖贴是冬季必备品，其原型由旭化成开发。1970年

代，当时正着力开发火药替代品的化药事业部从美国陆军使

用的取暖工具中获得灵感并着手开发，以铁粉和活性炭等为

材料，外包装采用旭化成的无纺布。反复试制并进行市场调

查，将商品名称定为“温暖先生TM”。然而，眼看商品就要上

市，公司却决定退出。1982年无纺布事业部受让了发热保温

体的专利，促使暖贴无纺布获得压倒性的地位。

“温暖先生TM”
开发出一次性暖贴的原型

Hamanaka以前是旭化成的集团公司。自1957年开始合作。

1959年推出以旭化成的人造丝为原料的“AndariaTM”，

随后又推出采用腈纶“CashmilonTM”且 色彩鲜艳的

“BonnyTM”以及兼具化纤的易处理性和天然材料的手感这两

种特性的“Hamanaka MohairTM”。毛质轻、不易起球、洗

后手感变化小的手工艺・手编线大受欢迎，1960年代至70
年代，掀起了手工艺一大热潮。虽然如今没有采用旭化成的

材料，但上述产品作为Hamanaka手工艺线的招牌产品，至

今也备受青睐。

“HamanakaTM手工艺线”
掀起手工艺热潮的长期热销产品

1936年推出谷氨酸钠调味料“旭味TM”。战争期间生产一度

中断，战后生产重启时，市场已扩大至全球，但同时，生产

也已扩大至全球，因此竞争很激烈。降低成本成为课题，于

是，旭化成引进了发酵工艺。产能随之提升，1962年月产量

达450t，为全球第二。与此同时，积极开展促销活动。通过

附赠世界邮票的服务和电视广告等形式向消费者宣传。1999

年将包括旭食品在内的食品业务转让给日本烟草产业（JT）。

“旭味TM”
凭借发酵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第　 章 旭化成的Cs3



个性十足的产品和技术

铀浓缩技术
运用离子交换膜技术的化学方法

语音识别中间软件“VOREROTM”
在桥梁的劣化诊断和健康领域也得到应用

爆炸焊接是指利用爆炸时释放的巨大能量，使异种金属瞬间

熔接的方法。所用炸药足以摧毁一栋大楼。通过爆炸焊接方

法形成的复合钢板被称为“BACLADTM”，具有出色的焊接强

度和加工性能，用于火力发电的冷凝器管板和油轮的油罐支

架材料等方面，全球均有需求。也用于3层结构的高档锅。日

本唯一一家生产BACLAD的爆炸焊接专门工厂（福冈县筑紫

野市），原址是战时日军挖的巨型防空洞。

爆炸焊接
异种金属板的瞬间焊接

《渥太华条约》于1999年生效，旨在遏止杀伤地

雷的危害。根据该条约，日本也有义务在4年内废

弃其拥有的100万枚杀伤地雷。拥有爆炸焊接等火

药类制造和处理技术的旭化成自2000年1月起，

在饗庭的试验所（滋贺县）对自卫队废弃的地雷进
行爆破处理，于2002年11月完成了约67万枚地

雷的处理工作。爆破处理前，当时的小渊首相也出

席了为纪念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而举行的启动仪式。

为和平做贡献

也为社会做贡献！

利用火药业务的技术进行爆破处理

日本80%的独栋住宅为木制，并且大部分采用传统（木制构

架）工法。1995年，旭化成推出预制工法木制住宅，即

“Scrum HausTM”。开发出可计算全尺寸结构的“ScrumTM工

法”，柱和梁采用高强度、高精度的结构用集成材，凭借自主

开发的耐力板以及将铸铁连接件与柱梁组合的施工技术，提

高了结构强度和施工精度。采用铁臂阿童木作为形象代言人，

试图大力宣传性能，但因卷入与传统木制建筑的竞争，2000

年停止接受新订单。

依靠国家补贴，基于离子交换膜技术，对铀浓缩技术进行了

研究，即“化学交换法”。当时已有的铀浓缩技术分为气体扩

散法和离心法，但都存在耗电量大、需要大量离心机的问题。

相反，化学交换法具有设备建设成本低、能耗小、易于运行

维护的优点。尽管当时普遍认为该方法难以投入实际应用，

但旭化成独家开发出吸附剂及设备，将其变为现实。当初的

目标开花结果，1991年结束了研究。

人工鱼礁是为诱集、保护和增殖目标生物而设置在海中的构

造物。旭化成开发出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FRP）的人工

鱼礁并开展业务。诱集鱼类的贝类2个月就附着在FRP的人工

鱼礁上，比混凝土材质等更快、耐久性强、性价比也高。

1980年投产，供应给兵库县尼崎市的钓鱼公园等各地。起

初，由于收不抵支，业务被重新探讨，1982年实现了盈利。

2008年，海洋资材业务转让给冈部株式会社。

旭化成于1998年率先推出语音识别中间件“VOREROTM

（VOice REcognition RObust）”，并将其嵌入汽车导航和便

携设备等。“VOREROTM”占用内存小，因此还可装载于内

存受限的车载设备产品，在嘈杂环境和车内也有高度语音识

别能力，支持日文、英文、中文等16国语言。除语音输入

外，还可用于桥梁的劣化诊断。目前，正在推进健康领域的

研究，如开发一款可捕捉轻微的心脏杂音、分析波形并通知

异常情况的设备等。

“Scrum HausTM”
采用装配式施工法修建木制住宅

人工鱼礁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材质

碳纤维主要面向飞机、工业、运动休闲市场。研发始于1970

年代，经历过一度中断后，于1979年重启。1981年与日本

碳素合资成立旭日本碳纤维。在富士新建工厂，由

“PewlonTM”（丙烯纤维）工厂供应原料，于1983年投产。

为推动复合材料业务，与Ciba-Geigy合资成立旭复合材料，

在守山建设生产装置，于1985年开启复合材料业务。此后也

持续开发高性能纤维并增强产能，1994年退出。

碳纤维
以网球拍为主要用途开展业务

1934年投产的硝化棉以氨的衍生品硝酸为原料，是最老牌的

产品之一。用于生产火药、“ChissoloidTM”（celluloid）、喷

漆、胶片等。1950年代，相机热潮兴起，胶片需求随之增

长。得益于合成树脂涂料市场的扩大，喷漆的销量也持续增

长至70年代前半期。1980年代，开发出用于VTR磁带的磁

性体分散剂“CellnovaTM”，支撑了硝化棉业务。并顺应时代

变化进行市场开拓。2003年，该业务被转让给法国贝尔热拉

克NC公司。

硝化棉
随时代变化开拓市场

爆炸穹洞横断面图

时任社长的山本一元在化药
事业部任职期间设计的方案

142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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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7m

约2.5m 沙石

厚约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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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库夫（右2）建立了“田径王国”长跑阵营的黄金时代。

赛前在赛道上试跑。

144 145

　　旭化成的旭阳会运动部累计派出57

名选手出战奥运，并获得8金、6银、4

铜共18枚奖牌。这段历史始于为员工福

利而设的“旭阳会运动部”。

　　首先于1946年设立了田径部、游泳

部、乒乓球部、棒球部和排球部。随后，

1948年增加柔道部，52年增加剑道部。

在延冈、川崎和水岛等工厂配备运动场

和体育馆，员工们通过参加体育运动，

保持健康，提高了工作积极性。

　　此外，在“All Asahi”这一标语的

基础上，地区间对抗赛和跨地区运动会

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增进了员工之

间的交流，提高了“旭化成是一个整体”

的意识。

　　参加过奥运会以及各种世界赛事的

顶尖选手也加入了旭阳会运动部。选手

也是员工，并不“特别”。旭阳会运动部

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爱好体育的员工们

奠定基础，顶尖选手位于塔尖。

　　这里也体现出了“旭化成是一个整

体”。大家为平时一起工作的同事加油声

援，鼓舞士气。选手的出色表现也提升

了旭化成的知名度。

　　不过，公司强烈要求身为员工的顶

尖选手们牢记一点。如下口号直截了当

地表达了这一点。

　　“先成为优秀的社会成员、企业员

工！再成为优胜者！”

　　树立赢得比赛的目标之前，先履行

作为社会成员和企业员工的职责。为避

免顶尖选手扎堆，旭化成将他们分配到

不同部门，与其他员工同样工作，训练

则从傍晚到深夜。这样日复一日地训练，

不仅提高了竞技实力，还增加了人情味，

并培养了对公司的忠诚。

　　背负着个人和公司的荣誉，以登顶

为目标，最终获得了多枚奖牌。

1956Melbourne墨尔本

大串启二（前起第2位）连续出战3届奥运会，分别是大学时期的墨尔本奥运

会以及加入旭化成之后的罗马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

上村春树发挥热心钻研的精神和与生俱来的大局观，在无差别级决赛中取得一本，获得胜利。

1960Rome罗马

广岛库夫 [田径 男子马拉松 第33名]

对阵罗马尼亚时，南将之接住了罗马尼亚Dragan的

扣杀

冈本登成为首位突破链球60m大关的

日本选手

1980
宗茂 [田径 男子马拉松]      宗猛 [田径 男子马拉松]

1964Tokyo东京

广岛库夫 [田径 男子马拉松 第31名]
大串启二 [田径 男子400m跨栏 预选赛落选]
大串启二 [田径 男子4×100m接力 半决赛第5名]
安田矩明 [田径 男子撑杆跳 预选赛第3名]
冈本登 [田径 男子链球 第13名]

1968
Mexico City
墨西哥城

南将之 [排球 男子 银牌]
油井洁雄 [田径 男子400m跨栏 预选赛第5名]

南将之 [排球 男子 铜牌]
三轮寿美雄 [田径 男子50km竞走 第27名]
岩下察男 [田径 男子5,000m 预选赛第6名]
大串启二 [田径 男子400m跨栏 预选赛第5名]
油井洁雄 [田径 男子400m跨栏 预选赛第7名]
田中章 [田径 男子110m跨栏 预选赛第6名]
冈本登 [田径 男子链球 预选赛落选]

在与东德的决赛中打出强劲扣

球的南将之

1972Munich慕尼黑

南将之 [排球 男子 金牌]

Moscow
莫斯科

（日本缺席）

上村春树 [柔道 男子无差别级 金牌]
宗茂 [田径 男子马拉松 第20名]

1976Montreal蒙特利尔

1988Seoul首尔

大迫明伸 [柔道 男子86kg以下级 铜牌] 米重修一 [田径 男子5,000m预选赛 第11名]
米重修一 [田径 男子10,000m决赛 第17名] 宫原美佐子 [田径 女子马拉松 第29名]

1984Los Angeles洛杉矶

宗猛 [田径 男子马拉松 第4名]    宗茂 [田径 男子马拉松 第17名]

宗氏兄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旭化成选手。虽未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但猛

（566号、左边是哥哥茂）在洛杉矶奥运会获表彰。

因伤病考虑过退役的大迫明伸华丽回归。

夺取的86kg级铜牌熠熠生辉。

从市民选手成长为马拉松日本代表的宫原美佐子（左起第3位）

被称为灰姑娘。

每日新闻社提供 ©THE MAINICHI NEWSPAPERS.

朝日新闻社提供 ©The Asahi Shimbun Company.

UPI=共同提供 ©UPI / Kyodo News.

每日新闻社提供

共同通信社提供

每日新闻社提供 朝日新闻社提供

共同通信社提供 ©Kyodo News.

PHOTO KISHIMOTO 提供 ©PHOTO KISHIMOTO

优秀的社会成员、企业员工们
成为奥运的优胜者！

激动人心的体育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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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柴正人 [柔道 男子66kg级 金牌]
大野龙二 [田径 男子10,000m 第19名]
高松正裕 [柔道 男子 73kg级 参赛]
塘内将彦 [柔道 男子81kg级 参赛]

2004Athens雅典

2020Tokyo东京

2008Beijing北京

内柴正人 [柔道 男子66kg级 金牌]
泉浩 [柔道 男子90kg级 参赛]

在激烈的比赛回合中胜出的65kg级中村行成（右）。

经过激烈交战，决赛摘得银牌。

千叶真子（右）是全球首位在之后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女子1万米

和女子马拉松两个项目上取得多枚奖牌的选手。

100kg级季军争夺战。羽贺龙之介（白）用寝技三角绞锁住对手，最终获得铜牌。

赛前说“至少能拿金牌”的大野将平（白）在73公斤级

决赛中如期夺得金牌。

池田向希为争夺金牌，激烈拼搏到最后一刻。

在男子20km竞走项目银牌确定瞬间摆出胜利姿势。

经过9分26秒的酣战，夺得有技。继里约之后，

大野将平（白）取得了第2枚73kg级金牌。

1992Barcelona巴塞罗那

2012London伦敦

中村兼三 [柔道 男子教练]

2016Rio de Janeiro里约热内卢

大野将平 [柔道 男子 73kg级 金牌]
永濑贵规 [柔道 男子 81kg级 铜牌]
羽贺龙之介 [柔道 男子 100kg级 铜牌]
佐佐木悟 [田径 男子马拉松 第16名]
村山纮太 [田径 男子5,000m 预选赛第22名]
村山纮太 [田径 男子10,000m 第30名]

2000Sydney悉尼

水濑贵规（白）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失利，但在复活赛和季军争夺战中

胜出，抱憾获得铜牌。

永濑贵规（白）展现出“不屈不挠

进攻到底的姿态”，获得81kg级金

牌，实现了夙愿。 

虽然当天受强风困扰，但森下广一依然保持

稳健的步伐，获得了银牌。（前排）

100kg级决赛中，篠原信一（蓝）与Douillet展开激烈角逐。因“世纪误判”，惜获银牌。

71kg级的中村兼三首次出战奥运，凭借坚忍

不拔的精神获得柔道金牌。

大野将平 [柔道 男子 73kg级 金牌]
永濑贵规 [柔道 男子 81kg级 金牌]
池田向希 [田径 男子 20km竞走 银牌]
川野将虎 [田径 男子 50km竞走 第6名]
相泽晃 [田径 男子10,000m第17名]

1996Atlanta亚特兰大

中村兼三 [柔道 男子71kg级 金牌]
中村行成 [柔道 男子65kg级 银牌]
中村佳央 [柔道 男子95kg级 第7名]
谷口浩美 [田径 男子马拉松 第19名]
千叶真子 [田径 女子10,000m 第5名]

森下广一 [田径 男子马拉松 银牌]
谷口浩美 [田径 男子马拉松 第8名]
大崎荣 [田径 男子10,000m 预选赛第14名]
南克幸 [排球 男子 第6名]

篠原信一 [柔道 男子 100kg以上级 银牌] 川嶋伸次 [田径 男子马拉松 第21名]
中村兼三 [柔道 男子73kg级 参赛] 佐藤信之 [田径 男子马拉松 第41名]
中村行成 [柔道 男子66kg级 第7名]

路透=共同提供 ©Reuter / Kyodo News.

每日新闻社提供 每日新闻社提供

每日新闻社提供

共同通信社提供 共同通信社提供

共同通信社提供

共同通信社提供

共同通信社提供

共同通信社提供

2021年7月23日‒2021年8月8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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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旭化成始终致力于社会与环境问题

的解决，通过提供产品和服务，展示解

决方案。

　　为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旭化

成围绕两个轴心开展活动。遵照旭化

旭化成始终致力于社会与环境问题的解决，通过提供

产品和服务，展示解决方案。2021

年制定了“可持续发展基本方针”，

追求“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和“可持续的企业价值提升”之间

的良性循环。

成提出的“Care for People, Care for 

Earth”，一个轴心是“在新常态下实现

生机勃勃的生活”（Care for People的

视角），另一个是“通过碳中和实现世界

的可持续发展”（Care for Earth的视角）。

　　“在新常态下实现生机勃勃的生活”

指的是，新冠疫情和异常气象频发等情

况下，世界异于往常，这是企业活动的

前提。从居住、健康、数字等角度出发，

通过业务为人们实现生机勃勃的生活，

为社会做贡献。

　　同时，围绕“通过碳中和实现世界

的可持续发展”这一轴心，旭化成制定

了要着力推进的活动与目标。

　　活动有两个中心。首先是减少旭化

成企业活动中的温室气体（GHG）排

放。提出的目标是，2030年较2013年

度，同比减少30%以上。2050年进一

步实现零排放，即碳中和。

　　对旭化成而言，这一目标颇具挑战

性，但我们积极通过利用水力发电和

“Hebel MaisonTM”太阳能发电等可再

生能源、开发创新性生产工艺以及彻底

节能等各种方法进行挑战※。

　　减少GHG排放的另一个中心是，通

过活动为社会减排做贡献。为此，将推

动有助于减少GHG排放的环境贡献产品

的开发和推广。

　　环境贡献产品是指，诸如锂离子电

池隔膜之类的产品。加大该产品在车载

领域的应用，将推动EV的普及。此外，

离子交换膜法食盐电解工艺发电效率的

进一步改善以及采用该工艺的用户企业

的增加，将促进全球烧碱工艺的节能化。

测量CO2浓度的CO2传感器得到普及，

则可在家庭和办公场所保持换气的最佳

状态，从而实现节能。由最佳状态的换

气带来的节能效果也有助于EV续航性能

的提升，并进一步推动EV的普及。

　　利用碱水电解系统制“绿氢”也是

一个重要支柱。氢气作为汽车燃料及能

源的储运载体受到关注，而旭化成已在

福岛县浪江町和德国启动了大规模的碱

水电解系统，开展利用可再生能源高效

制氢的实证实验，目标是以领跑者的身

份实现商业化。

　　旭化成还积极致力于CO2原料的利

用以及CO2的分离和回收。已开发出聚

碳酸酯等以CO2为原料的生产工艺，将

加速开发和推广这些技术。此外，关于

CO2的分离和回收，将加速开发采用沸

石技术的CO2分离和回收系统。

　　通过这些举措，为实现“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做贡献，谋求“可持续的企

业价值”的提升。

　　不过，切勿忘记企业活动的基础。

旭化成始终将合规、环境安全、品质和

尊重人权放在优先位置。这一基本态度

未来也不会改变。

为“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做贡献
旭化成的可持续发展措施

从ESG的观点出发，以旭化成特有的方式解决社会课题

ESH管理是可持续经营的基础

面向未来，思考企业活动时，离不开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旭化成如何实现“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和“可持续的企业价值提升”这两个可持续性？

面向2050年，旭化成围绕“在新常态下实现生机勃勃的生活”和“通过碳中和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这两个轴心开展活动。

减少GHG排放，迈向2050年

通过碳中和实现
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在“新常态”下实现
生机勃勃的生活

care for People care for Earth

有助于减少GHG排放的产品

锂离子电池隔膜 CO2传感器
离子交换膜法
食盐电解工艺

实现氢能社会的碱水电解系统 CO2的原料利用、分离和回收

在2030年之前，旭化成企业活动中的GHG排放较2013年度减少30%，

旨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通过旭化成的产品等，进一步为社会的GHG减排做贡献。

ESH（环境·安全·健康·品质）与“合规”及

“尊重人权”一起构成可持续经营的基础。

以CO2为原料的聚碳酸酯生产工艺已投入实

际应用，并将推动该技术的许可授权。此

外，还将推动采用沸石技术的CO2分离和回

收系统的开发。

2020年，旭化成在福岛县浪江町启动了全

球最大规模的碱水电解系统，利用可再生能

源高效制氢的系统已开始运转。在德国也开

展同样的实证实验。

锂离子电池隔膜助力EV的普及；CO2传感器有助于居住环境等的节能；

离子交换膜法食盐电解工艺有助于烧碱工艺的节能。

水电站的积极利用

通过碳中和实现
企业实体的
可持续发展

为积极利用可再生能源，更

新并强化9座自有水电站设

备。

安保防灾品质保障

环境保护

健康领域

材料领域 住宅领域
旭化成集团

劳动
安全卫生
及健康

与社会的
沟通

化学物质的
管理

现
有
业
务
相
关

生物质化学品 等

CO2利用

CO2分离·回收技术（沸石等）

碱性水电解（实现氢能社会） 氢气成本￥20/m3（日本政府目标）

加大导入可再生能源

洞察业务、转换业务结构

2020 ～2030 ～2050

推动业务结构转换

● 能源低碳化
● 改善并创新工艺等

● 推动工艺创新等

较2013年度减少▲30%以上 现有业务的进一步削减

设定可持续投资框架等

新
技
术·

业
务
等

台风及洪涝灾害
酷暑

韧性城市/
住宅

诊断
清洁·抗菌

回收技术
生物质原料
物质⇒功能

5G·6G相关
IoT

碱水电解系统

医药品
急救医疗器械
医疗相关产品

革新电池部件
轻量化树脂

新型
生活方式/
工作方式

数字化

EV

氢能社会

碳回收

Circular
Economy

医疗
健康/预防

满足
新需求的住宅/
消费品/
衣料

CO2分解·回收
CO2化学

*ESH=Environment、Safety、Health的首字母。

※按照该机制，产生的电力由东京电力Energy Partner买下，取得“非FIT非化石电源证书”，供给集团内部。

可持续发展基本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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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井　喜朗
笠松　新
片仓　均
加藤 　昭博
菊间　淳
木村　秀行
木村　一平
金城　美咲
桐山　伸一
小林　聡
小堀　秀毅
河野　禎市郎
驹田　悟
小山　雅人

小山　直树
工藤　幸四郎
久世　直洋
前田　荣作
前森　道之
Marken, C
松野　义弘
宫崎　诚
村上　英治
永原　肇
中村　荣
中野　诚志
西田　聡佑
西村　佳史

丹羽　杨子
大木　祐悟
冈村　洋子
大石　哲央
齐藤　彻
佐久间 　雄一
三枚堂　和彦
柴崎　一郎
重水　丈人
首藤　克司
末吉　正吾
铃木　贤
铃木　利一
铃木　靖之

高木　加寿人
高塚　俊德
津端　敏雄
辻　浩义
渡邉　哲夫
矢吹　裕
山下　昌哉
柳田　洋明
吉野　彰
（按五十音排序）

上代　武人
加藤　高明
川口　正义

丸山　顺一
森　晃一
森田　贤治

西原　亨治
似内　岳夫
佐々木　透

涩川　和美
篠崎　敬
菅田　显

津田　胜纪
（按五十音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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