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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理念

为赢得社会的信赖与期待，罗姆集团将创业之初
提出的企业理念渗透到每一名员工心中。

公司使命

我们始终将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将为国内外用户源源不断地提供
大量优质产品，并为文化的进步与提高作出贡献。

企业理念

罗姆半导体集团

www.rohm.com.cn

公 司 简 介

公 司 名 称

总部所在地

成 立 日 期

罗姆半导体集团/ ROHM Co., Ltd.

日本京都市右京区西院沟崎町21号
邮编：615-8585
电话：+81-75-311-2121
传真：+81-75-315-0172

1958年9月17日

资　本　金

代　　　表

销　售　额

全公司人员

86,969百万日元(2020年3月31日现在)

董事长  松本 功

ROHM集团 362,885百万日元(2020年3月期)

ROHM集团 22,191人(2020年3月31日现在)

社长寄语

罗姆在创立之后50多年的时间里，在创始人佐藤名誉会长（2020

年1月逝世）的领导下，以“品质第一，为文化进步与提高做出贡献” 

这一企业理念为基本，克服了发展半导体业务等重重困难，一路成

长起来。

近年来，在社会和市场的大环境下，环保和能源等社会问题日益严

峻；针对实现自动驾驶的技术革新、AI发展等，社会经历重大变革。

而且，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等，就在这些前所未有的

艰难局面下，我在5月接任了社长一职。

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并生产出能解决社会课题的产品，我们必须加快

速度，同时继承创始人不屈不挠的挑战精神，推进改革从而使罗姆

的业绩更上一层楼。

面向进一步的发展，经营策略保持不变，将继续加强汽车和工业设

备市场、海外市场、强化以模拟电源为核心的开发能力以及相应的

生产体制。

虽然此前我作为负责人有着如何改善并强化品质、安全、生产方面

的经验，但是由于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罗姆集团内的产品供应链

也呈现出了问题，所以加速推进生产体制的优化以及省人化等的

“制造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持续推进包括重新审视工作方式在

内的、稳固的BCM体制。

我相信只要罗姆集团团结一心坚持“ONE ROHM”，凭借创立以来

的不屈精神和永不退却的决心，一定可以战胜困难。

今后也请继续给予更多的支持，谢谢大家！

ROHM Co., Ltd.
董事长
松本 功



ROHM Group Corporate Profile
2020 / 2021

Catalog No.63C7273C 09.2020 800SG   ©2020 ROHM Co., Ltd.

企业理念

为赢得社会的信赖与期待，罗姆集团将创业之初
提出的企业理念渗透到每一名员工心中。

公司使命

我们始终将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将为国内外用户源源不断地提供
大量优质产品，并为文化的进步与提高作出贡献。

企业理念

罗姆半导体集团

www.rohm.com.cn

公 司 简 介

公 司 名 称

总部所在地

成 立 日 期

罗姆半导体集团/ ROHM Co., Ltd.

日本京都市右京区西院沟崎町21号
邮编：615-8585
电话：+81-75-311-2121
传真：+81-75-315-0172

1958年9月17日

资　本　金

代　　　表

销　售　额

全公司人员

86,969百万日元(2020年3月31日现在)

董事长  松本 功

ROHM集团 362,885百万日元(2020年3月期)

ROHM集团 22,191人(2020年3月31日现在)

社长寄语

罗姆在创立之后50多年的时间里，在创始人佐藤名誉会长（2020

年1月逝世）的领导下，以“品质第一，为文化进步与提高做出贡献” 

这一企业理念为基本，克服了发展半导体业务等重重困难，一路成

长起来。

近年来，在社会和市场的大环境下，环保和能源等社会问题日益严

峻；针对实现自动驾驶的技术革新、AI发展等，社会经历重大变革。

而且，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等，就在这些前所未有的

艰难局面下，我在5月接任了社长一职。

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并生产出能解决社会课题的产品，我们必须加快

速度，同时继承创始人不屈不挠的挑战精神，推进改革从而使罗姆

的业绩更上一层楼。

面向进一步的发展，经营策略保持不变，将继续加强汽车和工业设

备市场、海外市场、强化以模拟电源为核心的开发能力以及相应的

生产体制。

虽然此前我作为负责人有着如何改善并强化品质、安全、生产方面

的经验，但是由于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罗姆集团内的产品供应链

也呈现出了问题，所以加速推进生产体制的优化以及省人化等的

“制造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持续推进包括重新审视工作方式在

内的、稳固的BCM体制。

我相信只要罗姆集团团结一心坚持“ONE ROHM”，凭借创立以来

的不屈精神和永不退却的决心，一定可以战胜困难。

今后也请继续给予更多的支持，谢谢大家！

ROHM Co., Ltd.
董事长
松本 功



ROHM Group Corporate Profile
2020 / 2021

Catalog No.63C7273C 09.2020 800SG   ©2020 ROHM Co., Ltd.

企业理念

为赢得社会的信赖与期待，罗姆集团将创业之初
提出的企业理念渗透到每一名员工心中。

公司使命

我们始终将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将为国内外用户源源不断地提供
大量优质产品，并为文化的进步与提高作出贡献。

企业理念

罗姆半导体集团

www.rohm.com.cn

公 司 简 介

公 司 名 称

总部所在地

成 立 日 期

罗姆半导体集团/ ROHM Co., Ltd.

日本京都市右京区西院沟崎町21号
邮编：615-8585
电话：+81-75-311-2121
传真：+81-75-315-0172

1958年9月17日

资　本　金

代　　　表

销　售　额

全公司人员

86,969百万日元(2020年3月31日现在)

董事长  松本 功

ROHM集团 362,885百万日元(2020年3月期)

ROHM集团 22,191人(2020年3月31日现在)

社长寄语

罗姆在创立之后50多年的时间里，在创始人佐藤名誉会长（2020

年1月逝世）的领导下，以“品质第一，为文化进步与提高做出贡献” 

这一企业理念为基本，克服了发展半导体业务等重重困难，一路成

长起来。

近年来，在社会和市场的大环境下，环保和能源等社会问题日益严

峻；针对实现自动驾驶的技术革新、AI发展等，社会经历重大变革。

而且，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等，就在这些前所未有的

艰难局面下，我在5月接任了社长一职。

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并生产出能解决社会课题的产品，我们必须加快

速度，同时继承创始人不屈不挠的挑战精神，推进改革从而使罗姆

的业绩更上一层楼。

面向进一步的发展，经营策略保持不变，将继续加强汽车和工业设

备市场、海外市场、强化以模拟电源为核心的开发能力以及相应的

生产体制。

虽然此前我作为负责人有着如何改善并强化品质、安全、生产方面

的经验，但是由于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罗姆集团内的产品供应链

也呈现出了问题，所以加速推进生产体制的优化以及省人化等的

“制造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持续推进包括重新审视工作方式在

内的、稳固的BCM体制。

我相信只要罗姆集团团结一心坚持“ONE ROHM”，凭借创立以来

的不屈精神和永不退却的决心，一定可以战胜困难。

今后也请继续给予更多的支持，谢谢大家！

ROHM Co., Ltd.
董事长
松本 功



伴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罗姆集团，由全体董事及拥有同等权限的部门长所组成的CSR委员
会，承担着环境、社会、治理等与事业基础相关的责任。其下属的7个
委员会确定各领域的重要课题，并通过实施PDCA致力于解决提出的课
题。在通过管理体系认证确认其合理性的同时，努力提高措施的精度。

CSR/CSV推进体制 ［ 罗姆总部的推进体制］

CSR委员会

委员长 社长

CSR室
(秘书处)

罗姆集团旨在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同步。
为此，通过将SDGs贯穿到事业活动中，创造社会与企业的共享价值(即
CSV)显得至关重要。罗姆集团将创造与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的机
会，设定集团应努力攻克的6大CSR重点课题。我们将围绕这些重点课
题，致力于CSR/CSV活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作出贡献。

CSR/CSV措施

https://csr.rohm.com

※罗姆集团的CSR信息可通过
Web网 站 获 取。与 本 手 册 相
比，登载的内容更丰富、更实
时。

CSR重点课题 相关SDGs的目标

通过创新型产品和技术解决
社会课题

高品质产品的稳定供应

可贡献国际社会的国际化人材培养

价值链中的贯彻人权尊重和
重视劳动惯例等

保护地球环境的事业活动的推进

事业活动对社区的贡献

［ 罗姆集团的CSR重点课题 ］

罗姆集团提出的“企业理念”、“经营基本方针”中，蕴含着通过事业
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强烈意愿。
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社会需求和国际规范的CSR，致力于解决社会
课题的CSV活动，力争成为能够回报广大利益相关者期待的企业。

通过事业活动为社会
和公司创造价值

通过遵守国际规范，
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事业活动的轴心CSR/CSV

融合了“电路设计”、“布局”、“工艺”3大核心技术的顶级模拟IC相继问世。为汽车和
工业设备的高效节能化和小型化贡献力量。

模拟

以市场份额稳居世界前列的小信号晶体管、二极管为中心，提供融合了先进技术和丰
富经验的高品质产品。通过持续不断的设备投资提高生产能力，在追求高可靠性的汽
车、工业设备市场实现长期稳定的供应。

标准产品

以引领世界的SiC为中心的独具特色的功率元器件以外，还备有追求尽可能发挥元
器件性能的控制IC和功率二极管、分流电阻器等周边元器件。

高功率

罗姆引领世界的SiC功率元器件，
在各应用领域大显身手。

企业理念、经营基本方针的实践

CSR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的社会责任

CSV
CSV
Creating Shared Value
创造共享价值

通用IC

存储器、运算放大器、比较器、复位IC等

驱动器IC

高耐压风扇
电机驱动器

内置绝缘元件的
栅极驱动器

电源管理 / 电源IC

高耐压
DC/DC转换器

PMIC
(系统电源)

罗姆集团从IC、分立式元器件到模块、无源元件，
提供众多有助于解决节能、安心、安全等社会课题
的产品。

技术
以高功率、模拟、标准产品这3个产品系列
为中心，加速技术开发。

重点领域

热敏打印头

微控制器

16bit低功耗微控制器

LED / 激光二极管

二极管

传感器元器件

加速度传感器

传感器徽章

罗姆始终追求“质量第一”的企业理念。通过实行将其具体
化的“垂直统合型生产体制”，在从拉锭到产品完成的所有
工序中都融入了品质理念，旨在打造世界一流的工厂。

质量

SiCrystal公 司 是 德 国 的SiC单
晶晶圆制造商，2009年成为罗
姆集团的一员。

SiC单晶晶圆制造商

从硅锭拉制到晶圆制造

原材料的严格把控

硅原石

以日本的生产网点为中心，运用晶圆工艺
开展创新性的元器件制造

晶圆工艺

从IC芯片设计的布局到光掩模制
造，以贯穿始终的品质管理追求高
品质

自产光掩模

自产模具及引线框架
为确保质量，引线框架冲压模具、引线
框架及成型模具全部自行生产

尖端封装
具备SiP、CSP、QFN、BGA
等尖端的组装技术与高品质
的海外生产网点

生产系统的独立开发▶

生产系统的独立开发
独立开发生产系统，并细致地满足
客户的需求。

高品质
为追求质量第一，罗姆将
开发、生产到销售、服务
全部集中于集团内部，在
所有流程中着力开展提高
品质的活动。

稳定供应
以不易受外界影响的一
条 龙 生 产 为 核 心，实 施
长 期 稳 定 供 应，让 客 户
能够放心地使用产品。

SiC
碳化硅

Si
硅

CSR/CSV

集模拟技术精华于一身的创新型电源Nano系列

● 搭载超高速控制技术“Nano Pulse Control”的IC
可通过极窄的脉宽进行稳定控制，实现汽车和工业设备的
小型化、系统简约化。

● 搭载超低消耗电流技术“Nano Energy”的IC
通过降低IC本身的功耗，为搭载小型电池的设备的长时间
驱动作出贡献。

SiC功率元器件应用示例

垂直统合型生产体制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System

无线通信元器件

支持Sub-GHz的无线通信IC Wi-SUN模块

太阳能、风力功率调节器 EV用主机变频器 工业设备用大型电机

数据中心用电源

EV系列充电器

电阻器

大功率分流电阻器、高可靠性电阻

SiC-MOSFET

SiC(碳化硅)功率元器件

“全SiC”功率模块SiC肖特基势垒
二极管

晶体管

LED驱动器IC (支持ADB※)

罗姆集团遵照“企业理念”和“经营基本方针”
开展事业活动，旨在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集
团的持续成长。

工作方式改革委员会

CSR推进委员会

环境保护对策委员会

信息公开委员会

遵纪守法委员会

中央安全卫生委员会 体面工作
专门委员会

风险管理•BCM委员会 防火对策委员会

使用远光灯行驶时，检测照射范围内的车辆，通过配光控制
调整车头灯的照射范围。采用部分遮光以避免远光灯照射到
前方车辆及对向车辆，为汽车的安全作出贡献。
※ADB(Adaptive Driving Beam)自适应远光系统

光掩膜

SiCrystal

硅锭

晶圆工艺

晶圆

CAD

模具

框架

组装线 封装

模块

双极晶体管、MOSFET、IGBT等 TVS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快速恢复二极管等

大功率LED

票据/标签用
热敏打印头

工业设备用
超高速热敏打印头

● 搭载拥有超稳定控制技术“Nano CapTM”IC
将不需要的寄生因素极小化，从而降低各种电源电路输出
电容器的容值

为了能够随时在离客户最近的地方迅速提供满足
其要求的产品，罗姆集团在世界各地设立了提供
技术支持的“技术中心”。

京都 横滨 圣克拉拉
北京 上海 深圳

杜塞尔多夫
台北 首尔 班加罗尔

小型贴片LED 多光束激光器

产品/技术 重点领域品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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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强烈意愿。
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社会需求和国际规范的CSR，致力于解决社会
课题的CSV活动，力争成为能够回报广大利益相关者期待的企业。

通过事业活动为社会
和公司创造价值

通过遵守国际规范，
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事业活动的轴心CSR/CSV

融合了“电路设计”、“布局”、“工艺”3大核心技术的顶级模拟IC相继问世。为汽车和
工业设备的高效节能化和小型化贡献力量。

模拟

以市场份额稳居世界前列的小信号晶体管、二极管为中心，提供融合了先进技术和丰
富经验的高品质产品。通过持续不断的设备投资提高生产能力，在追求高可靠性的汽
车、工业设备市场实现长期稳定的供应。

标准产品

以引领世界的SiC为中心的独具特色的功率元器件以外，还备有追求尽可能发挥元
器件性能的控制IC和功率二极管、分流电阻器等周边元器件。

高功率

罗姆引领世界的SiC功率元器件，
在各应用领域大显身手。

企业理念、经营基本方针的实践

CSR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的社会责任

CSV
CSV
Creating Shared Value
创造共享价值

通用IC

存储器、运算放大器、比较器、复位IC等

驱动器IC

高耐压风扇
电机驱动器

内置绝缘元件的
栅极驱动器

电源管理 / 电源IC

高耐压
DC/DC转换器

PMIC
(系统电源)

罗姆集团从IC、分立式元器件到模块、无源元件，
提供众多有助于解决节能、安心、安全等社会课题
的产品。

技术
以高功率、模拟、标准产品这3个产品系列
为中心，加速技术开发。

重点领域

热敏打印头

微控制器

16bit低功耗微控制器

LED / 激光二极管

二极管

传感器元器件

加速度传感器

传感器徽章

罗姆始终追求“质量第一”的企业理念。通过实行将其具体
化的“垂直统合型生产体制”，在从拉锭到产品完成的所有
工序中都融入了品质理念，旨在打造世界一流的工厂。

质量

SiCrystal公 司 是 德 国 的SiC单
晶晶圆制造商，2009年成为罗
姆集团的一员。

SiC单晶晶圆制造商

从硅锭拉制到晶圆制造

原材料的严格把控

硅原石

以日本的生产网点为中心，运用晶圆工艺
开展创新性的元器件制造

晶圆工艺

从IC芯片设计的布局到光掩模制
造，以贯穿始终的品质管理追求高
品质

自产光掩模

自产模具及引线框架
为确保质量，引线框架冲压模具、引线
框架及成型模具全部自行生产

尖端封装
具备SiP、CSP、QFN、BGA
等尖端的组装技术与高品质
的海外生产网点

生产系统的独立开发▶

生产系统的独立开发
独立开发生产系统，并细致地满足
客户的需求。

高品质
为追求质量第一，罗姆将
开发、生产到销售、服务
全部集中于集团内部，在
所有流程中着力开展提高
品质的活动。

稳定供应
以不易受外界影响的一
条 龙 生 产 为 核 心，实 施
长 期 稳 定 供 应，让 客 户
能够放心地使用产品。

SiC
碳化硅

Si
硅

CSR/CSV

集模拟技术精华于一身的创新型电源Nano系列

● 搭载超高速控制技术“Nano Pulse Control”的IC
可通过极窄的脉宽进行稳定控制，实现汽车和工业设备的
小型化、系统简约化。

● 搭载超低消耗电流技术“Nano Energy”的IC
通过降低IC本身的功耗，为搭载小型电池的设备的长时间
驱动作出贡献。

SiC功率元器件应用示例

垂直统合型生产体制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System

无线通信元器件

支持Sub-GHz的无线通信IC Wi-SUN模块

太阳能、风力功率调节器 EV用主机变频器 工业设备用大型电机

数据中心用电源

EV系列充电器

电阻器

大功率分流电阻器、高可靠性电阻

SiC-MOSFET

SiC(碳化硅)功率元器件

“全SiC”功率模块SiC肖特基势垒
二极管

晶体管

LED驱动器IC (支持ADB※)

罗姆集团遵照“企业理念”和“经营基本方针”
开展事业活动，旨在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集
团的持续成长。

工作方式改革委员会

CSR推进委员会

环境保护对策委员会

信息公开委员会

遵纪守法委员会

中央安全卫生委员会 体面工作
专门委员会

风险管理•BCM委员会 防火对策委员会

使用远光灯行驶时，检测照射范围内的车辆，通过配光控制
调整车头灯的照射范围。采用部分遮光以避免远光灯照射到
前方车辆及对向车辆，为汽车的安全作出贡献。
※ADB(Adaptive Driving Beam)自适应远光系统

光掩膜

SiCrystal

硅锭

晶圆工艺

晶圆

CAD

模具

框架

组装线 封装

模块

双极晶体管、MOSFET、IGBT等 TVS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快速恢复二极管等

大功率LED

票据/标签用
热敏打印头

工业设备用
超高速热敏打印头

● 搭载拥有超稳定控制技术“Nano CapTM”IC
将不需要的寄生因素极小化，从而降低各种电源电路输出
电容器的容值

为了能够随时在离客户最近的地方迅速提供满足
其要求的产品，罗姆集团在世界各地设立了提供
技术支持的“技术中心”。

京都 横滨 圣克拉拉
北京 上海 深圳

杜塞尔多夫
台北 首尔 班加罗尔

小型贴片LED 多光束激光器

产品/技术 重点领域品质管理



伴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罗姆集团，由全体董事及拥有同等权限的部门长所组成的CSR委员
会，承担着环境、社会、治理等与事业基础相关的责任。其下属的7个
委员会确定各领域的重要课题，并通过实施PDCA致力于解决提出的课
题。在通过管理体系认证确认其合理性的同时，努力提高措施的精度。

CSR/CSV推进体制 ［ 罗姆总部的推进体制］

CSR委员会

委员长 社长

CSR室
(秘书处)

罗姆集团旨在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同步。
为此，通过将SDGs贯穿到事业活动中，创造社会与企业的共享价值(即
CSV)显得至关重要。罗姆集团将创造与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的机
会，设定集团应努力攻克的6大CSR重点课题。我们将围绕这些重点课
题，致力于CSR/CSV活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作出贡献。

CSR/CSV措施

https://csr.rohm.com

※罗姆集团的CSR信息可通过
Web网 站 获 取。与 本 手 册 相
比，登载的内容更丰富、更实
时。

CSR重点课题 相关SDGs的目标

通过创新型产品和技术解决
社会课题

高品质产品的稳定供应

可贡献国际社会的国际化人材培养

价值链中的贯彻人权尊重和
重视劳动惯例等

保护地球环境的事业活动的推进

事业活动对社区的贡献

［ 罗姆集团的CSR重点课题 ］

罗姆集团提出的“企业理念”、“经营基本方针”中，蕴含着通过事业
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强烈意愿。
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社会需求和国际规范的CSR，致力于解决社会
课题的CSV活动，力争成为能够回报广大利益相关者期待的企业。

通过事业活动为社会
和公司创造价值

通过遵守国际规范，
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事业活动的轴心CSR/CSV

融合了“电路设计”、“布局”、“工艺”3大核心技术的顶级模拟IC相继问世。为汽车和
工业设备的高效节能化和小型化贡献力量。

模拟

以市场份额稳居世界前列的小信号晶体管、二极管为中心，提供融合了先进技术和丰
富经验的高品质产品。通过持续不断的设备投资提高生产能力，在追求高可靠性的汽
车、工业设备市场实现长期稳定的供应。

标准产品

以引领世界的SiC为中心的独具特色的功率元器件以外，还备有追求尽可能发挥元
器件性能的控制IC和功率二极管、分流电阻器等周边元器件。

高功率

罗姆引领世界的SiC功率元器件，
在各应用领域大显身手。

企业理念、经营基本方针的实践

CSR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的社会责任

CSV
CSV
Creating Shared Value
创造共享价值

通用IC

存储器、运算放大器、比较器、复位IC等

驱动器IC

高耐压风扇
电机驱动器

内置绝缘元件的
栅极驱动器

电源管理 / 电源IC

高耐压
DC/DC转换器

PMIC
(系统电源)

罗姆集团从IC、分立式元器件到模块、无源元件，
提供众多有助于解决节能、安心、安全等社会课题
的产品。

技术
以高功率、模拟、标准产品这3个产品系列
为中心，加速技术开发。

重点领域

热敏打印头

微控制器

16bit低功耗微控制器

LED / 激光二极管

二极管

传感器元器件

加速度传感器

传感器徽章

罗姆始终追求“质量第一”的企业理念。通过实行将其具体
化的“垂直统合型生产体制”，在从拉锭到产品完成的所有
工序中都融入了品质理念，旨在打造世界一流的工厂。

质量

SiCrystal公 司 是 德 国 的SiC单
晶晶圆制造商，2009年成为罗
姆集团的一员。

SiC单晶晶圆制造商

从硅锭拉制到晶圆制造

原材料的严格把控

硅原石

以日本的生产网点为中心，运用晶圆工艺
开展创新性的元器件制造

晶圆工艺

从IC芯片设计的布局到光掩模制
造，以贯穿始终的品质管理追求高
品质

自产光掩模

自产模具及引线框架
为确保质量，引线框架冲压模具、引线
框架及成型模具全部自行生产

尖端封装
具备SiP、CSP、QFN、BGA
等尖端的组装技术与高品质
的海外生产网点

生产系统的独立开发▶

生产系统的独立开发
独立开发生产系统，并细致地满足
客户的需求。

高品质
为追求质量第一，罗姆将
开发、生产到销售、服务
全部集中于集团内部，在
所有流程中着力开展提高
品质的活动。

稳定供应
以不易受外界影响的一
条 龙 生 产 为 核 心，实 施
长 期 稳 定 供 应，让 客 户
能够放心地使用产品。

SiC
碳化硅

Si
硅

CSR/CSV

集模拟技术精华于一身的创新型电源Nano系列

● 搭载超高速控制技术“Nano Pulse Control”的IC
可通过极窄的脉宽进行稳定控制，实现汽车和工业设备的
小型化、系统简约化。

● 搭载超低消耗电流技术“Nano Energy”的IC
通过降低IC本身的功耗，为搭载小型电池的设备的长时间
驱动作出贡献。

SiC功率元器件应用示例

垂直统合型生产体制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System

无线通信元器件

支持Sub-GHz的无线通信IC Wi-SUN模块

太阳能、风力功率调节器 EV用主机变频器 工业设备用大型电机

数据中心用电源

EV系列充电器

电阻器

大功率分流电阻器、高可靠性电阻

SiC-MOSFET

SiC(碳化硅)功率元器件

“全SiC”功率模块SiC肖特基势垒
二极管

晶体管

LED驱动器IC (支持ADB※)

罗姆集团遵照“企业理念”和“经营基本方针”
开展事业活动，旨在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集
团的持续成长。

工作方式改革委员会

CSR推进委员会

环境保护对策委员会

信息公开委员会

遵纪守法委员会

中央安全卫生委员会 体面工作
专门委员会

风险管理•BCM委员会 防火对策委员会

使用远光灯行驶时，检测照射范围内的车辆，通过配光控制
调整车头灯的照射范围。采用部分遮光以避免远光灯照射到
前方车辆及对向车辆，为汽车的安全作出贡献。
※ADB(Adaptive Driving Beam)自适应远光系统

光掩膜

SiCrystal

硅锭

晶圆工艺

晶圆

CAD

模具

框架

组装线 封装

模块

双极晶体管、MOSFET、IGBT等 TVS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快速恢复二极管等

大功率LED

票据/标签用
热敏打印头

工业设备用
超高速热敏打印头

● 搭载拥有超稳定控制技术“Nano CapTM”IC
将不需要的寄生因素极小化，从而降低各种电源电路输出
电容器的容值

为了能够随时在离客户最近的地方迅速提供满足
其要求的产品，罗姆集团在世界各地设立了提供
技术支持的“技术中心”。

京都 横滨 圣克拉拉
北京 上海 深圳

杜塞尔多夫
台北 首尔 班加罗尔

小型贴片LED 多光束激光器

产品/技术 重点领域品质管理



伴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在罗姆集团，由全体董事及拥有同等权限的部门长所组成的CSR委员
会，承担着环境、社会、治理等与事业基础相关的责任。其下属的7个
委员会确定各领域的重要课题，并通过实施PDCA致力于解决提出的课
题。在通过管理体系认证确认其合理性的同时，努力提高措施的精度。

CSR/CSV推进体制 ［ 罗姆总部的推进体制］

CSR委员会

委员长 社长

CSR室
(秘书处)

罗姆集团旨在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同步。
为此，通过将SDGs贯穿到事业活动中，创造社会与企业的共享价值(即
CSV)显得至关重要。罗姆集团将创造与各个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的机
会，设定集团应努力攻克的6大CSR重点课题。我们将围绕这些重点课
题，致力于CSR/CSV活动，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作出贡献。

CSR/CSV措施

https://csr.rohm.com

※罗姆集团的CSR信息可通过
Web网 站 获 取。与 本 手 册 相
比，登载的内容更丰富、更实
时。

CSR重点课题 相关SDGs的目标

通过创新型产品和技术解决
社会课题

高品质产品的稳定供应

可贡献国际社会的国际化人材培养

价值链中的贯彻人权尊重和
重视劳动惯例等

保护地球环境的事业活动的推进

事业活动对社区的贡献

［ 罗姆集团的CSR重点课题 ］

罗姆集团提出的“企业理念”、“经营基本方针”中，蕴含着通过事业
推动社会繁荣发展的强烈意愿。
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社会需求和国际规范的CSR，致力于解决社会
课题的CSV活动，力争成为能够回报广大利益相关者期待的企业。

通过事业活动为社会
和公司创造价值

通过遵守国际规范，
履行对社会的责任

事业活动的轴心CSR/CSV

融合了“电路设计”、“布局”、“工艺”3大核心技术的顶级模拟IC相继问世。为汽车和
工业设备的高效节能化和小型化贡献力量。

模拟

以市场份额稳居世界前列的小信号晶体管、二极管为中心，提供融合了先进技术和丰
富经验的高品质产品。通过持续不断的设备投资提高生产能力，在追求高可靠性的汽
车、工业设备市场实现长期稳定的供应。

标准产品

以引领世界的SiC为中心的独具特色的功率元器件以外，还备有追求尽可能发挥元
器件性能的控制IC和功率二极管、分流电阻器等周边元器件。

高功率

罗姆引领世界的SiC功率元器件，
在各应用领域大显身手。

企业理念、经营基本方针的实践

CSR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企业的社会责任

CSV
CSV
Creating Shared Value
创造共享价值

通用IC

存储器、运算放大器、比较器、复位IC等

驱动器IC

高耐压风扇
电机驱动器

内置绝缘元件的
栅极驱动器

电源管理 / 电源IC

高耐压
DC/DC转换器

PMIC
(系统电源)

罗姆集团从IC、分立式元器件到模块、无源元件，
提供众多有助于解决节能、安心、安全等社会课题
的产品。

技术
以高功率、模拟、标准产品这3个产品系列
为中心，加速技术开发。

重点领域

热敏打印头

微控制器

16bit低功耗微控制器

LED / 激光二极管

二极管

传感器元器件

加速度传感器

传感器徽章

罗姆始终追求“质量第一”的企业理念。通过实行将其具体
化的“垂直统合型生产体制”，在从拉锭到产品完成的所有
工序中都融入了品质理念，旨在打造世界一流的工厂。

质量

SiCrystal公 司 是 德 国 的SiC单
晶晶圆制造商，2009年成为罗
姆集团的一员。

SiC单晶晶圆制造商

从硅锭拉制到晶圆制造

原材料的严格把控

硅原石

以日本的生产网点为中心，运用晶圆工艺
开展创新性的元器件制造

晶圆工艺

从IC芯片设计的布局到光掩模制
造，以贯穿始终的品质管理追求高
品质

自产光掩模

自产模具及引线框架
为确保质量，引线框架冲压模具、引线
框架及成型模具全部自行生产

尖端封装
具备SiP、CSP、QFN、BGA
等尖端的组装技术与高品质
的海外生产网点

生产系统的独立开发▶

生产系统的独立开发
独立开发生产系统，并细致地满足
客户的需求。

高品质
为追求质量第一，罗姆将
开发、生产到销售、服务
全部集中于集团内部，在
所有流程中着力开展提高
品质的活动。

稳定供应
以不易受外界影响的一
条 龙 生 产 为 核 心，实 施
长 期 稳 定 供 应，让 客 户
能够放心地使用产品。

SiC
碳化硅

Si
硅

CSR/CSV

集模拟技术精华于一身的创新型电源Nano系列

● 搭载超高速控制技术“Nano Pulse Control”的IC
可通过极窄的脉宽进行稳定控制，实现汽车和工业设备的
小型化、系统简约化。

● 搭载超低消耗电流技术“Nano Energy”的IC
通过降低IC本身的功耗，为搭载小型电池的设备的长时间
驱动作出贡献。

SiC功率元器件应用示例

垂直统合型生产体制
Vertically Integrated Production System

无线通信元器件

支持Sub-GHz的无线通信IC Wi-SUN模块

太阳能、风力功率调节器 EV用主机变频器 工业设备用大型电机

数据中心用电源

EV系列充电器

电阻器

大功率分流电阻器、高可靠性电阻

SiC-MOSFET

SiC(碳化硅)功率元器件

“全SiC”功率模块SiC肖特基势垒
二极管

晶体管

LED驱动器IC (支持ADB※)

罗姆集团遵照“企业理念”和“经营基本方针”
开展事业活动，旨在实现社会的健康发展和集
团的持续成长。

工作方式改革委员会

CSR推进委员会

环境保护对策委员会

信息公开委员会

遵纪守法委员会

中央安全卫生委员会 体面工作
专门委员会

风险管理•BCM委员会 防火对策委员会

使用远光灯行驶时，检测照射范围内的车辆，通过配光控制
调整车头灯的照射范围。采用部分遮光以避免远光灯照射到
前方车辆及对向车辆，为汽车的安全作出贡献。
※ADB(Adaptive Driving Beam)自适应远光系统

光掩膜

SiCrystal

硅锭

晶圆工艺

晶圆

CAD

模具

框架

组装线 封装

模块

双极晶体管、MOSFET、IGBT等 TVS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快速恢复二极管等

大功率LED

票据/标签用
热敏打印头

工业设备用
超高速热敏打印头

● 搭载拥有超稳定控制技术“Nano CapTM”IC
将不需要的寄生因素极小化，从而降低各种电源电路输出
电容器的容值

为了能够随时在离客户最近的地方迅速提供满足
其要求的产品，罗姆集团在世界各地设立了提供
技术支持的“技术中心”。

京都 横滨 圣克拉拉
北京 上海 深圳

杜塞尔多夫
台北 首尔 班加罗尔

小型贴片LED 多光束激光器

产品/技术 重点领域品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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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理念

为赢得社会的信赖与期待，罗姆集团将创业之初
提出的企业理念渗透到每一名员工心中。

公司使命

我们始终将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都将为国内外用户源源不断地提供
大量优质产品，并为文化的进步与提高作出贡献。

企业理念

罗姆半导体集团

www.rohm.com.cn

公 司 简 介

公 司 名 称

总部所在地

成 立 日 期

罗姆半导体集团/ ROHM Co., Ltd.

日本京都市右京区西院沟崎町21号
邮编：615-8585
电话：+81-75-311-2121
传真：+81-75-315-0172

1958年9月17日

资　本　金

代　　　表

销　售　额

全公司人员

86,969百万日元(2020年3月31日现在)

董事长  松本 功

ROHM集团 362,885百万日元(2020年3月期)

ROHM集团 22,191人(2020年3月31日现在)

社长寄语

罗姆在创立之后50多年的时间里，在创始人佐藤名誉会长（2020

年1月逝世）的领导下，以“品质第一，为文化进步与提高做出贡献” 

这一企业理念为基本，克服了发展半导体业务等重重困难，一路成

长起来。

近年来，在社会和市场的大环境下，环保和能源等社会问题日益严

峻；针对实现自动驾驶的技术革新、AI发展等，社会经历重大变革。

而且，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等，就在这些前所未有的

艰难局面下，我在5月接任了社长一职。

为了适应这些变化并生产出能解决社会课题的产品，我们必须加快

速度，同时继承创始人不屈不挠的挑战精神，推进改革从而使罗姆

的业绩更上一层楼。

面向进一步的发展，经营策略保持不变，将继续加强汽车和工业设

备市场、海外市场、强化以模拟电源为核心的开发能力以及相应的

生产体制。

虽然此前我作为负责人有着如何改善并强化品质、安全、生产方面

的经验，但是由于这次新冠疫情的影响，罗姆集团内的产品供应链

也呈现出了问题，所以加速推进生产体制的优化以及省人化等的

“制造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持续推进包括重新审视工作方式在

内的、稳固的BCM体制。

我相信只要罗姆集团团结一心坚持“ONE ROHM”，凭借创立以来

的不屈精神和永不退却的决心，一定可以战胜困难。

今后也请继续给予更多的支持，谢谢大家！

ROHM Co., Ltd.
董事长
松本 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