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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J应对快速变化的未来，带着坚定的信念，以创新精神为根本，
努力破解难题，是非常诚实，值得信赖的年轻企业。

Creating a new future
Equipments & Parts for 
Manufacturing Display-Panels & Semicond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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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S
MESSAGE

代表理事 沈 昊 燮

本公司自2005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开发显示器制造工艺用的重要设备
磨边机(Edge Grinder)和显示面板检测设备，一直向国内外显示器制造
厂供货。2010年进入化学气相沉积碳化硅(CVD-SiC)产品群领域后，生产
发光二极管(LED)制造工艺用的碳化硅(SiC)涂层产品及半导体晶圆
(Wafer)的蚀刻工艺用消耗品碳化硅环(SiC Ring)等，全量给三星
(Samsung)，海力士(Hynix)等半导体厂商供货。

磨边机(Edge Grinder)和检测设备是与显示产业共同成长的领域，我公
司在国内外市场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最近基于长年累计的技术和经
验，具备了显示板车间(Display Fab)后工艺阶段的上、下流设备群，朝
向全球领域不断扩展。

半导体工艺用的消耗品，经过十多年的技术开发过程，已研发完成可以
代替现有硅(Si)的碳化硅(SiC)为材料的产品，并给全球半导体制造商供
应产品。今后，我们将以碳化硅涂层技术为基础，通过研发多种应用产
品群，将成为碳化硅产品专业供应商。

我公司不会停留在今天的成就，在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显示器和半导
体的尖端技术领域，将要具备世界性的技术,并以全球企业做为客户，不
断的发挥革新活动来确保巩固优势的竞争力。

给顾客信赖的客户中心公司
通过技术革新不断成长的公司
育才优才、有成就感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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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J自2005年成立以来，在平板显示器用磨边机和检测设备部门，获得了很大成果，进一步实现半
导体工程用化学气相沉积碳化硅环(CVD SIC Ring)的国产化以来，一直稳步发展。
KNJ希望构建透明的经营环境，通过持续的投资和研发，将要努力达成更大的进步。

HISTORY

2006 2012

2019

20162010

注册为三星电子
外联企业

半导体材料增设投资
中国华星光电(CSOT:TCL集团)

优秀合作社获表彰

开始生产块状碳化硅环(Bulk SiC
Ring)，并向SK海力士(Hynix)供货

2014

设立中国法人

2008

首次接海外订单

2009

注册为三星电机碳化
硅(SiC)材料外联企业

开始进行半导体材料事业

选定为三星电子
新技术设备的研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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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J生产显示器设备及半导体工艺消耗性配件

显示器设备

玻璃基板磨边机

Business
Area

对原玻璃(Bare Glass)，液
晶显示器(LCD)，有机发光显
示器(OLED)等使用玻璃类的
基板，加工外围，研磨边角，
以预防进行性破损的设备

玻璃基板检测机

给 基 板 玻 璃 ， 加 以 分 段
(Scribe)或研磨等的工艺前
后，测定尺寸精密度，自动
识别加工部位或移送之间是
否受损的设备

其他自动化设备

液晶显示器(LCD)、有机发光
显示器(OLED)、微型有机发
光显示器(Micro LED)等玻璃
基板为材料产品的加工及物
流自动化设备

碳化硅涂层产品

以化学气相沉积(CVD)工法生
产的产品，为了抑制原材排
气 (Out Gassing)以及微粒
(particle)发生, 进行碳化
硅薄膜涂层处理的配件

块状化学气相沉积碳化硅产品

以化学气相沉积(CVD)工法生
产的产品，用于改善工序，
提高合格率的功能性配件

半导体工艺消耗性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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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精密控制和视觉(Vision)技术的融合，构成多种产品组合，持续推出新产品

〮将显示器设备的份额移至移动电话：玻璃基板自由型加工(CNC)
〮通过基础技术融合，研发最优化的研磨和检测设备

产品生产线

[显示器基板后工程]

▪ 高速处理 ▪ 分割面品质检测机 ▪ 磨边机
- 边角切割

- 侧面切割

- 边角圆形切割

▪ 激活区域上、下表面检测机

▪ 加工面品质检测机

显示器
设备事业部

切断、高速分配 切割面检测 面取、形象加工 表面损坏检测 加工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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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基础

显示器板玻璃加工、检测机
维持并扩大市场支配地位

• 掌握原有的CELL工序设备领域的市场
• 扩大玻璃数控加工市场份额

• 现有矩形机发光显示器(OLED)基板 → 增加多种设计要求 → 
形象加工的必要性扩大趋势

• 去年在韩国有了投资后，其需求开始增多，中国企业也考虑
投资，现在已开始投资

市场转移, 格局移动的核心

• 抢占电视的LCD→OLED转换需求
• 确保中国的当地化企业的需求
• 研发独一无二的玻璃成型技术，并进行产品化

向机电基础事业和
第四基础产业，扩大产业领域

通过积累的设备设计技术和半导体工程配件事业的联系，可以取得增效作用

▪ 进入大规模设备产业设施领域 – 机电基础产业

与碳化硅材料配件有关的事业

• 与碳化硅材料配件有关的联系项目
• 研发碳化硅材料配件的加工设备
• 扩大碳化硅化学气相沉积(CVD)蚀刻槽设计和

制作经验→进入成套设备(Plant)市场

公司愿景 新生长动力-1 新生长动力-2

• 与原有合作公司共同推进活动艺术(Kinetic 
Art)、尖端体验设施、模块化事业

• 机电模块产品的商对商(B to B)或商对客(B to 
C)商业模式的事业化

• 智能工厂基础 – 扩大进入设备和设施领域

显示器
设备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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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工程用化学气相沉积碳化硅环(CVD SIC Ring)的量产, 世界第二获得成功

• 随着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的微细化及三维固态盘(3DNAND)的积层增加，其需求持续扩大

耐久性

耐用寿命

耐化学性

超高纯度

• 有耐腐蚀性和卓越的
化学物性，适合于高
频率等离子蚀刻工艺

• 硬度和强度均优势
• 耐高温，没有热变形

• 比原用的材料硅(Si)，
其寿命耐用1.5倍以上

• 高到99.999%的纯度
• 不可发生 微 粒 的半导体

工程上最适合用的材料

化学气相沉积碳化硅环
(CVD SIC Ring)的优势

半导体工程用
配件材料事业部

化学气相沉积
碳化硅环

(CVD SiC 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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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材料事业部
成长战略

新规事业

新的研发项目
• Shower head
• Boat 类
• EPI susceptor

扩大全球市场
• 确保原有产品的新顾客
• 化学气相沉积碳化硅(CVD Sic)的

环(Ring)和涂层(Coating)
• 确保客户的信赖

原有市场
稳定化

扩大市场份额
• 以设备扩建，提高供应能力
• 加强最终客户营业
• 加强设备贴牌生产(OEM)营业

半导体工程用配件
材料事业部

强化销售力

公司愿景

以十年积累的碳化硅(SiC)涂层技术为基础，专门供应碳化硅产品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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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检测技术
• 垂直或水平切割检测、研磨量检测技术

机器视觉
(Machine Vision)

应用技术

• 磨边(Edge grinding)
• 玻璃面切割与切割磨床(Glass side cutting 

& R-cut Grinding)
• 边缘抛光系统(Edge polishing system) 
• 有机发光显示器硬质单元(OLED Rigid  

Cell) 数控研磨(CNC Grinding)技术

基板玻璃研磨、
抛光(Polishing)、
形象加工技术

物流系统

• 高速分配技术
• 白玻璃(Dummy glass)强制分段技术

碳化硅(SiC)
涂层技术

碳素钢
(Graphite)

高纯化技术

化学气相沉积
(CVD)涂层设备

制作技术

涂层用产品
设计技术

薄膜分析技术

研究开发

设备事业部

配件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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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清南道峨山市屯浦面峨山Valley北路 121
21, Asan valley buk-ro, Dunpo-myeon Assan-si, 
Chungcheongnam-do, Korea

Organization

设备事业部

配件事业部 首尔 Seoul

忠清南道唐津市松岳邑富谷工團 4街 53-65 
53-65, Bugokgongdan 4-gil, Songak-eup, Dangjin-si, 
Chungcheongnam-do, Korea

+82 41 534 8840 
sales@knj.kr

具有投入在平板显示器生产线上的研磨设备和有关分配机的
主力技术, 并通过该技术，
制作并供应用于制造电视,显示器等电子产品的平板显示板
生产线用设备

目前正在运行发光二极管(LED)用碳化硅涂层蚀刻槽(SiC
Coating Chamber)和半导体蚀刻工程用块状碳化硅环蚀刻槽
(Bulk SiC Ring Chamber),致力于开发和生产基于碳化硅(SiC)
涂层技术的多种工程消耗品

+82 41 534 8840 
sales@knj.kr

峨山 Asan
唐津 Dang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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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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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
(Change Leader)

以根本和道德性为基础，
主导变革而具有进取精神的开拓者

全球专业领导人
Global 

Professional Leader

专家
(Professional)

全球性
(Global 

Standard)

不断学习追求新潮流，释放思维，
具有专业意识的人

了解全球标准,积极包容各种文化,
采取立体型行动的世界人

人 才 像



전문가
(Professional)

글로벌
(Global Standard)

인재
상

谢谢与我们携手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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