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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项目工程分析 

1.1 本项目概况  

立项名称：北京智创芯源科技有限公司半导体芯片项目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单位：北京智创芯源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06号 1幢一层 

建设主要产品和规模：太赫兹探测器芯片生产线 100 片/年、高端光学 MEMS

芯片 200 片/年、下一代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芯片 2000片/年 

项目投资：总投资 14000万元，环保投资 200万元，占总投资 1.43% 

本项目租用冠捷显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厂房，无新增征地，无新增建筑

面积。 

1.1.1项目组成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租用冠捷显示公司厂房，进行空间改造并安装生产设备，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表 1.1-1  本项目组成情况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工程组成 建设内容 备注 

主体

工程 
洁净间 

太赫兹探测器芯片生产线 100 片/年、高端光学 MEMS 芯片 200 片/年、下

一代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芯片 2000 片/年。 
新建 

贮运

工程 

特种气体

储存间 

特种气体储存间位于洁净厂房外侧西南角甲类物料间； 

一般气体储存间位于洁净厂房外侧东南角丙类物料间。 
改造 

危化品库 
租用并改造冠捷显示公司危化品库房（60m2），共分隔 3 间，其中 2 间共

40m2 为危化品库。 
改造 

公辅

工程 

给水 
市政供水。 

新建 1 套纯水系统。 
依托 

排水 

生产废水经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达标后，与依托冠捷显示公司生活

污水处理站（南区）预处理达标后的生活污水混合，经冠捷显示公司厂区

总排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开发区东区污水处理厂。 

新建、依

托 

供电 依托市政电力。 依托 

环保

工程 
废气 

酸碱废气处理系统：酸碱液喷淋（硫酸、NaOH）+滤料过滤+喷雾（NaOH）

+气水分离脱液处理+1 根 28.5m 高排气筒排放； 

有机废气处理系统：活性炭炭吸附塔处理+1 根 28.5m 高排气筒排放； 

特殊废气处理系统：活性炭炭吸附塔处理+1 根 28.5m 高排气筒排放。 

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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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类别 
工程组成 建设内容 备注 

废水 

生产废水处理系统：生产废水混合后采用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

+RO 超滤处理达标后，外排市政管网； 

生产废水排口安装在线监测装置； 

生活污水依托冠捷显示公司南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外排市政管网。 

新建、依

托 

噪声 主要生产设备均在厂房内密闭布置，采取减振、消声、隔声措施 新建 

固体废物 
租用并改造冠捷显示公司危化品库房（60m2），共分隔 3 间，其中 1 间共

20m2 为危废暂存间。 
改造 

 

1.1.2 工作制度及年时基数 

本项目采用单班工作制，每班工作 8 小时，年工作日 210 天；总定员 50 人。 

1.1.3 建筑方案与布局 

本项目租用冠捷显示公司厂房面积1658m2。根据设计资料，厂房北侧布置为

会议室、办公室和物料间，南侧为生产车间，包括净化间前室、光刻间、湿化学

间、配料间、材料生长区、封测间、器件大厅和器件后道区等。本项目平面布置

图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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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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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产品方案与生产设备 

（1）产品方案 

本项目年使用晶圆原材料2300片/年。在100%成品率条件下，年产探测器（含

芯片）3.8~11.5万片/年；考虑65%成品率，则年产合格产品2.47~7.475万台套/

年，取平均值约5万台套/年。产品方案见表1.1-2。 

表 1.1-2  本项目采取的产品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以原材料晶圆使用量统计 以探测器（含芯片）产量统计 

（片/年） （万台套/年） 

原材料晶圆年使用量 规格 最大产出量 65%成品率 

1 太赫兹探测器芯片 100 片 4 英寸 / 

2 高端光学 MEMS 芯片 200 片 2-4 英寸 / 

3 下一代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芯片 2000 片 2-4 英寸 / 

4 共计 2300 片/年 2-4 英寸 5 万片/年 

 

（2）原辅材料和生产设备 

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均从不同厂家直接采购，原辅材料用量详见表 1.1-3。 

表 1.1-3  主要原辅材料用量 

序

号 
名称 计量单位 规格/型号 用量/年 使用工序 主要成分 

1 丙酮 瓶（4L） UP 级 200 光刻、湿法腐蚀等 丙酮 

2 无水乙醇 瓶（4L） UP 级 200 光刻、湿法腐蚀等 无水乙醇 

3 甲醇 瓶（4L） UP 级 200 湿法腐蚀 甲醇 

4 石油醚 瓶（500ml） VL 级 50 清洗 石油醚 

5 溴 瓶（500ml） 7N 20 湿法腐蚀 溴 

6 盐酸 瓶（4L） UP 级 200 器皿清洗 
37%盐酸，密度

1.19g/ml 

7 硝酸 瓶（4L） UP 级 60 器皿清洗 
68%硝酸，密度

1.4g/ml 

8 氢氧化钠 瓶（4L） EL 级 200 
器皿清洗、湿法腐

蚀 
氢氧化钠 

9 Au 蚀刻液 瓶（4L） EL 级 10 湿法腐蚀 KI、I 

10 Cr 蚀刻液 千克 EL 级 5 湿法腐蚀 
高锰酸钾、氢氧

化钾 

11 高纯 ZnS 克 纯度优于 99.999% 3000 
表面钝化 

ZnS 

12 高纯碲化镉 克 纯度优于 99.999% 2695 碲化镉 

13 高纯 Au 克 纯度优于 99.999% 3800 
金属沉积 

高纯 Au 

14 高纯 Ti 克 纯度优于 99.99% 900 高纯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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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纯 Pt 克 纯度优于 99.99% 4000 高纯 Pt 

16 高纯 Cr 克 纯度优于 99.99% 897 高纯 Cr 

17 光刻胶 千克 AZ9260 10 

光刻 

酚醛树脂、丙二

醇醚酯等 

19 显影液 加仑 AZ400 50 2%四甲基氢氧化

铵 TMAH 溶液 20 显影液 加仑 AZ300 100 

21 高纯氮气 吨 
纯度优于
99.9999% 

500 所有工艺 氮气 

22 高纯氧气 瓶 
纯度优于
99.9999% 

100 干法刻蚀 氧气 

23 高纯氩气 瓶 
纯度优于
99.9999% 

30 

材料生长、表面钝

化、干法刻蚀、电

极沉积 

氩气 

24 高纯氦气 瓶 
纯度优于
99.9999% 

50 
干法刻蚀、电极沉

积、封装工序 
氦气体 

25 高纯氢气 瓶 
纯度优于
99.9999% 

100 
材料生长、表面钝

化、干法刻蚀 
氢气 

26 高纯甲烷 瓶 纯度优于 99.999% 2 干法刻蚀 甲烷 

27 高纯铟 克 
纯度优于
99.9999% 

3000 电极制备 铟 

28 环氧树脂 瓶 粘度小于 800cps 5 下填充 环氧树脂 

29 高纯碲化镉 克 
纯度优于

99.99999% 
108 

材料制备 

碲化镉（折纯镉） 

30 高纯碲化汞 克 
纯度优于

99.99999% 
1000 碲化汞（折纯汞） 

31 高纯汞 克 
纯度优于

99.99999% 
2000 汞 

32 高纯碲 千克 
纯度优于

99.99999% 
50 碲 

33 金属零件 套 非标 500 

芯片封装 

金属铁 

34 光学零件 套 非标 500 光学零件 

35 金丝 米 非标 500 金 

36 AB 胶 千克 / 0.5 AB 胶 

37 三氯乙烯 L UP 级 160 晶圆清洗 三氯乙烯 

 

原辅材料理化性质： 

a.乙醇：醇类的一种，是酒的主要成份，所以又称酒精，它在常温、常压下

是一种易燃、易挥发的无色透明液体，它的水溶液具有特殊的、令人愉快的香味，

并略带刺激性。乙醇的用途很广，可用乙醇来制造醋酸、饮料、香精、染料、燃

料等。医疗上也常用体积分数为 70%——75%的乙醇作消毒剂等。  

b.三氯乙烯：可燃液体，遇到明火、高热能够引发火灾爆炸的危险。三氯乙

烯曾用作镇痛药和金属脱脂剂，可用作萃取剂、杀菌剂和制冷剂，以及衣服干洗

剂。长期接触可引起三叉神经麻痹等病症。急性中毒：短时内接触(吸入、经皮

或口服)大量该品可引起急性中毒。吸入极高浓度可迅速昏迷。吸入高浓度后可

https://baike.so.com/doc/6345699-655932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345699-65593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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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眼和上呼吸道刺激症状。接触数小时后出现头痛、头晕、酩酊感、嗜睡等，重

者发生谵妄、抽搐、昏迷、呼吸麻痹、循环衰竭。可出现以三叉神经损害为主的

颅神经损害，心脏损害主要为心律失常。可有肝肾损害。口服消化道症状明显，

肝肾损害突出。该品可燃，有毒，具刺激性。 

c.硫酸：一种最活泼的二元无机强酸，能和许多金属发生反应。高浓度的硫

酸有强烈吸水性，可用作脱水剂，碳化木材、纸张、棉麻织物及生物皮肉等含碳

水化合物的物质。与水混合时，亦会放出大量热能。其具有强烈的腐蚀性和氧化

性。  

d.硝酸：一种具有强氧化性、腐蚀性的强酸，纯硝酸为无色透明液体，浓硝

酸为淡黄色液体(溶有二氧化氮)，正常情况下为无色透明液体。有窒息性刺激气

味。浓硝酸含量为 68%左右，易挥发，在空气中产生白雾，是硝酸蒸汽与水蒸汽

结合而形成的硝酸小液滴。露光能产生二氧化氮而变成棕色。有强酸性，能使羊

毛织物和动物组织变成嫩黄色，能与乙醇、松节油、碳和其他有机物猛烈反应。

能与水混溶，能与水形成共沸混合物。  

e.显影液：2%四甲基氢氧化铵 TMAH溶液。无色结晶（常含三、五等结晶水），

极易吸潮，有一定的氨气味，具有强碱性，在空气中能迅速吸收二氧化碳，形成

碳酸盐为有机强碱，具有较强的腐蚀性。通常制 10%、25%的水溶液，含 5 分子

结晶水的四甲基氢氧化铵为无色潮解性针状结晶，熔点 62~71℃，沸点 120℃，

加热到沸点时易分解成三甲胺、二甲醚(90%)和甲醇(5%)。四甲基氢氧化铵是一

种化学物质，分子式是 C4H13NO。有毒性，通过皮肤接触或者吸入会抑制呼吸肌

肉群，造成呼吸肌肉停止，导致吸入者脑部缺氧死亡。 

f.光刻胶：酚醛树脂、丙二醇醚酯等。酚醛树脂也叫电木，又称电木粉。耐

弱酸和弱碱，遇强酸发生分解，遇强碱发生腐蚀。不溶于水，溶于丙酮、酒精等

有机溶剂中。苯酚醛或其衍生物缩聚而得。酚醛树脂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耐高温性，

即使在非常高的温度下，也能保持其结构的整体性和尺寸的稳定性。与其他树脂

系统相比，酚醛树脂系统具有低烟低毒的优势。在燃烧的情况下，用科学配方生

产出的酚醛树脂系统，将会缓慢分解产生氢气、碳氢化合物、水蒸气和碳氧化物。

分解过程中所产生的烟相对少，毒性也相对低。 

g.刻蚀液：电极铬湿法刻蚀：高锰酸钾+氢氧化钾；电极金湿法刻蚀：I2 和

KI。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D%AE%E8%A7%A3%E6%80%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6%9C%A8/9499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9%E9%85%AE/955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89%E6%9C%BA%E6%BA%B6%E5%89%82/79210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6%B8%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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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盐酸：盐酸是氢氯酸的俗称，是氯化氢(HCl)气体的水溶液，为无色透明

的一元强酸。盐酸具有极强的挥发性，有刺激性气味和强腐蚀性。易溶于水、乙

醇、乙醚和油等。  

i.丙酮：又名二甲基酮，为最简单的饱和酮。是一种无色透明液体，有特殊

的辛辣气味。易溶于水和甲醇、乙醇、乙醚、氯仿、吡啶等有机溶剂。易燃、易

挥发，化学性质较活泼。  

j.石油醚：无色透明液体，有煤油气味，易挥发。主要为戊烷和己烷的混合

物。不溶于水，溶于无水乙醇、苯、氯仿、油类等多数有机溶剂。易燃易爆，与

氧化剂可强烈反应。  

k.碲化镉：化学式 CdTe，分子量 240.00，有一定肝肾毒性。熔点 1041℃，

温度更高即分解，相对密度 6.2015。 

m.汞：元素符号 Hg，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位于第 6 周期、第 IIB 族，是常

温常压下唯一以液态存在的金属（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镓（符号 Ga,31 号元素）

和铯（符号 Cs，55 号元素）在室温下（29.76℃和 28.44℃）也呈液态）。汞是

银白色闪亮的重质液体，化学性质稳定，不溶于酸也不溶于碱。汞常温下即可蒸

发，汞蒸气和汞的化合物多有剧毒（慢性）。2017 年 10 月 27 日，世界卫生组

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公布的致癌物清单初步整理参考，汞和无机汞化合物在 3

类致癌物清单中。2019 年 7月 23日，汞及汞化合物被列入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

录（第一批）。 

n.铬：化学符号 Cr，单质为钢灰色金属。铬在地壳中的含量为 0.01%，居第

17 位。呈游离态的自然铬极其罕见，主要存在于铬铅矿中。在元素周期表中属 

ⅥB族， 铬的原子序数 24，原子量 51.9961，体心立方晶体，常见化合价为+2、

+3 和+6。氧化数为 6, 5, 4, 3, 2, 1, −1, −2, −4，是硬度最大的金属。铬

能慢慢地溶于稀盐酸、稀硫酸，而生成蓝色溶液。与空气接触则变成绿色，是因

为被氧化成绿色的 CrCl3的缘故。 

o.镉：稀有元素，符号 Cd。呈银白色。熔点 321℃。地壳中物质与镉的比例

为 1000000：0.1～1000000：0.5。是作为副产品从锌矿石或硫镉矿中提炼出来

的，大多用来保护其他金属免受腐蚀和锈损，如电镀钢、铁制品、铜、黄铜及其

他合金。另一用途是制造一种叫做镉黄的亮黄色颜料，可用作高级油漆和绘画颜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6%B2%E6%80%81/109196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3%E7%B4%A0%E5%91%A8%E6%9C%9F%E8%A1%A8/2820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9F%E5%AD%90%E5%BA%8F%E6%95%B0/1549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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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2019年 7月 23 日，镉及镉化合物被列入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 

镉会对呼吸道产生刺激，长期暴露会造成嗅觉丧失症、牙龈黄斑或渐成黄圈，

镉化合物不易被肠道吸收，但可经呼吸被体内吸收，积存于肝或肾脏造成危害，

尤以对肾脏损害最为明显。还可导致骨质疏松和软化。有急性、慢性中毒之分。

吸入含镉气体可致呼吸道症状，经口摄入镉可致肝、肾症状。镉不是人体的必需

元素。人体内的镉是出生后从外界环境中吸取的，主要通过食物、水和空气而进

入体内蓄积下来。 

p.甲烷：化学式 CH4，是最简单的烃，由一个碳和四个氢原子通过 sp3 杂化

的方式组成，因此甲烷分子的结构为正四面体结构，四个键的键长相同键角相等。

在标准状态下甲烷是一无色无味气体。甲烷对人基本无毒，但浓度过高时，使空

气中氧含量明显降低，使人窒息。当空气中甲烷达 25%-30%时，可引起头痛、头

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呼吸和心跳加速、共济失调。若不及时远离，可致窒

息死亡。皮肤接触液化的甲烷，可致冻伤。甲烷也是一种温室气体。 

q.溴：一种化学元素，元素符号 Br，原子序数 35，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位

于第 4周期、第ⅦA 族，是卤族元素之一。溴分子在标准温度和压力下是有挥发

性的红黑色液体，活性介于氯与碘之间。纯溴也称溴素。溴蒸气具有腐蚀性，并

且有毒。溴及其化合物可被用来作为阻燃剂、净水剂、杀虫剂、染料等等。 

r.氢氧化钠：白色粉末或片状固体，熔点 360~406℃，沸点 1320~1324℃，

相对密度 2.044g/cm，闪点 52°F，折射率 n20/D1.421，蒸汽压 1mmHg(719℃)。

具强碱性及腐蚀性。极易吸收空气中水分而潮解，吸收二氧化碳而成碳酸钠。溶

于约 0.6 份热水、0.9 份冷水、 3 份乙醇、2.5 份甘油。当溶解于水、醇或用

酸处理时产生大量热量。0.1mol/L溶液的 pH 为 13.5。中等毒，半数致死量(大

鼠，经口)1230mg/kg。溶于乙醇，微溶于醚。有极强的碱性和腐蚀性，其性质与

烧碱相似。中等毒，半数致死量(大鼠，经口)1230mg/kg。 

（3）主要设备 

本项目主要生产设备情况详见表 1.1-4。 

表 1.1-4  主要生产设备统计表 

序号 所属系统 所属工艺 设备名称 
数量 

（台/套） 

年运行时间 

（小时） 

1 湿化学间 器皿清洗 洗酸槽 1 1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5%E9%9C%80%E5%85%83%E7%B4%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5%E9%9C%80%E5%85%83%E7%B4%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3%E7%B4%A0%E7%AC%A6%E5%8F%B7/12357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4%E6%97%8F%E5%85%83%E7%B4%A0/293077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0%87%E5%87%86%E6%B8%A9%E5%BA%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5%E5%8F%91%E6%80%A7/76445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A5%E5%8F%91%E6%80%A7/76445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AF/7217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A%B4%E7%B4%A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5%90%E8%9A%80%E6%80%A7/7705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B%E7%87%83%E5%89%82/352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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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空烘箱 1 200 

3 烘箱 3 200 

4 
配料间 材料制备 

电子天平 3 100 

5 真空存储柜 5 600 

6 

封接间 热处理 

真空排气系统 1 50 

7 排风烧结台 2 50 

8 石英开管机 2 50 

9 
湿化学间 基底腐蚀 

超声清洗台 1 50 

10 通风工作台 1 100 

11 

材料生 

长间 

材料制备 材料生长设备 2 2000 

12 热处理 热处理炉 2 2000 

13 

材料测试 

光谱仪 2 300 

14 电学测试系统 2 100 

15 金相显微镜 2 100 

16 

器件大厅 

表面处理 
清洗机 2 2000 

17 腐蚀台 2 2000 

18 
表面钝化 

溅射沉积设备 2 2000 

19 蒸发沉积设备 1 500 

20 

光刻 

涂胶机 2 500 

21 光刻机 2 1000 

22 显影机 1 2000 

23 
退火 

退火炉 1 500 

24 高温退火炉 1 2000 

25 
干法刻蚀 

ICP 刻蚀系统 2 2000 

26 离子束刻蚀系统 1 1000 

27 金属沉积 离子束沉积系统 2 2000 

28 

测试仪器 

台阶仪 2 100  

29 金相显微镜 2 100  

30 体视显微镜 5 100  

31 测量显微镜 1 100  

32 电子天平 2 50  

33 电学性能测试系统 3 100  

34 金属沉积 热蒸发设备 1 200 

35 
划片 

划片机 1 200 

36 清洗机 1 500 

37 键合 键合设备 4 200 

38 
下填充 

点胶机 2 200 

39 烘箱 5 500  

40 封装工序 焊接机 2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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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烘箱 5 200 

42 真空存储柜 5 500 

43 激光焊接机 1 100 

44 真空排气台 2 200 

45 
测试工序 

探针台 2 100 

46 性能测试系统 2 100 

 

1.1.5 公辅工程 

（1）给排水 

本项目生活用水由市政给水管网供给，生产用水由市政给水管网和自建纯水

制备系统供给。本项目生产废水经自建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北京市《水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DB11/307-2013）中“排入公共污水处理系统的水污染物排放

限值”的标准要求后，依托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经

化粪池预处理后，依托冠捷显示公司南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与处理达标后

的生产废水一起，依托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东区污水处理厂。 

（2）供电 

本项目用电由市政供电提供。 

（3）气体储存间 

本项目生产工艺中使用高纯氮气（N2）、氩气（Ar）、氦气（He）、甲烷（CH4）、

氢气（H2）、氧气（O2）作为保护气体、运载气体或蚀刻气体，均外购，采用钢

瓶贮存。 

特种气体储存间位于洁净厂房外侧西南角甲类物料间，一般气体储存间位于

洁净厂房外侧东南角丙类物料间，两种气体日常存储情况见表 1.1-5和表 1.1-6。 

表 1.1-5  特种气体日常贮存情况 

序号 名称 计量单位 规格/型号 
日常贮

存量 
备注 

1 CH4 瓶（50L） 纯度优于 99.9999% 1 干法刻蚀 

2 H2 瓶（50L） 纯度优于 99.9999% 1 
材料制备、热处理、干法

刻蚀等 

3 N2 瓶（50L） 纯度优于 99.9999% 2 吹扫、置换 

表 1.1-6  一般气体日常贮存情况 



 

 

11 

序号 名称 计量单位 规格/型号 
日常贮

存量 
备注 

1 N2 瓶（50L） 纯度优于 99.999% 16 吹扫 

2 N2 瓶（50L） 纯度优于 99.9999% 1 干法刻蚀 

3 Ar 瓶（50L） 纯度优于 99.999% 4 材料制备保护气 

4 Ar 瓶（50L） 纯度优于 99.9999% 2 
干法刻蚀、介质膜沉积、

金属沉积 

5 He 瓶（50L） 纯度优于 99.9999% 1 干法刻蚀冷却气体、检漏 

6 O2 瓶（50L） 纯度优于 99.999% 1 封接、干法刻蚀 

 

（4）供暖制冷 

本项目采用空调系统用于冬季供热、夏季制冷；不使用蒸汽，无锅炉，所有

生活、生产热源均使用市政电力。 

（5）劳动定员和工作制度 

本项目建成后工作人员 50 人，年工作 210 天，每天工作 8 小时，年工作小

时数 1680h。本项目不设食堂，员工用餐依托社会服务。 

（6）项目投资 

本项目拟投资 1.4 亿元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及建安投资 9000 万元，研发

投入及流动资金等 5000 万元，由北京智创芯源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王磊和青岛信

熹睿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 

1.2 工艺及物料平衡分析 

1.2.1工艺流程与产污环节分析 

本项目主要生产太赫兹探测器芯片、高端光学 MEMS 芯片、下一代红外焦平

面探测器芯片系列产品，通过材料生长、半导体芯片制备、半导体芯片封测三大

工艺生产出产品。 

三种产品制备工艺流程基本一致，主要不同在于光刻、刻蚀、金属沉积顺序

设置不同，工艺关键参数设置如温度、转速、压强等有所不同。具体差异见表

1.2-1所示： 

表 1.2-1  三种产品制备工艺流程具体差异 

产品名称 介质膜沉积工艺 成结工艺 干法刻蚀工艺 金属沉积工艺 

太赫兹芯片 

基片转速：10 转/min 

基片温度：60℃ 

气体流量：5sccm 

功率：40W 

能量：200KeV 

剂量：1E13/cm2 

工作压强：5mbar 

气体流量：3sccm 

基片温度：-10℃ 

功率：30W 

束压：500V 

束流：50mA 

基片转速：5 转/min 

基片温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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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流量：10sccm 

光学 MEMS 芯片 

基片转速：5 转/min 

基片温度：120℃ 

气体流量：10sccm 

功率：100W 

能量：100KeV 

剂量：1E14/cm2 

工作压强：10mbar 

气体流量：10sccm 

基片温度：20℃ 

功率：80W 

束压：800V 

束流：100mA 

基片转速：5 转/min 

基片温度：10℃ 

气体流量：20sccm 

红外焦平面探测

器芯片 

基片转速：5 转/min 

基片温度：200℃ 

气体流量：10sccm 

功率：60W 

能量：300KeV 

剂量：2E15/cm2 

工作压强：10mbar 

气体流量：20sccm 

基片温度：80℃ 

功率：200W 

束压：1500V 

束流：60mA 

基片转速：5 转/min 

基片温度：20℃ 

气体流量：10sccm 

 

本项目主要生产工艺流程见图 2、图 3和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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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器皿清洗 

器皿清洗目的是去除表面油脂杂质，形成清洁的反应环境。购置定尺寸的石

英管、石英器皿、PFA 器皿，在洗酸槽中先后利用氢氧化钠、王水（浓盐酸+浓

硝酸），去离子水进行清洗，然后放置电烘箱内干燥。 

具体流程如下：配制氢氧化钠水溶液—浸泡器皿—回收氢氧化钠废液—去离

子水冲洗器皿—配置王水—浸泡器皿—回收王水废液—去离子水冲洗器皿--烘

箱烘干器皿。 

主要污染物为：酸性气体（HCl、NOx、氯气）、酸性清洗废水（主要污染因

子为 pH、COD、SS、石油类）、酸碱废液（危废）。 

1.2.1.2基底腐蚀  

进行基底清洗的目的是去除表面油脂杂质，基底腐蚀的目的是去除基底上的

氧化层，以便为下一步材料生长形成清洁的晶圆表面。 

主要污染物为：有机废气（石油醚、丙酮、甲醇）、废有机溶剂（危废）、

有机废水。 

1.2.1.3材料制备 

该步骤目的为生成晶圆材料，发生变化为物理相态变化，无化学变化。 

1.2.1.14热处理 

该步骤目的为了去除晶圆表面张力。晶体材料放置于装有汞的石英管中，通

过真空排气台抽真空后，用氢氧火焰烧结密封，送至退火炉进行热处理，热处理

采用退火工艺，热源为电。 

1.2.1.5测试 

材料热处理完成后，利用光谱仪、光学显微镜进行表面成份、表面形貌等检

测。 

1.2.1.6沉积介质膜 

沉积介质膜工艺是半导体芯片工艺中较为关键的工艺，目的是在晶圆表面生

长介质膜，以降低晶圆表面的暗电流。在真空腔室中电离氢气，利用氢离子对晶

圆表面的残留有机物进行清洁处理，而后采用氩离子磁控溅射的方法在晶圆表面

沉积介质膜。磁控溅射过程为物理变化，无污染物质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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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介质膜工艺抽真空采用低温泵（冷泵）。低温泵是利用低温表面冷凝气

体的真空泵，又称冷凝泵。低温泵可以获得抽气速率最大、极限压力最低的清洁

真空，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以及分子束研究、真空镀膜

设备、真空表面分析仪器、离子注入机和空间模拟装置等方面。低温泵利用温度

极低的冷却表面(≤77K)的冷凝作用，把气体从系统内部排除的真空泵。低温介

质只是一种对泵的抽气表面起冷却作用并在封闭容器中存贮或循环的冷剂，不与

真空空间发生任何接触，不外排。低温泵配备有冷凝、吸附装置，需定期再生（1

年一次，交付设备厂家）。 

主要产污环节和污染物为：溅射产生的废弃介质膜。 

1.2.1.7光刻 

光刻技术，简单来说即将设计好的线路图形，完整且精确地复制到玻璃基板

上。一般来说包括涂胶、曝光、显影三步生产工序。面板厂首先需将设计好的图

形制作成光罩(photo mask)，应用光学成像的原理，将图形投影至玻璃基板上。

由曝光机产生的光经过光罩透明区域的部分，成像在基板表面。基板表面事先需

经清洁处理，再涂抹上类似底片功能的感光化学物质，称为光刻胶(photo 

resist)。通过光罩的光线到达基板表面的光会与光阻剂产生反应，称为曝光。

曝光后的基板需再经显影步骤，以酸碱中和的化学方式处理基板上曝光与未曝光

的光阻剂，即可将光罩上的图形完整地转移到基板上，然后接续其他的制程。 

此外为了增强光刻胶在玻璃基板表面的附着力，通常在基板清洁后，涂胶前

会先以 HMDS(HMDS-HexaMethylDiSilazane，三甲基硅基)作一次涂底制程，并于

光刻液涂布后进行软烤烘干及显影后的硬烤烘干。 

光刻液主要由对光与能量非常敏感的高分子聚合物和有机溶剂(稀释剂)组

成，前者是光刻液的主体，主要成份为酚醛树脂、丙二醇醚酯等，后者是光刻液

的溶剂，主要成份为单甲基醚丙二醇和乙酸丙二醇单甲基醚脂等。在光刻液的软

硬烤烘过程中，光刻液中的有机溶剂挥发成为有机废气，而高分子聚合物和光敏

剂等则会牢固地附着在基板表面。 

在显影制程中所用的化学品通称为显影液(2%四甲基氢氧化铵 TMAH 溶液)，

为具有碱性的有机化学品，当光阻液受到高能量紫外光照射后，分子会重排产生

化学变化形成酸性物质，未照射到光的光刻液则呈中性，利用酸碱中和的化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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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甲基氢氧化铵 TMAH 

有机废

气活性

炭吸附

塔 

有机废水 

生产废水总排口 
石油醚、丙酮、去离子水 

检测 

光罩、黄光 

性将感光的光刻液去除，没有感光的光刻液则不会被清洗掉，图形因此而完整的

留下来。光刻前后基板表面的变化如图 9所示。 

 

图 9  光刻前后基板表面变化情况 

光刻液、显影液重复回收使用，多次循环后危废资质单位回收处置。 

具体流程如下：晶圆清洗——涂胶——前烘——曝光——后烘——显影——

硬烘——检测。见图 10。 

 

 

 

 

 

 

 

 

 

 

 

 

 

 

 

 

 

图 10  光刻生产工艺流程图 

主要产污环节和污染物为：有机废水（产生于去除光阻清洗、基板清洗）、

有机废气排气筒， 

排口高 28.5m 

酸碱气 体

喷淋塔 

有机废

气活性

炭吸附

塔 

 

有机废气 

 

单甲基醚丙二醇、乙酸丙二醇单甲基醚脂 有机废气 

有机废气 

 

显影 

后烘 

前烘 

曝光 

晶圆清洗 

涂胶 

新建废

水处理

系统 

有机废气 

碱性废气（含氨） 

硬烘 

酸碱废气排气筒， 

排口高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排口高 28.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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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废液（危废，产生于光刻废液、显影废液）、碱性废气（产生于显影液挥发，

主要成分为四甲基氢氧化铵）、有机废气（产生于有机溶剂清洗、光刻液涂布及

烘干）等。 

1.2.1.8刻蚀 

使用化学反应或物理撞击作用将材料移除的技术，包括湿法腐蚀和干法刻

蚀。 

①湿法腐蚀： 

湿蚀刻(Wet Etching)：利用相关化学溶剂与蚀 

材发生化学反应达到蚀刻的目的。将玻璃浸没于适当的化学溶液中，或将化

学溶液喷洒至芯片上，经由溶液与被蚀刻物间的化学反应，来移除薄膜表面的原

子，以达到蚀刻的目的。湿蚀刻三步骤为扩散→反应→扩散出。 

湿蚀刻进行时，透过化学溶剂浓度控制器和自动补酸系统，依酸槽化学药品

浓度情况，即时补充消耗的药液及监控酸槽内的药液浓度情况，大幅减少化学溶

剂的使用量提高其使用效率及资源应用。 

湿法蚀刻具体流程：按照配方配置蚀刻液—将待蚀刻晶圆置于蚀刻液中并计

时—取出晶圆置于超纯水中冲洗—高纯氮吹干—镜检。 

本项目电极铬、金刻蚀采用湿法刻蚀。其中： 

a. 电极铬湿法刻蚀： 

采用高锰酸钾作为氧化剂，在碱性介质氢氧化钾中把铬氧化为可溶性的

亚铬酸钠而使得铬溶解。主要反应式如下： 

 

b. 电极金湿法刻蚀： 

腐蚀液溶质主要是 I2和 KI 真正与金反应的是负三价的电离子 I3-，而低

浓度的碘溶液不足以和金反应。由于碘在水中溶解度很小，KI 的加入可

以促进碘单质和碘离子 I-的溶解，增大碘离子 I3-的浓度使得金的刻蚀顺

利完成。KI 溶液腐蚀金的典型反应方程式： 

 

②干法刻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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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离子气态氛围中选择性腐蚀基材的过程，本项目刻蚀气体使用 CH4和 H2，

辅助气体为 Ar、He 气体，Ar可增强物理刻蚀，He起稀释作用，增加刻蚀均匀性

的作用。刻蚀所用的工艺气体从厂房外特气房通过管道和刻蚀机的进气孔连接到

一起，经阀门控制开关。干法刻蚀对介质膜层进行刻蚀，具体反应原理如下。 

干法刻蚀的具体流程如下：晶圆装入预真空室—抽真空—晶圆进入主腔室—

控温—通反应气体并形成等离子体—刻蚀—刻蚀完毕后晶圆回到预真空室—充

气取片—检测。 

Ar 离子质量较大，在电场作用下获得更大的能量，对材料表面产生较大的

轰击溅射作用。Ar 又是惰性气体，不参与化学反应过程，不会影响整体的化学

成分。 

1.2.1.9剥离 

刻蚀完成之后，要清洗去除上面的光刻胶，再用酸、碱和纯水反复冲洗，以

保证刻痕（电路）的清洁。剥离就是使用剥离液 TOK-106剥离液（30%DMSO 和 70%

乙醇胺 MEA）把玻璃基板上多余的光刻胶剥离的过程。 

剥离过程中，使用过的剥离液通过生产工艺设备自带的回收系统重复回用，

当其浓度难以满足工艺要求时，再通过剥离废液回收系统将其回收，从而在生产

过程中大大减少了物料消耗，从源头有效地减少了污染物的排放量。见图 13。 

主要产污环节及污染物：在剥离过程中将会产生有机废气（光刻胶剥离废

气）、有机废水（剥离清洗废水）、酸碱废水（酸碱清洗废水）与有机废液（废

剥离液，危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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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光刻胶剥离示意图 

1.2.1.10成结 

离子注入制程(沟道掺杂、P型掺杂、N型掺杂)。高集成度的系统面板是 LTPS

的趋势，集成驱动电路中的存储器单元、数字仿真转换电路等都需要互补式晶体

管(CMOS)的技术才能完成。 而其 CMOS组件之沟道掺杂、P型掺杂及 N型掺杂则

藉由离子注入制程所完成。本项目该工序委外进行。 

1.2.1.11物理气相沉积 

物理气相沉积技术(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主要是一种物理制程而

非化学制程。此技术一般使用氩等惰性气体，经由在高真空中将氩离子加速以撞

击溅镀靶材后，可将靶材原子一个个溅击出来，并使被溅击出来的材质（铬、金、

铂、钛等）沉积在玻璃表面，以上材质的金属各沉积 1层。制程反应室内部的高

温与高真空环境，可使这些金属原子结成晶粒，再通过光刻、蚀刻，来得到半导

体元件所要的导电电路。其中光刻工序及其主要污染物同前文，蚀刻工序主要污

染物同前文铬电极刻蚀。 

具体流程如下：晶圆装入预真空室—抽真空—晶圆进入沉积腔室—晶圆预清

洗—预溅射金属靶材—沉积金属膜—检测。 

主要产污环节及污染物：物理气相沉积为物理变化，无新污染物质产生，主

要污染物为金属溅射过程中会产生废金属靶材（铬、金、铂、钛等）。 

1.2.1.12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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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具有独立电气性能的芯片从晶圆上分离出来的过程叫划片，在一个标

准的晶圆片上，通常有数百个芯片按阵列排布在一起，芯片与芯片之间

80um~150um 的间隙为划片槽。划片过程是使用高速旋转的刀片切割晶圆的划片

槽，同时承载着晶圆的工作台以一定的速度沿刀片与晶圆接触点的切线方向做直

线运动，晶圆被刀片切割。切割晶圆产生的碎屑被纯水带走，最终排入自建废水

处理系统。 

具体流程如下：测量样品厚度---样品固定（真空吸附）在工作台上—-按照

划片槽进行对刀---设定划片参数---划片---取片。 

主要产污环节及污染物：划片切割晶圆，将产生划片废水（主要污染因子为

pH、COD、SS）；划片沉渣（危险废物）。 

1.2.1.13电极制备 

利用真空蒸发镀膜技术，在真空条件下，用蒸发器加热金属铟，使之蒸发，

铟粒子流直接射向晶圆片，并在晶圆上沉积一层均匀致密的金属铟膜电极。 

具体流程如下：称量靶材（铟）并放入坩埚中----将晶圆片固定在样品盘上

---抽真空---设定镀膜参数---加热坩埚开始蒸镀---降温---释放真空---取片。 

主要产污环节及污染物：真空蒸发镀膜形成电极过程为物理变化，无化学反

应，无新污染物产生。金属蒸镀过程中会产生废金属靶材（铟）。 

1.2.1.14引线键合 

是指 IC 芯片面朝下，与封装外壳或布线基板直接互连的一种技术。其互连

线短、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小，芯片的 I/O电极可在芯片表面任意设置，封装密

度高。本工艺实施过程中，需要使用氮气对封装设备进行冷却，以保持设备的焊

接精度。 

丝球焊是引线键合中最具代表性的焊接技术。球焊金丝，用电火花将金（或

铂金）丝端部熔融出个小球，然后与芯片电极进行球焊的金丝，又称键合金丝。

它的用途是把集成电路硅片上的电极和引线框架健合起来。在一定的温度下，作

用键合工具劈刀的压力，并加载超声振动，将引线一端键合在 IC 芯片的金属法

层上，另一端键合到引线框架上或 PCB便的焊盘上，实现芯片内部电路与外围电

路的电连接。具体流程如下：预热—键合—镜检。 

主要产污环节及污染物：采用的丝球焊不同于传统焊接技术，金丝通过电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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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熔融并使用超声焊接，颗粒物产生量及其微小，本次评价不做考虑。该环节将

产生少量废焊接材料，全部回收利用。 

1.2.1.15热处理 

该工序对芯片进行热处理，以消除芯片内的应力损伤，为防止表面氧化，需

要在回流过程中通入氢气和氮气作为工艺气体。 

具体流程如下：将待处理样品放入真空室样品台上---抽真空（除去氧气）

---通入氢气---加热样品进行热处理---通入氮气（赶走氢气）---降温---取片。 

1.2.1.16下填充 

在半导体芯片键合后，在芯片与封装外壳或基板之间的缝隙中填充环氧树

脂，使芯片与基板之间连接牢固，同时减少芯片与封装外壳或基板之间的热失配。 

主要产污环节及污染物：废弃填充材料环氧树脂。 

1.2.1.11封装 

将半导体芯片贴装到封装体内，为半导体芯片工作提供光学和电学接口，以

便进行光电性能测试。使用丙酮、无水乙醇清洗芯片，用 AB 胶粘接，采用高真

空排气系统对封装体进行真空排气。 

具体流程如下：芯片贴装—引线焊接—窗座焊接—漏率检测—排气。 

主要产污环节及污染物：丙酮、无水乙醇等有机废液（危废），清洗剂及

AB胶挥发产生有机废气。 

1.2.1.18测试 

采用光电性能测试系统对封装好的半导体芯片进行性能测试。 

全程纯水制备过程会产生浓盐水。 

本项目三种产品主要产污环节和污染物处理措施、排放去向见表 1.2-2、

1.2-3和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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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光学 MEMS 芯片（200 片/年）主要产污环节和污染物处理措施、排放去向一览表 

工序 产生节点 污染类别 污染物种类 处理措施 排放口 排放去向 

材料

生产 

1、器皿清洗 

酸性气体 G1-1 HCl、NOx、氯气等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滤料

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酸性废水 W1-1 pH、COD、SS、石油类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处理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危险废物 S1-1 废液（危废）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2、基底腐蚀 

有机废气 G2-1 石油醚、丙酮、甲醇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水 W2-1 基底清洗（石油醚、丙酮、甲醇）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处理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危险废物 S2-1 废有机溶剂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有机清洗废水 W2-2 pH、SS、Cd2+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一类污染物车间排口

达标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3、材料制备 
含汞废气 G3-1  冷肼+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3-1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4、热处理 
含汞废气 G4-1  冷肼+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4-1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5、测试 固体废物 S5-1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6、成结 / / / / 外委加工 

半导

体芯

片制

备 

7、光刻 

有机废水 W7-1 去除光阻清洗、基板清洗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有机废液 S7-1 危废，产生于光刻废液、显影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碱性废气 G7-1 显影液挥发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滤料

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气 G7-2 
有机溶剂清洗废气、光刻液涂布及

烘干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8、干法刻蚀 刻蚀废气 G8-1  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9、光刻胶剥离 
剥离废气 G9-1 挥发性有机物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9-1 废光刻胶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10、沉积介质膜 危险废物 S10-1 废弃介质膜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11、光刻 有机废水 W11-1 去除光阻清洗、基板清洗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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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Q 为排气口，PS 为排水口 

 

市政管网 

有机废液 S11-1 危废，产生于光刻废液、显影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碱性废气 G11-1 显影液挥发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滤料

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气 G11-2 
有机溶剂清洗废气、光刻液涂布及

烘干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12、干法刻蚀 刻蚀废气 G12-1  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13、光刻胶剥离 剥离废气 G13-1 挥发性有机物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14、物理气相沉积 危险废物 S14-1 废金属靶材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15、光刻 

有机废水 W15-1 去除光阻清洗、基板清洗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有机废液 S15-1 危废，产生于光刻废液、显影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碱性废气 G15-1 显影液挥发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滤料

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气 G15-2 
有机溶剂清洗废气、光刻液涂布及

烘干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16-1、湿法腐蚀 

有机废气 G16-1 刻蚀液挥发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16-1 刻蚀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清洗废水 W16-1 pH、SS、Cr6+、总 Cr、Cd2+ 
pH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超滤处理，

一类污染物车间排口达标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16-2、干法刻蚀 刻蚀废气 G16-2 主要成分为少量铂、钛、金、氩 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17、光刻胶剥离 
剥离废气 G17-1 挥发性有机物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17-1 废光刻胶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半导

体芯

片封

测 

18、划片 划片研磨废水 W18-1 颗粒物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处理 W-GJ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19、键合 固体废物 S19-1 废弃焊料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20、热处理 / / /  / 

21、下填充 危险废物 S21-1 丙酮、无水乙醇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22、封装 
有机废气 G22-1 

清洗剂及胶挥发产生有机废气（非

甲烷总烃、丙酮、乙醇）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22-1 丙酮、无水乙醇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23、测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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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  太赫兹芯片（100 片/年）主要产污环节和污染物处理措施、排放去向一览表 

工序 产生节点 污染类别 污染物种类 处理措施 排放口 排放去向 

材料

生产 

1、器皿清洗 

酸性气体 G1-1 HCl、NOx、氯气等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

滤料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酸性废水 W1-1 pH、COD、SS、石油类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危险废物 S1-1 废液（危废）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2、基底腐蚀 

有机废气 G2-1 石油醚、丙酮、甲醇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水 W2-1 基底清洗（石油醚、丙酮、甲醇）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危险废物 S2-1 废有机溶剂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有机清洗废水 W2-2 pH、SS、Cd2+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一类污染物车间

排口达标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3、材料制备 
含汞废气 G3-1  冷肼+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3-1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4、热处理 
含汞废气 G4-1  冷肼+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4-1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5、测试 固体废物 S5-1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6、沉积介质膜 危险废物 S6-1 废弃介质膜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半导

体芯

片制

备 

7、光刻 

有机废水 W7-1 去除光阻清洗、基板清洗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有机废液 S7-1 危废，产生于光刻废液、显影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碱性废气 G7-1 显影液挥发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

滤料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气 G7-2 
有机溶剂清洗废气、光刻液涂布及

烘干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8、成结 / / / / 外委 

9、光刻 

有机废水 W9-1 去除光阻清洗、基板清洗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有机废液 S9-1 危废，产生于光刻废液、显影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碱性废气 G9-1 显影液挥发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

滤料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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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废气 G9-2 
有机溶剂清洗废气、光刻液涂布及

烘干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10-1、湿法腐蚀 

有机废气 G10-1 刻蚀液挥发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10-1 刻蚀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清洗废水 W10-1 pH、SS、Cr6+、总 Cr、Cd2+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一类污染物车间排口达标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10-2、干法刻蚀 刻蚀废气 G10-2  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11、光刻胶剥离 

有机废气 G11-1 光刻胶剥离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水 W11-1 剥离清洗废水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 

W-GJ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酸碱废水 W11-2 酸碱清洗废水 W-GJ 

危险废物 S11-1 有机废液如废剥离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11、物理气相沉积 危险废物 S11-1 废金属靶材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12、光刻 

有机废水 W12-1 去除光阻清洗、基板清洗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有机废液 S12-1 危废，产生于光刻废液、显影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碱性废气 G12-1 显影液挥发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

滤料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气 G12-2 
有机溶剂清洗废气、光刻液涂布及

烘干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13-1、湿法腐蚀 

有机废气 G13-1 刻蚀液挥发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13-1 刻蚀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清洗废水 W13-1 pH、SS、Cr6+、总 Cr、Cd2+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一类污染物车间排口达标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13-2、干法刻蚀 刻蚀废气 G13-2 主要成分为少量金、铂、钛 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14、光刻胶剥离 

有机废气 G14-1 光刻胶剥离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水 W14-1 剥离清洗废水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W-GJ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酸碱废水 W14-2 酸碱清洗废水 W-GJ 

危险废物 S14-1 有机废液如废剥离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半导

体芯

片封

测 

15、划片 划片研磨废水 W15-1 颗粒物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 
W-GJ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16、键合 
焊接废气 G16-1 少量焊接烟尘 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固体废物 S16-1 废弃焊料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17、热处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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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下填充 危险废物 S18-1 丙酮、无水乙醇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19、封装 
有机废气 G19-1 

清洗剂及胶挥发产生有机废气（非

甲烷总烃、丙酮、乙醇）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19-1 丙酮、无水乙醇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20、测试 / / /  / 

注：PQ 为排气口，PS 为排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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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  下一代红外焦平面探测器芯片（2000 片/年）主要产污环节和污染物处理措施、排放去向一览表 

工序 产生节点 污染类别 污染物种类 处理措施 排放口 排放去向 

材料

生产 

1、器皿清洗 

酸性气体 G1-1 HCl、NOx、氯气等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

滤料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酸性废水 W1-1 pH、COD、SS、石油类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危险废物 S1-1 废液（危废）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2、基底腐蚀 

有机废气 G2-1 石油醚、丙酮、甲醇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水 W2-1 基底清洗（石油醚、丙酮、甲醇）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危险废物 S2-1 废有机溶剂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有机清洗废水 W2-2 pH、SS、Cd2+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一类污染物车间

排口达标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3、材料制备 
含汞废气 G3-1  冷肼+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3-1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4、热处理 
含汞废气 G4-1  冷肼+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4-1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5、测试 固体废物 S5-1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6、沉积介质膜 危险废物 S6-1 废弃介质膜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半导

体芯

片制

备 

 

 

7、光刻 

有机废水 W7-1 去除光阻清洗、基板清洗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有机废液 S7-1 危废，产生于光刻废液、显影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碱性废气 G7-1 显影液挥发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

滤料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气 G7-2 
有机溶剂清洗废气、光刻液涂布及

烘干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8、干法刻蚀 刻蚀废气 G8-2  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9、光刻胶剥离 

有机废气 G9-1 光刻胶剥离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水 W9-1 剥离清洗废水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 

W-GJ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酸碱废水 W9-2 酸碱清洗废水 W-GJ 

危险废物 S9-1 有机废液如废剥离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10、成结 委外 委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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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光刻 

 

有机废水 W11-1 去除光阻清洗、基板清洗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有机废液 S11-1 危废，产生于光刻废液、显影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碱性废气 G11-1 显影液挥发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

滤料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气 G11-2 
有机溶剂清洗废气、光刻液涂布及

烘干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12、干法刻蚀 刻蚀废气 G12-1  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13、光刻胶剥离 

有机废气 G13-1 光刻胶剥离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水 W13-1 剥离清洗废水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W-GJ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酸碱废水 W13-2 酸碱清洗废水 W-GJ 

危险废物 S13-1 有机废液如废剥离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14、物理气相沉积 危险废物 S14-1 废金属靶材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15、光刻 

有机废水 W15-1 去除光阻清洗、基板清洗 自建生产废水处理系统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有机废液 S15-1 危废，产生于光刻废液、显影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碱性废气 G15-1 显影液挥发 
酸液喷淋（H2SO4）+碱液喷淋（NaOH）+

滤料过滤+喷雾（NaOH） 
PQ-1 28.5m 酸性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气 G15-2 
有机溶剂清洗废气、光刻液涂布及

烘干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16-1、干法刻蚀 刻蚀废气 G16-2 主要成分为少量金、铂、钛 活性炭吸附塔 PQ-3 28.5m 特殊废气排气筒 

16-2、湿法刻蚀 

有机废气 G16-1 刻蚀液挥发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16-1 刻蚀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清洗废水 W16-1 pH、SS、Cr6+、总 Cr、Cd2+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一类污染物车间排口达标 
PS-1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17、光刻胶剥离 

有机废气 G17-1 光刻胶剥离废气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有机废水 W17-1 剥离清洗废水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 

W-GJ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酸碱废水 W17-2 酸碱清洗废水 W-GJ 

危险废物 S17-1 有机废液如废剥离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半导

体芯

片封

测 

18、划片 划片研磨废水 W18-1 颗粒物 
pH 调节+絮凝气浮+活性炭吸附+RO 超滤

处理， 
W-GJ 

冠捷显示公司总排口，

市政管网 

19、引线键合 固体废物 S19-1 废弃焊料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20、热处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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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填充 危险废物 S21-1 丙酮、无水乙醇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22、封装 
有机废气 G22-1 

清洗剂及胶挥发产生有机废气（非

甲烷总烃、丙酮、乙醇） 
活性炭吸附塔 PQ-2 28.5m 有机废气排气筒 

危险废物 S22-1 丙酮、无水乙醇废液 委托资质单位处置 外委 北京红树林 

23、测试 / / /  / 

注：PQ 为排气口，PS 为排水口


